理事心聲
第十五屆 理事會
理事長 何立基
我十分感謝眾會員及理事在本屆繼續推舉我為理事長。未來數年有
關航運物流發展，重點仍在網購電貿，以及產業轉移的影響。本港
方面將會致力加強行業競爭力及建設國際航運中心。我希望物流管
理人員協會在這幾個範疇可以為會員及行業作出貢獻。

副理事長 陳淑冰
恭賀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生日快樂＂蒙一眾會
員及理事同心協力，會務得以興茂發展，謹祝物管協會務蒸蒸日上
，再創輝煌。
工作於現今大都會，相信許多香港人都很忙碌，每周忙碌於工作及
社交，致令身心疲累，久而久之便忽略了自己身體的健康，更加忽
略了與家人之正向溝通，家人之間感情亦漸見疏離。故雅妍社也籍
此鼓勵大家，多些與家人一同參予本社組織之義工活動，發揮正能
量。
本社每年都舉辦若干公益活動，如前往國內廣東省石九希望小學擔
任義教工作、參加保良局助養兒童計劃、到仁濟院舍探訪院友等…
，正所謂『齊做義工，多與溝通 ; 常讚美，常運動』，因為我相信
快樂是可以感染的，透過與家人共同參與義工活動，自我提升快樂
指數，令家庭增添歡樂氣氛。
趁此機會祝各會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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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 張迅文
孔子有云 :「三十而立」，協會踏入三十年頭，對所有不遺餘力和
擁護支持協會的理事、會友而言，今年更別具意義。「立」於個人
方面，乃指確立自己在為人處事，對待生活的態度和原則，延伸至
協會的深層意義，乃表示需於來年強化協會的宗旨，舉辦多元化活
動，擴闊交流經驗平台，緊扣與各會友連繫，並引進年青一輩加入
協會成來年的生力軍，這是本人對協會的展望。

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自1986年成立至今已達三十周年，長期以來
協會以服務會員、凝聚業界，為政府出謀獻策為宗旨，積極為促進
香港物流業發展付出努力。多年來協會得以持續發展，亦有賴各界
友好與及歷屆理事、幹事無私的付出與支持。今年第十五屆理事會
已順利產生，來自業界不同範疇的理事及屬下各委員會在未來三年
任期會秉承歷屆理事會的精神，繼續不遺餘力為會員及業界服務。
近年行業經營環境不理想，業界從業員以至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
均受到嚴峻的考驗，但同時國家一帶一路政策，以至電商行業的發
展亦為業界帶來無限機遇；未來協會將會繼續舉辦各類型活動，包
括與行業相關的講座及研討會、會員聯誼活動，促進同業交流；通
過積極參與政府政策咨詢，為政府出謀獻策，抓緊發展機遇。
歡迎各界朋友參與我會活動指導交流，同時誠邀業界有志之仕加盟
我會，為業界共謀發展。

秘書長 陳國源
我很高興成為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的秘書長，在過去36個月中，
我可以有機會從多位資深前輩 學到一些會務及活動項目管理的經驗
，從一點一滴裡學會不少工作上不能得到的知識，真的是一段一生
難忘的日子。新一屆能再 次擔任秘書長對我來說是真正的挑戰，因
為我要將過去所學的回饋於未來三年的 工作上，這不只是物管協內
的發展，更重要是怎樣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我不重複當前的市場
狀況，從我的角度來看，每一行業的未來競爭壓力是不相伯仲，我
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努力保持香港精神。 對我自己而言，有一個格
言希望在這跟大家分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意之所在，能量
隨來”，同時我希望世界上有真正的和諧，因為這才是真正可以建
立凝聚力，令團隊能勇往直前，“團結便是力量”才是永恆，收拾
心情，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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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 梁綉雯
充實的二十年 …
自1994年被選任進入理事層，在得到各屆理事們、各會員及秘書處
同事的支持下，本人很榮幸在物管協這大家庭做了二十年的義工，
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又能参予業界籌辦航運周、國慶
酒會、除夕餐舞會等工作，擴闊了我的眼界及生活圈子。近年我積
極參予青年委員會(SEAL-Net)的發展工作，看見我們有新一代接班
人能投入協會的義工隊伍，工餘時能為行業貢獻一份力量，真好 !

司庫 張佩貞
自2002年起出任理事，至今踏上14個年頭了。綜觀歷屆由各會員投
選出來的每一位理事，他們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群體；各有不同恩
賜、不同經驗，因此能夠互補不足；大家無私地付出時間、金錢，
並不是為權、也不是為勢，乃是希望藉著協會凝聚物流界、推動及
支持業界的發展，盼望此精神能薪火相傳下去。
新一屆理事於今年誕生，很高興有多位年青成員加入。在此亦盼新
舊理事能達致互信互諒互動，之間溝通及默契能早日成熟，在共識
及互諒之下完成工作，從而令到會務更趨暢順。

理事 陳楚平
在全球化形勢的推動下，造成了全球物流業的巨大變化和發展，質
同量的需求也大大提升，各大小物流企業和持份者也紛紛作出相應
策略調整，以附合客戶和形勢所需。
協會踏入三十週年，正值成熟和活力之年，新一屆的理事組合也隨
着未來物流發展所需而進行了明確分工、責任和年青化的部署，藉
着新的組合，希望可以提供到給會員和業界一個現代物流平台。這
平台包含着物流企業在發展物流中的做法、經驗、最新信息化的發
展、地方政策的改變和透視未來物流的最新情況和需要。
各位理事和會員們「努力、加油」！
祝賀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會務蒸蒸日上！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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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馮家均
港珠澳大橋——萬眾矚目的港珠澳大橋終於合攏了。它標誌着最重
要的主體建築已經完成，通車時間指日可待。受世界經濟影響, 香
港的運輸業亦有所下滑，基於各種原因, 大橋的工程一再延誤，其
用途由早期以貨運為主的設計將轉以客運為本。
基於珠江南端，連接東兩岸的只一條虎門大橋，它已不勝負荷，每
天的繁忙時段擁擠不堪，所以港珠澳大橋落成通車之日,作為橫貫港
，澳，珠西的陸上交通大動脈不僅減輕虎門大橋的車流量，也大大
縮短了香港到珠江西岸各城市的距離, 對促進粵港澳間的旅遊，起
了關鍵作用。

理事 潘煥珍
加入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其間參與不少會務工作，得到一眾會
友支持，我第一年服務協會至今已三十個年頭，今屆有幸成為雅妍
社社長，實在感到十分榮幸。
未來雅妍社將會繼續協助本會文娛康樂工作，更會全力參與其他慈
善活動及行業業務訊息交流…等，與一眾會員分享。
本人希望能將自己服務協會的經驗帶給「雅妍社」，帶領她發展和
壯大，讓她更出色!

理事 吳矢勤
時光飛逝，上次寫理事心聲時是為二十五週年特刋寫的了。這五年
理事會運作的步伐與以往相比之下更快，且有正面的'進化'以配合需
要。新增之會員人數與其年紀之年輕化尤其顯著，新的思維為理事
會在策劃上添上新鮮感和色彩。
活動方面，本人有幸參與'綜合性海事業務運作工作坊'系列(IMP)之
籌備工作，目睹各場參加者的投入，積極的發問和分享本身經驗，
令舉辦 IMP 的理念和目的獲得充分認同和成功而欣慰。
新的一屆理事會剛產生，成員之年齡比例更趨年輕化是正面的現象
，管理架構亦更新了使其分工更清晰。熱切期望新的理事會能推動
和帶領本會令其會務蒸蒸日上，各會員更積極的參與活動和給予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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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佘照基
加入了理事會這個家庭多年，大家以分工合作精神來開展各項會務
工作，取得很好成績，非常愉快。深信新一屆理事會繼續發揮這種
精神，做好新的一個10年的工作，推動協會邁向一個新台階！

理事 黃祖河
Having been with the HKLMSA for a decade, and, with its
support and that of other committed friends, planned and
conducted successfully the Inter-Disciplinary Maritime Practice
Workshop Series over three years, it dawns on me that with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Hong Kong society, as well as tha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hope for the future of the association,
as well as for Hong Kong, lies in inculcating the right values in
the young, that of integrity, fairness, and compassion, through
sharing the collective expertis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all,
both young and old.

理事 蘇智遠
在航運業工作了二十個年頭，今天遠洋貨櫃船泊已達18,000TEU，
從基本的運輸業到今天的物流業，全因前輩們所付出的貢獻，為業
界構建出完善的平台，才造就了香港今天國際物流中心的地位。
物流管理人員協會凝聚了物流界的管理精英，旨意促進及支持香港
物流業的發展，進一步提高香港作為國際物流中心的地位。通過物
管協舉辦的活動，我衷心感受到前輩們對物流業無私的奉獻，因此
我亦希望能盡一點綿力，回饋業界。今年更有機會加入物管協理事
會，希望能與各理事同心協力，為會員帶來更多不同的活動，匯集
更多意見，向政府反映業界需求及提供意見。
人生有涯，理想無限。在我們慶祝過去三十年的成就的同時，也讓
我們用新思維、新角度，放眼另一個三十年的遠大前景。祝香港物
流管理人員協會與時並進，續展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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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胡家信
祝願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會務蒸蒸日上！
成立三十週年 Happy Birthday!

理事 張峰銘
三十年，可算是一個不短的日子，但在物流業中只是一剎那的時刻
，我們還需不斷努力。當中我們要承接前輩的經驗加上配合現今社
會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以便達到發展目標。
現在香港物流業人員漸漸老化，加入的人員遠比需求小，希望多一
些青年人加入這行業，薪火相傳地提高物流發展潛力。

理事 余芷穎
回想加入香港管理物流人員協會會員五年多中，除了協會舉辦很多
社會義務的精彩活動外，最難忘的是在2015年時參加協會舉辦的「
綜合性海事業務運作工作坊」"Inter-Disciplinary Maritime Practice
(IMP) Workshops"，它的內容結合了很多方面的專業船務運作的基
本知識，增加對自己日常工作不是經常接觸的部分有了初步的認知
。期望日後本會繼續積極舉辦類似的工作坊，以廣納及凝聚物流業
內不同專長的年青人加入本會多作交流，令業界一同進步。
今年本人榮幸成為第十五屆香港物流管理人員協會理事之一。初次
擔任理事，希望在任期內一步步加深理解對協會的運作從而為協會
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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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理事 陳嘉豪
在協會的30週年，我很榮幸能夠得到會員的支持而擔任理事！
自上一屆開始擔任理事，在理事長、理事和顧問的帶領下，我和物
流青年網絡(SEAL-Net)的委員為協會培育年青會員，加強與業界的
各方面聯繫和合作。
我會繼續致力在年青會員方面做更多，一齊為協會的下一個30年而
努力！

候補理事 譚志俠
30 years is a short time in history but a long one for the
Association I had the privilege to serve, which has experienced
hard times and challenges to acquire the achievement of today.
I wish the Association every success in the 30 years ahead.

候補理事 袁尚文
轉瞬間, 物管協成立已三十年啦！本人非常高興能參與和支持本會
和航運物流業發展。近年，我們高興有很多從事航運物流的年青人
參與本會的工作和活動，如：成立SEAL-Net。他們彼此交流和勉勵
，是我最值得欣賞！我希望本會能為新一代年青航運物流從業員提
供機會和平台，發揮所長！
作為本會物流政策委員會召集人，我們會更積極主動與各會員，行
業人仕和持份者交換意見，向政府和相關機構提出建議和意見，促
進業界發展，升級轉型！
最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並祝物管協不斷發展, 業務蒸蒸日上！

候補理事 葉偉豪
從物管協的物流青年網絡開始， 十分慶幸認識到同行，朋友，前輩
，各種物流相關的單位。一班人走在一起，做著大家想做的事，而
且跟自己行業相關的事，感覺是很好的。成為物管協後補理事，相
信有更多機會，接觸更多層面，發揮更多力量。過往參與或一起籌
備的活動，探訪，工作坊…等等，都帶俾自己一種服務社會，聯繫
同行的感覺，同時亦擴闊視野，認識更深。在此慶賀三十周年的機
會， 祝願會務蒸蒸日上，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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