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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漢鈞博士 GBS, JP （主席）

鄭漢鈞博士多年來參與公共服務，在教

育、地政、建築及交通事務上，均有超卓

貢獻。鄭博士為前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

他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及前任

會長；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英

國結構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前副會長及

金獎章獲得者；香港規劃師學會榮譽會

員。鄭博士曾任城市大學及公開大學校董

會主席，科技大學校董會副主席，土地及

建設諮詢委員會主席及應用研究局主席。

他曾先後接受六所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及院

士。目前他亦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

鄭博士從事結構工程專業的工作數十年，

廣受業內人士推崇和敬重。

苗學禮先生 JP （副主席）

苗學禮先生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及非

洲研究學院及美國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行

政學院。他在一九七二年加入香港政府

任職政務官。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

間，擔任當時總督麥理浩爵士的私人秘

書；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獲任為貿易署副署

長；一九八九年出任布政司辦公室資訊統

籌處長；一九九一年十月獲委任為海事處

處長；一九九三年三月出任貿易署署長；

前排（由左至右）

劉國裕博士, JP

溫文儀先生, JP

鄭若驊女士, SC

黃星華先生, GBS, JP (房屋局局長)

鄭漢鈞博士, GBS, JP (主席)

苗學禮先生, JP (副主席)

周偉淦先生, JP

蕭婉嫦女士, BBS, JP

方 正先生, SBS, JP

吳仕福先生, BBS, JP

後排（由左至右）

王 坤先生

葉國謙議員, JP

陳炳煥先生, SBS, JP

吳水麗先生, JP

陳鑑林議員, JP

鄭恩基先生, JP

蔡涯棉先生

陳家樂先生, BBS, JP

林菲臘先生, JP

蔡根培先生, BBS, JP

劉秀成教授, SBS

缺席

黃匡源先生, GBS, JP

吳亮星議員, JP

譚小瑩女士, JP

王于漸教授, SBS, JP

鍾瑞明議員, GBS, JP

何世柱先生, S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鄺海疇博士

單仲偕議員

俞宗怡女士, GBS, JP (庫務局局長)

布 培先生, JP (地政總署署長)

房屋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

二○○一至二○○二年度房屋委員會委員

一九九六年七月獲委任為房屋署署長及房

屋委員會行政總裁。

方 正先生 SBS, JP

方正先生是執業會計師及香港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他於一九七二

年取得特許會計師資格，並於一九七七年

獲肯特大學頒授民事法律名譽博士學位。

方先生自一九九二年起，一直積極參與房

委會的工作，他是房委會財務小組委員會

主席。此外，他又參與其他社會事務，包

括出任香港工業總會的理事、應用研究局

董事、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管理局及外匯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周偉淦先生 JP

周偉淦先生是建築師，並且是香港建築師

學會、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澳洲皇家建

築師學會及英國仲裁會會員，現任和記黃

埔地產有限公司集團董事總經理。周先生

在房屋發展計劃、設計及推行方面有豐富

經驗。多年來，周先生參與多個社會服務

機構的工作，並為撲滅罪行委員會、律敦

治醫院管治委員會的委員、戒毒會執行委

員會之榮譽秘書，以及入境事務審裁處的

審裁專員。

蕭婉嫦女士 BBS, JP

蕭婉嫦女士現任九龍城區議會議員及九龍

城區社區建設委員會主席。她亦是九龍城

區婦女協進會理事長。她自一九八五年起

一直擔任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此外，她亦

參與互助委員會、分區委員會及九龍城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工作。一九八七年，蕭

女士於香港十大業主立案法團選舉中當選

最傑出主席。一九八八年，她更獲選為九

龍城首位女區議員。蕭女士於一九九○年

加入房委會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後於

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獲委任為房屋委員會

委員。她於一九九五年獲委任為香港區事

顧問，現為地產代理監管局委員。

蕭女士是房委會九龍城寨清拆事宜特別委

員會主席。

陳家樂先生 BBS, JP

陳家樂先生是一位執業律師。他自一九九六

年獲委任為房屋委員會委員並擔任居者有

其屋小組委員會主席至今。陳先生同時擔

任酒牌局副主席及律師紀律聆訊會成員；

而在社會服務方面，他是香港青年協會會

員及靈實協會董事。

陳家樂先生蕭婉嫦女士周偉淦先生

鄭漢鈞博士 苗學禮先生 方 正先生

房 屋 委 員 會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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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文儀先生 JP

溫文儀先生是一位註冊專業測量師。他在

一九九七年一月成立溫文儀測量師行有限

公司前，曾在香港政府服務十年，負責土

地行政事務，又在一個上市地產集團任地

產經理十七年。溫先生先後於一九九四年

四月一日及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獲委任為

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及房委會委員。此

外，他也是香港房屋協會委員、市政服務

上訴委員會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青年協會的理事會委員，以及協青社

（為離家出走青少年提供服務）的副主席。

溫先生是房委會投訴小組委員會主席。

陳炳煥先生 SBS, JP

陳炳煥先生是一位律師、香港法律公證人

及中國委託公證人。陳先生積極參與社會

事務。他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起已是房

委會委員。陳先生亦是房委會的人力資源

小組委員會及私營機構更多參與房委會工

作專責小組主席，香港房屋協會執行委員

會副主席、東區區議會議員、投訴警方獨

立監察委員會委員、廉正公署社區關係市

民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法律公證人協會

理事會理事以及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

會委員。

劉國裕博士 JP

劉國裕博士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

政學系副教授。他於一九九四年獲委為香

港房屋委員會公屋住戶擁有私人住宅物業

問題專責小組委員會委員，其後於一九九

五年成為房委會居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並

於一九九六年獲委任為房委會委員。劉博

士於九九至○一年間加入房委會投訴小組

委員會，另於二零零一年出任檢討公屋租

金政策專責小組委員會委員。

劉博士現為廣東省房地產研究協會專家諮

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顧

問，他亦曾任房屋局長遠房屋策略檢討督

導小組委員、土地發展公司上訴審裁小組

成員及葵青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自一九八四年起，他一直是香港房屋政策

評議會顧問。劉博士亦是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社會發展指數計劃專家小組成員，另出

任市區重建局覆核委員會委員。

黃匡源先生 GBS, JP

黃匡源先生是一位特許會計師，為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高級稅務合夥人。黃

先生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曾任香港

會計師公會會長，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

年更當選立法局議員，為會計界功能組別

代表。黃先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為社會

福利諮詢委員會、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

也是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安老事務委員

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及策略

發展委員會成員。黃先生曾是基本法諮詢

委員會、英國國籍計劃督導委員會，以及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委員；亦曾任

香港弱能兒童互助會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的

主席。黃先生現為人際輔導中心主席，並

任香港海洋環境保護協會會長。自一九九

一年起，黃先生一直是英國共濟聯合總會

香港暨遠東區總分會的會長。

吳亮星議員 JP

吳亮星先生，一九四九年出生於香港，原

籍廣東省鶴山市；於澳門東亞大學取得研

究院文憑；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及任職集友銀行副董事長。

吳先生曾於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獲委

任為中英土地委員會中方代表及香港特區

政府土地基金受託人；並於一九九○年至

二○○一年擔任中南銀行常務董事、香港

分行總經理及副董事長職務；一九九二年

起擔任香港公益金商業及僱員募捐計劃委

員會委員；於一九九六起被委任為香港房

屋委員會委員；當年被選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臨時立法會議員，並於一九九八年及

二○○○年分別再獲選為首屆及第二屆立

法會議員，吳先生自一九九六年起擔任中

銀集團慈善董事；一九九八年擔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成

員；一九九九年擔任輸入優秀人才計劃遴

選委員會委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執行委

員 及 嶺 南 大 學 校 董 會 及 諮 議 會 成 員 。

二○○一年擔任香港政府漁業發展貸款基

金顧問委員會委員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會董，並於同年七月獲行政長官委任為太

平紳士。

吳 先 生 是 房 委 會 商 業 樓 宇 小 組 委 員 會

主席。

吳水麗先生 JP

吳水麗先生現任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幹

事，也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副主席。吳先

生投身社會工作專業三十多年，其間倡導

及推展多項新服務，回應社會的新需要，

更在香港首先引進僱員發展輔助服務，以

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企業和工商界。吳先生

也在大學講授社會工作課程和經常發表與

社會服務和社會政策有關的文章。同時也

擔任多項公職，現任禁毒常務委員會和城

市規劃委員會等委員，並首任香港社會

工作者協會會長及國際社會工作聯會副

會長。

吳先生是房委會租住房屋小組委員會及檢

討公屋租金政策專責小組主席。

譚小瑩女士 JP

譚小瑩女士出生於香港，並在香港接受教

育。她在香港大學主修經濟，獲得社會科

學學士學位後，在悉尼大學修讀城市規劃

課程兩年，取得碩士學位。譚女士在政府

服務七年，曾參與多方面的規劃工作。

一九九○年，她開始私人執業。她的公司

為中港兩地多間公營及私營機構處理了四

百多項規劃計劃。她曾任香港規劃師學會

會長（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現任

規劃師註冊管理局成員、環境諮詢委員會

委員及地產代理條例上訴委員會主席。

王 坤先生

王坤先生自一九七八年起參與居民團體工

作，現為居屋住戶，長期關注香港房屋問

題，在一九九五年開始出任港九新界公共

屋 居民商戶團體聯會主席，並曾擔任香

港地區事務顧問。

王于漸教授 SBS, JP

王于漸教授現任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學院

候任院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他是香港經

濟研究中心主任，又是香港經濟及商業策

略研究所總監，透過該等中心的工作，推

動有關香港政府政策問題經濟研究。他現

為香港政府經濟諮詢委員會、香港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基金

諮詢委員會及香港醫院管理局委員。

林菲臘先生 JP

林菲臘先生分別於一九七四年及一九八一

年在英國及香港獲取律師資格，後加入香

港政府律政署服務，離職前任副首席檢察

官，主管地政工務組。他於一九八六年加

入西蒙斯律師行為合夥人，主理發展及建

築業務。他已出任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

委員十年。他亦是建築物上訴審裁處其中

一位主席、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建築仲裁

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

員，以及韓國商務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他

的工作包括就具爭議性和不具爭議性的發

展及建築相關事宜，向公共機構、發展

商、顧問公司及承建商提供專業意見，並

處理與建築有關的仲裁和訴訟事宜。

林先生是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主席。

吳亮星議員

吳水麗先生

黃匡源先生

劉國裕博士 譚小瑩女士 王 坤先生

王于漸教授 林菲臘先生

溫文儀先生 陳炳煥先生

房 屋 委 員 會 委 員房 屋 委 員 會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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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瑞明議員 GBS, JP 

鍾瑞明議員為香港大學理學士及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他是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的資深會員。鍾先生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會議成員、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香

港城市大學司庫及長遠房屋策略諮詢委

員會成員。鍾先生同時是九廣鐵路公司

董事。

蔡涯棉先生

蔡涯棉先生於香港出生及接受教育，畢業

於香港浸會學院工商管理系，其後於澳門

東亞大學進修並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蔡先生為置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

席，在房地產業具豐富經驗。蔡先生曾任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第八屆委員會委員

（一九九五年至二○○○年），香港地產代

理專業協會前會長（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

六年），東亞大學研究院校友會創會主席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年）。目前，他是

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成員，香港貿易發展

局專業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服務業

聯盟屬下地產服務委員會委員及公益金入

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委員。

蔡根培先生 BBS, JP

蔡根培先生是一位商人，自一九八二年起

擔任沙田區議員至今，期間並曾先後出任

區議會主席近十載。此外，他亦曾出任區

域市政局議員（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

年）、立法局及臨時立法會議員（一九九五

年至一九九八年）和香港區事顧問。蔡先

生現為鄉議局執行委員、選舉委員會委

員、房屋局上訴委員會委員（地產代理條

例）及其審裁小組委員。

何世柱先生 SBS, JP

何世柱先生是福利集團董事兼總經理。他

曾任立法局議員（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立法會民選議

員、職業安全健康局主席、肺塵埃沉著病

補償基金委員會主席、土木工程及建築訓

練委員會主席、東華三院主席及香港建造

業協會會長。他又服務於多個委員會，現

任香港愛滋病基金會顧問委員會主席、香

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僱員再培訓局委員、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勞工

顧問委員會委員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委員。

葉國謙議員 JP

葉國謙先生為漢華教育機構執行秘書，自

一九九二年起當選為中西區區議會民選議

員，現任立法會議員（區議會功能界別代

表）、香港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香港大

學校董、民主建港聯盟副主席及民建聯立

法會黨團召集人。他曾任最後一屆的立法

局議員、推選委員會委員和臨時立法會

議員。

吳仕福先生 BBS, JP

吳仕福先生現職公司行政人員。他自

一九八六年起成為西貢區議會議員，並在

一九九四年開始擔任區議會主席至今。吳

先生現時擔任的其他公職包括郊野公園及

海洋公園委員會委員、長期監禁刑罰覆核

委員會委員、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委員、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委員、魚類統營顧問

委員會委員及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議員。

鄭恩基先生 JP

鄭恩基先生是一位特許土木及結構工程

師、香港建築物條例授權人士及註冊結構

工程師，現為鄭漢鈞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他在土木及結構工程設計及管

理方面有廿五年經驗，曾任建築物條例授

權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委員會委員、

二○○○年及二○○一年出任廉正公署防

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現任青年事務委

員會委員及香港浸會大學校董。

劉秀成教授 SBS 

劉秀成教授為現任香港大學建築學系教

授，曾獲獎學金赴法國及加拿大攻讀建

築，一九六九年畢業於加拿大明尼多伯大

學，獲學士論文獎，其後在加拿大執業，

一九七三年回港任教香港大學，又於

一九八八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除教學外，劉教授亦在本港執業。由他設

計而現已建成的建築物，包括澳門東亞大

學、培英中學、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及

沙田麥當勞叔叔之家。他的建築設計一再

得獎，包括法國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

及西港島中學分別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

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六年年

獎；香港國際學校亦於一九九○年獲得美

國建築院校協會/美國建築師協會頒發的學

校設計優異獎；澳洲國際學校獲得香港建

築師學會二○○一年全年建築大獎。此

外，三棟屋博物館於一九八七年獲得太平

洋區旅遊協會保全文化及古蹟獎，而賽馬

會盲人中心於一九八九年獲得香港無障礙

建築設計獎。劉教授曾參加多項國際建築

設計比賽，在加拿大喬治王子圖書館及文

化中心比賽更獲得優異獎。他的建築設計

及研究著作，在世界各地發表。他於

一九八七年獲香港科技大學建築比賽冠

軍，近期亦於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建

築設計比賽中獲獎。劉教授於一九八四年

當選十大傑出青年，一九九一年獲香港建

築師學會頒發香港傑出建築師獎，一九九

九年獲藝術家年獎，並於二○○○年獲頒

銀紫荊星章。

劉教授參與多項社會服務，現任聖保羅書

院校董、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建築師註

冊管理局成員、房屋委員會委員、選舉委

員會委員、建築物上訴審裁團成員（代表

香港建築師學會）、教育署校舍設計委員

會委員、廉正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

會，以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成員。他

曾任傑出青年協會主席，現為香港建築師

學會會長。

陳鑑林議員 JP 

陳鑑林先生是現任立法會議員及觀塘區議

會議員，同時亦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陳先生長期參與公屋社區工作，

熟悉香港公營房屋發展。此外，陳先生亦

是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市區重建

局董事會成員及香港中文大學校董，並曾

任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委員。

鄭若驊女士 SC

鄭若驊女士是資深大律師、特許工程師及

特許仲裁員。此外，她在英國、威爾斯及

澳洲新南威爾斯郡均獲得大律師資格

及在新加坡獲得律師資格。她現任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副主席及執委會會員。她曾任

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主席。

鄭女士是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委員。

她亦是版權審裁處及環境影響評估上訴

委員會主席。她也被委任為建築物上訴

審裁處其中一位主席、臨時建造業統籌

委員會成員、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及

其他法定審裁處審裁員等。

朱幼麟議員鄭若驊女士

陳鑑林議員鄭恩基先生 劉秀成教授

吳仕福先生葉國謙議員何世柱先生

鍾瑞明議員 蔡涯棉先生 蔡根培先生

房 屋 委 員 會 委 員房 屋 委 員 會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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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小組委員會

建築小組委員會

* 林菲臘先生, JP（主席）

* 鄭漢鈞博士, GBS, JP

* 周偉淦先生, JP

* 溫文儀先生, JP

* 葉國謙議員, JP

* 鄭恩基先生, JP

* 劉秀成教授, SBS

* 鄭若驊女士, SC

* 鄺海疇博士

* 單仲偕議員

* 房屋署署長

陳炳釗先生

鄺心怡女士

工務局局長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或工務局

首席助理局長（專業事務）候補）

房屋署副署長

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

* 吳亮星議員, JP（主席）

* 鄭漢鈞博士, GBS, JP

* 周偉淦先生, JP

* 譚小瑩女士, JP

* 朱幼麟議員, JP

* 房屋署署長

陳家駒先生, BBS, JP

潘順國先生

陳黃穗女士, BBS, JP

李浩添先生

廖勝昌先生

陳偉彰先生

社會福利署署長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津貼及服務表現監察）候補）

房屋署副署長

投訴小組委員會

* 溫文儀先生, JP（主席）

* 陳炳煥先生, SBS, JP

* 蕭婉嫦女士, BBS, JP

鍾沛林先生, JP

馮光中先生, JP

蔣瑞福女士（2001年5月9日辭任）

馬豪輝先生

鄭錦超先生

黃志毅先生

黎少棠先生

葉滿華先生

財務小組委員會

* 方 正先生, SBS, JP（主席）

* 鄭漢鈞博士, GBS, JP

* 黃匡源先生, GBS, JP

* 王于漸教授, SBS, JP

* 鍾瑞明議員, GBS, JP

* 單仲偕議員

* 房屋署署長

彭世文先生

郭國全先生, BBS

黃馮慧芷女士

容啟泰先生

陳茂波先生

黎永昌先生

廖成利先生

麥鄧碧儀女士, JP

房屋局副局長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二）候補）

庫務局副局長（二）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投資）候補）

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

* 陳家樂先生, BBS, JP（主席）

* 鄭漢鈞博士, GBS, JP

* 蕭婉嫦女士, BBS, JP

* 劉國裕博士, JP

* 吳亮星議員, JP

* 方 正先生, SBS, JP

* 王 坤先生

* 蔡涯棉先生

* 蔡根培先生, BBS, JP

* 房屋署署長

許湧鐘先生, JP

趙麗霞博士

王國興先生

何喜華先生, BBS

蘇振顯先生

王麗珍女士

房屋局副局長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二）候補）

房屋署副署長

人力資源小組委員會

* 陳炳煥先生, SBS, JP（主席）

* 鄭漢鈞博士, GBS, JP

* 蔡涯棉先生

* 朱幼麟議員, JP

* 房屋署署長

吳克儉先生

徐淑英教授（2001年7月31日辭任）

孫楊詠琪女士（2001年7月3日辭任）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三）
（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四）後補）

租住房屋小組委員會

* 吳水麗先生, JP  (主席)

* 鄭漢鈞博士, GBS, JP

* 陳家樂先生, BBS, JP

* 陳炳煥先生, SBS, JP

* 何世柱先生, SBS, JP

* 吳仕福先生, BBS, JP

* 陳鑑林議員, JP

* 房屋署署長

許湧鐘先生, JP

李寧衍博士（2001年12月1日辭任）

高寶齡女士

張學明先生, JP

周奕希先生, BBS

葉肖萍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長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候補）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二）或民政事務

總署助理署長（二）候補）

房屋局副局長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二）候補）

房屋署副署長

2001 /2002 年度房屋委員會轄下小組委員會委員

朱幼麟議員 JP 

朱幼麟議員出生於上海，在美國接受教育

及在東北大學獲得電機工程學士及管理碩

士學位，繼後再獲取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自一九九五年起一直擔任立法會

議員工作。朱先生一直熱心參與各項公職

活動，曾獲委任為多個政府委員會及志願

機構的主席及委員。朱先生現任香港太平

洋戰後紀念撫恤金顧問委員會主席、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浸會

大學校董會成員。

鄺海疇博士
0

鄺海疇博士是香港註冊結構工程師，亦為

香港工程師學會、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及

香港公路學會資深會員。鄺博士現任偉信

顧問（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曾參與葵涌

貨櫃碼頭、三號幹線及西區海底隧道等大

型基建。他是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前任會

長及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工程部前任主

席，現為廉正公署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及

港大、科大和理大土木工程系諮詢委員會

之委員。

單仲偕議員

單先生是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

員。他致力推動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讓

社會從電訊市場迅速發展及全面開放中

得益。

單先生參政十五年，歷任三級議會民選議

員，包括立法局（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

年）、立法會（一九九八年至今）、區域市

政局（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四年）及區議

會（一九八五年至今）。一九九四年至

一九九九年期間，他曾出任葵青區議會

主席。

單先生現任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局

成員、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成

員、資訊基建諮詢委員會委員、認可核證

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會員及平等機會

委員會資訊科技專責小組成員。他也是其

他多個公營機構的諮詢委員會委員。

單先生在香港出生並接受教育，一九八二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理學士學位，後

於一九九七年獲取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

黃星華先生 GBS, JP（房屋局局長）

黃星華先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房屋局

局長。他是長遠房屋策略諮詢委員會主

席、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香

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他也是香港房

屋協會監事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委員。黃

先生亦參與多項義務工作，目前是一些社

會團體的贊助人及榮譽會長。

俞宗怡女士 GBS, JP（庫務局局長）

俞宗怡女士於一九五二年在香港出生，並

在港接受教育，畢業於香港大學，曾在美

國哈佛大學修讀深造課程。

俞女士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出任庫務局局

長，負責管理香港的公共財政，包括政府

的收支及投資事宜。

俞女士於一九七四年加入香港政府，曾任

職多個部門和政策局，近年出任的職位包

括工業署署長及工商局局長。

布 培先生 JP (地政總署署長)

布培先生在一九七○年來港，現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地政總署署長。他是城市規

劃委員會成員、土地發展公司管理局成員

及香港房屋協會監事會委員。

他是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並曾

任該會香港分會主席。他也是香港測量師

學會資深會員，為該會創會會員之一。

鄺海疇博士 單仲偕議員 黃星華先生

俞宗怡女士 布 培先生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房 屋 委 員 會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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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小組委員會

* 鄭漢鈞博士, GBS, JP（主席）

* 方 正先生, SBS, JP
（財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 陳家樂先生, BBS, JP
（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主席）

* 吳亮星議員, JP
（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主席）

* 吳水麗先生, JP
（租住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

* 林菲臘先生, JP
（建築小組委員會主席）

* 溫文儀先生, JP
（投訴小組委員會主席）

* 陳炳煥先生, SBS, JP
（人力資源小組委員會主席）

* 房屋署署長

工務局局長
（工務局副局長（計劃及資源）或政府工程師

（基建工程統籌處)候補）

規劃署署長
（規劃署助理署長（房屋土地供應）候補）

房屋局副局長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工程計劃管理）

或房屋局總助理局長（策劃研究）候補）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二）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二）候補）

運輸局副局長（一）
（或其代表）

專責小組委員會

九龍城寨清拆事宜特別委員會

* 蕭婉嫦女士, BBS, JP（主席）

* 陳炳煥先生, SBS, JP

* 房屋署署長
（編配及銷售總監或助理署長（行動及重建）候補）

* 地政總署署長
（地政總署副署長（專業事務）候補）

陳子鈞先生

簡福飴先生

陳協平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二）

地政總署副署長（法律事務）
（高級律師候補）

規劃環境地政局助理局長（地政）（二）
（首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助理局長（地政）候補）

私營機構更多參與房委會工作專責小組

* 陳炳煥先生, SBS, JP（主席）

* 方 正先生, SBS, JP

* 陳家樂先生, BBS, JP

* 王 坤先生

* 何世柱先生, SBS, JP

* 房屋署署長

吳克儉先生

檢討公屋租金政策專責小組委員會
（2001年3月23日成立）

* 吳水麗先生, JP（主席）

* 陳家樂先生, BBS, JP

* 陳炳煥先生, SBS, JP

* 劉國裕博士, JP

* 王 坤先生

郭國全先生, BBS

呂麗冰女士

房屋署副署長
（或其代表）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或其代表）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 房屋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