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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會長李國威先生

  香港寵物業商會成立到今天, 不經不覺已進入第七屆, 

回首過去, 憑著各位會長和幹事的團結和努力, 以及業界

會員的支持, 成績有目共睹, 為商會打下牢牢的基礎︒

踏入 2019 年, 我們懷著一份使命和責任, 繼續秉承商會

以往的精神, 為行業提供專業的意見, 展望未來, 我們任

重道遠, 期望更加能凝聚業界力量, 為會員謀求更多福利, 

增加市場的競爭能力, 所以在新的一屆, 本會將一如既往, 

傾力為會員服務, 推動會務發展, 為業界創造更多機遇, 

無論在商會的行政管理和行業的發展,都會採取積極進取

的態度, 同心協力, 再創更輝煌的成績︒

  在此, 再次非常感謝各界友好和全體會員的無私奉獻, 

祝願商會來年茁壯成長, 業界生意蒸蒸日上 !



商會新一屆董事，得到多位年青有為行專加入，人材濟濟，
新董事名單如下：

黃超倫先生

陳雅芝小姐

胡松泉先生

新一屈董事大合照

鄧曄熙先生陳美儀小姐趙偉林先生

宋文英小姐 朱劍峰先生



商會動態 2019 

寵物武林盛會2019

國際寵物美容師評核試

寵物武林盛會

寵物武林盛會及新春團拜盛況

新春團拜



商會動態2019
選舉當晚熱烈盛況



動保法例諮詢有感

1. 引入積極的「謹慎責任」 

2.加強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條文 

3.加強執法權力保障動物福利

就以上建議，小編訪問多位商會內的寵物

業從業員、商舖店東、批發集團董事等多位

人仕，他們均表示讚同，認為這是一個適當

的文明教育及提醒、避免不理性行為，推動

市民及業界良性互動及長遠可持續發展地

管養動物，從而，共建人寵共融和諧社會。

訪談中了解到，很多業界投身寵物業都因為

接觸了寵物，愛上寵物，從而投身貢獻於寵物

有關的各行各業。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從事

寵物業三四十年，甚至五六十年。可以說，他

們是與香港飼養寵物的發展共同前行，或多

或少，他們是香港畜養寵物的先驅，帶領並教

育著寵物愛好者，如何畜養寵物。他們提到，

當年有些市民還會在新界一些地方烹煮狗肉

吃的時期，我們業界已經開始舉辦小型貓展

狗展，當很多人還把剩飯剩菜倒地上餵養家

犬或貓的同一時代，業界已經在外地引進優

質寵物糧食。自己不斷觀察及學習新的寵物

知識，也得花時間教育客戶，讓他們理解，飼

養寵物須關注多方面，環境的安妥，身心的照

護，優質的食糧都必須注意。

政府最近正在檢討有關動物福利的現行法例，漁農自然護理署通過多重渠道，諮詢公眾及有

關行業的意見，建議引入謹慎責任條款，要求動物負責人妥善照顧動物的福利需要，當中動物

基本福利含意包括有合適的環境，均衡的營養，能表達天性，以及受保護以免於痛苦、受傷及

疾病。為提升保障動物福利，建議有以下三點:  

有關［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諮詢，
訪問業界有感

有關［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諮詢，
訪問業界有感



有關［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諮詢，
訪問業界有感(2)

早期只崇尚三幾個品種的貓狗雀鳥，到如

今百花齊放，業界不但關注繁殖純血統的

寵物，而今他們更注意到牠們是否帶有遺

傳病的問題；以往，寵物病了不會看獸醫，

死了便掉到垃圾桶。寵物業界作為寵物畜

養的先驅，天天都在進步，經業界推動教

育下，寵物主人關注到寵物的多方面須求,

業界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實在

也多不勝數，產品例如各式

各類寵物用品，玩具，用具，寢臥用品等不

勝枚舉，其中寵物輪椅訂製更是很多人末

能想及；食品，零食及保健產品，全有機素

食寵物糧食，環保領先比美人類食糧。致

於服務方面，基本傳統醫療、針灸、自然療

法、香薰水療；酒店、訓練、美容、寵物傳心

師、殯葬及紀念堂

甚至火化作晶石……….

 種類繁多，相信

可以寫上幾頁紙。

業界多年來帶領寵物主人一同文明畜養寵

物，發自專重生命愛護動物之情所作出之

貢獻，有目共睹，不可置疑。他們有些人差

的就只是沒有一張一般人認可的所謂專業

文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上有著豐富的知

識和經驗，非其他人可以在一朝一夕能理

解或掌握。他們作出的貢獻，從來不會要求

你我的認同，但難免傷心失望的是樹大有

枯枝，每個行業或是普通市民都有不良份

子，有一小部份人打著愛護保護動物旗號，       

                       一刀切式地把寵物業定性， 

           形容為不愛護動物，不負責

任，唯利是圖的商業群體；這就等同假如世

上有一兩個媽媽瘧待孩子，那些不明理的

人便說所有媽媽都不好，都虐待孩子，不應

讓女人生孩子一樣不合理。業界一如過往

這些年來，繼續積極支持愛護動物，使牠們

免受殘酷對待，加強向各寵物主人提醒作

為畜養人的責任，落實誠信營商，人寵共融

社會。



祝賀第七屆當選新會蕫及連任會董

業界多年來帶領寵物主人一同文明畜養寵

物，發自專重生命愛護動物之情所作出之

貢獻，有目共睹，不可置疑。他們有些人差

的就只是沒有一張一般人認可的所謂專業

文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上有著豐富的知

識和經驗，非其他人可以在一朝一夕能理

解或掌握。他們作出的貢獻，從來不會要求

你我的認同，但難免傷心失望的是樹大有

枯枝，每個行業或是普通市民都有不良份

子，有一小部份人打著愛護保護動物旗號，       

                       一刀切式地把寵物業定性， 

           形容為不愛護動物，不負責

任，唯利是圖的商業群體；這就等同假如世

上有一兩個媽媽瘧待孩子，那些不明理的

人便說所有媽媽都不好，都虐待孩子，不應

讓女人生孩子一樣不合理。業界一如過往

這些年來，繼續積極支持愛護動物，使牠們

免受殘酷對待，加強向各寵物主人提醒作

為畜養人的責任，落實誠信營商，人寵共融

社會。

李國威先生
環球寵物有限公司

Unipet House Limited



祝賀第七屆當選新會蕫及連任會董

馮建昌先生

趙偉林先生

祝賀第七屆當選新會蕫及連任會董



二零一九年五月﹐商會進行第七屆會董選舉﹐今屆選舉﹐參選者人數是

多年來最多最踴躍的一屆﹐參選人數達十三位﹔候選人分別來自行內不

同界別﹐他們都擁有多年行業內多層面的經驗﹐都擁有一股相當強勁的

正能量﹐願意為商會出心出力﹐以下是八位當選新任董事﹐他們的相關

資料以及競選當晚的宣言擇錄︒(排名次序依照競選前抽籤定下選舉排序)

1.陳雅芝
陳雅芝﹐英文名Angela﹐任職亞洲必發有限公司
市場策劃經理及施惠德洋行業務發展經理﹐業務
包括批發寵物糧食︑藥物︑健康保健產品以及日
常用品︒個人強項是公共關係和市場策劃推廣﹐
入行五年﹐認為是時候為商會出一分力﹐可以協
助商會處理日常多方面的公共關係﹐例如跟漁護
署溝通﹐傳播媒介﹐動保團體等﹐更有技巧地回
應﹐平衡愛護動物與商業利益持份者的訴求﹐達
到雙贏的效果︒另外亦會在教肓市民大眾著手﹐
鼓勵大家都做一個負責任的寵物主人一併推廣商
會正面形象︒

4﹐鄧曄熙
鄧曄熙﹐英文名 Daniel﹐任職犬學堂國際有限公
司﹐業務包括狗酒店︑犬隻訓練︑游泳︑狗公園
﹐車隊接送︒現任香港德國牧羊狗協會及香港狗
會副主席︒個人入行十七年﹐主要在訓犬︑出展
參賽及繁育方面﹐曾經參加多項國際及本地比賽
﹐已經是兩個狗會副主席﹔希望以商會身份﹐跟
漁護署溝通﹐因為修例影響行業多方面﹐行業在
未來經營將會更窘難﹐末來會增加更多發牌條款
﹐執行又有前後矛盾等等﹐須要抖正︒亦希望公
眾改變對繁育行業的錯誤觀念︒

新任會董競選當晚宣言擇錄



5﹐陳美儀
陳美儀﹐英文各 Celia﹐一貴婦犬皇國董事總經理﹐主辦及教育多項寵物相關之培

訓課程﹐例如﹕仁愛堂的生命教育﹐寵物美容職業培訓﹐獸醫助護培訓課程等﹐

現擔任中港澳寵物同業協會美容部部長﹐貴婦犬種單

獨展評判員︒個人有繁育寵物﹐美容由初階到現在是

專業美容導師及評判﹐主講課程有﹕寵物善別服務﹐

生涯規劃﹐寵物營運銷售課程等︒加入商會多年﹐當

幹事也十個寒暑﹐積極參與會務﹐現在多間中學任教

生命教育一科﹐陪育年青人尊重生命﹐適當地愛護動

物︒希望能為商會在教育市民及業界上儘一分力﹐

提升業界的認受性︒

6﹐趙偉林
趙偉林﹐英文名Garry﹐任職袋鼠寵物營養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業務主要批發寵物藥品如法國維克(Virbac) ﹐代理寵物糧食例如 Canidae, Stella and Chewy’s Peak﹐Ziwi Peak﹐Organix﹐ Merrick等︒個人從事寵物食品及藥品批發三十一年﹐過去一屆﹐以普通會員身份﹐百忙中抽出時間﹐積極參與商會會務﹐一心幫助商會成長︒由於業務關係﹐認識相多從事獸醫︑批發或零售等業界﹐因此﹐希望就任董事後﹐多邀請業界加入商會﹐團結壯大商會﹐加強商會的認受性及代表性︒

7﹐胡松泉
胡松泉﹐英文名 Eddie﹐My Dear Pet Shop
愛寵店董事長﹐業務寵物美容及零售寵物用品
︒個人於一九八八年入行寵物店﹐當時全港只
有三十三間寵物店﹐如今已經增長至七百間左
右﹐保守估算﹐單是寵物店零售業已經每月超
過一億元生意﹐未計算其他批發或其他服務業
﹐市場是相當大﹐須要多些人加入行業﹐故此
要加大力度好好陪育下一代更積極進步的接班
人﹐讓薪火相傳︒個人會積極推動更多零售業
界加入商會﹐支持商會︒

新任會董競選當晚宣言擇錄



9﹐宋文英
宋文英﹐英文名Crystal﹐任職宏一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業務包括出版﹐寵物雜誌﹐活動︑宣傳以及寵物食用品批發︒個人在業界多年﹐由辦印寵物雜誌開始﹐養寵物後﹐更愛寵物﹐多年來認識很多業界﹐訓犬的﹐繁育的﹐批發零售的都有﹐知道大部份業界都因為愛寵物才入行﹐都
是默默地為行業付出﹐並非純為商業賺錢︒
加入了商會多年﹐一直有積極參與協助會務
﹐主力在把健康正面訊息從不同平台發放到
業界及寵物主人﹐亦親身感受到商會在屆會
董及幹事默默耕耘﹐無私付出下﹐商會日益
壯大﹐但還須多加會員理解商會的角色﹐結
集支持力量﹐使聲音更強﹐使商會認受性更
廣︒

11﹐朱劍峰
朱劍峰﹐英文各Jason﹐任職PETCHILL HK 我愛好
貓砂最愛瘋狂寵物用品速遞董事︒個人是電子商貿碩
士﹐主要從事商業網上推廣業務﹐香港多個購物網站
的創辦人﹐善於結合數碼營銷理論及實踐﹐設計及制
訂獨有的數碼營銷策略﹐進行大規模數碼比推廣︒過
去一界﹐已經積極參與會務﹐跟進改善商會網站﹐亦
已經為商會成功取得微訊公眾號﹐希望成為會董後﹐
加大力度﹐為商會網上宣傳﹐加入不同原素﹐例如﹐
批發商給予零售會員取貨優惠﹐分類業界各行業﹐增
加網上商業互動﹐構建業內雙贏機制等︒

12﹐黃超倫
黃超倫﹐英文名Johnny﹐港九雀鳥同業商

會副會長﹐傑記鳥籠東主﹐業務包括各類

雀鳥出入口批發及零售雀鳥糧食及用品︒

個人從事雀鳥業務幾十年﹐是港九雀鳥同

業商會的副會長﹐因愛雀鳥入行﹐加入商

會﹐希望多些行內不同界別都多參與商會

﹐鞏固商會實力﹐團結就是力量﹐增加商

會認受性︒



邵林沛儀

林榮金
東林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Tolam Pet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祝賀第七屆當選新會蕫及連任會董

祝賀第七屆當選新會蕫及連任會董



歐陽家樂
時代寵物教育中心(集團)有限公司

Modern Pet Education Centre (Holdings) Ltd

卓紹勳
國際寵物店

International Pet House

祝賀第七屆當選新會蕫及連任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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