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工脈搏
Staff Pulse

（左起）宴會服務接待員陳詩琪、西式宴會副主廚麥棟明及宴會服務副總領班張兆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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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代表來自飲食部的宴會服務和西廚部，在會展中心各自

負責不同崗位，明哥負責西式廚房的宴會熱盤、Danny負責

安排宴會人手及服務、Mandy負責招待宴會貴賓，他們如何

在比賽中一起擦出火花呢？

賽前準備　突破自己
明哥、Danny及Mandy在平日工作中經常合作，早已有一定

的默契。當Danny及Mandy在前線得知客人的

要求後，便會向明哥及廚師們轉達，以滿足客

人的需要。Danny和Mandy皆是首次代表公司

參賽，除了招待評判，更需要在比賽中接受

自己工作崗位以外的挑戰——調製雞尾酒及

協助廚師製作頭盤，心情難免特別緊張。滿

有經驗的明哥卻樂於與他們交流：「正正是

這種『新人』與『舊人』的組合才能擦出

新火花！」

明哥指他們由準備比賽至正式下場，只

有一個半月的時間。加上他們的工作繁

重，每天需負責四至五個宴會，只能在工

餘時間為比賽準備，包括定下主題及菜

單，選擇紅酒、雞尾酒及餐桌佈置，以至反覆練習、試菜和

改良。為了比賽練習製作沙律的Danny表示「幸好明哥經驗

豐富」，才得以自信地完成挑戰。別看輕小小的一碟沙律，

明哥與Danny笑說製作時就有如學習名廚的電視節目一樣，

連攪拌沙律時的笑容和動作也十分講究，最後Danny能駕輕

就熟地完成頭盤，其實是與明哥一起反覆練習得來的成果。

沒有調配雞尾酒經驗的Mandy，也於比賽中突破自己，多次

向同事學習技巧，親自做出獨一無二的雞尾酒。她在下班後

也把比賽記掛在心，即使在酒吧消遣時亦會找時機取經，思

考應如何調配出與菜單配合的雞尾酒。雖然製作過程絕不簡

單，Mandy卻視它為「挑戰自己的機會」，結果她不負眾

望，於比賽中調製出令評判再三回味，要求添飲的作品，並

且每次都能保持水準。

會展管理公司飲食部
的西式宴會副主廚麥棟明（明

哥）、宴會服務副總領班張兆傑
（Danny）及宴會服務接待員陳詩琪
（Mandy）早前組成團隊，代表公司出
戰於亞洲享負盛名的「2015香港國際
美食大獎」，勇奪「夢幻團隊挑戰賽
金獎」及「最佳成績大獎」，展
現無懈可擊的團隊實力。

Mandy於比賽中調
配出配合主題的
雞尾酒。

明哥專注製作親自
創作的菜式。

Danny為評判介紹每道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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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絲不苟　致勝之道
雖然明哥曾經參賽，但他在準備菜單時亦一絲不苟，他表示：「一個完美的菜單不應重覆使用食材，而挑選食材時亦需留

意『不時不食』。」經過十多次嘗試，聽取管理層、隊員及同事試食後的意見並加以改良，終於決定選擇時令而且於比賽

中罕見的白鴿作為主菜。由於菜式需以63度慢煮45分鐘，因此他們於比賽前早已細心安排各道菜式的上菜時間：Danny與

明哥同時製作頭盤及主菜，而Mandy就在評判等候期間送上雞尾酒，

當評判品嚐了Danny製作的沙律後，主菜就剛好新鮮出爐了。縱使比

賽規定於120分鐘內完成，但這支「夢幻團隊」卻在練習時已定下75

分鐘的目標，以確保評判有足夠時間細味佳餚。他們對時間和味道的

執著，正是這場比賽的致勝之道。

這次比賽必須參賽者三位一體，一同發揮水準才得以成功，但明哥、Danny及Mandy卻表示

要歸功於會展管理公司這個大家庭，因為同事們從準備賽事一刻已表現出百分百的支持，除

了為改良菜式提供寶貴意見，還組成物資小隊幫助籌備及搬運比賽用品，當然也少不了親身

到現場為三位代表打氣。這支夢幻團隊看來不只有三位成員，還加上背後300多位飲食部的

員工，每天為客人打造滿分的宴會體驗呢！

明哥謙稱比賽中不只單靠廚師的功力：「100分當中有40分屬於廚

師，剩下的60分就要靠Mandy和Danny的『幕前演繹』。」除了

色、香、味俱全的菜式，他們對場地的每個細節亦花了不少心思，

由食具、裝飾鮮花至椅套，也一一用心預備，出場前還不忘用蒸氣

熨斗熨直枱布，並再仔細檢查每隻酒杯。Danny解釋道：「評判評

分時採取高級餐飲的最高規格，杯上稍有手指模印或食具放得稍微偏差都會

被扣分。」雖然要求嚴格，不過他們於平日工作早已習慣

對客人無微不至，無論是親切的笑容、還是介紹菜式及

端菜禮儀，他們都能從心而發地款待每一位貴賓，正如

Mandy所說：「除了美味之外，我們亦希望為客人提供

一個舒適的用餐環境。」

參賽菜單
頭盤

蕃茄芝士田園沙律

主菜
慢煮白鴿薈萃

配温泉蛋

甜品
朱古力咖啡雜薈

會展管理公司的管理層到場恭
賀得獎隊伍。這支「夢幻團
隊」更把部分獎金捐予慈善機
構，與有需要人士分享喜悅。

A trio of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from HML teamed up to win a Gold 

Medal and the Best of the Best Award in the Dream Team Challenge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ulinary Classic.

Ken Mak (Sous Chef, Western Banquet) led the team in the 

premier culinary competition in Asia and a great challenge to many 

professionals. Ken, along with Danny Cheung (Assistant Headwaiter, 

Catering Service), and Mandy Chan (Receptionist, Catering Service), 

all impressed the judges with their passion for quality food and 

outstanding service. 

With just six weeks to prepare for the competition, the team had to 

learn new skills to be ready; Danny learnt to make salad appetisers 

and Mandy mixed her first cocktails. With Ken's years of experience 

behind them, they together created a sophisticated, seasonal menu 

featuring a main course of slow-cooked pigeon.   

As well as perfecting the flavours of each dish, the team also worked 

on creating the optimum dining experience for guests, monitoring 

every detail, from the cutlery to the floral table centerpieces. Danny 

and Mandy delivered the fine etiquette and warm smiles they are 

used to providing in their roles at the HKCEC.  

When their victory was announced, the three stars of HML thanked 

their colleagues for their fantastic support. The HML team will 

continue to work their magic for guests in the years ahead. 

集團總辦事處的新面孔
New Faces in Corporate Office 

黃美玲
Jover Wong
經理—企業傳訊
Manage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2
周智娟
Carol Chau
主任—企業傳訊
Officer—Corporate 
Communication

1
施頴
Wing Sze
高級主任—道路
Senior Officer—
Roads

4
謝君傑
Daniel Tse
經理—能源
Manager—
Energy

3

賴曉晴
April Lai
主任—能源
Officer—Energy

6
王基信
Jason Wong
經理—投資者關係
Manager—
Investor Relations

5
孫慧婷
Nicole Suen
行政助理—企業傳訊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8
黎子明
Kenny Lai
主任—財務
Officer—
Finance

7
陳寶盈
Mariah Chan
助理經理—財務
Assistant 
Manager—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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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al team creates wonderful tas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