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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自足
建立雄厚基業

是什麼力量使這間 「百年商會」始
終生機勃勃、充滿活力？是什麼原因使
這間 「百年商會」全體會員關係融洽，
內部衍生強大的凝聚力？又為什麼這間
坐擁雄厚基業的 「百年商會」能擺脫權
力和利益的爭鬥，彼此和睦相處、相互
關愛，以造福社會為共同目標？這些問
題的答案實在值得香港各類社會團體和
商會學習及借鏡。

「商會成立以來，我們致力聯絡鄉
親，敦睦鄉誼，服務社會，國父孫中山
的兒子孫科、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先
施、大新、新新的創辦人，都是僑商會
的會員，這些先輩，以卓越獨到的眼
光，認識到商會長盛發展，必須有穩定
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遂早於 1927 年便
開始為商會置業，此後，經過本會前賢
和歷屆同人的團結努力，商會差不多每
隔十年便置業，有住宅、商廈和舖位，
為本會奠下良好的基礎，使本會成為本
港少數歷史悠久、規模龐大的社團之
一。」香港中山僑商會第二十屆會長林
潔聲開宗明義指出，經過百年洗禮的商
會，始終充滿活力，呈現勃勃生機的原
因。

商會擁有雄厚基業，但所謂金錢可
令人互不信任，因此，儘管商會的會章
是參考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
立，其中會員按中山地理環境共分九
區，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會董，繼由會
董選出常務董事執行會務、原意是平衡
各鄉各縣的利益，奈何樹大有枯枝，商
會近年先後多次因會務問題捲入訴訟，
令商會發展踟躕不前，幾陷停頓。

不求回報
加強凝聚團結

但從商會第二十屆（2011-2013）會
董就職後，這個情況明顯改善，會務更
蒸蒸日上，尤其在社會慈善事業及教育
及方面，以不求回報的全方位方式，切
實地回饋社會、赤誠報國愛港愛鄉，猶
如 「火鳳凰重生」。（詳見另文）

為了解這個原因，記者特別走訪位
於中環德己立街的商會總部，原本以為
像其他大部分社團組織一樣，是會長
「一言堂」。殊不知當日，除了會長林

潔聲會見外，還聯同三位副會長黃銳
光、謝偉森、蔡越山（李康持副會長因
事沒有出席）、總務主任黃華國及財務
主任阮慶祥一起會見記者，你一言我一
語，暢所欲言地對商會未來的康莊大道

抒發己見，這種情況彰顯了商會內部關
係非常融洽，並有很強的凝聚力，擺脫
以往會董間的互不信任情況。

「為擺脫以往權力和利益的爭鬥，
以造福社會為共同目標，我們實施了全
新的制度，將本會會員組織分為五大組
別，第一組別為一區會員、第二組別為
二區會員、第三組別為三區會員、第四
組別為四區會員、第五組別為五、六、
七、八、九區之會員，再以一人一票的
方式選出自己的代表，進入商會現今的
決策委員會，直接參與高層的會議，這
樣更能公平公正地行使各項會務。」林
潔聲會長進一步解釋，商會現今設有
「首長會務統籌委員會」、 「資產及租

務管理委員會」、 「教育及青年發展小
組」、 「會員審查小組」及 「法律事務
小組」，分別由五名正副會長擔任召集
人，配以各區會董成為執行委員，更能
公平、公正、公開地為各項會務及為會
員謀求最佳福利（詳見另文）。

承先啟後
致力繁榮會務

百餘載風雨兼程，商會的成績有目
共賭，回顧往昔，展望未來，五位會長
聯同總務主任及財務主任異口同聲地
說： 「今時今日的和諧是十分難得，大
家必定會同心合力，秉承先人留下的遺
願，為會員、為家鄉、為香港、為國家
以問心無愧的精神做多一些事。」林潔
聲會長更強調必定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一路做好，和其他首長齊心合力開
拓和繁榮會務，他更充心感謝商會全體
同仁猶如一個大家庭般團結一致，與家
鄉領導攜手合作，作出無私奉獻。

創立於 1911 年的 「香港中山僑商
會」，遠在前清光緒末年，中山居港僑
胞眾多，為聯絡鄉誼，共謀團結，因此
發動組織石岐同鄉會，但由於該同鄉會
範圍不廣，於是僑胞唐溢川、王國璿、
程名譽、卓堯峰等各區人士，合組全縣
性之香山同鄉會，至 1912 年（民國元
年），會員漸增，遂議將香山同鄉會名
稱，改為香邑僑商會所，重新組織，是
為商會正式成立之始。1925 年（民國十
四年），為紀念國父，該會易名為旅港
中 山 僑 商 會 所 ， 1939 年 （ 民 國 廿 七
年），該會正式又名為香港中山僑商
會，並得華民政務司批准立案，並沿用
至今，並於 1967 年呈准政府註冊為有限
公司，成為本港法團之一，辦理同鄉慈
善福利工作及社會公益。

事實上，相信凡中山同人都會以商
會引以為榮。這是商會在為會員謀求福
利，擴展會務的同時，更不忘回饋社
會，在過去百年間以至未來，都以無私
奉獻的精神，為祖國、為香港、為家鄉
的社會各項慈善事業，奉獻所有。

秉承濟難傳統
延續公益精神

早於 1919 年（民國八年），其時粵
省糧荒，中山尤甚，商會遂成立 「平糶
福利基金委員會」，以抑米價，即席募
集，並呼籲海內外同鄉捐助，鉅資迅
集，購米津貼鄉親，終得渡過饑荒；另
外，在日寇侵華時中山及香港淪陷期
間，商會曾組織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
會，發動募捐賑濟，得世界各地邑僑團
體熱烈回應，在各埠成立分會，匯來鉅
款，配合香港同鄉捐獻，使龐大賑濟及
資助邑僑歸鄉等艱巨工作得以完成，深
受世界各地邑僑稱讚。

隨着社會的進步和經濟體系的轉
型，商會的定位亦相應作出調整，增加
了培育新秀、繼往開來，興學育才、扶
貧救災等新的元素。對香港社會、同鄉
慈善福利及家鄉建設都有不同的建樹。

推動社會慈善
尤重興學育才

根據資料，商會在近年來不斷地組
織會員鄉親回鄉參觀訪問，在溝通內外
鄉親聯繫，增進鄉誼；興辦社會公益、
造福桑梓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如
歷年來捐贈巨資支持香港和家鄉在教
育、醫療、安老文化事業各方面的發展
高達 3000 多萬元。僅第二十屆會董會向
東華三院、博愛醫院、仁濟醫院、香港
公益金、中山市紅十字會慈善萬人行活
動、中山市五桂山中學、卓山中學、西
區煙州小學、北區中學、中山市中醫
院、中山市大涌醫院、中山石岐蘇華贊
醫院、中山南頭鎮中心小學、支助中山
大涌鎮為長者安裝緊急傳呼裝置、中山
巿港口鎮大南中學、中山巿西區醫院等

機構的捐助款項已超過兩百萬元。並計
劃支持本港的更生服務，組織會董親自
往獄中探訪，協助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
會。

在眾多捐獻中，商會尤其注重教育
慈善事業： 「知識可以脫貧，由於教育
影響深遠，某些鎮區資源貧乏，在師資
質素、專科學習方面，區政府資源調配
可能不足，因此我們針對設施，場地的
用途，專款專用，發掘專才學生，從而
希望提升整體的家鄉教育水平。」林潔
聲會長娓娓道出商會支持教育事業的原
因。更難得的是，透過商會的穿針引
線，香港與中山的教育機構更容易互相
交流，互相吸收對方的優點，從而改善
教學質素，促成雙贏。事實證明中山學
子入讀大學的概率排在廣東省前列位
置。

捐設關愛基金
助解燃眉之急

為更有系統地協助家鄉的慈善事
業，第二十屆會董會更進一步，在榮譽
會長李光、會長林潔聲的帶引下，向中
山慈善總會捐贈 500 萬港幣作為原始基
金，設立 「香港中山僑商會關愛基金」
既可以作為突發性和災難性的救急扶危
金，也可以用於教育、醫療等公益事
業。該基金已制定了應急機制，打破過
往的申請手續繁雜、等待救助金時間過
長等弊端，真正起到 「急別人所急」，
解別人 「燃眉之急」。

在香港與內地的活動和交往日趨密
切之時，商會亦大力推動兩地各項文化
交流，近期如舉辦 「香港中山僑商會紀
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慶典活動暨《香山華
僑與辛亥革命》圖片展覽」、參與協辦
「香港僑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暨
『文化中國─四海同春文藝晚會』及

《世紀偉人鄧小平大型展覽》等，林潔
聲等五位會長亦許下承諾，商會將繼續
為國為港為家鄉的慈善社會工作發揮更
大的力量，作出更大的貢獻。

對於一個社團組織來說，會員是最
重要的資產，促進會員發展是各個社團
的使命之一，故商會逾百年來對會員的
發展亦非常重視，從早期的 「施棺委員
會」，到最新特別增設的 「教育及青年
發展小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商
會的未來及會員的福利做到最好。

「商會目前的會員約有二千人，在
第二十屆會董就職後，首長們一致決定
會員的福利排在各項會務前列……」林
潔聲會長堅定地道出全體決策委員會成
員的心聲。他表示，新一屆會董就職
後，隨即擴大會員醫療津貼範圍，將每
位 會 員 每 年 醫 療 津 貼 額 提 高 至 5,000
元，以減輕會員經濟負擔。

與此同時，商會在原有的聯誼性活
動：如每年的春茗、春祭、宴賀授勳鄉
彥、接待來訪嘉賓等等傳統活動的基礎
上，不斷創新，增加各式各樣的康樂活
動，如敬老聯歡、一年一次以象徵式收
費的一日遊（今年參觀香港迪士尼樂
園）。另外，今年四月，商會假座新光
戲院舉辦香港中山僑商會慶祝成立101周
年粵劇之夜，免費招待長者會員入場觀
賞精彩節目，為長者獻上關愛；今年 9
月，商會更應邀組團前往美國參加第九

屆世界中山懇親大會，同鄉萬里相聚，
暢敘鄉誼，共謀發展。

商會今年特別增設 「教育及青年發
展小組」，目標放在較為年輕、人品優
秀、學有專長、事業有成、熱心服務的
中山籍人士身上，成為推動會務發展的
接班人。為培訓人才，商會並撥出專項
基金用於開展小組活動，頒發獎學金，
為會員子弟（將擴展到中山籍旅港僑
胞）設立不設名額限制的獎學金等，吸
納青年才俊加入到商會中來，將商會年
輕化，同時也擴大了會員基礎，涵養社
團資源，讓商會更富朝氣，更加蓬勃，
為社會培育和鍛煉新一代精英。

值得一提的是，商會自 1931 年創辦
「施棺委員會」以來，數十年間，為無

數旅港之中山籍先人提供免費之安葬服
務（後因社會環境轉變暫停），更於
1961年4月4日，獲當時的殖民政府正式
批准，撥出粉嶺 「沙嶺」墳地面積一萬
平方呎建成中山墓園，給仙遊的會員使
用（當時另只有福建、潮洲兩社團獲此
優待）。直至今天，商會每年均投入大
量資金予以修葺和管理，並組織會員親
友於清明前後前往省墓，以盡孝義。

中山華僑歷史悠久，遍布
世界各地，旅外社團衆多，僑
胞秉承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
山先生博愛精神，團結向上，
奮鬥努力為家鄉、為桑梓、為
國家作出貢獻。分布於世界各
地的 150 多個旅外中山社團

中，創會逾百年的 「香港中
山僑商會（下稱商會）」 就
是其中歷史最悠久、實力雄

厚、影響深遠的一個。它以
「敦睦鄉誼、弘揚文化、培育

新秀、興學育才、扶貧救災、服務社會」 為宗旨，只顧耕耘，
不問收穫，投入社群當中，埋頭做實事，即使在碩果纍纍的今
天，仍然樂此不疲，始終高揚愛國愛港愛鄉的旗幟，深獲各界
的肯定與認同，無疑是成功商會的典範。 本報記者 溫寶生 無私奉獻回饋社會

興學扶貧造福家鄉

照顧會員福利權益
謀求商會長遠發展

林潔聲會長強調公平、公正、公開
地為各項會務及為會員謀求最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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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組織龐大代表團前往美國參加第九屆世界中山懇親大會，暢敘
鄉誼，共謀發展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贈送紀念品予林潔聲會長

第二十屆（2011-2013）會董就職典禮合影

榮譽會長李光、會長林潔聲、副會長
黃銳光、謝偉森、蔡越山、總務主任黃華
國及財務主任阮慶祥與粵劇名伶合照

林潔聲會長（中）聯同四位副會長黃銳光（左三）、謝偉森（左二）、
蔡越山（右二）、李康持（右三）、總務主任黃華國（右一）及財務主任阮
慶祥（左一）聯同全體同仁，與家鄉領導攜手合作，作出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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