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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創意

build up．creative

10月14日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趙一德會見了杭州旅港
同鄉會青年委員會（杭州香港青年會）。杭州市政協副主席、市委統戰部
部長董建平，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金志強和統戰部副部長徐祖德參加會
見。杭州旅港同鄉會會長徐道睦、常務副會長及秘書長莊錫年、我父親常
務副會長沈墨寧和名譽會長陳伯滔也一同參與陪同接待。
我們所有青年朋友們正綵排着站立位置期待着書記的光臨以便拍出一
張最好的大合照留念。而自己，與一班兄弟姐妹們站立在一起；心情也是
既感動，又百感交集。
杭州旅港同鄉會青年委員會（我們起名也稱為杭州香港青年會）不知
不覺已經成立約5年了。還記得2009年我在美國留學畢業回港以後，經過一
年在投資銀行的工作後，決定自己出來創業。在2010年，因為自己創業的
關係，我的時間表比較彈性容易參與不同的社會活動從而認識不同的政商
界前輩並跟他們學習很多創業的重要竅門。其中一個對我影響最大的社團
，正正就是杭州旅港同鄉會。我祖籍在福建泉州，但由於父親在杭州出生
長大，我從小到大的家鄉都根在杭州。我小時候暑假在杭州體院學習乒乓
球；也曾在杭州演藝學院學習畫畫。到後來啟發我創業的工廠，也是位於
杭州的機芯手錶廠。杭州旅港同鄉會的前輩們，很多都是在江浙等地成功
的企業家；在我決心在港準備創業時，我都請教他們很多成功的生意經。
所以，對於這個同鄉會，我的一家都擁有一個濃濃的情感在內。
所以，當聽到杭州旅港同鄉會問我是否有意支持同鄉會成立青年會的
時候，我答應了。一來我覺得這是一個為同鄉會奉獻報答的好機會；二來
能夠緊密地連接着香港與杭州的青年才俊；讓家在香港的杭州籍青年或喜
愛杭州文化的香港青年朋友有機會去杭州學習考察了解我們國家的迅速發
展和這個中華文化之都的美；實在是多麼有意義的事喔！可是，在成立一
個青年會，當中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核心籌備團隊。這個籌備團隊必須
是思想信念一致，而且願意長期投資時間和資源去發展會務工作。在第一
次成立團隊時，由於我們大家都是正在事業或創業奮鬥期，各自的時間都
投放不到足夠的時間開會跟進；所以最終很可惜地解散收場。到第二次再
次想成立團隊時，同鄉會介紹我去中環一家律師樓去拜見一位前輩律師，
他有心與我一起並肩建立團隊成立青年會。吸收對上一次組團失敗的經驗
，我很看重這次的會面，也準備好一些問題共同探討。到達後我也見到認
識了莊凌雲律師。他桌上放了一本我剛剛被採訪創業的雜誌，很親切地分
享他很了解我的創業故事和對杭州旅港青年會創立的熱衷和安排。凌雲大
哥做事非常有效率，而且如同他父親莊錫年會長一樣非常投入善於統籌安
排主持活動。跟他會面以後，我便肯定有他與我一起創立這次組團一定成
功。果然，很快地，我們成立了一個十多人的團隊；當中很多父輩都已積
極參與同鄉會活動。我們定期在莊律師會所開會，並成功吸引了數十位會
員並在香港浙江軒餐廳進行了成立典禮。就這樣杭州旅港同鄉會青年會順
利成立……。
想着想着，我們看到趙書記到來了。他親切地與我們握手，並愉快地
跟我們進行隆重的大合照。然後，他跟我們作出一個激勵人心的演說。他
分享了透過G20峰會的成功，我們杭州全體市民都作出非常大的努力和團
結。同時間，他鼓勵着我們香港青年人必須把握這次G20峰會帶來的機會
；多來杭州與兩地青年建立最佳的發展平台；為兩地青年的發展交流駐下
良好的基礎。我一邊聽着，心裡也是非常的感恩和激動：如果沒有杭州市
政府與同鄉會的資金和資源的支持，我們青年會沒可能從數十人的會員發
展到現在數百人的會員：當中更有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創業人士、金融
業才俊與博士。我們每年的杭州考察活動，從一開始20到30會員理事參加
，到今年有70多會員理事參加。我們青年會裡的很多兄弟姐妹更在這兩年
各自擔任不同杭州地區同鄉會的創會會長或核心理事；成功把杭港團結的
精神成功地傳承下去。
在這次三天兩夜的考察活動中，我們考察
了G20峰會會場，智慧e谷，跨貿小鎮及海康威
視，萬事利等企業，與杭州新生代企業家，部
分區青年企業家代表進行了座談交流和聯歡。
這次的考察實在是非常有意義，也讓我們學習
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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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本地排球運動，由藝人
鄧麗欣帶領的女子排球隊 「Loey」
與仁濟醫院合辦 「仁濟×Loey聯校
女子排球友誼賽」，並於日前假荃
灣楊屋道體育館排球場舉行。仁濟
這次派出屬下五間中學學生與舊生
參與是次活動，包括仁濟醫院林百
欣中學、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仁濟
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仁濟醫院王
華湘中學以及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
學，更邀得多名舊生參與球賽並組
成仁濟隊，與Loey球隊切磋球技，
當中更邀得兩位仁濟中學舊生暨香
港沙排公開錦標賽冠軍吳天麗及黃
婉媚助陣仁濟隊。Loey球隊亦於賽
前與仁濟現役學屆隊員一起操練，
傳授球技與陣式，以協助提升同學
們的技術。活動讓學屆隊員一睹精
彩賽事，從中學習與觀摩師姐們的
球技。
身兼Loey球隊隊長的鄧麗欣，一
直致力推廣本地排球運動，Loey球隊
為本年度 「全港公開排球錦標賽」丙
組賽事亞軍，而鄧麗欣亦曾為港青排
球隊成員之一，球隊將以晉級甲組為
目標。鄧麗欣表示： 「今年8月出席
了仁濟一個慈善晚宴，了解仁濟屬下
多間學校設有排球隊，可以提供一個
平台推廣排球運動，雙方萌生合作念
頭，故促成今次合辦排球友誼賽，希
望透過活動推廣排球運動之餘，亦可
協助操練及指導新一代排球愛好者，
提升他們的技術，於學屆賽事上可以
學以致用。」
助陣仁濟隊的兩位仁濟中學舊生
暨香港沙排公開錦標賽冠軍吳天麗及
黃婉媚均表示，很高興能夠以仁濟舊

▲仁濟隊與Loey隊賽前與一眾嘉賓
合照留念
生的身份參與這次友誼賽，傳承體育
精神。另外，她們亦十分欣賞鄧麗欣
致力推廣排球運動，讓大家有這次機
會切磋球技，交流體育心得。今年三
月，吳天麗及黃婉媚轉做全職運動員
，並正積極備戰參加2017年4月於泰
國舉行的亞洲錦標賽及2017年8月於
天津舉行的全中國運動會。
仁濟醫院董事局教育委員會主席
王賢訊表示： 「仁濟醫院服務香港49
年，亦正踏入金禧紀念，本院的教育
服務素來十分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
不論學術、創藝及體育，都因應學生
不同需要，因材施教；透過舉辦各項
課外活動，為學生培養興趣，啟發及
強化同學們的潛能。」
是次排球友誼賽雙方共進行三個
回合，採三局兩勝制，雙方球員實力
均等，各自施展渾身解數，發揮最佳
水準，身穿橙藍白球衣的仁濟隊以25
：23先勝第一局；身穿黑色球衣的
Loey隊第二局以25：18反勝仁濟隊，
雙方經過兩輪激戰，仁濟隊第三局以
15：11勝出友誼賽獲得冠軍，Loey隊
則獲得亞軍，大會隨即於賽後進行頒
獎禮。

學音樂，對一般家庭來說似乎是
唾手可得的事，但是一群基層的孩子
眼中卻是個遙不可及的願望。有見及
此，新家園協會、香港菁英會及音樂
堂慈善基金會將聯合主辦 「音樂無界
限義教計劃」 ，開設色士風義教班，
義教共20位新移民的基層孩子學習色
士風音樂，實現他們的願望。活動委
任了女藝人羅頌欣及張珺為活動大使
，委任陳姵而小朋友為香港青年啟發
大使，向社會大眾推廣音樂義教。

義教計劃於日前舉行 「音樂無界限色士風
義教計劃啟動禮」，是次活動邀請了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擔任主禮和一眾基層家庭同樂
。活動先由基層學生演奏開幕，最後由張建宗
擔任總指揮帶領，聯同主辦單位香港菁英會主
席盧金榮、新家園協會梁秉堅、音樂堂慈善基
金會創會聯席主席高松傑及張志仁及一眾基層
小孩奏出美妙的樂曲作為活動的啟動儀式，寓
意只要 「官商民」齊心合作，必可以攜手共建
一個 「無分貧富」人人都享有平等音樂教育的
社會。
香港菁英會主席盧金榮表示： 「音樂是
無分國界的，社會文化不同，生活習慣即
使有差異，都能透過音樂進行交流。這一
種無分你我的平等關係，是菁英會和社會
上不同持份者期望透過不同的計劃宣揚推

廣，是次義教活動給予不同階層人士能有
機會認識和關心基層學童，藉以推動更多
人士關愛社會。」
新家園協會梁秉堅表示： 「在基層家庭的
學童，如要學習非資助的音樂課程極困難，即
使是辦學團體能資助其學費，亦基於資源有限
而需要抽籤，中籤才能獲此機會學習。但又因
為居住的環境狹窄，甚至是不能隔音的劏房，
對於學童練習樂器的空間變得少之又少。學習
音樂變得與這些學童遙不可及。是次計劃是一
個開始，我們希望能推動社會各界能支持基層
的學童能有機會接觸音樂，以拓寬視野，並啟

發多元潛能。」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創會聯席主席高松傑及
張志仁表示： 「我們雖沒有華麗的啟動禮儀式
，因為我們希望把更多更實質的資源用於義教
上，我們以最先進的cv touch智能教學平板教
導孩子，我們以最用心的義務老師教導他們音
樂技巧，從教授、應用、實踐和回餽也落足心
思。教導孩子認識音樂，雖然未必可以幫助擺
脫劏房及貧窮，卻可讓他們在悠揚的樂韻中，
尋回自信，找到自己的價值。亦可以為他們一
個啟發多元技能的機會，我們亦深信發展藝術
出路無憂。」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吉林

▲（左起）現代汽車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營業經理
George Young、 仁 孚 行 有 限 公 司 行 政 總 裁 Ben
Birks、現代汽車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Derek Lee及
現代汽車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營運經理Terence Lai舉
杯慶祝全新IONIQ Hybrid耀目抵港

全新混能先鋒現代IONIQ Hybrid即日開售
現代汽車全新混能先鋒IONIQ Hybrid日前正式登
陸香港，並假觀塘East Lounge蒲東舉行新車發布會。
現代汽車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Derek Lee於致辭時表示
，全新IONIQ Hybrid為現代汽車一重要新里程，標誌
着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策略，以創新科技為品牌注入新
思維，並擴充現有產品線。活力時尚的外觀與五臟俱
全的車廂設備，加上卓越的空氣動力學及燃油效益，
使IONIQ成就環保駕駛新時代。
全新IONIQ Hybrid設計煥然一新，流暢車身線條
，勾勒出如同轎跑車般的輪廓，並配以家族式六邊形鬼
面罩，彰顯別樹一格的時尚氣派。其車廂的時尚設計展
現嶄新環保概念，採用大量環保再生材質，打造簡潔自
然的車內環境，締造全新綠色駕乘體驗。此外，
IONIQ Hybrid更是現代汽車全球首款車型底盤可裝配
三種電力驅動配置（混能、插入式混能及純電），高效
動力系統的汽車，性能及節能表現超卓出眾，令環保駕
駛變得更普及。身為全球首款可搭載三種電力系統的環
保車型，IONIQ不僅在各國際車展大出風頭，更力壓來
自57個國家的5214份作品，憑藉時尚活力的外觀設計以
及新型環保材料的應用，勇奪國際權威獎項—紅點設計
大獎殊榮，成為現代汽車近三年內獲得的第六個紅點設
計獎項。IONIQ展現了現代汽車未來環保車型的設計方
向：以 「空氣流線型概念」打造簡潔而細緻的車身線條
，配以全新的環保物料，贏得評委會一致認同，實力備
受肯定。IONIQ Hybrid現推出首批HK$249,000驚喜價
發售，並享有八年不限里數電池保用。

日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
團訪問了吉林省；此次訪問一行13人，
以基金會副主席余毅為團長，榮譽主席
黃家榮為顧問。期間共訪問了吉林市的
船營區、磐石市、龍潭區市，考察了7所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援建的中學、
希望小學新建宿舍及綜合樓的施工情況
，參加了船營區搜登站鎮太平中學捐資
建校紀念牌揭牌儀式。吉林市陳東副市
長陪同考察，並與代表團共同為紀念碑
揭牌。從2013年至2015年，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共向吉林市捐款985萬港幣
，分別用於磐石市、船營區等地10所學
校校舍建設和設備購置，為改善吉林市
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做出了積極貢獻。
陳東副市長代表市委、市政府對基
金會代表團的來訪表示歡迎，對基金會
為改善吉林市教育事業發展做出的貢獻
表示感謝。陳東表示，希望基金會一如
既往地支持我市教育事業發展，通過開
展公益慈善活動，積極推動我市和香港
兩地的交流合作，歡迎基金會的企業家
到我市投資興業。在船營區搜登站鎮太
平中學舉行的捐資建校紀念碑揭牌儀式
上，代表團團長余毅表示，將繼續關注
、支持我市教育事業的發展。希望代表
團此次吉林之行，在對以往捐贈學校建
設項目進行跟蹤了解的同時，也為今後
在這裡捐資建校專案推進、做更多慈善

訪
▲問 團 成 員 和 吉 林 市 領 導 與 志
媚基金陳秉志捐建的磐石市煙筒
山鎮東梨河村正熹希望小學師生
在新建校舍前合影

仁濟與Loey舉行聯校女子排球友誼賽

實現基層孩子學習色士風願望

音樂無界限色士風義教計劃啟動禮上，勞工及福
▼
利局局長張建宗與一眾主禮嘉賓和演奏的基層小孩
合影

杭州家鄉之情

音樂無界限色士風義教計劃舉行啟動禮

項目做好鋪墊。
基金會創會於1994年，22年來共籌
得善款3億港元，在國內23個省、自治區
援建了580所 「希望小學」和在台灣捐助
兩所小學。基金會目前重點資助的地區
，已轉移到西部的高海拔地區、高寒山
區、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及邊境地區。
先後榮獲 「福建省捐贈公益事業突出貢
獻獎」、 「雲南省希望工程貢獻獎」、
「寧夏回族自治區民族教育事業特別貢
獻獎」、 「希望工程20年」特別貢獻獎
多項殊榮。本屆董事會自今年四月換屆
以來已籌得善款2700港元，援建 「希望
小學」25所。
此次考察及剪綵的學校有：吉林市
船營區授登站鎮太平中學，大綏河鎮太
平岭村小學，通氣溝小學，歡喜鄉牛溝
村小學，磐石市煙筒山鎮東梨河村小學
，明城鎮七間房村小學，龍潭區缸窰鎮
中心小學。此次訪桂團成員有：團長余
毅、顧問黃家榮、團員謝松光、謝勇紹
、李諾雯、施文旦、邱耀東、孫建華、
張曉慶、劉勝賀、葉枝耀、鄭展朝、陳
玲等。

▲吉林市陳東副市長（右）會見余毅
團長等基金會訪吉團一行

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舉辦慶祝母校建校110周年
及校友會成立30周年慶典聯歡
擁有4萬香港校友及14位香港區議員的廣
州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日前舉行母校建校
110周年及香港校友會成立30周年慶典聯歡。
曾仕昭會長致歡迎辭時說，今年是母校建校
110周年同時也是香港校友會成立30周年，暨
大香港校友迎來了雙喜臨門，實在值得慶賀。
我們的校友無論在政界、商界、體育、醫學、
新聞、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精
英林立，聲譽卓著，作為暨南人的一分子，我
們感到光榮和欣慰。廣大的香江暨南人將牢記
母校 「忠信篤敬」的教導，戒驕戒躁，再接再

厲，不斷前進。
專程由母校前來道賀的宋獻中副校長及香
港僑界領袖余國春及王欽賢致辭，他們均充分
肯定暨大香港校友會30年來經受了風雨歷練，
在團結校友，發展會務上有了長足發展，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治港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凝聚
力不斷加強，為暨大母校的成長壯大，為香港
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了貢獻。
大會在聽取理事會會務報告、財務報告
及修改會章報告後宴會及文娛節目開始。文
娛節日多姿多采，包括大合唱、男女聲獨唱

▲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慶祝母校建校110周年及校友會成立30周年慶典聯歡上一眾校友及
主禮嘉賓合影

、男女聲對唱、女生雙人唱、男女生小組唱
及印尼舞、蒙古舞、牛仔舞、健康集體舞。
舞蹈表演者大多數是年過70的長者校友，他
們服飾漂亮，舞步輕鬆活潑，特別是蒙古舞
草原綠了，印尼舞歡樂的節日和牛仔舞，在
亮麗的背景和輕快音樂陪襯下跳得歡快輕鬆
，極富觀賞效果，根本看不出他們都是上了
年紀的長者，受到嘉賓和校友們的熱烈鼓掌
與喝彩。大合唱校歌及致祖國，歌聲高亢激
昂，充分表達了校友們愛國愛母校的激情。
最後，大會在友誼地久天長的歌聲中圓滿結
束。
大會筵開55席，邀得出席嘉賓有商界翹楚
、廣州母校領導、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余國春、
王欽賢、黃英來、李潤基等領導以及來自美國
南加州、紐西蘭、澳洲悉尼和澳門、上海、廣
州、東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校友會代表
，加上香港的僑友社、萬隆校友會、華僑大學
香港校友會、廣州華僑補校、香港集美航校、
泗水同學會等兄弟社團以及老中青校友共600
多人出席，衣香鬢影，冠蓋雲集，濟濟一堂，
場面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