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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榮恆（Ivan）接任
東華三院主席，成為本
港 6 大慈善團體之首的
掌門人，相信最開心的

是他的父親——閩籍儒商施子清。施
子清激動地說：「Ivan在香港出生，

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福建人，相信他

也是東華史上第一個做主席的福建
人，作為福建人，我感到好驕傲！」

施子清率家人撐場
昨日，施家3代：父親、4兄弟、3

個兒媳、1孫子9人齊齊到場。施子清
笑稱，「雖然Ivan將來會公司慈善兩

頭忙，但自己家庭非常民主，只要他
願意服務社會，家人都會支持」。

他透露，大仔榮怡主力打理家族生
意，給予弟弟時間服務社會，但有個
條件，就是一定要做得好才支持，做
不好就要回來。

Ivan聽後感動地說：「自己能夠服
務東華多年，全靠家人支持，特別是
大哥，他是我的榜樣。」

Ivan祖籍福建晉江，父親施子清是
前全國政協委員。他在2003年首次加
入東華做總理，一年後離開了。2008
年，在東華主席馬清鏗推薦下再度加
入，由總理做到主席。回首 6 年時
光，Ivan說為自己可以服務社會而感
到開心，最感激爸媽的悉心教導，也
感謝兄弟們的信任和支持。

施子清偕同大仔榮怡、二仔榮懷夫
婦、細仔榮忻夫婦和孫子出席典禮。
施榮懷是全國政協委員又是中華廠商
會會長，榮忻是香港菁英會創會主
席。

兒子們都如此出色，請教施子清的
家教秘方，他說自己初到香港，日子
非常清苦，左鄰右舍經常互助，令他
覺得港人雖來自五湖四海，卻很有愛
心，故經常教導兒子要心懷家國民
族，回饋社會，所幸兒子們也非常努
力，令他深感欣慰。

慈善世家 東華情結
新屆董事局多慈善世家，第四副主

席王賢誌，父親王忠桐是東華2000年
的主席，他由此認識東華，更不時為
東華擔任義務司儀。第五副主席陳祖
恒之父陳守仁，乃著名僑領慈善家，
哥哥陳亨利曾任保良局主席。而新加
入的總理馬清揚則是大生銀行家族後
人，為知名業餘賽車手，哥哥馬清鏗
曾任東華2008年主席，昨日哥哥及靚
太前港姐亞軍錢慧儀都來撐場，分享
行善的喜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鄭群

閩商首掌東華 施家與有榮焉

施榮恆接任東華主席
甲午年董事局交代就職 曾德成主禮

■施子清（左五）、施榮怡（右一）、施榮懷（左一）、施榮恆（左四）、施
榮忻（右二）出席典禮。 彭子文 攝

■■東華三院舉行癸巳年和甲午年董事局交東華三院舉行癸巳年和甲午年董事局交
代就職禮代就職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東華三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還包括副主席何超蕸、馬陳
家歡、李鋈麟、王賢誌、陳祖恒，總理鄧明慧、洪若

甄、黃業光、區宇凡、馮少雲、蔡榮星、馬志遠、文穎
怡、廖偉麟、馬清揚、李曠怡、楊嘉成、諸承譽及曾慶
業。

董事局預留4.15億推服務
癸巳年董事局主席陳婉珍報告任內院務後，移交契據及
印信予施榮恆。施榮恆致就職辭時表示，東華服務單位已
增加至279個，每年的非醫院服務經常性開支接近32億
元，方能維持東華轄下龐大的服務網絡，應付市民對該院
的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的需求。該院採用審慎的財
政策略來推行各項發展計劃，並以符合經濟效益及具效率
的管理方式監管機構運作。
董事局努力籌款，將善款募集、累積起來，轉化為服

務，在社會上凝聚更多關懷。今年度，董事局已為醫療、
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預留4.15億元。

施榮恆介紹醫療教育社福計劃
施榮恆指，東華得以成功推行各項計劃，實有賴政府匡

扶指導，及社會熱心人士的支持。他衷心盼望政府及巿民
繼續支持，使東華善業發揚光大。董事局亦承諾將持守歷
屆前賢艱苦經營的基業，履行東華盡心服務香港市民的崇
高使命。
施榮恆逐一介紹今年度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計
劃。醫療服務方面，為回應需求日益殷切的中醫藥服務，
該院會引進療效顯著的中醫治療方法，加強中藥安全及質
素的檢定工作，並計劃成立中央煎藥房，以配合中醫專科
門診服務的長遠發展。
在教育服務方面，該院會透過募集善款100萬元，推行
「體藝精英支援計劃」，重點支援不同領域的體藝尖子，
資助他們進行持續培訓及參與大型或國際性競賽。
社會服務方面，支援長者是該院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在
院舍服務上，該院預計於明年東華三院戴麟趾安老院重建
計劃竣工後，可提供之長者住宿名額將倍增至410個。
曾德成致勉辭指，過去百多年間，東華與香港同步發

展，與市民同舟共濟，不僅植根香港，也心繫國家。東華
對香港市民無限關顧，於內地同胞有困難時亦無私支援，
善譽遠播，深受信賴。新任主席施榮恆等董事局同仁熱心
公益，才幹卓著，相信定能秉持優良傳統，令善業更上層
樓，惠澤社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擁有144年歷

史的東華三院昨日舉行癸巳年和甲午年董事局交

代就職典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出席主禮。

恆通資源集團董事、上海市政協委員施榮恆榮膺

主席，他正式領航東華服務香港市民。施榮恆透

露，本年度董事局已為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服

務預留4億1,500萬元。

港九潮州公會慶回歸敬老賞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台山商會3月
23日假會展中心舉行「第二十一屆理監事就
職典禮暨會員春節聯歡大會」。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廣東省僑辦主任吳銳成，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勇，江門市政協主席趙基耀，台山市市
委書記、人大主任謝伯欣等主禮，與台山籍鄉
親及嘉賓逾1,700人共聚一堂。
陳中偉榮膺台山商會理事長。陳中偉致辭
說，香港台山商會擁130年歷史，一直熱心支
持家鄉發展，累計向家鄉捐款逾2.5億港幣。
去年就為家鄉捐助1,800萬元人民幣，包括建
設江門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江門市婦幼保健
院急診科和兒童康復中心、五邑大學科技樓、

台山一中體育館等11個項目。
陳中偉感謝該會歷任領導及各界對台山商

會的支持，祝願祖國繁榮昌盛、民族團結，早
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香港和諧
穩定，百業興旺，人人安居樂業。
曾鈺成讚揚商會逾百年來敦睦鄉誼、發展

會務、熱心公益、興學育才、成績卓著。香港
未來一年面臨巨大挑戰，政改需凝聚各方共
識。他冀商會積極投入政改諮詢和討論，利用
商會廣闊的網絡將準確的信息向全社會廣泛傳
揚，使各階層人士熟悉香港政制發展的基本原
則，讓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得以順利達到。
趙基耀、謝伯欣祝賀新屆理監事成功就

職，並向商會及旅港鄉親致以問候和謝意，充
分肯定商會為建設家鄉發揮的巨大作用，冀該
會凝聚更多力量。
吳銳成為理監事頒發選任證書。大會還頒

發了理監事長期服務獎和前任校監紀念獎，舉
行捐資項目支票贈送儀式。監事長林詒永致謝
辭。
晚宴現場喜氣洋洋、場面熱鬧，五邑大學

藝術團帶來精彩歌舞為晚會助興，席間並有幸
運大抽獎，賓主盡歡。
台山商會新屆理監事首長還包括：副理事
長雷庭蓀、黄嘉純，副監事長陳啟球、雷灼南
等。

台山商會理監事就職聯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香港藥
行商會日前假名都酒家舉行「2014年度
會員大會暨新春聯歡晚宴」。首席會長
潘寶森，會長王健儀，理事長黃炳明等
出席會員大會及晚宴，與一眾理監事共
商未來大計，並與會員業界友好逾百人
歡聚一堂，同申慶賀，氣氛熱烈。

黃炳明報告會務
黃炳明作會務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預告未來一年會務活動的重頭戲，包括
贊助職訓局成立中醫藥信息化中心，該
網站計劃於本年底開通，由副理事長譚
永賢，副監事長周曦賢負責與該局協
調。另外，該會獲工貿署批准「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
金」，首期款項為893,000元港幣，將
就如何進軍內地市場、防偽技術等舉辦
研討會、展覽活動，令會員及業界資源

共享，共謀發展，提供中醫藥資訊。
晚宴邀生產力局汽車及電子總經理張

梓昌、顧問盧文盈，專業教育學校院長
鄧勝深等嘉賓，分別為來賓詳細講解工
貿署所批項目如何運用，及籌備中醫藥
信息化中心的情況。
黃炳明致辭說，很高興邀得多位嘉賓

與會員同樂。召開會員大會令大家難得
一聚，呼籲大家晚宴上暢聚盡歡，同時
珍惜食物、避免浪費。
當晚幸運大抽獎，氣氛熱烈，賓主盡

歡。該會永遠名譽會長兼理事黎用冠，
永遠名譽會長黃熾展、黎藉揚，名譽會
長王春輝、黎樹枝、江俊鴻、江卓弘、
羅舜海、羅偉強、林漢洲、陸順海，副
會長敦文忠、莫奇榮、徐錦全，副理事
長黃達、梁炳南、譚永賢、麥惠禎，副
監事長吳泰來、蘇東明、丁志輝、周曦
賢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由香
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贊助，香港島
各界聯合會主辦之「敬老扶弱 健康社
區」同樂日—中醫義診服務計劃2014，
日前在香港柴灣公園足球場舉行。

吳仰偉蔡毅等主禮
啟動禮由全國人大代表、該會理事長

蔡毅聯同主禮嘉賓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
長吳仰偉，東區區議會副主席龔栢祥，
東區助理民政專員區子君，灣仔助理民
政專員梁博知主持。大會設中醫義診、
文藝體育表演、攤位遊戲等，吸引數百
街坊參加。

該中醫義診服務為「築福香港」項
目。蔡毅在啟動禮上表示，計劃從2014
年3月至年底於港島社區為有需要的街
坊提供中醫義診，希望透過不同類型活
動，宣揚扶助弱勢、守望相助精神。現
代都市生活壓力緊張，大家承受來自工
作及家庭壓力越來越大。中醫義診服務
得到一批經驗豐富的註冊中醫師，在百
忙中抽空為街坊提供義診服務，提高市
民保健意識。
當日天不時落着雨，但無損市民興

致。大會有精彩歌舞表演，還有不同團
體的攤位遊戲、精美禮品等，吸引不少
市民參與。

藥行商會新春晚宴

港島各界聯會辦健康同樂日
■■賓主主持啟動儀式賓主主持啟動儀式。。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藥行商會藥行商會20142014年度會員大會暨新春年度會員大會暨新春
晚宴晚宴，，理監事祝酒理監事祝酒。。 解玲解玲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港九潮州公會攜手旺角同鄉宗親
會聯誼會，上周末於港九潮州公
會中學禮堂隆重舉行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17周年暨新春敬老粵劇欣
賞大會，特邀500名街坊長者聚
首同樂。期間上演經典粵劇《龍
鳳爭掛帥》，還派發敬老利是、
日用品及美食，長者盡展歡顏。

李慧琼林琨琅趙頌恩主禮
大會由立法會議員李慧琼，中
聯辦九龍工作部協調部處長林琨
琅，油尖旺助理民政專員趙頌恩
主禮。
會長張敬川致辭表示，敬老愛
老是中國優良傳統，希望是項活
動能每年延續下去，以表達該會
對長者的一番敬意。港九潮州公
會與旺角同鄉宗親會聯誼會均熱
心社會事務，尤其對長者更是關
顧有加，透過舉辦粵劇欣賞，讓
長者融入社區，增添生活姿彩。

張敬川祝香港和諧穩定
他並熱烈祝賀香港回歸祖國17

周年，祝願香港穩定和諧，在祖
國支持下繼續繁榮安定，他又向
大家拜晚年，祝願大家馬年吉
祥、龍馬精神、身壯力健，祈望
新一年共迎更美好燦爛明天。
旺角同鄉宗親會會長王有德表

示，合辦敬老活動多年，感謝潮
州公會出錢、出力、出時間籌
辦，並借出華麗大禮堂作為表演
場地，希望精彩表演能為「哥哥
姐姐們」送上歡樂。
李慧琼讚揚兩會長期為社區繁

榮穩定做大量工作，為社區聯絡

及教育公益等做了大量實事，各
首長更抽時間及花心思舉辦敬老
活動。今年是政改諮詢年，希望
大家支持政改諮詢工作，積極表
達意見，根據基本法規定推進政
改，讓香港政改步伐向前邁進。
港九潮州公會會長方平、副主

席馬德昌、當然會董姚中立、行
政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展茂、福利
委員會主任委員鄭亨明、常務會
董翁紹賢，旺角同鄉宗親會聯誼
會會長王立文、總幹事林巽東等
出席活動。

■香港台山商會第二十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會員春節聯歡大會。 劉國權 攝
■吳銳成頒證書，陳中偉（左）、林詒永
（右）代表接受。 劉國權 攝

■賓主於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七周年暨新春敬老粵劇欣賞大會上合影。

■張敬川會長(左)致送感謝狀予主禮
嘉賓李慧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