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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莊紫祥博士榮獲第十五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2015年，莊紫祥博士
主持銀聯發卡業務。

13 年的專注堅持和打拚、
成就了他今天的支付金融王
國。他是支付行內的開創
者、支付設備的製造運營商，
是支付軟體的開發運維商，是海量
交易雲數據的梳理方，是銀行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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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和銀行卡發卡的持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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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016 年，他旗下
集團處理大約 4,000 億
元人民幣的銀行卡交
易 額 ， 等 同 於 2016
年全年香港零售業總
家銀行卡交易額和發
卡量排列前茅，是行
業帶領者之一。他就
是，中道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長——
莊紫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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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發展聯盟總會常務副理事長
福建晉江壁立公益事業會永遠名譽會長

片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創始人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永遠名譽會長
■莊紫祥博士認為，成功的要素最重要是專注。
今天成為第 15 屆世界傑出華人的莊紫祥博士，
祖籍福建，出生寒微，但從小就喜歡看中國經典
古書，父母均為教師，在他們學術薰陶下長大。
1978 年，莊紫祥博士隨父母遷居香港；後去英國
主修會計；1992 年畢業於英國東亞格利亞大學，
留英工作；1996 年成為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
師協會（ICAEW）會員（ACA）；1998 年成為
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會員。現時，他已
是英國和香港認可會計師、馬來西亞皇冠拿督、
政協委員。

除了在生意拚搏以外，莊紫祥博士懷着
「達則兼濟天下」的熱忱，先後在貴州、福
建、廣西以及英國和東南亞等地捐款，支持
當地宗教、教育和扶貧事業。在香港，他亦
為香港醫學會、齊惜福、公益金、保良局和
警察福利基金等多家機構捐款。
莊紫祥博士更於今年正式成立「莊紫祥慈
善基金會」，希望用更全面、更系統的方式
為慈善事業作出貢獻。據他介紹，「莊紫祥
慈善基金會」將來會有選擇地捐款給專業的
慈善機構，透過他們擅長的專業領域，為有
需要的人提供幫助。此外，基金會將重點資
助兩類人群，第一類是未能實現三餐溫飽的
窮人；第二類是學生和年輕人，特別是那些
學習成績優異但缺乏深造機會的學生。
2016 年，莊紫祥博士的母校霞澤小學迎
來了百年校慶。事實上，莊紫祥博士的家族
與母校早有淵源，他的叔公是菲律賓華僑，
遠在南洋時期就曾為該校捐款，而他的父母
亦曾是該校的老師，莊父更為該小學培養了
多位骨幹教師，莊母則曾在師資困難時期一
個人擔任一個年級 300 多位學生的班主任。
恰逢百年校慶，莊紫祥博士於是亳不猶豫向
母校捐款，期望為霞澤小學的未來發展貢獻
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6 年，
莊紫祥博士
回母校為自
己捐贈的操
場剪綵。

2004 年初，因緣際會，莊紫祥博士辭職前所在
的公司與中國銀聯有業務往來，但因中國銀聯業
務零售規則與其所在公司的貴金屬和期貨投資業
務有衝突，雙方最終未能達成合作關係。但莊紫
祥博士獨具慧眼，洞察出當時剛成立不久、規模
仍小中國銀聯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加上對中國經
濟前景看好，於是果斷做出抉擇，向公司提出了
離職申請，並選擇與中國銀聯合作，創立了新加
坡好易聯公司，走上了一條披荊斬棘之路。2005
年底，通過了中國銀聯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認
可，成為其收單成員單位，正式開始在新加坡推
動銀聯卡消費。

體驗賺錢與慈善經歷
1997 年回歸前，在海外已度過九年時光的莊紫
祥博士毅然選擇回到香港，主要是基於對國家的
激情和對香港的懷念。他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前兩
個星期回到香港，並先後加入了兩家香港「四
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就在莊紫祥博士的專業前途一片看好的時候，
他卻於 2000 年選擇辭去畢馬威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的工作，並加入了一家非牟利慈善機構。全新的
工作經歷讓他對於賺錢與慈善的關係有更深一層
的體會，慈善事業所帶給他的那種不一樣的成就
感和滿足感，並非可以在職場、企業界中感受到
的，對他來說，這也是培養《純領袖才能 Pure
Leadership》的最好戰場。

■莊紫祥博士出席香港愛滋病基金會慈善活動上與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合照。
親
■自隨團與青少年學生一起前往澳洲雪梨參
觀考察。

成立慈善基金會慷慨解囊

■2017 年 1 月，莊紫祥博士獲委任為中國戰略文化促
進會理事會理事。

莊紫祥博士直言，只能養活自己一家人從來不是
他的目標，他所追求的是幫助更多的家庭，為了實
現這一點，他認為利用自己的本領賺取更多的財
富，並分享給有需要的人，顯然比親力親為從事慈
善工作更加有效。於是，莊紫祥博士重新回到商
界，選擇加入一間上市公司作短暫磨練，過程中很
快就找準目標，開始了自己創業的征程。

■主持公司會議
2006 年，他成立了馬來西亞好易聯公司，同年
拿到中國銀聯和馬來西亞中央銀行的批准開展業
務，2009年及 2010年分別與當地最大的銀行老虎
銀行和第二大的銀行聯昌國際銀行合作。與此同
時，他在新加坡的銀行卡收單業務也上了規模，
成功協助大華銀行成為中國銀聯的成員，並聯同
三大銀行全面推動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銀聯卡
消費業務，這不僅鞏固了他的事業，同時也肯定
其未來事業的方向和集團的定位。莊紫祥博士也
開始重組旗下的40 多家子公司，2009 年，他把新

■2015年，莊紫祥博士接受皇冠拿督Dato'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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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公 司 同 賀 單 位 名 稱
漢滙有限公司
瑞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傅世彪，傅嘉俊
DE MEDICI INTERNATIONAL LTD. 劉文輝
栢雨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UNUNIONPAY INTERNATIONAL
UOB
OCBC
AS OPTICS

高雄地產投資有限公司黄大衛
榮福投資有限公司
韓鎮邦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莊嚴宗親會

香港官塘工商業聯合會蔡來順會董
必達集團（1998）有限公司施忠民
香港官塘工商業聯合會余敏會長
霞澤教育基金促進會

巴塞創意有限公司
中郵電商有限公司
LEE HUNG FAT GARMENT LTD.
艾希妮網絡公關有限公司 ( X Social )

ISOPRINT SCREEN & GRAPHICS PTE LTD
LI JING TRADING PTE LTD
THE HOURGLASS
URBAN REVIVO

QUEEN'S JEWELLERY PTE LTD
JEN'S JEWELLERY PTE LTD
LAM MING KAI JEWELLERY DESIGN PTE LTD
REVEIVAL VINTAGE JEWEL'S OBJECTS PTE LTD

ERICSON LEATHERGOODS & LUGGAGE CENTRE
HUA CHEE TRADING PTE LTD
EMPERPR INTERNATIONAL TRAVEL PTE LTD
S&U HEALTH CARE PRODUCTS PTE LTD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同 賀 單 位 名 稱

■2016 年，莊紫祥博士出席哈爾濱 13 屆政協會
議。
馬好易聯公司改名為中國支付公司，簡稱為「中
付」，並由「中道」掛帥，把手上三大核心支付產
業（持牌、支付軟體和硬備），分別由「中付」、
「銀迅」和「中道」三大子公司來分隊管理。
在莊紫祥博士的領導下，中道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旗下的中付集團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業務以
三倍以上迅速擴大，從以往 POS 收單擴展到智能
POS、手機移動和二維碼收單。從線下做到線上
收單，合作商戶從大型商場五星級酒店至街邊小
店。2015 年，他成功拿到銀行卡發卡牌照，在新
加坡推出中付銀聯卡，成為發卡機構也是中道母
公司的重要一步。
2015 年，第 28 屆東南亞運動會在新加坡舉行，
中付聯同中國銀聯和華僑銀行成為該屆運動會的
支付贊助商，打破以往VISA或Mastercard作為贊
助商的慣例。在莊紫祥博士的技術支援下，與華
僑銀行聯手推出了東南亞運動會紀念版銀聯卡。
如今，中付集團的業務不斷發展壯大，業務每年
均以 3 至 5 倍的速度上升，並已成為新馬兩地銀聯
卡收單交易量和發卡量排名前三位的機構。
截至 2016 年底，莊紫祥博士基本完成了手上整
個支付取款金融產業鏈的業務梳理和重組。對於
選擇以「中道」作為集團名稱，他解釋稱：「我
是中國人，『中道』就是指要走中國人的道路，
人要正道中庸，事要正位、正方和正大。」

■2005 年，於廣西百色那坡縣坡何中學捐贈電腦
等設備。

奉行做好一件事的哲學
談及自己的創業之路，莊紫祥博士認為，促使
自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專注，並且要永
不放棄，永不要把「不」當做回答，遇到難題努
力尋找最合適的解決方案。「要想獲得成功，最
關鍵的就是下好三步棋：選擇正確的合作夥伴，
明確合作關係，規避風險。我的人生哲學就是
『要專注做好每一件事』，「比方說，你目標清
晰、團隊對齊、細節專業、專注堅持、再加上你
年輕懂應變，那就是面對十萬大軍，這場仗，你
最終還是會贏的。」
中國的移動支付現今發展得如火如荼，因其方

深圳銀行卡收單協會

新 加 坡 公 司 同 賀 單 位 名 稱

夥拍中國銀聯建基業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理事會理事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

原味集團有限公司

專注熱忱顯才幹 披荊斬棘創事業
年創立中道集團，董事長莊紫祥博士
抱持「不想一生幫人家打工」的創業
精神，早期致力於為中國銀聯卡構建起一個覆蓋
全東南亞的立體綜合支付平台。莊紫祥博士憑着
個人的才幹和專業知識，開拓了由 40 多家公司經
營整個支付產業鏈的集團業務。

銀迅科技有限公司

博士

銷售額，在東南亞國

深圳分行

便快捷逐漸成為普通人常用的消費支付方式。莊
紫祥博士認為，今天內地的支付業務已跑在國際
的前端，「隨着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
沿線國家發展的空間將非常廣闊。」
移動支付已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他深信「中
付」持牌的支付行業特別是銀聯消費模式將會成
為全世界的消費主流，
「中道」主營研發的網控器
也要在 Hypercom NAC 佔領 99.99%的市場裡面
分一杯羹，爭奪成為銀行超級電腦鏈接遠程終端
的核心設備，「銀迅」所掌握的智能支付技術也
要成為銀行消費金融的核心系統，惠及全世界。

TRULY ASIA SDN BHD
TRULY ASIA TRAVEL SDN BHD
PTS TRAVEL & TOURS SDN BHD
MAJESTIC EXPRESS HOLIDAYS SDN BHD
APES HOLIDAYS SDN BHD
STARMOON VACATIONS SDN BHD

TP LOCAL PRODUCTS SND BHD
REAL LIVING SND BHD
LIM MENG KEE SND BHD
ECOLIFE LATEX (KL) SND BHD
SERI ASTANA FOOD (M) SND BHD
FINE TASTE PRODUCTS SND BHD

RJA ENTERPRISE SND BHD
CAPITAL LEISURE SND BHD
SANDARAN AKTIF SND BHD
IVORY LATEX SND BHD
ENCHANTED GIFT SND BHD
TP GALLERY SND BHD

MBS JEWELLERY SND BHD
GALLERY EXPERTS SND BHD
SUPERCO LATEX SND BHD
GLOBAL INSTITUTE OF TOURISM SND BHD
HOSA GALLERY SND BHD
TUNG SERVICES SND BHD

中 國 公 司 同 賀 單 位 名 稱
上海商贏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贏誠投資有限公司
新辣支付有限公司
上海商眾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美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付錢盈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銀通寶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千璽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深圳市銀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巨集富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麗軒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中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芳華休閒娛樂有限公司
深圳主線廣告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鑽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眾付通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海德融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譽通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和聯實業有限公司
廣州良雨洪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煙臺小熊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付通資訊諮詢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商商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付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匯雲商金融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市樂付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高豐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晉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丁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裕鑫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邁寶樂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眾邦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得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碩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久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樂視佳商貿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盈祥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由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寶通資訊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富通達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因弗倫商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順通票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豐昱輝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正量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付通電子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市耘商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伯克希爾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深圳市偉昊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陽陽世紀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廣州易太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東莞市易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銀匯信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臻譽電子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市眾雅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慧鳥廣告有限公司
深圳誠心誠意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優聯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富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捷聯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暢捷通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重慶安匯捷科技限公司
上海和付技術有限公司
聚財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新安巨集鈞電子商行
濟南同城同樂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十二橡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多美居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移小寶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國銀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元寶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辰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樂刷寶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廣東貴金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仁發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億仟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華富思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鋒尚之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沐興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頂付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領英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慧明電子商務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錫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創富灣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樅聯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招聯萬商資訊科技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點付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錢邦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滿堂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鋒易貸資訊諮詢服務有限公司
廣州市國迅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華多美貿易有限公司
東莞市中匯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聯銀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點付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匯一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億來達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廣州朵資蘭貿易有限公司
山東楊子鱷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梓微興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杭州新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萬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鼎聖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匯隆和財富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花開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星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富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查博士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眾刷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鉑樂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衡鼎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春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匯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隨心付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鑫的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粵志廣貿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旺得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啟新貿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融網路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嘉電子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和旺商貿有限公司
深圳市訊商聯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聯創鑫資訊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東莞市仁商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勤亦興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廣州碩崢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商聯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健靈商貿有限公司
珠海大鏵創世投資有限公司
東莞市狄威凱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方中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鴻錫威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湖南匯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匯商惠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汕頭市澄海區匯通通訊設備店
廣州市瀧堡軒貿易有限公司
東莞市南瓜實業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匯銀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錢櫃商貿有限公司
深圳市日兆工藝禮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信中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塔圖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和商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禦龍電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通伩時代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飛躍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興飛響商貿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捷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亞德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廣州微刷支付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深圳市易博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順付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納斯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盛和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萬商通電子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長森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雅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廣付電子支付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佳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誠安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先隆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勤亦興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榕江森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恩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凱富投資擔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寶支付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如東升資料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陶然五金塑膠有限公司
深圳市亞飛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群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通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誠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捷付支付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付通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優易聯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匯付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國海通商貿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捷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深圳市銀投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啟富航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隆飛售貿易公司
東莞市華中星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汕頭市融貸通發展有限公司
金華市聖潔電器產品有限公司
上海黔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深圳市銳華寶數碼有限公司
上海鳴赫實業有限公司
湖南易寶電子服務有限公司
長沙信義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長沙易卡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廣西南寧乾淮商貿有限公司
佛山市順德區杏壇應南電器商行
深圳市方圓騰達實業有限公司
深圳市騰立捷實業有限公司
東莞市付爾順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濟南宜國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濟南一帆風順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臨沂藍吉物業有限公司
臨沂瑞鑫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梅州市春暖花開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