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
陳志新博士
讚辭

艱苦奮進，求富邦國，以利濟民；困乏多情，
不忘尼山，守義懷仁。

陳志新博士，廣東番禺人，1949年生於廣
州。1958年隨家移民香港，生活貧困。後入讀青
年會中學，1968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主修經濟。1972年畢業。畢業後陳校友即投身航
運界，先後任職多間航運公司，到1985年，陳氏
白手興家，創立富邦航運有限公司，經過三十多
年的營運和發展，如今「富邦」已經是一所立足
香港，面向全球的跨國公司，在內地多個城市，
以及美國的洛杉磯和紐約等地，都設有分公司，
為其客戶提供全球性海陸空的國際貨運服務，在
業內享負盛名。十年前，他響應國家推動環保政
策，於湖北以富邦通運（湖北）環保材料有限公
司名義投資了二百多畝的環保園，任董事長至
今。

陳校友心繫新亞，畢業後雖然在商海用心
打拼，努力奮鬥，但對母校的發展，學生的培
育，教師的福祉，都時刻表示關心和慷慨資助。
他在新亞書院成立「陳知浩先生紀念獎學金」、
又帶頭發起「1972年校友獎學金」和「新亞校
友會2011-13屆理事會獎學金」、並且資助「新
亞學生對外交流計劃」和「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
資培訓班」等多項書院活動。他曾出任新亞校友
會主席，並已擔任新亞校董會成員二十多年了，
一直以來，陳校友熱心書院事務，慷慨捐輸。同
時陳校友也擔任書院院務委員會多個附屬委員會
的成員，身體力行，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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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校友的心目中，新亞四年的教育，除
了學到一些經濟和管理的專業知識之外，最為
重要的是新亞教育給予學生的文化薰陶和人文
精神。陳校友對新亞先賢的創校理念和傳承傳統
儒學道德教化的精神極表認同。他認為新亞教育
使他一生受益的地方，就是學會怎樣做人：時刻
心懷仁義，善待他人，以造福社會人民為念。他
的管理哲學是「創富應知識與道德並重」，奉行
「以義取利」和「獲利濟世」的原則；對待員工
則「獎勝於罰」，和「樂安居、共富貴」，故此
深得富邦員工擁戴。他把這些儒家理念放入其營
商和管理準則之中，自己發展出一套以仁義為
本，獲利濟民的「儒商」經營哲學。而這套「現
代儒商」的經營理念，也得到業界的讚許及國際
的肯定。為了表彰陳校友在企業管理上的成就和
貢獻，2009年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頒授榮譽院
士銜予陳校友，同年，美國林肯大學亦頒授予
陳校友榮譽博士學位。

為了推動中華文化，陳校友捐資在新亞
書院成立「陳志新先生中國文化基金」，支持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每年邀請在中
國文化研究各個領域有傑出成就和重要貢獻的學
者蒞臨演講。此外，他又出資捐助山東泗水縣的
孔教書院創設尼山聖源書院，推動及弘揚儒學思
想及精神教育。陳氏對中國文化和儒家傳統的支
持，於此可見一斑。

除了捐助新亞書院，陳校友也積極支援
中文大學的發展，在推動校友連繫和鼓勵校友
關心校政方面，出力最多。陳校友於2011年以
高票當選大學校友評議會主席，並成為中文大學

校董會成員至2017年，更多時間為大學發展出
謀獻策。期間評議會舉辦多次有關教育及社會問
題的講座，凝聚校友，關心校政，協力捐輸，除
了籌募獎學金外，又為中醫學院購置分析儀器、
捐贈在中大校園內行駛的十四座復康巴士，為行
動不便的同學和員工提供交通服務；此外，又與
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合作研究香港減碳排放計
劃，和積極推出支持中文大學籌建醫院和博群計
劃等。

主席閣下，陳志新博士是新亞人的典範，
尊重傳統，以人為本，以知識創富的同時，講求
仁義道德及人文關懷。陳校友回饋母校，出錢出
力，盡心誠意，可為中大二十萬名校友之表率。
為表揚陳校友多年來對新亞書院和中文大學所做
的貢獻，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
陳志新博士。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陳志新博士讚辭



榮譽院士
許銘先生
讚辭

唐太宗李世民嘗言：「以銅為鏡，可以正
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
明得失。」意謂帝王借鏡古今賢智，可以進德修
業。善為明鏡者，自亦深知鏡能自照，亦能照
物，心如明鏡澄澈通透，眼前機遇清楚得見；鏡
清視明，審時進退，抉擇英明，成就輝煌事業，
練就廣闊胸襟，洞察富貴浮雲，造福故鄉父老，
惠澤香江學子，作育菁莪，貢獻社會，功在千
秋。

許銘先生與其尊兄已故慈善大家許海先生，
乃冠華鏡廠集團有限公司之創辦人。許氏昆仲
出生於佛山南海大瀝，50年代目睹家鄉生活困
苦，決意離鄉別井，來港發展。許氏昆仲心思
澄明，目光如炬，有見6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發
展，對玻璃需求必將日趨殷切，於是毅然成立冠
華鏡廠。60年代，全港主要鏡廠商寥寥幾家，
冠華即為其一。冠華鏡廠更率先自置萬呎廠房，
成為全港最大鏡廠。及後香港地產蓬勃發展，恰
如朗日中天，摩天大樓相繼落成，又似雨後春
筍，玻璃需求綿延不絕，冠華業務蒸蒸日上。許
氏昆仲慧眼早識，睿智過人，初露頭角，即現鋒
芒。

許氏昆仲70年代開始發展地產，向政府購
入葵涌和宜合道及柴灣新安街地皮，斥資興建
樓高十多層的工廠大廈。70年代適值工廠發展
暢旺，投資回報洵然可取。許氏昆仲及後在葵
涌、觀塘及屯門，興建多棟冠華鏡廠工業大廈；
另在沙田圓洲角源順圍興建冠華大廈，作為集團
核心總部。工廈以外，有見於本港金融股市發展
迅速，許氏昆仲推知香港未來必成環球商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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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於是集中資金投地興建商業大廈，包括尖東
冠華中心、旺角昌泰大廈、譽發商業大廈、油麻
地彌敦行及長沙灣貿易廣場。繼而購入重要地段
之商舖，包括1992年渣打銀行放售之多間貴重
商舖、觀塘輔仁街商舖物業、尖沙咀柏麗大道四
個相連舖位等，租金收入粲然可觀。許氏家族迄
今持有之物業已超逾一百項，業界推重，市值不
菲。自70年代始，香港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
許氏昆仲所購入之百項物業，如今價值連城，
許氏昆仲目光敏銳，判斷精確，每發皆中，成
就顯赫。商場上運籌帷幄，慧眼高瞻；待人處世
則恭敬隨和，謙遜低調。許家從不以富貴自驕，
家族成員生活儉樸，律己以嚴，待人以寬，對屬
下員工尤其關注。許家於傳統時節多與員工共
膳，並派送禮物及應節食品，處處以員工福祉為
念，關懷備至，因而深受員工敬重。集團上下同
心，團結一致，業務得以長足發展，當非偶然。

營商事業卓然有成，家鄉情懷油然在心。
1980年，許氏昆仲重回故鄉，眼見鄉間校舍殘
舊不堪，即時捐資重建學校。自此許氏昆仲先後
為家鄉興建多所現代化學校，更為家鄉捐建幼兒
園、公園，鋪設道路，安裝自來水設施，建設下
水道等工程，並於2007年成立「許海周倩蘭慈
善基金」，資助大瀝醫院新院建設，俾大瀝同鄉
可以就近求醫，免於疾病痛楚，雪寒碳暖，恩澤
廣施。數十年來，許氏昆仲為南海大瀝捐資近億
元人民幣，從興德辦學到潔淨水源到醫療建設，
德澤廣施，仁風廣被，鄉紳父老同蒙恩德，受惠
無窮。南海市政府為此授予許海先生、許銘先生
「南海市榮譽市民」之稱號，藉以表彰昆仲二人
對家鄉建設之卓越貢獻。

許銘先生對香港中文大學同樣眷顧有加，
多次慷慨捐資本校醫學院及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系，支持相關教研活動，彌足稱道。許氏家族復
以不同名義，多次捐資本校醫學院及消化疾病研
究所，舉凡深化癌症治療研究，支持院校學術交
流，皆所捐獻，在所不辭，本校莘莘學子同蒙恩
澤，自當銘感不忘。

今天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位作風低調而樂善
好施的仁德長者，對玻璃鏡業作出卓越貢獻的睿
智商家，對家鄉及香港教育事業無私奉獻的慈善
家，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許銘
先生。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許銘先生讚辭



榮譽院士
羅國雄先生
讚辭

韓愈《進學解》說：「夫大木為杗，細木
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
室者，匠氏之工也。」房屋建設，講求選材得
當，工匠精心規劃，艱苦經營，然後廣廈落成，
家庭團聚，老有安居。安居方能樂業，落葉乃可
歸根，那是老工匠畢生的願景，是智者對社會建
設所作出的無私奉獻。

羅國雄先生祖籍廣東番禺，從事建築行業
超逾半世紀，敬業樂業，孜孜不倦。羅先生現任
裕榮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及大洲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裕榮建築從屬於裕泰興有限公司，裕
泰興有限公司乃由羅國雄先生堂叔父羅肇唐
先生於1966年創建，專注經營本港房地產發展
業務。半世紀以來，裕泰興所發展的大小樓盤
已超過三百多個，而裕榮承擔了大部分的建築工
程。羅國雄先生同時又開展其他建築工程，興建
不同樓房項目，涉獵極廣。五十年來，他參與興
建的樓房數目已超過三百棟，包括住宅房屋、商
業大廈、酒店、政府街市、軍人宿舍、學校、非
牟利機構轄下的老人中心、幼稚園等。從繁華鬧
市到新界邊陲，從結構簡潔的青蔥校園，到高聳
入雲的摩天大樓，羅國雄先生所興建的房屋，遍
佈港九新界，既見證了香港從細小漁港蛻變而為
國際金融都會，也見證了羅先生的事業成就。

裕榮建築置業追求卓越品質，講究樓宇安
全，羅先生事事親力親為，從不苟且，他強調
「有效的監管，是樓宇建築的核心課題；通過
嚴謹的品質監控，才能保證樓宇結構安全。香港
今天的建築水平，已符合世界頂尖國家的安全標
準，這正是有效監管的結果。」五十年來，他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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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每天親自到地盤考察，接觸公司不同階層，了
解工程進展，關注工作安全，風雨無改，勞累無
悔。裕榮屬下員工，因而可以直接向羅先生提出
意見，下情上達，暢通無阻。羅先生同時關注員
工福利，俾能安心工作，無有牽掛。羅先生處事
低調，沉實寡言，功成不居。大樓落成慶典，他
極少出席，平生最感滿足的，是面對自己建成的
樓宇，跟孩子輕聲細道：「這幢房子是爸爸興建
的。」羅先生膝下三名兒女，並皆學業有成，謙
遜有禮，羅先生言教身教，有以致之。

多年前，羅國雄先生尊翁因病辭世，他深
感哀痛，決意捐助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腸胃消化
系統疾病研究工作。他曾慨歎道：「國父孫中山
先生1925年死於膽囊癌，距今已近百載寒暑，
人世間依舊未能找到適切療法，我們必須支持醫
學研究，方能突破困境。」自2000年起，羅先生多
次捐資，從醫學院的教研設施到獎助學金，從病
源分析到治療方法，並皆鼎力支持，全力推動醫
學創新，冀能減輕病人苦痛，推己及人，恩澤廣
施。羅先生又多次捐款支持本校「博群計劃」，
資助本校學生廣泛參與各種社會及公民研究計
劃，推廣社企及企業責任，並支持本校「博群大
講堂」，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校演說，俾庠序之
教，木鐸鏗鏘，莘莘學子，皆蒙沾溉。

杜甫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
士俱歡顏。」五十年來，羅國雄先生建造的樓
房超過三百棟，從住宅大廈到幼兒校園到老人
中心，為香港市民提供安居之所，幼有所學，老
有所依，皆蒙庇蔭，同現歡顏。讓我們共同表
揚這位踏實低調的現代建築巨匠，他同時慷慨

捐助中文大學的教研工作，無私奉獻，業勤德
馨，臻善存德。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
士銜予羅國雄先生。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羅國雄先生讚辭







榮譽院士
陳守仁博士
讚辭

聳立如山，氣度軒昂；貌似如來，菩薩心腸。
關心家國，當代儒商。

陳守仁博士，聯泰集團創辦人及主席，是成
就非凡的企業家，也是聲譽昭著的慈善家。

1930年，陳博士生於福建泉州的一個華僑
家庭，1948年隨父移居菲律賓，在父親開辦的布
店幫忙，半工半讀，生活刻苦。後來布店遭逢大
火，家業盡毀，父親因受此打擊而濭然長逝。陳
守仁經此變故，但憑著他堅韌不拔的性格和自強
不息的精神，努力不懈，克服種種困難，終而創
造出一個白手興家的成功企業家故事。

1965年，陳博士在香港創立聯泰船務貿易公
司，經營船務代理及出入口貿易，範圍包括菲律
賓、馬來西亞、汶萊、台灣和日本等。1972年，
陳氏舉家移民關島，並把聯泰公司，由原來的
船務和進出口貿易擴大到製衣、影片、地產等業
務，聯泰集團於是成為一間多元化投資的跨國公
司。1984年，他回到家鄉泉州投資，成立聯泰
製衣廠等企業，以後陸續發展至上海、北京、廣
州、深圳等內地十六個城市。1985年，聯泰的
業務又從南太平洋島國繼續擴展到美國的塞班，
由於其事業上的成就，陳博士因而取得了「塞班
王」的稱號。現時他創立的聯泰集團，業務遍佈
香港、台灣、中國內地、東南亞、北美、歐洲及
西太平洋地區，範圍涵蓋製衣、漁業、房地產、
貨運航空、船運、物流、建材、金融、保險、酒店、
旅遊、橡膠等。陳博士以儒家格言「誠信勤奮」為座
右銘：誠以待人，信以律己，勤能補拙，奮勉圖
強。這套儒家倫理不但是他治理公司的哲學，也
是他持家和待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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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士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理念，以賺來的財富回饋家鄉、回饋社會、回饋
國家。早在1985年，他已在家鄉福建泉州設立了
「陳守仁家族福利基金會」，從事興學、助殘、
辦醫、撫孤等慈善活動，其後，陳博士又在香
港、塞班、關島和泉州成立「陳守仁基金會」，
推動各地之教育、醫療和社會慈善工作。再者，
陳博士更積極宣揚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思
想，以及竭力推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運動。

在香港，陳博士曾任東華三院總理多年，
並成立「東華三院陳守仁博士慈善基金」，支持
及贊助中醫中藥、康樂、文化訓練課程及海外比
賽。同時，陳博士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
設立助學及義診基金，培育學子和提供醫療服務。
在許多社會公益和文教活動中，特別為陳博士關注
者有兩個方面：一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設立的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旨在透過於兩岸三
地舉辦展覽會及座談會等各項活動去宣揚孫中山
思想，以及紀念孫中山對中華民族所做的貢獻。
為進一步弘揚孫中山先生愛國思想，陳守仁博士
更於1998年於北京大學成立孫中山國際研究中
心。2009年在母校泉州一中設立中山珍珠班，培
養貧困而品學兼優之高中生進入大學。2014年泉
州中山公園設立中山亭及孫中山紀念雕像。

其二是體育。陳守仁博士基金會對本地體
育運動非常支持，由贊助車路士足球學校，到幫
助在囚人士或戒毒復康者透過足球運動而重獲新
生。

除了服務香港，陳博士也積極參與其他地
區之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包括關島、塞班島及
密克羅尼西亞等地。辦學育才，回饋社區之外，
他在這些地區又積極宣揚中國文化和團結當地華
人。他創辦了美屬塞班中華總會，現在仍是該會
的名譽會長；他又倡建關島中華總會大樓，成立
中國公園及華文學校，對西太平洋各地居民皆時
有捐助，深得當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敬佩。
1986年關島大學向陳博士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
位，現時陳博士仍然擔任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駐港
名譽領事。此外，他去年更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
發銀紫荊星章，以表揚他過去為本港社會所作出
的貢獻。

主席閣下，陳守仁博士熱心服務社會，獎勵
後學，關愛桑梓，愛好和平，既是商界翹楚，亦
是社會棟樑。為表揚陳博士多年來對社會、文化
和教育的貢獻，以及多年來對中文大學，特別是
逸夫書院的支持和捐助，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
授榮譽院士銜予陳守仁博士。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

榮譽院士陳守仁博士讚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