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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仁基金第十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冠蓋雲集
李家超親臨主禮 李家傑蟬聯主席 共創香港青年美好明天

百仁基金：培育棟樑回饋社會
百仁基金於2008年由李家傑博士在香港創辦

成立，旨在匯集一群熱心公益的年輕企業家，致
力關注本港青年發展、成就青年美好未來。

當中着重培育優異及良好品格之香港青年，
使其成為青年人榜樣，為社會作出貢獻；鼓勵青
年人對香港未來發展確立使命感；為優異青年創
造機會及幫助其發展，使其成為未來棟樑，回饋
社會。百仁基金自成立以來，舉辦了近千項活
動，受惠人士數以十萬計。過去一年，基金與多
個機構合作，為同學們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相

關項目包括支持特區政府協助弱勢社群家庭學生
開闊眼界，加強自信的 「共創明 『Teen』 計
劃」 ，支持學生編程學習的 「童擁AI」 計劃，為
學生提供與青年企業家直接溝通對話的機會的
「菁青相惜分享會」 ，協助15-24歲青年人規劃

人生及拓闊視野的 「百仁之友」 計劃以及關注弱
勢社群的Be Angel action關愛活動等。

未來一年，百仁基金將投放更多資源，舉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培訓同學們各方面的素
養，以積極態度迎接新時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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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主恭送行政長官李家超離場。

▲百仁基金邀請到 「友師」 黃碩東、
李鏡品校長及謝健龍分享這三年大家
面對的點滴。

是夜冠蓋雲集，蒞臨的主禮嘉賓尚包括政
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
國衞、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房屋局局長何永
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孫玉菡、海關關長何珮珊、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
局長胡健民、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保
安局副局長卓孝業、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
梁宏正、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及創新科技工業
局副局長張曼莉等，與數百到賀的社會各界賢
達歡聚一堂，共同見證百仁盛典。

李家超：凝聚力量勾畫青年發展藍圖
李家超於致辭中，讚揚百仁基金自成立以

來一直關注香港青年的未來發展，透過舉辦豐
富多彩的活動，致力為青年人提供多方面的學
習和鍛鍊機會，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對不
同學科和專業領域，以至對國家不同方面的發
展加深認識。

當中，百仁基金作為本屆政府重點扶貧措
施之一的 「共創明 『Teen』 計劃」 的策略夥

伴，在捐款贊助、提名友師，以至為學員籌劃
團體活動方面都大力支持。藉此機會，李家超
感謝百仁基金及在座百多位由基金推薦出任計
劃友師的嘉賓們對計劃作出的貢獻。

他強調，特區政府重視青年發展工作，在
《施政報告》中的《青年發展藍圖》提出了超
過160項具體行動及措施支持青年發展，期望能
凝聚社會各界力量，與青年攜手建設一個安居
樂業、更有希望、更美好的香港。

李家傑：眾善一心共謀青年美好明天
李家傑首先感謝百仁基金理事會成員協助及

支持，不斷開拓新的活動形式，關注青少年身心
成長及不同需要。他指出，行政長官在新一份施
政報告中提及的兩項青年相關事項，與百仁基金
一直致力推動的青少年發展工作實相輔相成。其
一是於 「青年興 則香港興」 篇章內提出把
「STEAM普及化」 ，這與百仁基金年前建議的
「編程要普及化」 如出一轍。 「我們由2019年
開始推出、為高小學生提供免費學習編程的 『童
擁AI』 計劃，由第一年36間小學，到2022年增

至54間，四年累計已逾5萬多名學生參與，也延
伸至中學 『童擁AIPlus』 計劃，為初中學生埋下
了STEAM種子；而計劃與香港多個不同青年組
織共同在社區推動的 『童擁AI社區計劃』 ，更讓
AI種子在不同地方萌芽，令人欣慰。」

其二是有關 「共創明 『Teen』 計劃」 ，它
與百仁基金於去年四月推出 「百仁愛·學」 計劃
亦相類似。百仁的計劃以支援居住於劏房或基
層學童為主，為每位學童提供1000元 「家園」
超市購物券及1500元學習津貼，以鼓勵同學參
與課外活動、補習功課、上網學習、購買學習
用品等，在大約3個月時間由招募至發放共
1400名學童受惠，這與由陳國基司長領導，協
助弱勢社群家庭學生開闊眼界，加強自信的
「共創明 『Teen』 計劃」 不謀而合。 「其實在
政府、商界、民間，都有很多有心人為香港福
祉出力。這是一種 『眾善』 的力量，推動着百
仁基金多年來不斷開拓前進；當前香港正處於
關鍵的轉型期，讓我們一起凝心聚力，為香
港、為下一代帶來新力量。」 李家傑語重心長
呼籲說，寄望百仁攜手，共創明天！

匯聚眾善以推動香港青年發展的百
仁基金，日前（1月19日）假香港四季酒
店舉辦第十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晚
宴，全國政協常委、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主席李家傑蟬聯主席；行政長官李家
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青年工
作部副部長宋來等應邀主禮。典禮上，
李家超讚揚百仁基金關注香港青年未來
發展，致力為青年人提供學習和鍛鍊機
會。李家傑承諾將凝心聚力，持續推動
『童擁AI』 計劃，以及開展 「青年發
展」 計劃等相關項目，為香港新一代創
造新條件，帶來新力量。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頒發委任狀予
百仁基金副主席楊燕芝、柯家洋及
何超欣。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頒發委任狀
予百仁基金理事邱詠麒、王文博、
王嘉恩、王掁宇、伍穎梅。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頒發委任狀
予百仁基金理事許明明、莊家彬、
許智森、許晶晶、潘智力。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頒發委任狀
予百仁基金理事鄭嘉儀、盧金榮、
嚴伯樂、孟韋怡、謝健龍。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頒發委任狀
予百仁基金理事陳國章、譚天樂、
梁志明、姚子樑、郭文義。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宋來頒發
委任狀予百仁基金職守人士名譽顧問
洪為民，秘書長張廣德，青年發展事
務顧問張澤松、金偉明、莊聖謙。

▲百仁基金第十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晚宴，賓主大合照。

▲百仁基金主席李家傑致辭。▲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

▲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委任狀予第十四屆理事會主席李家傑。

▲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會長施榮忻。

▲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副會長
林潞及林智彬。

▲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副會長
廖偉麟及黃楚基。

▲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副會長
廖宇軒及顏志永。

▲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副會長
陳稼晉、羅詠詩及嚴偉賢。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副主
席李海楓及王紹基。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頒發委任狀予百仁基金副主
席霍啟文及方添明。

百仁基金第十四屆理事會架構名單
榮譽贊助人榮譽贊助人：：梁振英梁振英
監監 理理：：胡定旭胡定旭 梁愛詩梁愛詩
創 會 會創 會 會 長長：：李家傑李家傑
名 譽 會名 譽 會 長長：：馬馬 雲雲
會會 長長：：施榮忻施榮忻 李文俊李文俊 陳寧寧陳寧寧
副副 會會 長長：：吳宗權吳宗權 李聖潑李聖潑 林智彬林智彬 林林 潞潞 湯珈鋮湯珈鋮 楊華勇楊華勇 黃楚基黃楚基

廖宇軒廖宇軒 廖偉麟廖偉麟 羅詠詩羅詠詩 顏志永顏志永 陳稼晉陳稼晉 嚴偉賢嚴偉賢
主主 席席：：李家傑李家傑
副副 主主 席席：：吳宗權吳宗權 曾智明曾智明 李海楓李海楓 顏志永顏志永 陳稼晉陳稼晉 余偉傑余偉傑 王紹基王紹基

方添明方添明 霍啟文霍啟文 柯家洋柯家洋 羅穎怡羅穎怡 楊燕芝楊燕芝 何超欣何超欣
名 譽 顧名 譽 顧 問問：：胡曉明胡曉明 馬豪輝馬豪輝 洪為民洪為民
秘秘 書書 長長：：張廣德張廣德
義 務 司義 務 司 庫庫：：孔維釗孔維釗
義務法律顧問義務法律顧問：：郭瑛瑛郭瑛瑛 義務核數顧問義務核數顧問：：范駿華范駿華
青年發展事務顧問青年發展事務顧問：：張澤松張澤松 金偉明金偉明 莊聖謙莊聖謙
理理 事事：：王文博王文博 李民斌李民斌 李民橋李民橋 李家誠李家誠 李徐子淇李徐子淇 王嘉恩王嘉恩 王振宇王振宇

伍尚敦伍尚敦 伍穎梅伍穎梅 邱詠麒邱詠麒 周世耀周世耀 林孝賢林孝賢 梁麒繕梁麒繕 莊家彬莊家彬
許明明許明明 許晶晶許晶晶 許智森許智森 陳緯邦陳緯邦 陳頴光陳頴光 陳賢翰陳賢翰 潘智力潘智力
鄭詩韻鄭詩韻 鄭嘉儀鄭嘉儀 盧金榮盧金榮 顏振恒顏振恒 嚴百樂嚴百樂 孟韋怡孟韋怡 孟韋豪孟韋豪
謝建龍謝建龍 陳國章陳國章 譚天樂譚天樂

特 邀 理特 邀 理 事事：：郭一鳴郭一鳴 姚子樑姚子樑 范駿華范駿華 梁志明梁志明 郭文義郭文義
郭瑛瑛郭瑛瑛 孔維釗孔維釗 楊荃荃楊荃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