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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輝（義覺）道長，MH 

榮譽院士

主席先生： 

 《道德經》載：「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道長，道名義覺，以身作則，
秉持黃大仙「普濟勸善」寶訓，為善而不爭名，積極宣法弘道，矢志推廣中華文化承傳。 

一九六零年，義覺道長剛逾廿歲，自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前身、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先後
於兩所小學任教。由於嫉惡如仇，他其後投身警隊，以期除暴安良。三十三年來，服務市民，
克盡己任，其間更獲警務處處長表揚嘉許。在紀律部隊中，他發揮教育所長，擔任警察學院 
教官，培育警務人才。 

一九八五年，義覺道長得悉一名兇殺案逃犯雖千方百計避過多重追截，最終卻因巧遇軍裝警員，
被緝拿歸案，頓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從此入道，並開始以義工身分，參與嗇色園各類
工作。 

一九九四年，義覺道長正式退休，由是全心投入嗇色園事務。二零零六年，他獲推選為黃大仙
祠監院，擔任此項要職至今。對內，他大展拳腳，自二零零五年起於嗇色園舉辦經懺科儀文化 
班，培訓教內人才，推動文化傳承，在硬件上亦整頓了祠內各項設施的使用及程序。對外， 
他亦熱心服務，參與數十項公職及義務工作，竭力回饋社會，貢獻大眾。 

去年慶祝百年慶的嗇色園，興學育才，在香港設辦六所幼兒園及八所中小學；又安老護耆，辦有
五所護理安老院；更熱心救疾扶危，與香港紅十字會緊密合作，響應捐血活動，關懷傷困，獲頒
夥伴大獎。每年受惠於嗇色園的香港市民，多達十數萬人。二零一六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
義覺道長頒授榮譽勳章，以茲表揚。 

二零一一年，義覺道長獲世界道醫培訓學院頒授「道教名譽博士」。他更力求上進，矢志終身 
學習，於二零一二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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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義覺道長致力推動黃大仙信俗之文化價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他大力倡議下，
國務院將黃大仙信俗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他亦積極進行各項文化保育工作。 
二零二一年，由他籌備興建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落成啟用，以期黃大仙信俗這塊珍貴的 
文化瑰寶得以傳承下來，並推廣至不同階層。館內結合高科技元素，以嶄新手法演繹，更設
立學生導賞專場。近來，義覺道長正籌辦建立嗇色園文藝苑，期望達到「道藝相融」，將傳統 
的文化藝術加以普及推廣。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為弘揚愛國愛港傳統，嗇色園於黃大仙祠內特建造升旗台，成
為香港首個建有升旗台、舉辦升旗禮的主要宗教場所。 

教大承蒙嗇色園及另外四個辦學宗教團體慷慨捐助，於二零零六年成立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 
中心，銳意發展香港及大中華區的生命及價值觀教育，以建立學生的品格與正向價值觀為 
己任，促進下一代的全人發展。義覺道長欣然答允擔任名譽首席顧問，現時亦為「以多媒體學 
習形式透過本地宗教建築提升主要價值觀計劃」的總顧問，歷年來提出無數獨到見解。 

主席先生，義覺道長獻身宗教及心靈教育逾三十年，造福莘莘學子，心繫家國，並親身實踐道家
思想智慧。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李耀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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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介欽博士 

榮譽院士

主席先生： 

潮州人的拼搏精神和運籌帷幄，素來為人津津樂道。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
馬介欽博士正是當中的佼佼者。豐富的從商經驗，使他深明不斷求進，擁抱考驗，往往可以轉
危為機，由是茁壯成長。作為中學校監，他希冀培育莘莘學子成為敬愛祖國、品格高尚和五育
俱備的良好公民。

馬博士出身清貧家庭，幼時居於徙置區。自中學修業後，他投身製衣業，跟隨前輩學習，了解
行業發展。一九六七年，他與兄長同心協力，創立達成：由起步時僅得兩部衣車、外判製衣工
序的家庭式管理，逐漸發展為業務多元的上市集團，涉足地產、商貿、酒店和餐飲食品業。

營商環境深受外圍因素影響，講求通盤部署，高瞻遠矚，審時度勢。馳騁商場十多年來，不無
難關。八十年代，馬博士與身在美國的設計師合作，由他出資生產，對方負責設計，主攻美國
市場。由於銷量平平，馬博士便遠赴美國，親自考察，圖謀挽救；可惜不見起色，最終大膽決策，
壯士斷臂，清倉處理，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價錢出售成衣，重整旗鼓，好不容易才在業內站穩住
腳。回首這段經歷，馬博士確信人生所有難關，都是促進成長的「磨刀石」，惟有不斷接受挑戰，
勇敢克服困難，披荊斬棘，方可跨過困境，創出美好前景。

後來，對家鄉菜情有獨鍾的馬博士收購佳寧娜潮州酒樓，為集團轉型奠下契機。當時，內地商
務宴請交流頻繁，對高檔食肆需求甚殷，故他先後在多個一線城市開設十多間佳寧娜酒樓分店。
一九九一年， 達成正式於香港掛牌上市，集資進軍內地房地產及酒店市場。

二零零四年，馬博士榮獲世界傑出華人獎，並獲美國摩利臣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認可並表
彰他對社會的重大貢獻。二零零八年，馬博士毅然告別紡織業務，集團並於二零一三年正式 
易名為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銳意以「佳寧娜」之品牌優勢，更上層樓。

一直以來，馬博士情繫桑梓，擔承眾多潮籍社團公職：現為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香港潮州商會常務會董、香港九龍潮州公會永遠榮譽主席，以及多個潮人社團名譽會長等， 
積極帶動及團結潮籍鄉親，共建香港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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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關心後輩教育，冀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人才，故一直代表潮屬公會，投入不少資源於 
青年教育，寄望年輕人勤奮學習，及早進行生涯規劃，勇敢面對成長路上的種種挑戰，從挫折
中反思自省。現時，馬博士為港九潮州公會中學校監，在他的帶領下，該校秉承潮籍人士治 
事勤謹樸實的精神，以「崇德廣業」為校訓，教學水平不斷提升。

馬博士特別推崇中國歷史教育，盼青年藉此建立家國觀念，學會尊師重道，時常懷有感恩的心。
他認為年輕人不能忘本，要時刻記掛自己的「根」，對祖國要有客觀和全面的認識。他確信教師 
是知識及道德的傳承者，故躬行實踐，於二零一九年慷慨捐助香港教育大學，參與推動教師 
教育發展。為表彰他的無私奉獻，本校其中一座演講廳便以其命名。

主席先生，馬博士樂觀正面，在逆境中發憤圖強，以製衣起家，轉型飲食業後，越過重重難關，
譜寫華商傳奇。他對家鄉念茲在茲，飲水思源，致力弘揚潮汕文化，熱心回饋社會，樹立榜樣。
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馬介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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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吳愛岑女士 

榮譽院士

主席先生： 

樂韻悠揚，可衝破藩籬，陶冶性情。若幼童自小於音樂氤氳中成長，耳濡目染，即如《禮記》
所述：廣博易良，當可養成廣博胸襟與平易善良品格。因此，柏斯音樂集團總經理鮑吳愛岑 
女士致力普及音樂教育，期望不同地域和民族都有機會學習和享受音樂，並以此作為紐帶，搭建
文化交流橋樑，宣揚和平訊息。

七十年代，鮑太自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前身的柏立基教育學院畢業後，便投身杏壇，在中小 
學任教逾二十年。她應用所學，推崇體驗和愉快學習，協助學生建立良好學習態度與自學能力。
她特別關心有學習障礙和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踴躍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特殊教育的義
務工作，幫助有讀寫障礙學童克服困難，提升讀寫能力。

回歸後，特區政府大刀闊斧，實行教育改革。鮑太目光如炬，洞燭先機，在校內積極配合相關
政策，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和數碼化的設備規劃、網絡建設、數據處理、課程與科技結合及培訓
老師等工作，為當時業界的先行者。

二零零零年，鮑太轉換跑道，加入柏斯音樂集團，出任香港區總經理，為該公司培養人才， 
擴展產品線，並專責音樂教育業務。柏斯音樂集團以音樂惠及民眾、推動交流和促進和諧為 
願景。目前，該公司已是世界三大鋼琴生產商和世界七大樂器零售商，為內地及香港最具規模
及領導地位的跨國音樂集團。

一直以來，鮑太秉持「以人為本」的信念，冀以文化藝術為載體，豐潤每個生命的成長。為此， 
她熱心回饋母校，支持教大各項獎學金計劃。自二零一一年起，她便負責協調以柏斯音樂集 
團冠名的教大音樂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入學獎學金，惠及莘莘學子。

鮑太更牽頭成立柏斯義工團，匯聚各界熱愛音樂人士，藉著「Music in Hospital」計劃，讓音樂
走進不同的醫院和社區，獻上愛心與關懷。該計劃現已成為教大聯課活動及「康健樂人生」服務 
學習課程的一部分，學生可以音樂造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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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太長袖善舞，交遊廣闊，並樂意與後輩分享其個人網絡，為青少年提供創作及擴闊視野 
的機會。她積極推動本港與內地的音樂教育發展，協助專業師資不足的地區改善條件，促進教
育公平。她曾多次帶領本校學者和中小學生，走進湖北省宜昌市的三峽大學和鐵路壩小學，
參與長江鋼琴音樂節。每年，兩地音樂及文化創意藝術系教授和導師會就世界各地的音樂 
文化、創意藝術的活動及教學法等課題熱切交流，更建立了深厚情誼，對兩地音樂教育發展均
大有裨益。

面對近年人工智能新興產業，以及元宇宙概念的發展，鮑太有感科技能突破地域限制，促進 
公平教育。自數年前起，她聯繫歐洲、內地及香港各方面專家，研究如何善用資訊科技，靈活
運用音樂教育資源和工具平台，為資源相對匱乏的地方製作校本課程，並協助特殊教育學校 
照顧個別差異需要，以收窄教育差距。

鮑太現時亦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中心榮譽顧問，望能以音樂團結人心，宣揚世界和平。 

主席先生，鮑太藉著音樂導人向美向善，培養良好品格，更積極與國際音樂業界緊密合作，推動
各地人才互動，促進公平教育。她在音樂藝術的發展和傳承方面充滿熱枕，貢獻良多，深受各
界稱許。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鮑吳愛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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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德博士，BBS，MH，JP 

榮譽院士

主席先生： 

 《左傳》載述三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香港中華廠商會聯合會會長、華彩集團主席史立德博士毋負父母期許，樹德立業，博施濟眾，
熱心教育，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堪稱「不朽」典範。

史博士白手興家。他出生於清貧家庭，中學畢業後便投身社會，在母親鼓勵下加入印刷業，學習
一技傍身。十六歲時，這位印刷學徒意外受傷重創，失去三隻手指，歷經無數手術，臥病在床 
達三個月。在漫漫復康路上，他有幸得到醫護人員悉心護理和安慰，才能重新振作。時至 
今日，史博士仍牢記當日關顧之情，心存感恩；正是這段經歷驅使他熱衷扶助他人於危難 
之際，並埋下日後投入慈善和社會服務的種子。

史博士其後轉任製衣廠文職，決心不斷增進相關知識，下班後便在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 
大學、理大前身）修讀夜校課程。一九八五年，製衣廠因生意不景倒閉，史博士鼓起勇氣創業，
成立華彩印刷有限公司。自立門戶，誠非坦途，挑戰重重。憑著積極正面、樂觀進取的態度，
他迎難而上；而其鍥而不捨、堅毅不屈的精神，嚴謹認真、求知若渴的態度，以及勇於求變、
敢於嘗試的作風，令他逐漸成為行業翹楚。華彩現為華南地區最大、最先進的印刷包裝企業之
一，有逾半甲子的歷史和經驗，服務全球客戶；包裝材料售往世界各地，業績穩步上揚。史博
士深信，成功的關鍵在於訂立清晰目標，並努力不懈地提升服務質素，發揮創意，以及秉持專
業精神。

早於八十年代，史博士已響應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到深圳設廠，為香港首批北上的印刷業港商
之一，並受惠於內地經濟騰飛。他認為，自身和香港的整體發展與祖國密不可分，籲同儕積極 
構建和參與「雙循環」發展格局，更勉勵青年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把握大灣區發展機會，創一 
片天。

縱然忙於公務，史博士仍熱心服務社會不同領域，在不同團體擔當要職，歷來參與的委員會逾
八十個。他已擔任職業訓練局印刷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成員達六年之久，就培訓政策、計劃和
推行提供專家意見，扶掖後進。對於社區項目和慈善活動，他亦充滿熱忱，現正參與醫療輔助
隊長官聯會、商界助更生委員會，以及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等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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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好學不倦，為求提升個人管理知識，於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取得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他更大力支持教育，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尤有貢獻，例如資助青海、山西及寧夏山區貧
窮村落的學生完成大學學業。此外，史博士更捐助多所大學成立獎助學金，香港教育大學 
 （教大）、城大及理大均有以其命名的演講廳和行政教室，以表彰他的慷慨輸將。他現時亦為 
教大基金榮譽會長、理大基金永遠榮譽會長，以及城大顧問委員會委員和大學基金榮譽副 
會長。

為表彰史博士對教育的支持，理大、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以及亞洲知識管理協會均向他頒授 
院士榮銜；他亦獲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職業訓練局及城大頒發榮譽院士，以及美國林肯大學
榮譽管理博士銜。

為推動業界與政府之間的協同效應，史博士曾任區議員八年，現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
員會成員、香港貿易發展局成員及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院士。為嘉許史博士對社會和
行業的貢獻，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向他頒發榮譽勳章、二零一零年委任為太平紳士，並於 
二零一七年頒授銅紫荊星章。

主席先生，史博士以堅毅不屈的創業精神、嚴謹認真的處世態度，以及力求創新的營商之道，
一步一腳印，建立客戶遍布全球的印刷王國。與此同時，他不忘回饋社會，支援多所本地大學
發展，為人稱道。我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史立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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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樺偉先生，BBS，MH 

榮譽院士

主席先生： 

以六面殘奧運金牌寫下歷史，多次刷新世界紀錄的退役殘疾運動員蘇樺偉先生，有香港「神 
奇小子」的美譽。他縱然先天肌肉痙攣，致使步履蹣跚，還飽受弱聽困擾，卻無阻他在赤色跑 
道上飛馳，更無損他堅毅不屈的鬥志。

蘇先生一九八一年生於廣州，因黃疸病導致腦部永久損害，引發肌肉張力及動作協調失常。黃疸
病亦令他患有弱聽，必須配戴助聽器，才能接觸外界，與他人溝通。一九八三年，蘇先生隨家人
移居香港。

身體的殘障，無疑令他起步滯後，四歲才踏出人生的第一步；而這小小一步，已要花盡九牛二虎
之力。不過，先天造成的種種障礙，並沒有限制蘇先生不斷前進。他自小已喜歡在校園內跑來 
跑去，對體育課更情有獨鍾。

一九八九年，幾近八歲的他終於升讀小學。他在體育課的突出表現得到老師青睞，挑選他參與
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周年田徑運動會，更取得大大小小的獎牌。由是，蘇先生正式踏上奇幻
之旅。那個單純因為喜歡微風拂過臉頰，才開始跑步的小子，漸漸成為迎風而往、家喻戶曉的
香港傳奇。

一九九四年，蘇先生在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周年小學田徑運動會摘下桂冠，邂逅運動員生涯中
的兩位伯樂—潘健侶教練和蔡喜逢教練，開始接受系統性的專業訓練，全方位改善體能、提升
速度、調整步姿和加強起跑；兩年後更獲徵召，出戰阿特蘭大殘奧運。

一九九六年，蘇先生首度代表香港出賽，於四乘一百米接力賽中初試啼聲，與隊友一起勇奪金
牌。二零零零年，蘇先生出戰悉尼殘奧運，在一百米、二百米及四百米賽事稱冠，更刷新三項
世界紀錄。二零零四年，蘇先生在雅典殘奧運二百米賽事再次奪金。

二零零八年，蘇先生在北京殘奧運主場的一百米賽事中僅得銅牌，四百米賽事亦只得第六名。 
所謂希望愈大，壓力愈大，幸而在父母的鼓勵下，蘇先生調整心態，最終以二十四點六五秒成績
壓線，再次刷新世界紀錄，衛冕二百米賽事，贏得鳥巢全場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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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六年開始，蘇先生連續五屆出征殘奧運，合共奪得六面金牌、三面銀牌和三面銅牌， 
更多次突破自己，改寫世界紀錄，至今仍是男子 T36 級二百米徑賽跑殘疾人士殘奧運紀錄保持
者。其實，風光背後，是日積月累的艱苦訓練、認真練習，交織著無數的汗水與淚水。有時，
當耳機出現問題，未能聽見鳴槍聲，更會使他緊張莫名，拖慢起步，影響表現。也許，在一般
人眼中，先天缺陷帶來諸多障礙，令蘇先生輸在起點；但在他看來，努力和堅韌，才是成功的
起點。

 「神奇小子」在體壇的成就，以及他那百折不撓的精神，廣受稱頌。自二零零零年起，他八次獲 
得香港傑出運動員獎。二零零五年，他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青，同年並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 
榮譽勳章。二零零八年，他榮獲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星中之星」。

二零二一年，改編自蘇先生奮鬥史，以及他與母親之間相扶相持的故事，登上大銀幕；電影還
囊括多個獎項，蜚聲國際。蘇先生深盼可藉著自己的知名度，喚起大眾對殘疾運動員的關注，爭
取更多支持。事實上，他亦身體力行。在二零一六年，他告別長達二十年的運動員生涯後，先後
加入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及香港殘疾人奧委會，以另一身分協助其他殘疾運動員發揮所長。

主席先生，蘇先生在跑道上的颯颯英姿，以及他那不畏困難、認真投入的正面態度和堅忍精神，
著實鼓舞人心。他以自身經歷，體現「精神寓於運動」的殘奧運格言，觸動無數觀眾。本人謹
代表香港教育大學，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蘇樺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