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烈恭賀各位才俊精英
喜獲國際美洲大學頒授榮譽名銜
(排名不分先後)

International 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ion Ceremony

國際美洲大學畢業典禮喜於今天假座香港唯港薈酒店隆重舉行，很高興得到國際美洲大學校長Dr. Richard Gayer專程蒞港主禮；
還有中國商業經理協會秘書長兼國際美洲大學區域總監黎拿嘉教授與多位社會賢達擔任主禮嘉賓。同時十分榮幸得到許多嘉賓
光臨，涵蓋各界精英、專家學者、榮譽得主的親友等等，共同見證和分享多位傑出人士獲大學頒授榮譽博士、榮譽顧問或美國
總統獎等名銜的喜悅。真正冠蓋雲集，歡聚一堂。
今屆榮獲「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名銜的才俊，分別是：莊思敏博士、劉麗霞博士、葉連妙珊博士、鄭泱博士、林國平博士及葉
謀強博士。其中莊思敏博士還同時榮獲「國際美洲大學禮儀顧問」名銜；另呂新安先生則榮獲「大學商管學院榮譽顧問」名
銜。以上各位榮譽得主除了事業有成並在所屬行業表現出眾之外，更熱心公益，在社會上享有崇高聲譽，所作貢獻皆深受各界
肯定和認同，榮獲大學嘉許，確然實至名歸!
與此同時，余 兒博士更得到國際美洲大學推薦而榮獲「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而葉謀強博士亦榮獲「美國總統嘉許義工服
務獎」，對他們的善行加以表揚。此外，中國商業經理協會十分榮幸得到多位熱心公益人士出任「公益電視台榮譽顧問」，並
在晚宴上向他們敬頒委任狀。誠然，大家都希望藉此等榮譽鼓勵和號召更多社會人士互動合作，一起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時協
力推廣企業社會責任，攜手共襄善舉！

Honorary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榮譽工商管理博士
莊思敏博士
Dr. Ch'ng Se Min

Etiquette Advisor
大學禮儀顧問

莊思敏博士是護膚品牌 Jacqueen 的創辦人，亦是香港知名演
員及主持。
莊博士是馬來西亞華僑，5歲隨家人定居香港。她青少年時期
已對演藝事業抱有理想，最初投身為專業模特兒，不但在天
橋上表現優秀，而且擔任司儀亦非常出色。她其後加入無線
電視，擔當多個綜藝節目的主持，同時參演多齣廣受歡迎的電視劇及電影。憑藉十多年
的努力，莊博士在演藝界成績斐然，有目共睹！更可喜的是：她在圈內圈外均建立了良
好的人脈網絡，讓她得以多元化發展，在演藝事業之外展現不同的才華。
莊博士曾開設模特兒培訓及化妝學院，把自己的專長和經驗毫不吝嗇地傳授給學生，好
讓他們像自己一樣實踐理想。莊博士近年亦投資不同行業，包括飲食業，現為連銷餐廳
「華星冰室」、精品食肆「點心代表」及高雅酒吧「Spirit」的股東。與此同時，她與瑞士
頂級醫學機構合作研發優越的護膚產品，建立了自家品牌Jacqueen。在不久的將來她
還會涉足時裝界，正計劃創立自己的時裝品牌！
莊博士在百忙之中仍一直熱心公益。事實上，她樂於助人的個性及認真的工作態度廣
獲認同，多年來有不少慈善機構邀請她出席活動或出任大使，她身體力行並呼籲公眾
關注及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例如，莊博士曾任以促進中國教育為宗旨的「苗圃行動」活
動大使、香港中西區交通安全大使及香港慈山寺義工等，也是香港健康產業大獎得主。
莊博士表示無論往後的日子有多忙，都會繼續在公益事務上積極作出貢獻的！

劉麗霞博士
Dr. Doda L.H. Lau

葉連妙珊博士
Dr. Srisuda Riantongchana Yep

劉麗霞博士於1993年起創立大頭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及出
任董事至今。她在工作上力求完美，鉅細無遺，因此公司發
展穩健，成績驕人。

葉連妙珊博士是葉謀強博士的夫人，亦是爍星珠寶首飾集團
的共同創辦人，由葉太出掌行政及管理事務，促使集團業務
蒸蒸日上。

劉博士信守「積極人生，凡事感恩」的理念，對朋友義無反
顧，處事不拘小節，深受朋友及家人的愛戴。她同時十分樂
意付出，多年來透過支持及參與不同團體，肩負及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推動慈善公
益，無論是青年人、長者以至殘疾人士；不管是中、港或其他地域的有需要社群，
都是她關顧的對象。

葉連妙珊博士在泰國曼谷出生，自小在美國長大，在紐約大學
的史 登 商 學 院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in New York
Universit y)畢業後，曾在紐約市的 Estee Lauder Companies Inc 工作過，不久即在珠寶
界創業。

劉博士在香港地區服務的團體及職銜包括：香港交通安全隊訓練發展署總隊監、將
軍澳區耆樂警訊名譽會長、天使長行動委員會會長等等。
慈善服務方面，劉博士是香港善德基金會總理，也是夢想基金會的常務副主席。她
自 2010 年起加入了「摘星計劃」，擔任廣西隆安縣會長 (區 域) 一職，多年來幫助內
地清貧學生完成大學課程，更期望他們把摘星計劃的理念延伸並進一步落實。
劉博士亦熱衷行業權益和體育發展，因此同時兼任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會董、香港
女子足球總會副會長及洪佛派國術總會永遠榮譽會長等公職。

爍星集團旗下的美國 Unique Designs 公司坐落於紐約市中心的第五大街，擁有龐大的
珠寶批發和零售網絡，多年來與名列世界前茅的鑽石供應商合作無間。與此同時，公
司亦與美國最大的鑽石毛胚看貨商與製造商結成策略夥伴，從而保證了裸鑽的批量採
購、品質穩定與價格優惠。另一方面，公司在歐美市場均擁有珠寶加工、銷售管道及優
質客戶等資源。此等良好關係均促使爍星在競爭激烈的珠寶行業中勝人一籌。
時至今日，爍星在中國和香港均擁有極具規模的生產基地。而集團的一站式服務，正是
把設計與開發、採購、頂尖技術與生產及準時交貨等優勢集於一身，並已發展成為擁有
超卓信譽及高度推崇的國際珠寶業持份者，廣獲世界各地多個高端品牌指定為其設計
首飾，或合作開發多個私有品牌系列，皆非常成功，口碑載道。
葉太不但經營出色，還十分注重企業社會責任。事實上，她早在求學期間已一直參與許
多義務工作及公益服務，例如探訪老人院並為亞洲及非洲的貧困兒童籌款等等。她營
商以來除了向有需要的社群捐款資助之外，更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多項公益慈善活動。

鄭泱博士
Dr. Vam Cheng

林國平博士.爵士
Dr. Sir Lin Kok Peng, Jeffrey

葉謀強博士
Dr. Ben Yep

鄭泱博士是Good Union Corporate Limited的首席行政總裁，
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企業家。

林國平博士是一位新加坡的青年企業家，以卓識遠見在不同
的商業領域取得成功，經驗十分豐富，已先後成立了多家公
司並出掌管理層。其中他新近出任首席行政總裁的 GCOX 公
司，是全球第一家以名人粉絲代幣交易業務為主的新經濟企
業，在相關核心平台之中還包括了慈善公益，正是林博士在
整體策劃和領導上所堅持的目標元素之一。

葉謀強博士是美國Unique Designs公司及香港爍星珠寶首
飾有限公司(Bri-Star Jewellers)的創辦人。葉博士是美籍華
人，早在1984年畢業於美國寶石學院(Gemologicalinstitute
of America)，取得了GIA鑽石的設計師及鑒定師兩個專業資
格，其後在紐約的FIT進修首飾 設 計 製 造 課 程 。 他 曾 加 盟
蒂芙妮珠寶公司 (Tiffany & Co.)，當時是其紐約總部內唯
一的華人珠寶鑒定師和設計師。

鄭博士在大學畢業之後，曾於數家國際知名的藥廠工作。
他積極好學，在醫學及醫學美容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知識。
他更以敏銳的市場觸覺，把握時機在 2000 年創業，成立了
Good Union，業務主要是代理美容儀器及產品。
在鄭博士的英明領導下，公司團隊以優質服務及專業知識深得客戶讚賞及推崇，不
但促使公司茁壯發展，還於 2016 年榮獲「進出口企業大獎–創業精神獎」；亦在
2017年獲得「Mediazone香港最有價值企業大獎」；現時公司已成為全港五大美容儀
器及產品代理商之一！
鄭博士致力推廣美容及醫學美容服務並積極維護業界權益，他身體力行，創立了香
港醫學美容協會，亦曾擔任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之榮譽會長及理事，均旨在為同業
提供相關的專業知識，並作為加強業界、專業人士和客戶之間的溝通橋樑，同時促
進社會對美容業的正面認知，從而締造優良的營商環境。
鄭博士日理萬機，仍不忘發揮助人精神，回饋社會。他曾出任香港鑪峯獅子會會
長，現為醫療輔助隊高四級長官，同時多年來不斷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務，於多方
面幫助不同的社會基層及有需要人士。

林博士亦是新亞控股公司和新亞能源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行政總裁。後者專門經營
再生能源和廢物處理技術等環保項目，旨在為人類的未來作出貢獻。事實上，林博
士的業務還有金融科技、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設計與船務等等，並已擴展到新加
坡以外，包括香港等地的國際市場。
林博士在商場上成績驕人，也為他贏得了不少獎項和榮譽，例如：2010 及 2011年度
的新加坡成功企業家獎、2013 年新加坡企業家獎、2015 年新加坡成功品牌獎等等。
與此同時，林博士不斷積極參與許多社會服務和慈善工作，同樣備受稱許，曾榮獲
奧地利史懷哲協會頒授榮譽十字勳章和慈善金章；以及「史懷哲慈善獎」。此外，
林博士亦獲封「馬爾他爵士」名銜。最近更獲該爵士組織委任為其工、農、商會的
國際會長，期望他在國際商場上發揮影響力，得到更多成功人士的支持，以幫助世
界各地的慈善項目。

鄭博士於工作上努力不懈，亦堅持貢獻業界和社會，就是要貫徹他自己的理念：
「創新、堅持、感恩」！

呂新安爵士是一位新加坡的成功企業家，在教育及培訓業
界擁有超逾20年的豐富經驗。他深信有教無類，多年來積
極與多家國際教育機構緊密合作，訂定策略性計劃，為亞
洲學生提供培訓及課程，十分成功，備受讚譽。而且，能
夠為許多人帶來了學習及進修機會與學歷階梯，正是呂爵
士最感欣慰和滿足之處。
呂爵士是多間公司的創辦人及董事，包括以教育為主要業務的Glob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Centre 及 World Blockchain Academy。他還有參與其他行業，包括資產管
理，並正熱衷研究如何把人工智能和嶄新科技應用於跨業界的互惠合作之上。
呂爵士多年來獲不同的團體邀請出任顧問或公職，例如現任國際工商及服務業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Services)的副會長，他也是中國商業
經理協會的榮譽顧問。由於他在國際上不同業界皆長袖善舞並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故榮獲馬爾他爵士及菲律賓國父騎士會爵士等名銜。

US President'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
余 兒博士
Dr. Angela Yu

葉博士從事珠寶行業約 40 年了，他希望將自己的經驗及體會作出奉獻，並強調「飲
水思源」，所以十分熱心業界權益，現於順德區金銀珠寶商會和廣東省、廣州市及
香港特區的珠寶首飾廠商會分別擔任了常務副會長、副會長、理事等公職，務求回
饋社群！

國際美洲大學-簡介

Honorary Advisor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大學商管學院榮譽顧問
呂新安爵士
Sir Mike Lee

1989 年，葉博士創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 BEN YEP DESIGNS，而由他創立的爍星集團
亦向以擁有自己強大的設計團隊、生產基地和分銷網絡而別具優勢，同時以品質上
乘及交貨準時見稱，多年來備受業界及客戶推崇。事實上，在葉博士的領導下 ，
出品更以設計取勝，屢獲殊榮，例如以中國藝術靈感結合抽象手法的手鐲「鳳凰於
飛」及組合式手鐲「蝶變」，便雙雙於 2015 年中國首飾設計「紅棉獎」之中榮獲金
獎及銀獎。

International American University 中譯為「國際美
洲大學」，是一間具實體和實力的美國大學，一直
努力為商界和社會培育人才─ 「明日領袖，今日
栽培」!
自從2006年起，IAU已是加利福尼亞州政府機關
(BPPVE)認可的私立大學，並可頒授各種學位。於
2009年，IAU按州政府的新法例進一步獲確認其營
運高等及大學教育的資格，由消費者事務部轄下的
私立專上教育局(BPPE)監管並持續發牌營運，
包 括 其 校 舍 (BPPE school code# / 洛 杉 磯 校 舍 牌照
號碼：41500926)。同時，IAU亦得到美國國土安全
部美國移民海關總署(ICE)的認可資格(S E V I S School
code#: LOS214F01373000)，即IAU可開辦留學生及
訪客交流課程(SEVP)，收錄於其校舍或網上修讀各
級課程。

與此同時，IAU的學生亦遍佈全球各地，因為該校
的課程注重商業實務，而且不僅採用面授方式，
還設立了先進的網上學習平台，能夠同一時間為
五洲四洋的學生提供優秀的課程，大中華及亞洲
各地也有不少學生，而且由於口碑傳誦，其各地
學生人數均年年節節上升。
提供優質教育正是IAU的使命，遂通過一系列副
學士、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各級學位課程(包括工
商管理學士、碩士及博士)，還有校友網絡、公益
活動及國際聯繫，促使來自各國和各個界別的學
生，都有更多機會獲得不同的學歷。同時，無論
在個人潛能、專業技術、社會成就和承擔、國際
視野和水平上，都能夠有所提升。也就是說，不
管IAU本身或其學生，都在「從優秀到卓越」的成
功階梯上步步高陞！

余 兒博士是香港友邦 (國際) 有限公司的財富管理總監，也
是環亞資本策略有限公司的聯席董事。

余 兒博士真正熱心公益，不遺餘力，故此今年得到國際美洲大學推薦而獲頒
「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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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中華以至亞洲各地的社
會賢達，不但具有傑出的成
就，而且熱心公益，以至對國
家 和 地 區 有 重 要 貢 獻 。 因 此 ，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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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成功人士除了可獲邀成為
International 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美洲大學)的榮譽博士之外，部份更可獲大學推
薦而取得「美國總統嘉許義工服務獎」以至「美國總
統終生成就獎」，獲頒美國總統獎狀及獎章，以彰顯
其善行，無分國界與種族；同時作為光榮榜樣，鼓勵
其他人共襄善舉。而且，其頒授獎狀及獎章儀式，會
在大學畢業典禮上同時進行。
ET

余博士亦一直十分關心國家和家鄉，不但出任香港台山同鄉總會慈善基金執行委員
會成員及江門同鄉總會永遠名譽會董等公職，還不斷支持及捐助台山等地區的老人
及兒童服務，每年都舉辦不同類型的交流及扶貧助幼活動。她自 2011 年起已獲委任
為台山市政協委員，2016 年起更被委任為台山市政協常委；並兼任佛山海外聯誼會
常務理事及江門五邑海外聯誼會副理事長等職務。

葉謀強博士
Dr. Ben Yep

關於「美國總統嘉許義工服務獎」
或「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

LIF

事業成功的余博士同時十分積極回饋社會，她很關注香港地區事務，擔任社團職務
超過20個，包括：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創會常務副主席、香港童軍總會 (港島地域)
副會長、商界助更生委員會副會長等等；更獲委任為香港東區民政事務處愛秩序灣
分區委員會委員。

US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美國總統嘉許義工服務獎

AW
AR

多年來，余博士向以真誠的態度，用心聆聽客戶的需要，
並以專業的知識和服務，為他們分析和策劃理財之道，從
而得享豐盛人生。而且余博士領導有方，團隊不斷成長壯
大，所以余博士深得客戶和同業的讚賞與推崇，不但是美國百萬圓桌會的頂尖會員
(TOT)及永久會員，還贏得了2018 GAMA國際榮譽獎項之管理發展獎銀獎。

葉謀強博士從事珠寶行業約40年了，他本人和他與夫人創
辦的爍星珠寶集團都一直持續不斷地參與不同的公益慈善活
動，例如旗下的Unique Designs以美國紐約為基地，他們便
經常與當地的珠寶商一起支持捐助兒童服務等善舉，同時也
積極嚮應由 Macys、Zales 及 Helzberg 等其他公司和鑽石店發
起的募捐活動。
在中、港、台方面，葉博士及公司仝人均十分着重企業社會責任，同樣為善不甘後
人，希望藉著捐款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或弱勢社群，包括通過「陽光雨露留守兒童
基金」、「徐美琪中港台一心慈善基金」及保良局等機構提供援助，此外還支持漢
基及耀中等國際學校的籌款活動，皆務求在慈善事業中發揚博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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