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美洲大學畢業典禮喜於今天假座香港嘉里酒店隆重舉行，很高興得到國際美洲大學副校長Dr. Roland Sprag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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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主禮嘉賓。同時十分榮幸得到許多嘉賓光臨，涵蓋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榮譽得主者的親友等等，共同見證和分享多位傑
出人士獲大學頒授榮譽博士、榮譽顧問或榮譽院士等名銜的喜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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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金保兒博士、蔡天保博士、許志群博士、許鉅煒博士、郭康平博士、李奕杉博士及盧文革博士。榮獲
「大學商管學院榮譽顧問」的才俊是張源坤博士及林國平博士，另趙彼得博士榮獲「大學商管學院榮譽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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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許鉅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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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善行加以表揚。同時，中國商業經理協會很榮幸得到多位熱心公益人士出
任「榮譽顧問」，並在此盛會上向他們敬送委任狀，而廖漢輝博士更出任「首席榮譽顧問」。大家都希望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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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機構：

許鉅煒博士
Dr. Koh Jiuh Wey James

許鉅煒博士是新加坡青年才俊，最初在星展銀行出任營
業經理，其後在新加坡的聯合海外銀行出任副總裁達5
年之久，負責銀行原有的住宅按揭貸款，並參與相關業
務開發工作，在金融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於是在2010
年創業，現為GIST Consultants Pte Ltd董事。這是一間
投資顧問公司，在其英明領導之下，團隊提供專業的策
劃和服務，讓客戶得享豐碩成果，因而備受推崇和讚賞。

許博士在2015年開拓其他生意領域，也是Artisans Pte Ltd的董事，以Greenwood 
Fish Market為品牌，發展全新的特許經營及管理之連鎖餐飲業務。
 
許博士十分熱衷義務工作，並認同「為善最樂」，曾親到柬埔寨的吳哥兒童醫
院協助統籌及護理等工作；又曾在泰國3個月，幫助來自緬甸和柬埔寨的移民家
庭獲得醫療保健和教育，並向其子教授英語。

許博士現在商務繁忙，但仍繼續捐款資助多個位於泰國和越南的兒童和孤兒院
舍，以改善當地設施及提供語言治療等。在越南的Viet Dreams項目則裝設清潔
飲用水過濾系統，超過12,000名孤兒和弱勢兒童受惠。許博士的善行，不但獲
國際美洲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名銜，並推薦獲頒「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

盧文革博士
Dr. Lu Wenge

盧文革博士是創騏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旗下同
時還有多家公司。他在九十年代中步出校門，隨即投身
社會為事業拼搏，他看準了建築業的前景，從2000年
開始，短短數年已先後創立多家公司，經營範圍從最初
的建築材料貿易，逐步拓展到專業石材及相關工具之
貿易，以至資本投資等領域。盧博士本著誠信經營的理
念，令業務規模日益壯大及多元化，菲律賓知名上市公司Ayala Land (阿亞拉地
產)等也成為了主要合作夥伴。近年盧博士的業務還延伸至中國內地的房地產項
目。

盧博士經常為繁忙商務而奔波於土耳其、菲律賓、中國香港及內地等不同地
方，卻依然時常抽出時間回到位於福建省石獅市沙美村的家鄉探訪，出資捐建
基礎設施，包括美江小學的校舍和多媒體閱讀教室等，以改善和提升家鄉人民
的生活水平。2016年12月，盧博士獲選出任政協第七屆石獅市委員會委員，為
家鄉的發展出謀獻策。

盧博士也十分熱心香港的慈善公益事業，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他目前擔任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港島西分會副會長、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副會長、全港各區工
商聯會董、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副主席等社團職務，以其豐富的專業知識
和經驗對本地業界作出良多貢獻。

林國平博士 
Dr. Lin Kok Peng, Je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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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出任新亞控股公司和新
亞能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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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士的業務也擴展到新加坡以外，包括香港等地，而他多年來亦獲
頒不少獎項和榮譽，包括2013年的新加坡企業家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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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獲奧地利史懷哲
協會頒授榮譽十字勳章和慈善金章；以及「史懷哲慈善獎」，另獲封馬爾他爵
士(Knight of Malta)名銜。

蔡天保博士
Dr. Nelson Chua

蔡天保博士是菲律賓金南島環球控股集團董事長。其集
團位於風景秀麗、物產富饒的菲律賓達沃市。集團旗下
有七個子公司，業務十分多元化，包括農場、房地產開
發、建材及酒店等等。

蔡博士可謂80後的青年企業家，從中國福建省隻身遠
赴菲律賓打工，憑著勤奮努力和堅持毅力而白手興家，成功後的他積極回饋社
群，例如他擴大了經營香蕉和鳳梨場的生產規模，又大力發展廉價房建設與投
資，旨在緩解當地就業和住屋的壓力。

菲律賓常年發生風災、水災和地震等，蔡博士對扶貧賬災工作當仁不讓，同時
經常組織當地華人舉行各種義診活動。他亦是菲律賓納卯龍華學校董事長，在
他的努力下，教學條件及教師待遇均已改善，促進了當地華文教育事業的發揚
與傳承。

蔡博士同時身兼許多公職，例如曾與有心人成立菲律賓納卯菲華青商聯合會，
致力維護大陸新移民的合法權益，並給予融入社會的輔導。後來該會成為菲律
賓中國商會納卯分會，蔡博士現為其名譽理事長，也是菲律賓柯蔡宗親會棉蘭
佬分會理事長及菲華聯誼會納卯分會理事長，多年來積極支援祖國建設發展事
宜，並促進中菲文化藝術的交流及演出等。蔡博士在華僑事務方面實在不遺餘
力，貢獻良多。

郭康平博士
Dr. Kwok Hong Ping

郭康平先生生於福建，鴻星聯合集團執行董事。憑藉勇
於創新，努力不懈的精神，18年內先後創立，業務涵蓋
各類中外稅品、個人護理用品、酒類、燕窩、寶石等，
生意網絡遍布多個亞洲城市。

除了個人事業，郭先生同樣關心社會上大小事務。郭先
生身兼多個中港社會公職，在眾多政治委員會，福建同鄉團體及慈善、青年、
耆幼機構中積極發揮影響力，協助國家和大眾，貫徹「愛國，愛港，愛鄉」的
精神。

郭先生於2012年獲委任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晋江市第十二届委員會」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湛江市第十二届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常務會董、「香港福建體育會」副理事長、「香港晉江社團總會」
副主席、「香港福建同鄉會」永遠名譽會長，積極推動閩港雙方交流合作。

於公益事業上，郭先生先後被獲選為「黃大仙耆樂警訊會」創會會長 、「閩港
協進會」會長、「香港青年新創見」常務副會長、「善德基金會」總理等，積
極舉辦不同範疇活動，幫助基層、青年和年長人士排憂解困。

張源坤博士
Dr. Teo Yen Koon Desmond

張源坤博士是新加坡才俊，他的第一份職業是在新加坡
空軍部隊當全職軍官中尉。其後，他開始了他的創業歷
程。在短短幾年內，他所創辦的公司成功得以擴展到東
南亞及大中華地區，並取得輝煌的成績。由於張博士想
回饋社會，他決定把自己建立的生意售出，回到新加
坡開設一間顧問公司，旨在把自己累積得來的經驗分享
給像他一樣──有志向和夢想的年輕企業家。張博士目前正專注於發展Gtoken 
Ltd，這間公司是由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創辦的遊戲出版公司，生意目
前已在亞洲區內呈倍數增長。

張博士亦熱心公益，支持不同的慈善活動，因而榮獲國際美洲大學頒授榮譽工
商管理博士(商業及機構管理)名銜，還有「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最近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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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獲封馬爾他爵士(Knight of Malta)名銜。

趙彼得博士
Dr. Peter Chiu

趙彼得博士是AEG PROMOTION LIMITED及輝皇娛樂有
限公司的創辦人，業務主要建基於演藝方面，在演藝界
享負盛名。

其實趙博士學識十分淵博，所涉獵的範疇甚廣，他是美
國史丹福大學高級企業策略師及資深企業培訓師，於企
業策略和營運方面擁有明確精闢的見解。他於 2008 至 2012 年期間，獲香港
政府委任為SME MENTOR(中小企支援導師)，義務為那些遇上難題、營運困難之
中小企投資者提供其專業、全面及策略性的分析和建議。趙博士也獲邀擔任創
業家協會的名譽會長，並兼任義務導師，領導年輕的創業者追求夢想。與此同
時，趙博士致力於社會事務，創立了傑出企業公民協會並兼任該會主席，鼓勵
大家與他一樣「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許志群博士
Dr. Hui Chi Kwan

許志群博士是彩鷗國際有限公司的CEO。他祖籍福建晉
江，1996年移民到香港，擁有20年豐富的從商經驗。
現時業務主要經營「優品360」品牌的零售連鎖店，
產品以進口食品為主，也有個人護理用品及母嬰產品
等，在香港已有65間分店。許博士也是淄博富讓得置
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以經營房地產開發為主要業務。

許博士事業成功，日理萬機，但一直積極參與社會及公益慈善事務，兼任許多
公職，主要包括︰中國福建省晉江市政協委員、香港百貨及零售業總會副主
席、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董、香港福建體育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晉江社團總
會副主席、東區工商聯會副會長等等。

許博士認同個人和企業都要承擔社會責任，在香港經常贊助不同的社區活動，
包括連續兩屆贊助「超級工商盃國際籃球邀請賽」；並曾贊助香港福建體育會
孔聖義學基金「南丫島愛心步行籌款活動」、沙田中心中秋嘉年華暨中秋禮品
敬長者活動及「南區漁港街跑」等等。與此同時，許博士更連續多年捐贈家鄉
的小學教育基金及老人會慈善基金，興學扶老，造福社群。

李奕彬博士
Dr. Li Yik Pan

李奕彬博士祖籍福建晉江，為日本陽光集團創辦人。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年輕的李博士孤身到日本闖天下，
經歷了半工半讀和艱苦奮鬥的日子，踏上創業之路時，
決定把「家鄉味道」帶到日本，「陽光」便成為在日華
人家傳戶曉的最大食品供應商及零售商。

事實上，正規出口日本的國產食品經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及日本厚生省部門
之嚴格監督的保證下，品質可媲美日本的產品！所以，李博士近年成立了香港
陽光玖柒國際有限公司及廣東陽光玖柒實業有限公司，創建自家健康食品品牌
「玖柒牌」，正是要將出口日本的高品質國產食品，引進大中華市場以至世界
各地！

作為卓越的企業家，李博士多年來榮獲不少殊榮，包括「2016世界傑出青年華
商」大獎；2015年入選「華人成功之路」紀實叢書等等。

與此同時，李博士行善不甘後人，多年來積極參與並贊助慈善團體及愛國愛港
的社團活動，現任中國惠州市工商業聯合會(總商會)副會長、香港晉江社團總
會副主席、全港各區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旅港石圳同鄉會第十七屆理事
長及香港李氏宗親會第廿八屆董監事會當屆會長，也是香港百貨及零售業總會
永遠榮譽主席、副主席等等，他一直堅持致力回饋社會，履行個人及企業的社
會責任。

International American University (簡稱IAU)，中譯為「國際美洲大學」，剛於2015年慶祝其成立10 週年，是
一間具實體和實力的中型美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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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於洛杉磯市及橙郡的校舍均獲
發新的牌照號碼(BPPE school code#:洛杉磯校舍：41500926 / 橙郡校舍：85171904)，現時IAU 在洛杉磯及橙
郡合共有4 個校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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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IS-approved 
School code#: LOS214F01373000)，即IAU 可代表美國政府給留學生發出簽證，並收錄於其校舍修讀各級學位
課程。此外，IAU 亦有資格為美國的退伍軍人提供教育(CSAAVE Facility code#: 2111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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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口碑傳誦，其各級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均逐年節節上升。
提供優質教育正是IAU的使命，還通過一系列副學士、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各級學位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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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閱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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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IAU 本身及其學
生，都在「從優秀到卓越」的成功階梯上步步高陞！

國際美洲大學-簡介

熱烈恭賀各位才俊賢達
喜獲國際美洲大學頒授榮譽名銜

Hon.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榮譽工商管理博士

Hon. Advisor 大學商管學院榮譽顧問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Hon. Fellowship 大學商管學院榮譽院士

余   兒博士
Dr. Angela Yu

余   兒博士是環亞資本策略有限公司的聯席董事，同時
也是香港友邦(國際)有限公司的財富管理總監暨美國百
萬圓桌會的頂尖會員(TOT)。

多年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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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她的事業更加成功！

余博士十分認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並真正身體力行，多年來非常關
注香港地區事務，擔任社團公職超過20個，包括：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常務
副主席兼財務長、商界助更生委員會副會長、公益金之友九龍城區委員會副主
席、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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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余博士一直很關心國家和家鄉，不但出任香港台山同鄉總會(港島分
會)會長及香港台山同鄉總會(婦女會)會長等公職，還不斷慷慨捐助台山的老人
及兒童服務，每年都在台山當地舉辦不同類型的交流及扶貧助幼活動。因此，
由2011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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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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