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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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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小

學、中學轉到馬尼拉市完成

學業，大學畢業於菲律賓聖道多

瑪斯大學，並在著名的亞洲管理

學院深造。求學期間，她每逢週

末總是回家陪伴母親與外祖父

母，她謹記長輩的教誨，經商最

重要靠誠信與勤勞，不論是對顧

客、供應商、合作夥伴、金融機

構以及同事之間，博取信任是成

功經商的主鍵，勤勞是不可缺少

的元素，因此她堅持秉著誠信與

勤勞，開創她的事業。

她婚後育有兩個可愛的兒

子，本想就此相夫教子，做個賢

慧的家庭主婦，但是強烈的事業

心使她總覺得美中不足，希望學

以致用，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因

此開始嘗試自己創業，初期幾次

未盡理想。後來受聘於一家本地

電器公司擔任副總經理，任職兩

年期間，她的虛心學習、認真投

入以及優秀表現獲得東主的賞

識，於2002年邀她與另兩位合

夥人設立一家燈飾器材公司，取

名「 菲律賓天下明公司 」，17

年來，她傾盡心血，全力以赴，

從剛開始只有八人的團隊，發展

到現在有425人的中型機構，堪

稱為管理先進、風格創新的一家

公司。

菲律賓天下明公司創立於

2002年，以基本燈泡起步，一

向秉承以優質、可靠、可持續性

為理念，現在已壯大成為廣泛家

居及商企燈飾器材的供應商。

2005年，天下明公司是菲

律賓首家開創LED市場，推介裝

飾LED壁燈，繼而推出LED聖誕

燈，及後來普遍使用的各種LED

燈。

作為一家受客戶信賴的公司，

天下明公司開始進軍全國各地建材

專賣店，諸如Wilcon Depot、

ACE Hardware、 CW Home

Depot、 MC Home Depot、

Handyman、Citi Hardware等，現

在全國有176個零售點，員工425

人。

天下明公司亦發展適合酒店、

渡假村、餐廳、游泳池各種室內外

的燈具，菲律賓各著名酒店如晨麗

Solaire Hotel and Casinos、

Dusit Thani Hotel、

小檔案小檔案
施茵茵自幼在外祖父母

的百貨店看店，學會了基本
的經商之道。小學、中學轉
到馬尼拉市完成學業，大學
畢業於菲律賓聖道多瑪斯大
學，婚後原來相夫教子，卻
心懷創業之志，曾受聘於當
地電器公司擔任副總經理，
東主於2002年邀她與另兩位
合夥人設立一家燈飾器材公
司，取名「 菲律賓天下明公
司 」，於2005年成為當地首
家開創LED市場的照明公
司。

菲律賓天下明公司首席執行官

施茵茵施茵茵
因年幼失怙，施茵茵從小隨母親與兄長，在外祖父母

的照顧培養下長大，其外祖父母於菲律賓中呂宋蘇密

區一個小鎮經營百貨店，她五歲便開始陪同母親看

店，幫忙每天出納工作，學會了基本的經商之道。

Henann酒店集團、馬尼拉大酒

店 、 Bellevue Hotel、 Bistro

Group、Philippine Pizza等對天下

明公司的產品充滿信心。

隨著公司不斷的增長，天下

明除了保持旗艦品牌之外，現在

還增設高檔次的LUX Decor燈飾

展廳，同時與西班牙巴塞隆拿的

FARO 燈 飾 公 司 、 意 大 利 的

UOZU燈飾合作，其他合作品牌

還有台灣的Meanwell LED，

Ledionopto of Edison 兩 家 公

司、香港的Savia燈飾、美國的

Creston以及自己公司最新品牌

Migliore，以實現提高菲律賓燈

飾達到世界級設計師的水準及科

技，同時符合環保的要求。

天下明公司是一家專門服務

於高級酒店、渡假村、大型公司

的環保燈具公司，品種齊全，技

術先進，受到室內設計師、建築

師、燈飾顧問、電器工程師、消

費者的信任。

除了對產品質量要求嚴格以

外，更重視回饋社會，天下明公

司今年配合世界維護大自然基金

會在菲律賓巴拉灣省巴厘漁村的

數處社區中心捐贈水箱，同時為

該地漁業人士免費提供環保又耐

用的燈具，以提高漁民的收益，

促進環保意識。

天下明公司因為歷年來向客

戶提供優質產品始終如一，獲得

客戶的高度信任，先後在歐洲獲

得三個享有盛譽的獎項，分別於

2013年在德國法蘭克福獲得歐

洲品質與科技鑒定金等獎，

2015年在英國倫敦受頒予歐洲

社會品質成就金等獎，以及

2017年在奧地利維也納獲選品

質卓越鑽石獎。公司今後將持續

努力開發更節能、更環保的各類

燈具，向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

務，發光發亮，照明天下每個角

落。

天下明公司管理層認為，公

司最大的資產是員工，並珍惜他

們每一個人。從經理到倉庫員

工，都與公司息息相關，血脈相

連。公司有很強大的人力資源團

隊，用心呵護全體員工，一方面

投資人才來提高公司運作能力，

另一方面加強員工的技能和知識

培訓來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每

一個人在公司中都扮演一個重要

角色。例如，業務人員最懂顧

客，與顧客互動產生的影響反映

出他們有多愛其工作，並知道公

司珍惜他們。公司始終有這樣一

個公式：快樂的員工＝快樂的客

戶＝快樂的股東。

菲律賓天下明公司是一站式

照明方案提供商，產品涵蓋家

用、商用、辦公、工業和路燈照

明。隨著公司的發展，產品不僅

僅局限於產品的多樣性，更在於

其融合了現代的技術和有更好的

選擇。

公司的產品開發團隊持續研

發最適合客人的產品。特別專注

於產品設計、照明效果、使用方

法和可持續性。所有產品在推出

到市場前都有嚴格的測試，作為

菲律賓市場公認的最好的照明公

司之一，必須保證所有的產品都

處於高水準和高品質。

菲律賓天下明公司剛開始

時，每年只參加兩個在馬尼拉的

展會，但隨著全國市場對產品的

需求，現時每年在全國各地參加

10多個大大小小的展會。在展

會期間，公司會展示基於最新技

術和趨勢的新產品。每年在展會

期間與客戶傾談並介紹產品已成

為公司的傳統。天下明的展位一

向設計新穎醒目，高度吸引參觀

群眾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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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不斷開發和提供現代化和可持續的產品給消費大眾
品質：為顧客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誠實：說實話，踏實做，做實事
尊重：它是被贏取的，而不是被給予的，必須先尊重別人來博得別人

對你的尊重
熱情：熱愛我們的事業並履行我們的承諾以達到成功的目標
默契配合：員工團隊，精誠合作，集思廣益，努力共創
樂趣：工作不僅僅是收入的來源，更應是我們每個人的驕傲和樂趣

公司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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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學習時期也改變了他

的一生，在慕尼黑科大應

用物理學系學習時，受到父親收

藏影響，開始希望建立自己的收

藏系統，在一次與畫廊主聊天畫

廊老闆拿出一張十號的馬諦斯風

景小畫（尼斯海岸），但當時畫廊

主不願意進行銷售，卻要求他在

畫廊打工一年才願意把這幅作品

送給他，於是他在德國慕尼黑的

一家小型家族畫廊裡工作了一

年，最終收藏了這幅馬諦斯的風

景小畫，成了他的第一件個人收

藏品。

後來前往德國與南法邊境的

alwitra training center學習再生

能源相關課程，用了兩年時間從

培訓師資進階為正式講師，他把

目標鎖定進入國際企業管理龍頭

McKinsey's，所以他勇敢追求

他夢寐以求的產業，最終表現優

異加上單位主管的強力推薦，順

利進入了麥肯錫企業顧問北京分

公司。

在北京麥肯錫期間參與了許

多中國央企與國企的商業模型設

計與校正，也參與了企業風險管

理與控制的相關大型案件，所以

在國情部分算是相當程度的了

解，因為父親生病離開北京回到

香港和台灣，在台灣期間創立了

利奇能源科技（Rich Energy），

當時全球再生能源市場尚未被重

視，他卻將企業定位在綠建築設

計工程公司，也順利取得許多上

市櫃公司的案件，運用彈性的外

包策略順利完成有些指標性案

件，後來因為父親去世以及某些

原因造成企業財務危機，因此他

又再次背起行囊前往東南亞開闢

市場。

到了柬埔寨，他選擇了流浪

三個月的時間，沿著湄公河流域

去體會與尋找生命的真正意涵，

回歸之後選擇了柬埔寨當作開闢

新事業的起點，起初成立能源服

務公司專做大型工廠的光伏發電

系統，來解決當地電力不穩定的

狀況與工廠停電危機。後來協助

建設公司與政府單位協商取得建

築執照與相關土地稅務問題，同

時也協助當地企業與中國企業進

行矽砂的開採與運輸，在柬埔寨

幾年的時間也讓他走到柬埔寨皇

小檔案小檔案
貝里斯商 樂雅國際藝

術 控 股 公 司 （LE ART
International Arts Holding
Co., Ltd.）聯合創辦人暨現
任 營 運 總 監 余 景 宇
（Anderson），他用「 因美
而談、因賞而藏、因藏而
聚、因聚而合 」四個核心價
值打造LE ART新興藝術商
業平台的清晰脈絡，再將四
個區塊組合而成「 藝術、商
業、傳承、公益 」四大領
域，彼此之間環環相扣，密
不可分。

貝里斯商 樂雅國際藝術控股公司 ( LE ART

International Arts Holding Co., Ltd.)營運總監余景

宇(Anderson Yu)，從小在台灣宜蘭小鄉村長大於宜

蘭這個人文匯集的地方，自小父親帶著他從大自然去

領悟山水之俊、大地之美，特別父親對於石頭特別鍾

愛，常藉由石頭來教導認識所謂的肌理與紋路，也在

花蟲鳥獸的身上看見不同色感的自然表現，這讓他從

小就比一般人對美學有獨特的認知與美感體驗。

家集團的首席顧問角色，負責協

助柬埔寨政府建立以中國紅色供

應鏈為主的光伏產業架構，在階

段性任務結束後回到香港。

2017年當時決定從柬埔寨

回台灣，他一直在思考接下來要

做什麼？是繼續做企業顧問？或

者回到綠建築工程領域？但這兩

個都是舊選項，所以他不考慮。

於是在他和香港的叔伯、兩岸顧

問界的長輩們深聊幾個月後，找

出兩個方向，一個是做AI的主

人，另一個就是進入最愛的藝術

收藏領域。所以在接下來將近半

年的時間他開始到各地去看展

覽、去各地去參觀博覽會、和長

輩一起參加拍賣會、和長輩一起

參與私人交易會，同時也針對AI

工業自動化與類神經網絡進行大

量閱讀研究與座談研討會參與。

回到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所

有商業模組都和物理結構相關，

所以在思考建構一個有別於畫廊

系統與博覽會系統之外的高效率

一級市場商業模式，2017年進

入台灣地區最大的藝術商品銷售

公司，了解非藝廊系統的藝術市

場運作與該企業的商業模組，待

了幾個月之後決定離開，著手開

始運作LE ART品牌。

在經過八個月的藝術家篩選

之後，利用從美國國家畫廊巧妙

拿到的藝術家象限指標修正版，

特別邀請美國藏家友人和德國藏

家友人一起從50位內地藝術家

當中進行評選，最終選擇了天津

劉振忠老師擔任LE ART三地聯

展的首展藝術家，去年根本沒有

人知道由同一位藝術家利用相同

媒材，創造三種不同風格，並且

同時在三個國際城市展

開的三地聯展到底是什

麼東西，但開展後卻讓

國際收藏界大為震撼。

更延伸出321密集

性的展覽模式，並且在

內地留下大量的可查詢

資料庫，今年加入國際

俱樂部的建置與二代品

味學院的延伸教育機構，最後走

到國際藝術文教基金會的公益組

織。整個商業結構也從一個點增

加到幾個點連成線，再將幾條線

鏈接起了一個完整的面。

同時也在深圳與香港舉辦過

特定主題的公益藝術講堂，推動

「 ART X SPACE藝地空間 」公

益藝術講座活動，透過完全公益

的方式邀請企業空間與藝術對

話，增加人文與藝術涵養，讓更

多人能夠從藝術獲取更多養份與

影響而受益。

利用三地聯展的方式來篩選

最好的企業，成為企業贊助會

員，並同時透過展覽銷售部分，

確認具有共同收藏價值觀的個人

會員進入俱樂部，再讓藝術來有

效整合商業資源的方式，鎖定跨

區域的金融、家族辦公室、地產

建設、地產通路、生物醫療與旅

遊產業，結合各地律師、會計

師、建築師、設計師組成強大的

LE ART CLUB，透過多地資源

的共構與商業機會延伸，企業會

員的商業的成長規模非常可觀，

預計五年後將會是全球具經濟規

模影響力的俱樂部之一。

以全球華人企業為基底的

LE ART全球二代品味學院，將

在2021年正式推出，也期待能

夠影響歐美世界正視中華文化的

底蘊與涵養，是無法忽視的東升

西落的世代交迭由我們這一代人

開始落實。最後在2023年將正

式將LE ART國際藝術文教基金

會正式掛牌，真正用愛來感受並

鼓勵罕見疾病兒童身上所散發出

那種富有生命力與未來希望而創

造出原生藝術的使命感。

曾有台港知名企業領袖評價

過他，稱他所代表的不只是台灣

地區所擁有的中華文化涵養，更

具備了德國的精密工業精神與美

國的強大商業邏輯，這個平台要

組成的絕對是強大的華人隊，接

軌的也絕對是全球頂級各區域的

代表隊，要能形成這個閉環絕非

易事。

26 27

貝里斯商 樂雅國際藝術控股公司營運總監

余景宇余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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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小檔案
楊月秀女士現任康林國

際集團董事長、明道大學董
事暨校務發展諮議主任委
員、超湛國際生技公司負責
人、台灣關愛發展協會理事
長、臺中市新移民女性家庭
關懷協會常務理事、馬來西
亞拿督等。曾當選獅子會會
長、青商會常務理事，並屢
獲獎項如優良商人暨金商
獎、金峰獎傑出領導人、優
良精品認證生技大獎、玉山
獎、金品獎、金炬獎等產品
獎項。

康林國際集團董事長

楊月秀楊月秀
楊月秀董事長於2000年進入康林國際集團，從基層業務代表，短

時間內即晉升主管，並至南投、高雄等地拓展新據點，為人資事業

群奠定南台灣經營版圖；同時間更完成碩士學位，增進自我經營管

理能力。後續，透過內部創業，從照顧同仁、客戶及其家庭為出發

點，成立美麗人生部，雖創業初期歷經困難，不畏挑戰，率領精實

團隊，營業額屢創佳績，將部門發展為生技事業群。

楊月秀董事長以卓越領導與嚴

謹管理能力，充分展現創新

精神與執行力，在市場開發及營業

成長上，透過團隊整體戰力的發

揮，完成集團交付的目標與任務，

開創了穩健且安全的行銷通路，以

創業精神及創新理念，在短短四年

之內，生技事業群年度營業額從零

開始，到突破新台幣六億元，經營

版圖也從台灣跨足至海外市場，包

括：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菲

律賓等國家。

在人才培訓及素質提昇上，

楊月秀董事長透過整體營運平台的

建置與運作，幫助數萬名的初出社

會的年輕人，透過創業機制築夢踏

實，找到工作志向，自我提昇，不

僅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亦協助提

昇市場勞動力。對待同仁部屬猶如

家人般親和與寬厚，以循循善誘、

授權賦權的方式，讓其得以發揮潛

能，創造傑出表現，期間其所領導

的團隊，亦規劃辦理逾五百場次的

社區健康講座以及多場國際重量級

傑出人士來台演講，如：力克．胡

哲奇蹟再現千人演講會，以及喬吉

拉德世界巡迴萬人演講活動。

秉持集團「厚德行善」核心價

值，楊月秀董事長對內關懷同仁，

打造幸福職場，促進身心健康，協

助職涯發展；對外投入公益不遺餘

力，除捐助弱勢團體、協辦公益活

動外，更協助社區關懷長輩，關心

客戶與家人的健康，並提供營養健

康照護諮詢，將良善本質延續至消

費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康林國際集團旗下包含人資事

業群、生技事業群、文教職技事業

群、發展事業群、智能事業群及科

技事業群。近年全力投入教育產

業，從學前教育0～6歲早期教育等

幼教事業，小學、中學、大學、至

國內外博士班皆有規劃。畢業後，

提供就業媒合與在職教育訓練，包

含本國勞工就業、移工來台灣工

作、國人到海外工作等跨國勞務經

營。另也規劃及建置移工生活館、

健康住宅、銀髮住宅；生技事業群

照顧每個年齡層的健康，提供安全

安心的產品。智能及科技事業群透

過創新穿戴應用，遠距醫療協助不

同年齡達到健康管理目標。康林致

力於從幼齡至樂齡居家長照的兩端

照顧，具體實現「建構人力資源價

值鍊締造智能與健康樂活人生」的

集團願景，並期許同仁由己而外，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內、對外

皆成為守護者與解答者。

楊月秀董事長自擔任集團董事

長以來，以資源整合能力，開拓集

團旗下六大事業群新格局，打造全

球化經營版圖，為客戶提供更全方

面加值服務，從生活與職場出發、

照顧身心靈健康，滿足0到99歲各

階段的需求，帶領集團同仁邁向下

一個30年，成為永續百年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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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小檔案
陳文裕博士是城市駕駛

訓練中心有限公司的首席執
行官。擁有超過30年的領導
和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是
一個有主見與思維的人，也
是一位人格分析師。陳博士
打造的城市駕駛訓練中心，
榮獲多個企業獎與馬來西亞
陸路交通局認證為五星級駕
駛中心，包括亞太企業精神
獎2019、星洲教育獎 2018/
2019、亞洲誠信企業家大獎
2018。

城市駕駛訓練中心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陳文裕陳文裕
陳文裕原本是酒店與公寓的高級管理層，負責整體行政運營管

理。回顧4年前，城市駕駛訓練中心的董事經理，在開創城市駕

駛訓練中心的18年後，公司因為缺乏經營之道和內部問題而面臨

危機風險，這時他突然想起他的好朋友，他就是陳文裕，擁有高

學歷和豐富的行政運營管理經驗。為何不嘗試向他尋求協助呢？

考慮到公司的危機和人事關

係，經過一年深思熟慮，陳

文裕願意接受這挑戰，且董事經理

對他完全的信任與把握，以他專業

的行政運營管理方式為前提加入重

整計劃。陳文裕義無反顧辭去酒店

與公寓多年的工作，到城市駕駛訓

練中心擔任總經理一職，負責整頓

整個業務。城市駕駛訓練中心佔地

5英畝，規模完善，設有完善的駕

駛訓練場地，也提供各種交通工具

的課程配套，包括各類汽車、電單

車、貨車、卡車和拖拉機車等。但

陳文裕要求全方位做到最好，無論

是軟實力或硬實力，甚至是廁所的

整潔和舒適度他都要求做到一百

分。

今天城市駕駛訓練中心是經

過陳文裕一手打造的，而他的原則

即是公司的原則，並要求團隊遵守

主要三個原則：第一：團隊合作，

一個人的出色並不等於整個公司的

優秀，只有協作起來，才能讓團隊

更進步，公司才能更好的發展；第

二：企業信用，只有擁有良好信用

的誠信企業，才會成為長盛不衰、

屹立百年的「老字號」；最後，企

業廉政建設，加強員工對於廉政思

想和反腐思想的重視，不斷進行宣

傳教育，同時也要實現有關思想的

宣傳創新。

由此可見，陳文裕的運營管

理和傳統方式不一樣，因為傳統運

營注重在盈利而他是以上三個原則

為主，才能將城市駕駛訓練中心脫

胎換骨。

陳文裕強調，「安全」是該

中心最重視的環節，除了確保中心

內所有車輛的安全性，教車導師也

必須時時具備高度的安全意識，因

此該中心頻密的安排教車導師在職

訓練，以維持教車導師的安全意

識。

城市駕駛訓練中心的願景，

是要成為巴生沙亞南規模最完整並

最佳駕駛訓練中心，因而秉持及貫

徹5項核心價值來實現願景，即團

隊合作、誠實、廉正、增值及卓

越。該公司分別在企業、人員及社

會三個環節貫徹此企業核心價值。

陳文裕說，「企業」是以城市駕駛

訓練中心為基礎，公司秉持誠信、

公正和專業的原則提供所有服務。

「我們也通過全公司上下一條心，

以團隊精神出發，互相合作，以及

和諧共處的原則來執行個人的職

務。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我們以

提供優質服務為宗旨，讓所有在我

們中心報考的學員都能考獲駕

照。」

城市駕駛訓練中心榮獲14個

企業獎項是史無前例的事，而城市

駕駛訓練中心是全馬來西亞225家

中數一數二的駕駛中心，可以說是

華人的驕傲。陳文裕皆認為這是公

司團隊努力的成果，這個獎項猶如

為整個團隊注入更強大的動力。

「團隊是公司生存的根，有動力及

能量的團隊，意味我們有茁壯的

『根』，所以接下來會成長得更

好，公司也會發展得更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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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仕乾決定創立第一家眼科中

心時，有感當時元朗是發展

中的新市鎮，人口不斷增加，而

且租金相對廉宜、營運成本降

低，既可以保持充裕現金流及投

放更多資金於先進眼科醫療設備

及人才，又可以便利區內居民，

他認為這是雙贏的好方法。「 早

年接觸過很多白內障長者個案，

眼見他們需花耗極長時間輪候公

立醫院診治，而且眼睛疾病一般

是年齡較大的老人狀況，許多北

區老友記更因行動不便而難以前

往九龍和港島等核心商業地區，

成本高昂。」

為了為市民提供更佳的醫療

服務，鄭仕乾持續引入最先進眼

科儀器設備，「我希望病人來到

我們中心，都能夠獲得價格合

理、高品質、適切的治療方案，

不存在『將貨就價』的情況，所

以我決定將更多資源投資在最先

進的技術及儀器，元朗眼科中心

早在二○一五年已經引進的第二

代 無 刀 飛 秒 激 光 白 內 障

（Femto Laser Cataract），提

高白內障手術的精準度、將創傷

性及對眼睛的壓力降至最低。此

外 ， 我 們 去 年 引 入 蔡 司

Presbyond LBV老花激光矯視就

是為老花人士提供除了換多焦距

人工晶體以外的額外選擇、治療

效果更自然及更少副作用、減低

入侵性手術的創傷、保留眼球原

有晶體及自然調節力的一個先進

的歐洲技術。」

有最好的技術、儀器亦需要

有最優秀的醫護團隊配合，「元

朗眼科中心」能夠獲得病人一致

好評和讚賞，鄭仕乾謙虛說完全

有賴志同道合的八位眼科醫生的

付出，事實上這裡所有眼科專科

醫生及護士都是在眼科行業有相

當豐富經驗，每引入新技術方案

及儀器如Presbyond LBV，無論

是醫生或視光師都親到英國接受

深入訓練。「 為了令病人得到最

大的保障，病人來到我們中心，

都會先接受眼科醫生作出詳細評

估，例如Presbyond LBV就需要

以多部先進儀器作2~3次評估、

為病人作出最適切及先進治療方

案，從而對病人的康復效果帶來

最大的保障。」

為了降低私營眼科醫生的營

運壓力，鄭仕乾構思了一個「眼

科醫療平台」的嶄新概念，「我

已引入世界各地的頂尖級眼科先

進儀器及技術，亦有完善架構培

訓眼科專業護士，我可以鼓勵同

業和我們集團合作，共用我們平

台的空間和設備，為病人進行療

程，這無疑是將我們『醫療普及

化，生命無貴賤』理念更全面推

廣，很有意義呢！ 」

元朗眼科中心有四分之一病

人來自大灣區，而面向人口七千

萬的大灣區，發展潛力更是無

限。鄭仕乾說：「香港面對內地

市場無論是醫生的訓練、技術、

可用藥物、儀器等方面都有一定

的優勢，可以為更多香港及祖國

有需要人士服務。 」

小檔案小檔案
鄭仕乾（Kenneth Cheng），

1968年生於香港，英國伯明
罕大學計算機科學、軟件工
程學士學位、工商管理碩
士。為元朗眼科中心集團董
事及創辦人，曾於 VISA 國際
組織擔任產品及科技部主
管，亦曾在和記電訊香港擔
任總經理。2011年創立元朗
眼科中心，同時擔任香港亞
洲青年商會資深名譽會長。

元朗眼科中心創辦人兼主席

鄭仕乾鄭仕乾
當所有人都認為病向「 錢」中醫的年代，「 元朗眼科

中心」創辦人鄭仕乾早在八年前已決定扎根元朗為北

區服務，以「 醫療普及化，生命無貴賤」的宗旨，為

大眾提供最先進安全的眼科醫療服務，得到業界的肯

定及病人的讚賞。今天，集團已拓展至擁有四家眼科

專科醫療中心，至今已治癒超過十萬位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