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施 (Leung Mei Sze Nancy) 履歴

梁美施
亞洲工程建築有限公司 董事兼財務總監
亞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兼財務總監
MBA, RFP, WABC
學歴及專業資格：






加拿大 Royal Road 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
美國註冊財務策劃師 (RFP)
中國註冊財務策劃師
全球商業培訓導師 (The Worldwide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aches) (WABC)
香港調解員課程

工作經驗：
2014-現在 : 亞洲工程建築有限公司董事兼財務總監
2013-現在 : 亞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財務總監
2009-2013 : 宏利保險有限公司高級分區經理
1988-2009 : 美國有邦保險有限公司高級分區經理、財務管理培訓導師；

國內及香港服務：
(一)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九龍塘扶輪社 2005 年-至今, 社長(2015-16)
已加入扶輪社 10 年, 期間參與及籌劃的項目包括:
1) 2015-2016 年, 與協康會舉辦「星亮教室」公益指導計劃, 對象是為國內孤獨症兒童
之家長、教師、社會工作者及有關服務人員提供培訓工作。
2016 年 4 月 1-4 日, 在廣州圖書館舉辦, 當日有超過 200 位相關工作服務人仕及家長
參加, 這項計劃期望可以令他們對孤獨症兒童行為心智加強認識, 並提供教學方案,
從而協助孤獨症兒童及早正常容入社區，生活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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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2015 及 2016 年, 參與及捐助「關愛兒童, 重展笑顏」計劃, 是項計劃是夥同香港
10 位專科醫生與中國深圳香港大學醫院合作, 手術費由扶輪社員集資。
ii) 報名接受手術之兒童來自各省市, 超過 200 位, 因資源和時間有限, 只能甄選較年
幼嚴重患童。
iii) 2016 年 4 月 15-18 日一連 4 天, 於深圳香港大學醫院舉辦兒童唇腭裂縫合手術,
今年度受惠國內兒童多達 60 多位。

3) 2016 年 5 月於中國殘疾基金會簽署備忘錄, 有 3 項合作項目:
i) 淨水系統捐贈: 陝西省肖延安市洛川縣特教學校淨水系統捐贈, 以改善殘疾學生日
常飲用水質。
ii) 殘疾人仕學計劃:

陝西省肖延安市洛川縣特教學校 121 名學生。
寶雞陳倉特教學校, 約 50 名學生, 大部份是腦癱兒童。
湟中縣特教學校, 約 114 名學生。
循化縣特教學校, 約 110 名學生。

iii) 殘疾復康醫生培訓: 培訓湖北省荊州及四川成都康復站之孤獨症及腦癱孩子的康
復師共 100 位, 為相關科室的醫師進行臨床專業培訓。

4)

每年籌辦全港中學校際辯論比賽並任評判, 至今已 8 年，每年由 2 月至 5 月, 由初賽
至總決賽 參加院校達 50 多間。辯論主題乃圍繞香港環境及民生為題, 藉此鼓勵中學
生多留意時事, 從搜集資料時也能多方面了解思考設身問題, 學懂分析, 達至明辨明
理。

5)

由 2012 年至今, 參與「與校同行」計劃, 與香港的中學合作舉辦職業講座, 提供具體
各行業的入職資料、 亦替院校安排參觀各企業、定期舉辦模擬面試等, 提供多元素的
學習機會, 令中學生預先對職業前準備。

6)

連續 8 年至今, 與播道兒童之家協辦, 為約 100 位年齡 6-18 歲院舍孩子們提供每年不
同主題的協作計劃, 例如有：品格提升獎勵計劃、領袖訓練營、改善情緒智商的培育計
劃等。
此恊作計劃於 2015-2016 及 2016-2017 連續兩年榮獲「商界同心展關懷」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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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西省南寧「摘星計劃」助學計劃 捐款及支持者
學生考試成績屬一本分數等級, 已被大學取錄, 唯家境貧困, 未能如願入讀。
(捐款贊助者需要資助每位學生連續 4 年大學學費):
2013 年捐助南寧上林縣學生黃金美學生, 就讀廣西大學, 通訊工程。已於 2016 年
畢業, 現就業於廣西移轉電訊公司。
2) 2014 年捐助南寧隆安縣張偉明學生, 現就讀於廣西醫科大學, 醫科更需要贊助學費
6 年。
3) 2014 年捐助南寧隆安縣何肸學生, 現就讀於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1)

4)
5)
6)
7)
8)
9)

2015 年捐助南寧橫縣謝志桐學生, 現就讀於廣西大學, 金融學。
2015 年捐助南寧橫縣陸家標學生, 現就讀於西南石油大學, 機械工程。
2015 年捐助南寧馬山縣張建樂學生, 現就讀於廣西大學, 化學工程。
2016 年捐助南寧上林縣莫紅芬學生, 現就讀於浙江大學, 機械與能源。
2016 年捐助南寧上林縣盧愛玉學生, 現就讀於中國葯科大學, 中葯學。
2016 年捐助南寧上林縣韋程建學生, 現就讀於浙江工業大學, 電子信息。



除本人自已捐助「摘星計劃」學生, 亦將計劃廣泛推介朋友捐助這計劃之學生, 令
各考得一本成績而又貧困學生, 有更多機會升讀大學。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情況亦有關注, 於 2015 年介紹青海大學畢業生蒙世勇, 到本人
的朋友於深圳公司工作, 做產品設計, 學以致用。
其中一位王美玲大學生, 於 2015 年大學畢業後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為碩士生, 並
於 2016 年碩士畢業, 當時由本人安排在香港生活, 及後更安排介紹她在香港工作,
現在香港生活, 勤奮工作, 亦經常與本人往返廣西南寧, 回饋「摘星計劃」中的學弟
妹。
組織「閃閃明星」群組互動交流平台, 有助學生們學習交流。
現時畢業舊生已組織了舊生會, 各舊生用自已工資集資, 今年由此資金可助學多 8
位貧困學生 4 年生活費, 由此可見這計劃可令他們完成大學外, 更已培育他們薪火






相傳之回饋心。
(三)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副會長 及 青少年培育交流委員會執委
統籌活動包括: 2016 年 7 月, 130 位青年上海遊學團及活動後交流分享會。
除參與支持協會各項會議及活動外, 積極協助九龍西區選舉助選工作及企街站支持正
向香港政府之議員, 期望可令香港安定繁榮。
(四) 香港中西區家長教師聯會 前副會長 及理事
由 2005 年起至今,分別擔任副會長及理事, 致力聯繫香港中西區各中、小學, 並舉辦交
流及聯辦區內活動, 定期與香港教育局溝通, 以達至教育與學習目標清晰一致。期間多
次舉辦教育講座予全港中學, 增強學校、學生及家長們之專題討論, 從而可從互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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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學方面更具透明度。
(五)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家長教師會榮譽會長
由 2005 年起至今, 為學校推動家校合作, 敬師愛生, 達至家校共融, 令子女品學兼容,
學習到位。並成立獎學書券獎勵計劃, 由其班主任甄選, 以書券獎勵用功進步的學生。

(六) 建設健康九龍城協會 理事
2012 年加入協會, 會員大多數是建築工程界, 定期於九龍城區替獨居長者提供免費居所
檢視結構之專業意見, 便他們安居。
連續 4 年至今定期為九龍城區內長者中心服務, 義務工作包括探訪長者中心, 關愛慰問、
與長者同樂、派水菓、協助醫管局提供區內健康講座及活動, 使區內市民, 提升健康生
活常識。
(七) 青山醫院 青少年復康導師計劃
2016 年由青山醫院精神科主辦,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執行, 由精神健康基金撥款, 名為
「躍動夢想」, 服務對象是曾經患過精神病的年青人, 大多是學生。
這項計劃是以一對一配對, (一位導師對一位病患青年), 主要是定期與他們見面交流,
藉此關愛他們及了解他們的康復情況、舉辦步行活動、分享聚會等，使他們身心正常地
融入社群, 計劃是初試辦,暫定為期一年。
(八) 2016 年國際扶輪全港中學生調解培訓計劃 (與香港調解協會協辦)
眼見 2014 年香港政局受到沖擊, 年青人更以佔領香港中環方式, 沖擊對抗政府, 社會分
化, 觀念扭曲, 反思香港教育界人仕良莠不齊, 令人憂慮。
2015 年香港的扶輪社隨即構思這項調解計劃, 經過統籌及集資, 於 2016 年推行, 並於
香港調解中心聘請多名資深調解員作為導師, 提供每次 40 多小時之專業課程, 培訓接
近 80 位調解員, 並甄選 36 位師生自願修業後派往各院校, 教授分享調解意義及技巧給
師生們, 作為宣揚和平調解理念和方法, 使年青人了解到凡事解決有多種方法調解及理
性分享, 達至社會和諧, 雙贏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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