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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国同在，济与民同心。”——这是善济
医社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慈善理念，也是善济一
直以来让我深受感动的精神。

非常感谢善济医社一百多年来锲而不舍、无怨
无悔地为年长及贫困人士提供免费诊断及价格 
低廉的医疗服务，让大批乐龄人士得以受惠。
虽然善济医社的发展之路充满荆棘, 也曾面临
举步维艰的困境，但它仍一路披荆斩棘，以自
己的善举诠释了“医者父母心”这一高尚的职
业操守。仅凭着善济这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当然应该义不容辞地应邀出席今晚的“善济
积善慈善晚宴”，以表达我对善济这份爱心的
支持与感恩之情。    
作为新加坡公共服务机构的一员，我深知自己
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不仅要将新加坡发展成一
个更宜居的城市，而且要让新加坡人都能够更
快乐无忧地生活！由于我所在选区中的年长居
民较多，再加上近年来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问
题日趋严重，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年长人士古
稀之年的生活品质。而善济医社的服务对象便
是以老年人为主，目前，善济不仅拥有十多间
提供医疗服务的诊所，而且还建有四间康乐中
心以丰富年长人士的业余生活。在此，衷心感
谢善济医社能够帮助政府排忧解难，为新加坡

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一份力！

近年来，新加坡已经开始朝着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目标迈进，而智慧城市的实现不仅需要
仰赖科技的先进力量，更需要为新加坡社会注入
更多充满人文关怀的温情。我深信，评价一个真
正和谐的社会不应该是以富足阶层的生活为标
准，而是应该通过最底层人民的生活进行考量。
毋庸置疑，在善济医社无怨无悔的帮助之下，我
们看到了新加坡的贫困及年老人士可以无忧无虑
地享有医疗服务；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社会对于弱
势群体的包容与关怀；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爱
心所能发挥的无限力量！而创建这样一个和谐社
会的核心力量不仅来自于善济一百多年来所坚持
的“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祝福”五大文化
价值观，同时，也来自于在座的大家心中所怀有
的爱心与慈悲！

真正的善良，不该有所选择！谨此希望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家与善心人士能够投身于善济的慈善活
动，共同为新加坡的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

Dr Koh Poh Koon
宏茂桥集选区议员
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   

许宝琨医生

部长献词

Member of Parliament Ang Mo Kio GRC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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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elvin Yong Yik Chye

善济医社成立至今已经有116年的历史，善
济医社在各届董事以及管理层的带领下，积
极推动慈善事业，致力于服务社会。如今成
为了新加坡备受肯定的慈善团体。善济医社
秉持着为民众服务的精神，建设齐备的中医
治疗与保健养生中心，为民众提供免费的中
医问诊和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惠及民众每
日高达1000多人次。在全岛已经遍布13家
分社，4间康乐中心。善济医社所推动的慈
善事业是有目共睹的。

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上为政府
分忧，下为民众解难，是新加坡社会福利保
障的重要补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善济医社所推动的
慈善事业中，尤其重要的是得到了社会各界
善心人士的慷慨捐赠与参与。你们的善心、
善举帮助了社会上的困难群众。善举创造和
谐，爱心传承美德。我也期待更多的热心人
士能够传播善心，弘扬美德，关注慈善，投

身慈善，为困难人群、困难家庭奉献爱心。
在此，我感谢善济医社百年来服务民众，造
福社会的奉献精神，同时也感谢社会各界善
心人士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与付出，最后，祝
愿《善济积善慈善晚宴》取得圆满成功！

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Tanjong 
Pagar GRC

杨益财先生

特别来宾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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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百年积善。仁心仁术，保健养
生。施医赠药，造福社会。”三句话高度概括
了善济医社的服务性质以及百年来坚持造福社
会的使命。

欣闻善济医社举行筹款晚宴，我当毫不犹豫地
出席支持。自从2005年我为凤山区的居民服
务以来，关爱老人、扶助弱势家庭一直是我所
关注的课题。年老人士难以避免地会经受身体
病痛的折磨，弱势家庭人士也因资源的缺乏而
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应得到更多关爱。除
了政府所实施的优惠补助政策之外，社会公益
慈善机构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善济医社是在卫生部注册的福利慈善组织。
自1901年，不分种族和宗教，为社会大众提
供免费传统中医诊断及低收费的治疗。这对
于需要中医医药治疗的年长人士和弱势家庭人
员来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因此，对于善济医社的服务宗旨我倍感认同与
支持。

更让人欣慰的是，善济医社的董事领导都是义
务服务。在各届善济董事的带领下，医社领导
响应政府的号召，竭力深入邻里。善济医社从
最初一间，到五年内增设至十三间医疗中心。

为年长就诊者减少交通往来的奔波之苦，并让
他们及时就医。董事领导层的筹划付出，让人
备受感动。

我非常感谢善济医社不断地为民众做出贡献，
弘扬善与国同在，济与民同心的宏观理念。并
且也一直不遗余力地组织、提倡社会人士积极
行善，献出爱心。我借此也呼吁社会上更多善
心人士能够加入善济队伍，回馈社会，谢谢
大家。

Ms Cheryl Chan Wei Ling
凤山单选区国会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Fengshan SMC

陈慧玲小姐 

特别来宾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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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知感恩而天下安宁，众生知自觉而天下
太平。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这是我一直深信的
慈善理念。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尊敬的许宝琨
部长、杨益财议员、陈慧玲议员以及各大善心
人士能够于百忙之中出席并支持今晚的“善济
积善慈善晚宴”。 
自从2008年开始投身于善济医社的慈善活动
中，至今已迈入第九个年头。这些年来，善济
同仁一直秉持着“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
祝福”的五大文化价值观，致力于为年长及贫
困人士提供免费的看诊及医药补贴。尽管这一
路走来困难重重，但我的内心从不觉得疲惫，
反而越来越充盈。这些年来，善济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慈悲，学会了什么是付出，什么是承
担，什么是忍耐。 
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拥
有多大的权利，拥有多高的名誉，而是在于他
为社会做了多少事，帮助了多少人，改变了多
少人，多少人因为他的付出与奉献而得到幸
福。

尊敬的信念、尊敬的方式、尊敬的态度、尊敬
的行为，是慈善最好的尊重基础。这些年来，
我亲眼目睹越来越多的年长人士获得善济的

帮助，让他们离苦得乐，解除病痛，创造健康
幸福的家庭；亲眼目睹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
为慈善付出、奉献爱心；亲眼目睹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积极投身于公益活动当义工服务……每
每想起这些画面，我的心中就会流淌着一股股
暖流。感恩在座的您们，让我、让善济、让千
万受惠的年长人士感受到世间处处有温情，是
各位善心人士的关爱让他们离苦得乐、解除病
痛，为他们创造健康快乐的家庭。

2017年，对于善济来说亦为重要的一年。今
年，我们预计新开设三间分社，分别位于榜鹅
北、摩绵和甘巴士，其中榜鹅北分社已于2月
13日投入服务。估计全年看诊人数将达至50多
万人次，施药帖数为70万帖，费用每年大约需
要600多万元。我们也将继续坚信着“有国才
有家，家和万事兴”、“善与国同在，济与民
同心”的信念，配合国家的建设方针与基础，
共同打造一个和谐安乐的新加坡社会！

我谨此代表善济医社全体同仁及所有受惠者，
由衷地对各位来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再次感
恩大家对善济的支持与厚爱。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吉祥如意。

感恩！祝福！

Mr Toh Soon Huat
BBM PVPA 2015
善济医社董事会执行主席
罗敏娜基金执行主席
2015年新加坡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得主

主席献词

卓顺发先生

Chairman of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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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卓顺发主席的赏识与信任，让我有机会筹
办这次的“善济积善慈善晚宴”。感谢善济医
社，将拥有共同的善念、善心及善举的我们凝
聚一堂！

善济医社是在1901年，由一批善心人士自发
筹组为许多贫困者求医问药的场所。走过百年
历史，善济医社至今依旧以仁心仁术造福社
会，服务民众，施医赠药，不遗余力。近年
来，前来医社看诊的人数与日俱增。由于善济
医社长期以来坚持为年长者与低收入家庭提供
低廉收费以及便捷的保健服务，因此，要维持
每年庞大的医药开销实属不易。但值得欣慰的
是，善济医社一直以来都获得各界社会人士的
鼎力相助。

首先，慈善捐款是一种给予，“给予”本身是
一种高尚的行为。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捐赠不仅是助人，也是在助己。我们的爱
心善举换来的是困难民众的笑容，温暖的是无
助的心灵。用心相助，点点滴滴，施予的同时
也收获了快乐。

其次，我认为“慈善不是钱，是心”，每一个
具有慈善心的人，哪怕只是少数捐款也都是慈
善家。在我们期待慈善家慷慨解囊的时候，我
们期待更多的是一份慈善之心。我谨此希望能

够通过这样的慈善晚宴，来表达我们一份回馈
社会的爱心，鼓励更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爱心人
士来加入回馈社会的慈善活动中。

再者，我认为“善”是人的本心。支持慈善是
一种信仰，是一份自发的关怀，是一颗无私奉
献的心。我把“善济医社”理解为“慈心为
人，善举济世”，而善济医社百年积善的善举
与参与慈善筹款的每一家企业、每一位善心人
士的行善初衷相契合。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去回馈社会。我们播下的是爱心，传递的
是感动，收获的是功德，就如古语所言之“日
行一善，积善成德”。因此，助人为善，功德
无量。

本次慈善筹款晚宴能够感染众多人士的参与，
让我倍受鼓舞！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所有捐款
者的慷慨解囊与大力支持，感谢善济医社领导
同仁的倾情相助及幕后筹委会委员们的齐心
合力！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和乐。

Mr Kelvin Toh

卓开明先生

筹委会主席献词

Se7en Media 创办人

Organising Chairman
Founder of Se7e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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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慈；愿拔一切众生痛苦
叫做悲。这样对于众生怀有的同理之心让一个
人得以慈悲，心怀众生！

慈善于我而言，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缘分，是一
段收获满满的成长，更是一份社会的责任！在
座的我们足够幸运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然
而，在灯火璀璨之下却仍有许多你我不曾注意
到的那些迫于生存的人们。而这些人，仍然需
要我们热切的关怀与帮助。

从医多年，我总能深切地感受到那些前来问诊
的弱势群体的无助感，看到他们因为负担不起
医药费而延迟或放弃治疗，总会让我内心感触
良多。每每看到这些因为贫困而耽误病情的病
人，我都会为自己有限的能力感到痛心又无
奈。直到有缘结识了善济医社，由衷感谢善济
总是能够及时而又慷慨地对这些贫困人士伸出
援手，让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能够离苦得乐。
是善济，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看到了只要
有心，我们能够做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而善济施医赠药，为民服务的善举总是深深地
打动着我。自从2016年成为善济医社的董事
后，我更加感觉到自己身上肩负着为民服务的
使命。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卓顺发主席将我带

入善济医社的大家庭，尤其是卓主席的奉献精
神让我了解到真心做慈善的样子，而这也成为
促使我义务从医多年，并逐渐将慈善事业当作
一种本能的学习指标。

最后，我真心希望善济医社在未来的日子里能
将这份爱心继续发扬与传承，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感恩！祝福！

 Mr. Anthony Aiw

姚再生先生

董事献词

善济医社董事
注册中医师
City Wash 董事经理

Registered TCM Physician
Director of City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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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氏牧羊场是目前新加坡唯一一个生产新鲜纯羊
奶的农场。近几年来，随着新加坡人教育水平及
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国人了解到羊奶是比
牛奶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饮品首选，再加上顾
客亲身体验到新鲜纯羊奶对于改善身体健康的成
效，因此，顾客们的好口碑也促使夏氏农场的鲜
奶需求量日益增长。

上世纪二十年代，夏氏农场以养猪和鸡为主，后
来于1988年成功转型为牧羊场。转眼岁月翩跹而
过近三十年，虽然期间政府实行各种政策革新，
对本地农业产生诸多影响，然而，夏氏牧羊场却
在此起彼伏的打击下仍然坚守初衷，源源不断地
为顾客提供健康而纯正的新鲜羊奶。为了方便顾
客购买，农场不仅在全岛设有售货点，而且也提
供送货到家的服务。此外，农场还为公众开放参
观及学习之旅，让各家庭或社会团体得以在获取
知识的同时，增强凝聚力！

夏先生语重心长地表示，虽然这一路走来十分不
易，但正是因为有一批真真切切需要饮用新鲜羊
奶的顾客，例如皮肤病、关节炎、哮喘病等患者
的长期支持，成为了夏氏农场在风雨摇曳中坚持
下去的最大动力。他充满感恩地说：“每当看到
顾客饮用农场出产的羊奶后，身体得到改善。我
们就会觉得无比满足，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多年来，这份历久弥新的爱心早已在夏氏农场与
每一位顾客之间发展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而
这也鼓励了农场主人以更真诚的心回馈每一位顾
客。为了让顾客得以享有健康而又高品质的新鲜
羊奶，夏氏牧养场对于山羊日常起居的照顾及鲜

孕育杯中温情    传承人间关爱

夏净龙先生
夏氏牧羊场董事经理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奶的制作工序都格外讲究。目前，农场内共饲养
六百多只不同品种的山羊，为了提高鲜奶的营养
价值，农场坚持将富含蛋白质与各种矿物质的苜
蓿干草作为山羊的主要饲料，并搭配来自澳洲的
小麦、玉米及大麦等天然农作物，以确保每一
只山羊都能摄取均衡的营养。在鲜奶的制作工
序上，则坚持采用传统低温杀菌的方法对鲜奶进
行杀菌，保留鲜奶最高的营养价值。夏先生表
示，“尽己所能将最好的给予顾客是我们从业二
三十年来一直坚守的原则，只有做到这样，我们
才能安心！”

夏先生一直觉得夏氏农场能有今天主要受惠于顾
客的长期支持，而正是怀着这样一颗感恩而又谦
卑的心，促使他长期以来都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希望以这份乐善好施的爱心回馈社会。对于慈
善，他只有一句朴实的话：“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只要自己能帮助的就尽量去做。”因此，夏
先生深深感动于善济医社一百多年来为弱势群体
施医赠药的善举，也十分乐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支持善济医社。 
最后，夏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新加坡社会发
展太快了，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先进、追求经
济上的飞跃，而是应该学会慢下脚步，用更多的
爱心与耐心去关注社会中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我们首要追求的应是传承以诚待人、乐善好施的
美德！”这是来自于一位农业生产者的心声，也
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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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净龙先生
夏氏牧羊场董事经理

林隆田先生是空间资源管理公司贤能集团（LHN 
Group）的董事经理。目前，贤能集团经营着
三项业务，分别为空间资源管理业务、设施管
理和物流服务。过去一年商业空间租赁市场疲
弱，贤能集团却得以在这行业的逆流中持续盈利
发展。此外，2016年贤能集团获得第15届“新
加坡金字品牌奖”（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简称SPBA），与十三家企业并列，被
评选为“成名品牌”（在新加坡成立六年至30
年）的企业之一。贤能集团的创新应变以及管理
发展策略是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

回顾贤能集团的企业历史，在1990年初，贤能
集团是由林隆田先生父辈所经营的锯木场成功转
型为主要从事房地产租赁的公司。林隆田先生于
1997年加入了他父亲的公司。在两年的时间里，
林隆田先生熟悉了公司业务，迅速带动公司的业
务发展。

在林隆田先生的经营管理下，他注重强化企业的
核心力量，精益管理策略。因此，林先生更是强
调创造高效率环境，为企业增值的理念。贤能集
团除了原有的空间资源管理业务之外，公司的第
二种业务是设施管理，提供清洁、保安、维修和
停车场管理等附加服务。物流则是公司的第三种
业务，包括了化学品运输和集装箱堆场管理。
林隆田先生一直持续不断地发展商机，他也把
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展区域性的合作业务。例
如，2012年推出新的服务办公室品牌“Green-
Hub”，在本地成功地开设了三个“Green-
Hub”之后，贤能集团进一部扩大这方面的业

延伸空间步入国际轨道，发挥爱心慷慨捐助善济

林隆田先生 
贤能集团董事经理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务，在印尼雅加达设立两个“GreenHub”，积
极打响“GreenHub”的国际名声，把它作为公
司进军海外市场的成功品牌。林先生认为世界的
常态就是变化。为了应对未来的发展与变化，公
司需要保持竞争优势，这也是林先生运营贤能集
团的发展哲学。

在发展好企业的同时，林先生也积极投身于爱心
慈善公益，他表示非常高兴能够为善济医社的发
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企业家为慈善乐捐，也真
正反映了企业家的境界所在。他认为病人在经历
病痛时，医药负担也随之而来。善济所看诊的病
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身份、体现的正
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因此，他也呼吁更多的社会
人士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爱心，积少成多汇成一股
强大的善心力量，支持慈善公益事业，从而造福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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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句话即说
明任何成功都基于一步一步的努力积累而成，而
善心的传递也需要仰赖这样滴水穿石的精神。作
为新加坡前五大仓储物流集团的永记物流公司，
成立至今已约二十六年。自2010年起，永记物流
集团便开始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并在近六年的时
间内蓬勃发展，由一家普通的本地企业一跃成为
一家大型跨国集团。在集团董事经理辜健充的带
领下，如今永记集团的业务已经遍布新加坡、东
南亚及美国等十个国家，可谓实现了公司“千里
之行”的宏愿。此外，永记集团严谨而科学的运
营方式也促使公司的服务领域除了一般的商品之
外，也攘括了石油、天然气及化工等高危产品。

永记集团的成功得益于辜健充先生忠厚诚恳、真
心实意的待人方式。他总结自己十多年的管理经
验，将“我们齐心前进”（We Move Togeth-
er）作为塑造企业品牌的标语。一直以来，无论
是对待合作伙伴，还是对待公司员工，辜健充先
生始终都坦诚相待，秉持着双赢的企管精神。他
深信对待任何事物，都应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
考，优先考量对方的利益，因此，深得公司员工
及合作伙伴的尊重与信赖。

辜健充先生一贯秉持着为客户、为员工着想的精
神为他近年来的善举播下了种子。古语有云：“
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辜健充的双赢企管模
式实为一种“乐人之乐”的善举基础。而这种坚
持信念、乐人之乐的善举与善济医社百年如一日
的善心、坚持为贫困及年长人士施医赠药的善举

辜健充先生
永记集团董事经理

永远铭记，我们齐心前进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不谋而合。近几年来，辜健充一方面致力于发展
公司业务，另一方面也不忘身体力行地为社会的
和谐发展贡献一份爱心。无论是在2016年的善
济医社第82界就职典礼中，还是在即将来临的“
善济积善慈善晚宴”中，辜健充先生一如既往地
倾情解囊，积极投身其中，热心赞助善济医社基
金。

辜健充先生的慈善之旅正在启程，这或许只是他
另一个“千里之行”的开始。他的故事告诉我
们，事业的成功需要坚持为他人着想的善念，善
心的传递同样需要这样的坚持！正如永记所代表
的“永远铭记”之意，善济医社造福社会的善举
也同样值得被社会永远铭记，更需要结合社会各
界人士的爱心齐心前进！然而，辜健充先生对于
自己的善举并无太多赘述，或许这就是对“上善
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最好的诠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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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健充先生
永记集团董事经理

事达家具集团 (STAR Furniture Group) 是一家拥
有36年历史的新加坡品牌家具制造商、出口商兼
零售商。以优质制造流程，结合高效能控管与销
售垂直网络，整合设计、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跨国
家具企业。公司创办于1981年，1991年开始进
入国际家具市场，以卓越的品质，现代和创新的
设计已远销到超过45个国家。

目前，事达家具集团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中国广
东东莞拥有完善的生产基地，并以7个不同概念
的优质零售品牌： Star Furniture - 事达家具、-
Mondi - 梦迪、Zen - 禅轩、高档系列LUCANO 
- 路卡诺、JotterGoods–佐得物、DecoTalk–家
居物语、和BEDz Store, 在新加坡、台湾、马来
西亚直营42家实体店。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事
达家具集团更是以Star Living零售品牌把旗下的
品牌综合在一个屋檐下，提供消费者一站式的选
购便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司在2013年设
立了电商www.starliving.com.sg,方便忙碌的新
加坡消费者24小时随时上网选购他们的家具。 

由于拥有全球经销网络，事达家具集团以多元化
的生产能力，以及与时并进的设计开发能力，在
多个国际家具展平台上多次赢得了设计奖项。自
己设计的产品也因此迅速地渗透到全球市场，主
要市场有中东国家、欧洲、北美、南美、东南亚
国家、中国等。

事达家具集团以“资源共享，发挥资源最大化效
用”为原则，紧紧契合市场，不断领先潮流，
开拓市场。集团充分利用自己在营销、品牌、资

许建丰
STAR FURNITURE GROUP 事达家具董事

引领家具行业龙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产管理、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不断推出质量上
乘、款式新颖、价格合理的优质产品，让每一位
选择事达的顾客，切身感受到事达家居生活方式
带来的舒适、温馨、快乐与满足。

事达家具集团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公
司。除了不定时捐赠家具给有特别需要的家庭
外，公司的创办人许建丰先生更心怀一颗慈悲之
心，时刻不忘记对慈善事业的投入。许先生常常
从报道和朋友口中了解善济医社，事达家具集团
尽点绵力为善济提供善款。谈起捐赠善款的缘
由，许先生说：“新加坡社会上低收入家庭以及
年长没收入人士都因为经济收入较低而需要额外
帮助，特别是在寻医问诊的开销方。除了政府之
外，许先生坚信每个企业家都应该有一份社会责
任感，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作为贫苦出身的许
先生更是能够感同身受，体会到穷苦人士的生活
艰辛与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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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联盛控股公司（Accrelist Ltd.）创立于1986
年，前称WE控股，创业之初主要负责分销硬碟
驱动器的电子元件及测试设备。而在执行主席兼
董事长郑耀楗先生的带领之下，亚联盛控股公司
逐渐从一家销售电子产品的公司发展成为一家集
合多种领域、跨越不同国家的控股公司。

2013年，公司及时抓住商机，在缅甸开拓了商
品交易的新市场。凭着一直以来对市场脉动的洞
悉与敏锐的观察力，亚联盛控股公司在已有的商
业基础上，持续往企业增值服务的道路上拓展。
面对各大股东与合作伙伴，亚联盛控股公司一直
将追求长期性的稳定发展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专
业及广博的知识储备，为客户分析市场现象及价
值，从而进行收购与投资等决策，帮助各大公司
在商业之路上运筹帷幄，取得长期性的有效增
值。

郑耀楗先生从商近三十载，历尽潮起潮落。他曾
站上事业的巅峰，也曾因金融海啸跌落谷底。时
隔十载，郑耀楗先生身上不变的是当初敢于拼
搏、永不放弃的魄力，而多了的是一颗更加务实
而又谦卑的心。他始终坚信企业的成功关键在于
一个“人”字，并始终坚持将“以人为本”的经
营哲学付诸实践。郑耀楗先生表示，企业的成功
不是只靠产品的成功，更关键的是需要明白与每
一位员工、每一位合作伙伴以及社会等各方面都
建立起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样的理念与善济医
社旨在创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慈善理念十分契合。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由此可见，“仁”
之实现在于人，而以人为本的信念成就了郑耀楗

郑耀楗先生
亚联盛控股公司执行主席兼董事长

优质的增值服务    基于仁者之善举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先生的仁者之心，慈善之举。郑先生回忆当初
是在卓顺发主席的介绍之下认识善济医社的，
他十分肯定善济医社施医赠药的善举，并毫不
犹豫地为善济慷慨解囊。在他看来，善济医社
能够历经一个多世纪，仍然秉持着尽心尽力为
民服务的初衷实属不易！他也希望善济能够一
直不忘初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并将“
健康是本钱”这样朴实的价值观传递给更多
人。此外，郑先生也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慈善
事业，因为慈善能让人学会感恩，学会珍惜，
学会谦卑，而这是终身受益的品质！一个人能
给予社会的，绝对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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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世洁洗涤公司于1987年注册成立，为新加坡
酒店与医疗行业提供床单枕套和工作服的干洗与
洗涤服务。公司也为新加坡和亚洲国家的高级酒
店与服务式公寓提供大规模的综合洗涤服务方
案。保世洁拥有自动化装备工程洗衣工厂，建立
了亚洲最大的“中央工厂”。短短三年的时间
里，保世洁在1990年便成为本地洗衣行业的翘
首，取得了本地少数最先获得ISO9001：2000和
ISO14001管理认证的洗衣公司。

张翰民先生是保世洁成立以来的第二代总裁。在
他的管理和带领之下，保世洁改变了传统技术和
经营模式，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获得了新加
坡“50杰出企业奖”，独家承包了滨海湾金沙洗
衣服务十年合约。张翰民先生杰出的企业人才管
理能力还为他赢得了2012/2013年“亚洲人力资
本奖”。这奖项是由新加坡人力部、欧洲工商管
理学院（INSEAD）和亚太区联合评选得出，是
人力资本领域的首个奖项。旨在表彰那些由亚洲
企业所采用、并对其业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创新
人才实践。

谈起获奖心得，张翰民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
法，他坦言，“团队是无形的资产，只有培养人
才、培养团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才会有希望”
，正是因为张先生懂得尊重人才，培养员工的理
念，才让保世洁在洗衣行业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作为洗涤服务业的引领者，张先生深刻地意识到
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性。保世洁多年来为客户提
供高质量的服务，例如，为顾客考虑成本、服务

张翰民先生  
保世洁洗涤有限公司总裁

创优质服务，为善济乐捐

模式以及效率，提供解决方案等。此外，保世洁
也与时俱进为公司开发新技术而自创洗衣管理软
件，赢得了许多客户的肯定与长期的合作。

张翰明先生不仅在公司营运和人才管理实践中脱
颖而出，他也拥有大爱的人文精神和宽广的胸襟
支持慈善公益事业，奉献自己的爱心。张翰民先
生身边认识了一些为善济热心服务的朋友，常在
朋友群看到有关善济医社的报导。他也曾在朋友
的邀请下参加过善济医社的晚宴活动，并了解到
了善济机构的服务性质。张先生认为善济是一个
很好的社会服务机构与平台。他说：“社会的和
谐，国泰民安，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帮助那些弱势
群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捐献善款的原因
很简单，社会生态圈不平衡，有些人资源多，有
些人资源少，资源较多的企业家就该有效利用好
资源，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而善济作为一个实
体的机构，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于慈善
事业的发展愿景，他希望社会上有更多效仿善济
医社为民众谋福利的机构建立起来，帮助社会上
需要的人。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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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运德士成立于2003年4月28日，主要为乘客
提供快捷便利的载送服务。目前是本地第二大徳
士运营公司。得运德士的创始人也是得运德士的
主席兼总裁是张建安先生。得运德士公司是他的
第二次成功创业。张建安先生在上个世纪的70
年代初期，他已预见煤气行业的潜力，开始小资
本地创业。他专门提供柴油煤气业务与石油站的
运营。张建安先生凭借胆识与智慧赤手空拳创立
了优联能源集团（Union Energy）。在优联能
源集团的基础上，2003年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
局开放德士市场后，张建安先生的新品牌----得
运德士（TRANS--CAB）抓住先机申请到营业
执照。2004年1月17日，得运的德士正式投入
服务，从首批投入服务的五十辆德士肩负首任
元老，到一年内迅速增加到1000辆德士，再到
2009年初，德士总量已达3100多辆，而如今得
运已经拥有约4500辆德士。

正因为白手起家，知道生活的不容易。所以张建
安先生在经营得运德士公司时，很注重德士司机
的福利，为他们提供许多优惠的奖励制度。比如
无交通意外和无拖欠车租奖励、忠诚度奖励金
等。在张建安先生看来，德士司机是一个以人为
本的服务行业，所以德士出租公司要经营出好成
绩，也必须通过以人为本的策略管理员工。张先
生以优待员工、照顾员工福利的管理方式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张先生的人文关怀成了留住职员的
重要因素。张先生也特别强调员工的培训，以提
升员工的服务素质，使得运德士公司的发展能够
一直在租车行业中遥遥领先，稳健地发展。

以人为本，为善最乐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张建安先生 
得运德士董事

此外，为了配合本地政府所发起的使用绿色能
源，减少污染排放的举措，得运公司也极力配合
所该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履行环境责任，
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绿色发展。极具人文关怀
的张建安先生同时也把人文关怀扩展到社会层
面。在得知善济医社百年来服务民众，施医赠药
但也正致力于筹措资金运转所有分社时，他也慷
慨解囊，奉献了自己的关怀。他深知善济如今发
展到13家分社以及4家康乐中心的不易与困难，
也看见善济服务大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责任也
越来越大。因此需要更多社会善心人士支持善
济，让善济的关怀遍布和落实到社会上需要关怀
的弱势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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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Wash创立于1997年，前称为City Laundry 
Cleanique。2007年，City Wash成功获得
ISO9001:2000管理认证（ISO 9001:2000 
certification），成为引领本地洗衣行业的主要
公司之一，其服务范围涵盖各大餐馆、酒店、健
身中心、美容中心及俱乐部等。

City Wash 能够在当下的市场保持绝对的竞争
力，主要缘于三个方面。其一，它采用自动化的
机器设备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运营。全自动化的
不锈钢装置既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可让员工
更安全便捷地操作，同时还可让顾客享有超值的
服务。其二，有别于其它公司，City Wash的服
务范围不仅止于洗涤衣物，而是尽心为顾客提供
一条龙式的服务，包括洗涤、熨烫、质检、运送
及接收分类等，以此获得顾客的全方位信赖。其
三，亦为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则源于董事经理姚再
生先生对于人力资源的重视。姚再生先生始终深
信富有热忱、工作投入的员工是提高生产力与服
务水平的驱动力。姚先生表示：“企业的‘企’
是先写‘人’后写‘止’，若没有了人便是止，
也就无企业可谈。因此，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便
是人。”而这样的信念也促使公司在人力方面投
入大量精力与财力，毫不吝啬对于每一位在职员
工的鼓励与嘉奖。

自始至终，City Wash都以“可靠性、质量、诚
信及社会责任”四大理念来经营公司。除了旨在
为顾客尽心提供优质服务，最难能可贵之处还在
于姚先生始终牢记着个人的社会责任，坚信“取
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价值观，总是不遗余力地

以人为本的服务   仁者之心的善举

姚再生先生
City Wash董事经理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回馈社会。2016年，在梁苑集团（Neo Group 
limited）梁佳吉主席的邀请下，姚先生有幸参
加善济的慈善晚宴，并在竞标捐款的环节中以
10万8千元高价標下星云大师的一笔佛字，为善
济筹得一份爱心。此举感动了善济的主席卓顺发
先生，再加上身为中医师的姚先生与善济医社施
医赠药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在这样的机缘巧
合之下，姚再生先生便受邀成为善济董事会的一
员。

虽然加入善济医社董事会才刚满一年，然而，姚
先生表示自己十分钦佩卓顺发主席的奉献精神，
并在卓主席及善济同仁扶贫济弱的熏陶之下，义
不容辞地投入善济医社施医赠药的善举之中。姚
先生表示，只有自己身体立行地去实践慈善，才
能感动其它企业家参与，就像卓顺发主席身体力
行地去感动很多企业家投入慈善活动一样，而这
恰恰印证了“润物无声”是引领他人投入慈善的
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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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是林旨强先生与陈殷
诗女士的为善哲学。他们说：“谁都会有老去的
那一天，谁也难免有犯难的那一刻。伸出帮助的
手去扶起生活中困难前行的老人以及低收入家庭
等弱势群体，这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是一份弥
足珍贵的帮助。”林氏夫妇认为，慈善表面看是
帮助了别人，是别人受益了，其实是双方的。别
人受益的同时，他们的内心也得到愉悦和满足。
除了打拼事业之外，林氏夫妇深深懂得贫穷人家
生活的艰辛与沉重。这次为善济慷慨解囊正表现
出了林氏夫妇内心深处对社会的关怀与大爱。虽
然我们无法完全以善来衡量具体的人事物，但为
善乐捐，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很好的心态、安宁与
加持。

林氏夫妇与善济医社的结缘源于对善济运营和服
务的深入了解，他们感受到善济是真正为民众
服务的慈善机构。因为善济医社不仅是个为病人
拔除病痛的地方，更是一个传播正能量的地方。
不论是幕前的医师和工作人员，还是幕后的董事
领导层，他们的付出共同汇集成了一股强大的力
量，促使善济得以拥有现今的13家分社，从而
更大范围地遍布到邻里，服务更多需要的人。来
善济就诊的有很多年长人士，他们是新加坡社会
发展的贡献者，而敬老尊贤是我们这代人，也是
社会的责任。目前，新加坡社会仍有很多无依无
靠、家境贫困的老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需要来自社会的关爱与帮助。善济医社对于这些
老人和来自弱势家庭的人士来说就是一份温暖的
资助，因为当弱势群体与年老人士身患病痛而想
寻求中医诊治时，到善济医社看诊只需花费很少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林旨强先生与陈殷诗女士
PROLEAD INTERNATIONAL PTE. LTD 董事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的诊费与医药费，从而也减轻了生活的负担。

在林先生和陈女士看来，支持善济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善济除了获得公益机构认证，其领导管
理层也是一班在慈善界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所组成
的，并且都是义务管理善济机构。特别是卓顺发
先生在事业方兴日盛的时候卖掉公司，全职投入
到慈善事业中。2008年，善济医社发展最为艰难
的时刻，卓先生出任善济医社主席，担负起了振
兴与发展“百年善济”的重任。真人真事、亲力
亲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私奉献的好榜样，因
此对于林先生与陈女士来说，支持善济是响应卓
主席的感召，尽自己绵薄之力传递慈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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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Design Solution是一家提供室内外设计、
一站式包案工程，防火门以及木工作业的公司。
不说不知，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是一个散发着成熟
魅力、温婉优雅的女性。她就是黄凤珠。黄凤珠
女士本不是学设计专业出身，然而天资聪颖的
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自学成才从一名管理
设计公司的财务和行政人员蜕变成为了一名装潢
设计师。

接洽项目、筹划项目、设计施工等一系列业务，
黄凤珠女士都能独当一面。此外，黄女士还本着
以顾客为本的人文关怀，把顾客的利益最大化。
顾客拿来的图纸，她都会细心思考提出建议以
帮他们节约成本与材料。黄凤珠踏足设计行业
10余年，由于设计业务上的精益求精，为她赢
得了生意上的好口碑。从最初设计一间个体门面
到新加坡管理学院的上千方尺餐厅、糖果王国、
丰城电器五层楼等大项目。此外她也囊括了门面
装修设计以及高级厨房套厨的一站式服务。例
如，尊尼获加·尊邸（Johnnie Walker House）
、安昌珠宝（On Cheong Jewellery），高级酒
吧SMOKE & MIRRORS，粤菜餐厅YAN“宴”
等。都带给了客户惊喜和感动。

黄凤珠女士除了事业上的成就之外，她的公益精
神和为人和善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几个月前，她
从朋友口中得知善济机构将举行慈善晚宴，需要
慈善人士的爱心与支持。得知善款将作为善济医
社义诊施药的运作资金，从而能够帮助社会上的
患病的贫穷老人与弱势家庭人士。为人爽快的黄
女士便欣然答应捐赠善款。她也从善济网站上看

铿锵玫瑰显芳华，慈悲心怀献爱心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到善济董事同仁的努力以及报道。黄女士深受感
动，也因此与善济结缘。她认为做善事就是怀有
一颗纯粹的善心，她当下运营着一家设计公司，
因此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真诚付出捐钱
资助。她也希望善济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发扬光
大，甚至把爱心与关怀传递到其他国家，去帮助
贫穷家庭中的孩子与年长人士。

黄凤珠女士   
R&C Design Solution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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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7年创立至今，Beauty Hope作为一家美
容院，秉持着让顾客“更美丽，更自信”的服务
宗旨，已成功帮助众多人士重塑美丽、重建信
心，从而让更多人得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Beauty Hope旨在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而提供丰
富多样的美容疗程，包括皮肤护理、瘦身塑体及
腹部护理等。为了确保顾客能够享有最高品质的
服务效果，Beauty Hope不仅引进最先进的仪器
与技术，而且将富含纯天然、健康的植物萃取精
华的产品作为首选，以此赢得顾客百分之百的信
赖。此外，Beauty Hope工作团队中的每一位成
员都是经验丰富、充满热忱的美容师 ，不仅能为
顾客提供专业的意见，而且能针对不同顾客的问
题及需求采用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因此，在这样
一支可靠的团队下，Beauty Hope得以拥有越来
越多的忠实顾客。

而Beauty Hope的董事陆慧佩女士不仅拥有明
媚动人的仪态，而且拥有一颗同样美好的心灵。
她始终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感恩自己的团队、感
恩每一位顾客、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当初
将“Hope”（希望）作为公司的核心主题，是
因为她始终相信“心怀希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
是十分重要的，而她也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对
自己、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而这样美好的
心愿也促使她多年来都能够积极地为各类慈善活
动慷慨解囊，并试图将自己在美容界传播的爱与
希望发扬光大，让社会更多人享有这份爱与希
望，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她微笑着说：“一想到
这样可以帮助别人，我就觉得快乐而感恩！”而

打造美丽人生     传播爱与希望

陆慧佩女士
Beauty Hope 董事

特别感谢 Special Appreciation

正是出于这样纯粹的想法，当初在一得知善济医
社施医赠药的善举时，她便毫不犹豫地给予帮
助。

陆女士回忆说自己从小身体不好，所以她比常人
更能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她认为善济医社的善
举不仅能为大多数的贫困人士消除病痛，而且也
让这些人不会因昂贵的医药费而耽误治疗，而善
济一百多年来都能够坚持这份爱心是十分难能可
贵的！因此，她对于善济也寄予了深深的祝福与
希望，愿善济能够坚持这份爱心，让越来越多人
能够离苦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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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

善济医社 百年积善
仁心仁术 保健养生
施医赠药 造福社会

1901年，在新加坡小坡维多利亚街，由一批善心
人士自发筹组施医赠药的善济医社，成为许多贫
困者求医问药的场所。经历百年沧桑巨变，善济
医社至今依旧以仁心仁术造福社会，服务民众，
施医赠药，不遗余力。

清朝末年，中国沿海一带的贫民百姓因生活困
苦，飘洋过海，到南洋谋求生存。此地气候炎
热，潮湿多雨，瘟疫易生，患病日增。到来先
辈，经济拮据，往往贫病交加，又得不到殖民地
政府照顾，处境堪怜。1901年，一批善心人士，
见到此种情景，共襄义举，筹组了善济医社，为
贫苦病患者服务。
   善济医社成立后，得到各地热心人士的赞助与
鼎力支持。善济医社的施医赠药不但为新加坡本
地人服务，一些远在新山的贫病者也前来求诊。
要维持每年庞大的医药开销是相当不容易的，除
了依靠社会上各界的鼎力支持，本社诸先贤及董
事们还不辞劳苦，沿户筹款，甚至骑着脚踏车远
赴新山等地筹募经费。社务日渐发展，由于病患
者日益增多，维持经费相对提高。热心公益事业
的印尼企业家王振煌先生和新加坡名流林推迁先
生，赞助巨款，购得明古连街124号之大厦为永
久社址，奠下拥有产业的基础。

1916年，善济医社从维多利亚街迁入明古连街
124号。王振煌先生、林推迁先生这两位的善
举，还有其他热心公益人士如郭可济、张文流、

善济医社位于明古连街 124 号时的旧貌

张淑源、王友海等诸位先贤及大众、商家、社
员，大家群策群力，无私付出，这伟大的贡
献，永远为后人铭记。  
善济医社计划在旧址兴建八层楼大厦作为医疗
活动中心。但，1975年政府征用该地区，善济
医社只好另寻发展。当时董事部：林生珠、黄
奕欢、郭成源、李竹庵、张正义诸位先生成立
了特别筹捐委员会，购置芽笼路610号作为医
社新址，于1979年正式迁入。初期诊治病患人
数由开始约1.6万人次，逐年增多。最高时达到
4-5万人次，平均每月诊治4000人次。病人的
增多，是社会大众对医社信任、鼓励和支持，
更加强了董事会及全体同仁对办好医社的宗旨
及信念。 
经过一百多年的辛勤耕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善济医社百年如一日，为贫困大众服务，
从未间断过。不分阶层、种族和宗教，均一视
同仁，施医赠药，造福人群。这百年来，不计
其数的病患者得到了及时的医治，社会各界对
善济也给予肯定、赞许、支持和信任。

2008年至今第七十八届理事会成立，由主席
卓顺发、副主席林雍杰、邱汉春、郭观华、总
务张仰兴、交际主任蔡瑞华、财政郭来兴等领
导的理事会及全体董事们，秉承着先贤们的宏
愿，跳出传统的框架，与时并进，走入邻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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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接二连三，开设分社，服务民众！同时也积
极参与社区慈善活动，同时宣扬健康意识，鼓励
保健活动，为乐龄人士灌输预防胜于治疗的理
念，回馈广大社会大众，发扬“善济.积善”精
神。

尊敬的信念、尊敬的方式、尊敬的态度、尊敬的
行为、是慈善最好的尊重基础。善济医社卓顺发
主席在服务及传承方面，坚持秉着五大文化价值
观：“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祝福”，配合
国家建设、创造和谐社会，善济医社积极推动“
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善与国同在，济
与民同心”的宏观信念。鼎力支持福利事业，积
极参加各社区、团体、联络所等的慈善活动，回
馈社会。
   2016年，善济的12间分社，接待更多的病人
前来就诊：服务总人次达到331,326（与2008年
的2,958人次，增长111倍），包括内科185,621
人次（与2008年的2,434人次，增长75倍）、针
灸治疗75,697人次（与2008年的524人次，增
长143倍）和推拿理疗70,008人次。2016年共
开出677,117帖药处方。服务的人次和帖数大幅

度增长。

2012年8月12日，后港分社由我国总理李显龙

先生主持开幕仪式。陪同的有宏茂桥后港集选

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先生。李总理给予善济医社

崇高的评语，赞扬百年善济走出原地，到更广

泛的区域继续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分社除了

传统的内科问诊与针灸服务外，还增设了推拿

理疗。到来求诊的人士，遍布全国。

2013年10月5日，榜鹅南分社由我国副总理张

志贤先生主持开幕仪式。陪同的有国会议员颜

添宝先生。张副总理褒扬、认可善济医社惠及

居民的服务。同时也邀请善济医社到白沙西开

设分社为白沙居民服务。

2013年10月5日，善济医社与榜鹅南公民咨询

委员会合作，在榜鹅南成立了康乐中心，设有

流动图书馆及各种康乐游戏等,为居民提供心

理健康咨询、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由我国副

总理张志贤先生主持开幕仪式，至今已为1万

多名居民服务。

2014年2月24日，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

第 82 届董事与主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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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先生莅临访问善济医社总社，认为善济医社的服
务，可扩展到更多社区，为更多民众服务。在他的
鼎力支持下，我们取得了黄埔分社的社址。黄埔分
社于2014年12月6日由王部长主持开幕仪式。

2014年9月8日，收到李氏基金捐赠一百万元，此善
款用于设立“建国一代医疗基金”。于2016年1月1
日正式推行，缴付建国一代就诊者全额医疗费用,估
计10万人次受惠。

2014年12月29日，白沙西分社开始为民众服
务。2015年11月22日，善济医社白沙西分社在白沙
西康乐中心由我国副总理张志贤先生正式主持开幕
仪式。张副总理特别感谢善济医社照顾社区居民，
居民也很赞扬善济的服务。

2015年7月12日，文礼分社由我国副总理张志贤先
生主持开幕仪式。陪同的有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
兼通讯及新闻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先生、西海岸集选
区国会议员邝臻先生、先驱单选区国会议员符致镜
先生及善济医社董事同仁。

2015年7月12日，善济医社与文礼公民咨询委员
会、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合作成立文礼康乐中
心，为居民提供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及活动；还有
电脑课程、舞蹈课程、卡拉OK、各种康乐游戏与
娱乐等活动。由我国副总理张志贤先生主持开幕仪
式，至今服务了几千名居民。

2015年8月1日，善济总办事处及芽笼总社、芽笼
535新分社（肿瘤治疗中心）由善济医社顾问，总理
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先生主持开幕。芽笼535新
分社增设肿瘤科，通过中医药和心理辅导，积极帮
助低收入的肿瘤患者，抵抗顽疾。平均每天为100多
位病患者服务。

2015年11月21日，三皇五帝的秘书李振进先生受李
永木荣誉会长委托莅临参观善济医社总办事处及芽
笼医社。了解医社运作、愿景、使命、与价值观，
李先生深表赞叹，向卓主席表示三皇五帝将在未来
为善济医社募集100万元善款作为医社的运作资金，
以示对善济医社慈善事业的支持。至今已收到54万
8798元的善款。

2015年12月1日，惹兰加由分社正式服务。同年12

诊所门面 Clinic Frontage

诊所等候区 Clinic Waiting Area

看诊室 Consultation Room

登记、付款、领药处 Registration, Payment 
& Medic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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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主持开幕仪
式。陪同的有卫生部政务部长兼盛港西单选区
国会议员蓝彬明医生，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颜添宝先生、杰乐先生。李总理再次感谢善济
医社对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培华基金免除惹
兰加由分社长达六年的租赁费用，数额估计高
达50万元。

2016年2月26日，692芽笼分社（骨伤科及忧郁
症治疗中心）正式开幕，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长陈川仁先生主持开幕仪式。陪同的有马林百
列集选区国会议员花蒂玛副教授、善济医社主
席卓顺发和善济医社董事同仁。

2016年3月19日，晚6点30分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MAX PAVILION举行《善济爱心慈善晚会2016
》，晚宴主宾为陈庆炎总统。受邀出席的嘉宾
还有，教育部代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
高级政务部长王乙康先生、教育部代部长(学校)
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志明伉俪、总理公署
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先生、贸工部兼国家发展
部政务部长许宝琨伉俪、卫生部政务部长蓝彬
明伉俪、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花蒂玛副教
授、义顺集选区国会议员郭献川伉俪。晚会筹
得500多万元的善款。共有3500位嘉宾出席晚
宴共襄盛举，欢聚一堂。

2016年4月5日，善济医社收到善心人士卓先生

的50万元爱心捐款，此善款将用于医社的慈
善事业，继续为更多有需要的病患服务，创
造幸福家庭。

   2016年4月16日，为了方便德士司机就医
看诊及服务更多的居民，得运公司提供免租
金的施诊场地，宏茂桥(得运总部)分社正式服
务。同年6月25日由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
部长许宝琨医生主持开幕仪式。

2016年5月17日，林恩增先生参观善济医
社。林先生实际了解了善济医社的运作和发
展，对善济医社推动医疗服务，致力于为弱
势团体无私的奉献精神，深切认同与鼎力支
持。为了纪念和感恩父亲养育之恩，延续父
亲生前的行善精神，同时也为了提醒后辈莫
忘孝亲敬老和饮水思源的美德，林先生家族
以其父亲林和义先生之名捐赠100万元予善济
医社，让医社发挥更大的作用，推行多元化
的保健医疗活动，使更多民众受益。

2016年8月26日，億嘉国际集团捐赠30万元
领养610芽笼总社一年。在主宾卫生部政务部
长蓝彬明医生的见证下，億嘉国际集团创办
人、董事局主席郭炳廷先生将30万元爱心支
票移交予善济医社主席卓顺发。億嘉爱心精
神和善济医社服务理念一脉相承。希望在爱
奉献的大路上，億嘉国际和善济医社用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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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铺出一条通向真善美的坦途大道。 

2016年9月5日，李氏基金再次捐赠一百万元，
将延续“建国一代医疗基金”，缴付建国一代
就诊者全额医疗费用，估计10万人次受惠。

2016年10月3日，马西岭分社正式投入服务。

2016年10月25日，杨厝港分社正式投入服务。

2016年12月17日，晚7点30分在新加坡博览中
心举行《善爱善济感恩晚宴》， 晚宴的主宾为
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伉俪，
特别嘉宾为医社顾问、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
王志豪先生，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杨木光
伉俪。在黄志明部长的见证下魔线集团和新加
坡福禄贝尔控股有限公司代表将100万元股票捐
赠予善济医社。晚宴共有700多位嘉宾共襄盛
举。

2017年2月13日，榜鹅北分社正式投入服务。

预计2017年全年内科、针灸和推拿看诊人数将
增至50万5000人次，费用需600多万元。
善济获得新加坡公益机构（IPC）的批准，所有
慈善捐款将享有税务回扣，此项优惠给捐款者

带来巨大的信心与鼓励。医社所进行的筹款
活动，如慈善画展、文艺歌唱晚会、慈善高
尔夫球赛晚宴、爱心慈善晚会及善爱善济慈
善筹款晚会等，都获得各界善长仁翁的踊跃
支持。

善济医社以同样的理念：免费问诊、医药补
贴、推拿理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很多
年长者因为路途遥远、行动不便等原因，不
能及时和方便地寻医救治，希望多增加分社
后，让各地区年长者能及时和方便地就医
治疗。让年长者备受关爱、关注，让他们安
康、幸福、愉悦度过流金岁月。

善济医社现任的董事及同仁，秉承着历任先
贤的文化、价值观与慈善信念，发扬华族互
助优良传统，以慈悲为怀的崇高宗旨，传承
发扬先贤的无私奉献精神，继续服务社会、
让更多社会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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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at 

Victoria Street in 1901 by a group of benevolent 

individuals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treatment and 

medicine for the poor. After over a century, Sian Chay 

is still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unity and serving 

the people. 

Towards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came to Singapore to better the lives of theirs 

and those at home. However, due to the hot and 

humid weather, coupled with the poor financial 

condition, these poverty-stricken immigrants did 

not get timely medical treatment. In view of this, 

some kind-hearted people established Sian Chay 

to address this situ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ian Chay has received 

sponsorships and tremendous support from 

enthusiastic people. With this financial support, 

Sian Chay provided free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medicine to local Singaporeans and reached out to 

the needy folks in the neighbouring Johor. But it is 

not easy to obtain enough donations. To keep the 

Institution running with rising maintenance cost, the 

hardworking founders and directors raised funds 

from door to door locally and overseas, even from 

regions like Johor on bicycles.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patients, the 

social service and operational costs went up 

correspondingly. Fortunately, philanthropist Wang 

Zhenhuang, an Indonesian entrepreneur and Lin 

Tuiqian, a local entrepreneur, donated handsomely 

to Sian Chay. With the funds, Sian Chay acquired a 

premise at 124 Bencoolen Street as the permanent 

headquarters.

Sian Chay moved into the building in 1916.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philanthropists Wang 

Zhenhuang and Lin Tuiqian, and other generous 

people like Guo Keji, Zhang Wenliu, Zhang Shuyuan 

and Wang Youhai,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businessmen and employees who supported Sian 

Chay financially or physically. Their great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by 

the future generations.

Sian Chay intended to build an eight-storey 

building at the original site, but the plan was 

called off when the government took back the site 

for other purpose in 1975. With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n, which included 

Lin Shengzhu, Huang Yihuan, Guo Chengyuan, 

Li Zhu’an and Zhang Zhengyi, set up a special 

fundraising committee and acquired the current 

site at 610 Geylang Road. Sian Chay moved to the 

current site i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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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patients grew from the initial 16,000 

a year to 40,000-50,000 people at its peak with an 

average of 4,000 patients a month. The increase 

in number of patients indicated the trust,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hat the patients had with the 

Institution. This reinforces the faith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build a medical institution to better 

serve the poor & needy.

For over a century, Sian Chay has been providing 

free medical care and medication to the poor and 

needy in the community regardless of social status, 

race or religion. In this respect, Sian Chay has earned 

the recognition, praise, support and trust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78th (2008) 

Council, Chairman of Sian Chay, Toh Soon Huat, 

Vice Chairmen Peter Lim Yong Guan, Patrick Khoo 

Hang Choong, Ricky Kok Kuan Hwa, Secretary Teo 

Ngiang Heng, Social Affairs Director Chua Swee Wah, 

Treasurer Simon Keak and all the Board Directors 

while embracing the vision of the pioneers, moving 

out from the traditional base to open new branches 

in the HDB heartlands to serve the public. In addition 

to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charity events, Sian 

Chay also advocates health awareness and wellness 

lifestyle to the senior citizens and inculcates the 

idea of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to the general 

public. Sian Chay demonstrated the spirit of giving 

to the public.

Trust, action, attitude and conduct are honourable 

and respectable virtues of charity work. Chairman 

Toh Soon Huat has mooted the 5 Core Values, 

“Forgiveness, Universal Love, Compassion, Gratitude, 

Blessing” as the service motto for Sian Chay in 

support of the nation building and social harmony. 

Sian Chay also embraced the beliefs, “Nation 

Progresses, Family Prospers. Family Harmony, 

Successful Endeavours. Forward with the Nation, 

Bonding with the People.” while engaging in social 

welfare, community services and various charitable 

activities to serve the society.

In 2016, our 12 TCM branches served an aggregate of 

331,326 patient visits (111 fold growth from 2,958 in 

2008) including 185,621 TCM cases (75 fold growth 

from 2,434 in 2008), 75,697 acupuncture treatments 

(143 fold growth from 524 in 2008) and 70,008 

tuina therapy sessions. Prescription dispensed 

amounted to 677,117 dosages.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 visit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rescription 

dosage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Hsien Loong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of the Hougang branch on 12 Aug 

2012 and spoke highly of Sian Chay. He encouraged 

the Institution to adhere to its missions and extend 

its services to more people. Apar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ultation and acupuncture 

services, Hougang branch introduced Tuina therapy, 

which is well received by patients from Singapore.

The opening of the Punggol South Branch and 

Punggol South Wellness Centre was officiat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Teo Chee Hean on 5 

October 2013. Mr. Teo also spoke highly of Sian 

Chay’s services, which greatly benefite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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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residents and public.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unggol South CCC, Sian 

Chay established the Punggol South Wellness 

Centre in October 2013. It offers a variety of 

wellness programmes, mobile library and variou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etc which benefited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s to date.

On his visit to Sian Chay Main Branch on 24 

February 2014, Mr. Heng Chee How,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Sian Chay coul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residents islandwide. With his full support, Sian 

Chay was able to set up the Whampoa Branch 

which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6 Dec 2014, with 

Mr. Heng Chee How officiati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8 September 2014, Lee Foundation has made 

a major donation of $1 million for Sian Chay to 

establish a Pioneer Generation Medical Fund, 

which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on 1 January 2016. 

The designated donation will be able to subsidize 

100,000 patient visits by the Pioneer Gene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of Mr. Teo for Sian 

Chay to render free TCM services to the Pasir Ris 

West residents. The Pasir Ris West Branch was 

opened to serve the residents on 29 December 

2014.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Teo Chee Hean 

officially declared open the Pasir Ris West Branch 

on 22 November 2015.

Boon Lay Branch commenced its operation in May 

2015, and its opening ceremony was officiat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Teo Chee Hean on 12 July 

2015 accompanied by Mr. Lawrence Wong, Minister for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r. 

Arthur Fong, MP for West Coast GRC and Mr. Cedric 

Foo Chee Keng, MP for Pioneer SMC. 

In partnership with Boon Lay CCC and PCF, Sian Chay 

set up the Boon Lay Wellness Centre in June 2015. It 

offers residents a variety of wellness programmes, 

computer classes, dance classes, Karaoke sessions 

and many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o-date it served 

thousands of residents.

The opening of the Boon Lay Wellness Centre was 

officiat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Mr. Teo Chee Hean 

on 12 July 2015.

Sian Chay commemorated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its 

Head Office, Geylang Main Branch and 535 Geylang 

Branch (TCM Tumour Treatment Centre) on 1 August 

2015. Our Advisor, Mr. Heng Chee How,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ies. 535 Geylang Branch also 

provides medical treatment to low-income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TCM medication and counselling. The 

Branch was able to serve over 100 patients every day.

21 November 2015, Mr. Lee Chin Cheng, Honorary 

Secretary, San Wang Wu Ti Religious Societ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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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asked by his Hon President to visit Sian Chay 

Corporate Office and Geylang Main Branch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 Vision, Mission, Culture and Spirit of 

Sian Chay. Mr. Lee was deeply impressed with Sian 

Chay’s efficient operations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has committed to Chairman Toh Soon Huat 

that San Wang Wu Ti will be raising $1 million to 

support the charitable works of Sian Chay. Todate, 

San Wang Wu Ti has raised and donated $548,798.

Jalan Kayu Branch commenced operations on 1 

December 2015 and its opening ceremony was 

officiated by Prime Minister Mr. Lee Hsien Loong 

on 27 December 2015, accompanied by Dr. Lam 

Pin Min, Minister of State (Health) and MP for 

Sengkang West SMC, Mr. Gan Thiam Poh and Mr. 

Darryl David, MPs for Ang Mo Kio GRC. The Prime 

Minister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to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for providing this service 

to the residents. Pei Hwa Foundation has also 

kindly waived the rental of the Jalan Kayu Branch 

premises for 6 years valued at $500,000.

692 Geylang Branch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Orthopaedic & Depression) commenced the operation 

on 1 December 2015 and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officiated by Mr. Tan Chuan-Jin, Minister for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on 26 February 2016, 

accompani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Fatimah Lateef, 

MP for Marine Parade GRC, Sian Chay Chairman Toh 

Soon Huat and Directors.

The Sian Chay Charity Gala Dinner and Concert 2016 

on 19 March 2016, was officiated by President Dr. 

Tony Tan Keng Yam at Max Pavilion, Singapore Expo. 

The Special Guests included Mr. Ng Chee Meng, A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Schools) an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Transport) and his wife, Mr. Ong Ye Kung, A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kills) 

an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Defence), Mr. Heng 

Chee How,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Dr. Koh Poh Koon, Minister of State (National 

Development & Trade and Industry) and his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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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am Pin Min, Minister of State (Health) and Mrs 

Lam, Assoc Professor Fatimah Lateef, MP for Marine 

Parade GRC and Mr. Henry Kwek, MP for Nee Soon 

GRC and his wife. The Charity Gala, attended by 

3,500 guests, raised $5 million.

5 April 2016, Sian Chay received a personal donation 

of $500,000 from a benevolent individual, Mr. Chok, 

to support the charitable works and medical service 

of Sian Cha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taxi drivers and residents, 

Trans-cab has kindly sponsored the venue for the 

setup of Ang Mo Kio (Trans-cab HQ) Branch, which 

commenced operations on 16 April 2016. Dr. Koh 

Poh Koon, Minister of State (National Development & 

Trade and Industry) officia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n 25 June 2016.

17 May 2016, Mr. Kenny Lim visited Sian Chay and was 

briefed by Chairman Toh Soon Huat on the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Sian Chay in the TCM Services. 

In memory of his father and his charitable works, 

Mr. Kenny Lim has pledged a donation of $1 million 

to Sian Chay, instilling filial piety and gratefulnes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donation will enable 

Sian Chay to offer a holistic wellness programme to 

benefit more residents.

Yi Jia International adopted 610 Geylang Main 

Branch with a corporate donation of $300,000 for 

a year. Dato George Guo Bing Ting, the Founder and 

Board Chairman of Yi Jia International presented 

the cheque to Chairman Toh Soon Huat, Guest of 

Honour Dr. Lam Pin Min, Minister of State for Ministry 

of Health witnessed the cheque presentation on 26 

August 2016. Yi Jia and Sian Chay will work together 

on the journey of charit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philanthropy.  

5 September 2016, Lee Foundation donated another 

$1 million to Sian Chay to top up the Pioneer 

Generation Medical Fund to subsidize the medical 

expenses of the Pioneer Generation seeking TCM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at Sian Chay TCM 

Clinics. The designated donation will subsidize 

100,000 patient visits by the Pioneer Generation.  

3 October 2016, Marsiling Branch commenced 

operation.

25 October 2016, Yio Chu Kang Branch commenced 

operation. 

Sian Chay organized “Sian Chay Appreciation 

Dinner” on 17 December 2016 at the Singapore 

Expo. The Guest of Honour for the evening was Mr 

Ng Chee Me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Schools)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Transport while the Special 

Guests were our Advisers, Mr Heng Chee How,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nd Mr Yeo Guat Kwa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NTUC. Minister Ng Chee Meng witnessed 

the mock share presentation for both Moxian Inc. 

and Friedrich Frobel Holdings Pte Ltd, which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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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ed $1 million worth of corporate shares 

each to support Sian Chay. 700 invited guests 

attended the Dinner.

13 February 2017 Punggol North Branch 

commenced operation.

By 2017 Sian Chay is expected to handle 

505,000 patient visits with the total operating 

expenditure of $6 million.

Sian Chay is an approved Institution of a Public 

Character (IPC) and all donations are entitled to 

tax exemption. The IPC status has given public 

confidence and encouraged more donations.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ian Chay 

included Charity Art Exhibition, CNY Charity 

Concert, Charity Golf and Dinner, Charity Gala 

Dinner & Concert and Love D’ Charity Dinner had 

received overwhelming support from donors.

Sian Chay aims to set up more branches 

islandwide providing free TCM med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with subsidized medicine and tuina therapy 

services to support many senior citizens who are 

less mobile and staying far away to seek timely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at their convenience. 

This care and concern will enable them to enjoy 

good health and blessing during their golden years.
 

The Directors of Sian Chay, adhering to the vision, 

values and philanthropic spirit of the pioneering 

directors, further promote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mutual help and mission of compassion in service 

to more beneficiaries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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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
宗旨
成为新加坡备受肯定的慈善团体、延续善济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建设顶尖的中医治疗与保健
养生中心、倡导健康幸福生活。

使命
提升与促进中医药的教育与发展并持续参与新
加坡慈善及救济工作。

文化
促进居民与善济团队、志愿者与合作伙伴之间
的良好互动关系。为居民提供便利、温馨和亲
切的看诊与治疗环境。提倡善济的５大价值
观：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祝福。

我们的信念：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善与
国同在，济与民同心。

精神
推动慈善事业，致力于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

Vision
To position Sian Chay as the recognised charity 

for continuing its spirit of serving the people. To 

establish it as the premier TCM Hub championing 

Wellness Lifestyle, Blissful Living in Singapore.

Mission
To promote TCM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aritable and humanitarian 

work in Singapore.

Culture
To foster a positive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amongst 

residents, charities, volunteers and partners so as to 

create a conducive and convenient environment for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To promote the 

5 core values of Sian Chay, “Forgiveness, Universal 

Love,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Blessing”.

To embrace the beliefs: Nation Progresses, Family 

Prospers; Family Harmony, Successful Endeavours. 

Forward with the Nation, Bonding with the People.

Spirit
To promote charity work, strengthen the spirit of 

social service and philanthropy.

善济医社 2008 年与 2014/2015/2016 年医药数据对照及 2017 年估计数据
Medical Statistics : 2008 vs 2014/2015/2016 and projections for 2016 to 2017

项目
Description 2008 年 2014 年 增长倍数

Growth 2015 年 增长倍数
Growth 2016 年 增长倍数

Growth
2017 年 

（估计 / Projected）
增长倍数
Growth

内科人数 
No. of Internal Medicine 2,434 34,368 14 86,620 36 185,621 76 270,000 110

针灸人数 
No. of Acupuncture 524 10,813 21 30,980 59 75,697 144 165,000 314

推拿 
No. of Tui Na - 12,016 - 31,260 2.6 70,008 5.8 70,000 5.8

总数 
Total 2,958 57,197 19 148,860 50 331,326 112 505,000 170

施药帖数 
Prescription Dosage 9,038 150,481 17 374,874 41 677,117 75 1,000,000 110

众 生 知 感 恩 ， 而 天 下 安 宁 ； 众 生 知 自 觉 ， 而 天 下 太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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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医社
门诊收费
Medical Charges

草药 Herbs
$5.00 每日 per day
$2.00 60 岁以上每日 Age 60 & above 
               daily prescription

药水/药丸 Mixture/Tablet
$2.00 每日药量 daily prescription
$2.00 60 岁以上每 4 日药量 Age 60 & 
               above 4 days prescription

针灸 Acupuncture
$5.00 每次 per session

推拿理疗 Tuina Therapy
$10.00 每次 per session
$5.00 60 岁以上每次 Age 60 & above 
              daily session

凡领取福利救济金或低收入家庭者，可申
请豁免收费。
Those under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or low income families can apply for 

waiver of medical charges.

社区伙伴
Community Partnership

李氏基金于2014年9月8日，捐赠100万元善款给善济

医社。为配合国家政策，回馈建国一代，善济医社成

立“建国一代医疗基金”。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凡

建国一代，在善济医社总社及各个分社就诊，将全部豁

免，有10万人次受益。2016年9月5日再次获得李氏基

金捐献100万元，善济医社将继续推行“建国一代医疗

基金”，将有10万人次再次免费获得中医理疗服务。

善济医社和新加坡银丝带组织携手合作，致力心理健

康关怀和宣传。此外，善济医社和新加坡乐龄义工

组织 RSVP 合作促进乐龄人士的健康。通过这两项合

作，1000 名银丝带会员和 2000 名乐龄人士将获得在

善济中医诊所的医疗费用全部豁免。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Pioneer 

Generation Medical Fund (PGMF) with the benevolent 

donation of the first $1 million from Lee Foundation on 

8th September 2014. The PGMF went into operation with 

effect 1st January 2016.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of showing appreciation to our Pioneer Gener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wards nation building, the PGMF will 

grant full waiver of medical charges for 100,000 patient 

visits by the Pioneer Generation seeking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at Sian Chay TCM clinics. On 5th September 

2016, Lee Foundation gave a second $1 million donation 

to top up the PGMF. The designated donation will be able 

to subsidize another 100,000 patient visits by the Pioneer 

Generation in 2017.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has also entered into a 

commun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Silver Ribbon (Singapore) 

in mental health care and advocacy; and RSVP (Singapore) 

to promote the well being of senior volunteers.
Through these two partnerships, 1,000 Silver Ribbon 

clients and 2,000 RSVP senior voluntees will enjoy full 

waiver of medical charges at Sian Chay TCM cli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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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1. 为什么善济医社最近开设了这么多的分
社？

善济自2012年开始进行扩展计划，在邻里社区
设立分社。2012年善济第一间分社设立在宏
茂桥-后港，2013年设立盛港南分社，2014年
分别设立黄埔、文礼和白沙西分社。2015年在
芽笼设立535芽笼分社专注肿瘤治疗和692芽笼
分社专注于骨伤科治疗和抑郁症治疗及惹兰加
油分社为更多的社区大众和年长者服务。2016
年善济设立宏茂桥（得运总部）、马西岭和杨
厝港分社。2017年2月13日榜鹅北分社投入服
务，摩绵和甘巴士分社将在2017第三及第四季
度陆续投入服务。

在邻里社区设立分社是因为很多年长者因为路
途遥远、行动不便等原因，不能及时和方便地
寻医救治，我们希望通过增加分社后，让各地
区年长者就近治疗，减少交通来往、疲劳奔波
之苦，同时也可以及时就医。

2016年1月1日开始，到善济医社问诊及治疗
的建国一代年长者均可获得由李氏基金捐献的
200万元善款，设立的《建国一代医疗基金》
的津贴，让新加坡建国一代能够接受全免费的
20万人次看诊及医药服务。

善济医社目前共开设13间分社，4间康乐中
心。截至2016年12月善济12间分社的服务总人
次达到331,326（与2008年的2,958人次，增长
111倍），包括内科185,621人次（与2008年
的2,434人次，增长75倍）、针灸治疗75,697
人次（与2008年的524人次，增长143倍）和
推拿理疗70,008人次，同时开出了677,117帖
药处方，服务的人次和医药帖数大幅度增长
了，同时，其他种族包括马来同胞与印度同胞
看诊人数大幅度的增长。善济希望社区大众除
了到分社接受看诊理疗服务之余，还能到分社
及康乐中心参与各种康乐活动，与大家分享他
们的心得，大家相互交流互动，联络感情，从

而建立邻里之间的互助互爱的“甘榜精神”，大
家彼此友好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其中二间已经开
始服务的康乐中心（盛港南康乐中心和文礼康乐
中心）至今也服务了上万名居民。中心设有图书
馆、康乐游戏及多种保健与运动课程。医社还参
与多项关怀与分享活动，已经分发了2万5千多支
防晒多功能雨伞和几千份日常生活用品礼包给年
长者及低收入家庭。

每位看诊者的补贴大约10.26元，因为在政府及
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运用合适的管理模
式，节俭开销，加上主席和全体董事从2008年至
今未领取薪水，无任何报销，这样以来大大减少
了社会的财务负担。

2013年到2016年，这四年来，在社会大众的支
持下，善济共筹得善款2千万元左右。12间医社
和4间康乐中心装修等费用大约用了160万元左
右。这四年来，医社的日常开销、员工薪水、筹
款经费等大约为900多万元，目前银行存款大约
有1千万元左右。

尊敬的信念、尊敬的方式、尊敬的态度、尊敬的
行为、是行善最好的尊重。在病患者和社会大众
的认可与支持下，善济这么快的速度在组屋邻里
社区增设分社，我们所推出的保健养生活动就是
希望让年长者可以方便治疗，免去来回交通路
程。同时，让他们受到关爱、关注，享受安康、
幸福的流金岁月。

2. 为什么善济医社最近有这么多的媒体报道及
媒体宣传活动？

广泛的媒体报道是公共关系和为了介绍中医服务
及慈善平台的结果。善济一直与各媒体保持友好
的关系。媒体报道不仅是在宣传善济这个中医服
务平台，让更多人来享用这个平台，我们更希望
通过媒体传播行善的大爱精神和让更多社会企业
家、社会大众来了解善济，一起来合作经营这个
慈善组织。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和年轻一代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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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共襄慈善盛举，让更多人士参与行善，组织义工
团队，接纳所有善心人士的参与，帮助新移民圆
满地融入本地文化。这正是我们善济医社的价值
观在日常活动中的体现。正面的媒体报道应证了
善济良好的管理体制，不分种族、宗教和国籍，
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中医服务。

报章上的新分社开幕贺词都是由支持善济慈善事
业及发展的商家、企业和善心人士赞助刊登，献
上他们对善济的祝贺与鼓励。

有许多有爱心与善济有相近的慈善理念的团体和
机构为善济筹募善款，支持善济的慈善事业，媒
体会给予相关的报道鼓励慈善、行善与发扬感恩
大爱的精神。

我们感谢媒体、支持善济慈善事业及发展的商
家、企业和善心人士对善济的支持和厚爱，继续
服务社会、让更多社会人士受惠。

3. 为什么善济医社近年积极进行筹款项目？

近年来由于病黎日益增多，社务日渐发展壮大，
善济开始面对医药与营运成本的高涨；尤其是人
力资源的费用。善济是个非政府直接资助的慈善
机构。庆幸的是善济卫生部注册的福利慈善组织
并获得新加坡公益机构（IPC）的批准，所有慈
善捐款将享有2.5倍税务回扣。为社会大众提供
价格低廉的医药服务，善济津贴约80%的费用因
此所收取的费用不足以支付所开出的医药处方的
费用。然而，我们感谢社区基层及HDB以优惠租
金，将组屋底层的单位租给善济，从而使我们大
大减轻了租金的负担。

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之间，从筹款
活动中筹得的善款，作为关怀与分享活动的一份
子，善济医社获得（$1对$1）的关怀与分享配
对补助金。同时善济医社也获得新加坡博彩局大
力的支持，津贴资助我们的筹款活动费用。

由于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运作储备金和新总部大
楼募集资金，善济将在来临几年继续进行筹款
活动以筹集更多的资金，资助我社社务和拓展
计划。

4. 为什么卓顺发主席不领薪水，心甘情愿投
入做全职义务工作？

“众生知感恩而天下安宁，众生知自觉而天下
太平”。天下为先，天下为公，宽容感恩，大
爱无疆。只为公利不为私利；只为公心不为私
心；只有承担、承担、再承担，付出、付出、
再付出，感恩、感恩、再感恩。

就主席个人而言，从未在善济领过一分钱薪
水，也未申请报销任何的车马费，应酬费等
等。就连在办公室喝的咖啡和茶也都是自己买
的。当主席向朋友及社会大众为善济医社寻求
募捐时，所有的花费都由主席个人付出。甚至
是当那些捐助过善济的企业及团体寻求募捐
时，都由主席个人承担，从不动用善济医社的
一分钱。

以往，主席的年薪加上分红及奖励金大约在100
万左右，当主席刚加入善济时，善济只有四名
员工在服务，银行存款只有30多万，医社现在
有存款大约1千万。主席每周几乎将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善济医社为民服务。善济医社目前拥有
122位全职与兼职的中医师、推拿师、中医助理
及总部职员。

回馈社会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与内涵。有
能力的人应该多做事，帮助能力比较弱的人，
有钱的人应该帮助收入比较低微的人，这才是
和谐的社会。同时，希望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努
力与付出，都能够减轻病患的病痛和负担，而
这也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与鼓励。

慈善是一种爱的奉献，它真诚、慈悲、感恩、
光明、无价，同时它也是一种内涵、一种感
动、一种学习、一种修身养性，充实生命的动
力，体现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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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卓顺发主席选择到善济医社义务服
务？

2008年主席的好朋友，当时善济医社的董事
张锦泉先生邀主席见面，他向主席介绍善济医
社及医社面对医药与营运成本的高涨，乐龄病
患不断增加及领导层接班人等等的问题。这些
接踵而来的挑战使当时的董事局陷入困境，他
们必须认真思考善济的存留问题。为保留拥有
百年历史善济能够继续维持或是结束了善济医
社，让善济医社永远成为历史。张锦泉先生代
表当时的董事会四次邀请主席加入善济的大家
庭。主席经过考虑，为了不让这百年历史的善
济医社及先辈们的付出与贡献成为历史，不辜
负善济董事局对主席的信任与支持，主席欣然
接受了这份挑战，成为第77届（2006-2008）
董事局的总务，过后任主席一职至今在善济医
社已经服务了10年。

主席以善济医社原有的宗旨与文化为基础，加
入了善济五大文化价值观：“宽容、大爱、慈
悲、感恩和祝福”，配合国家建设、创造和谐
社会，善济医社积极推动“有国才有家，家和
万事兴”、“善与国同在，济与民同心”的信
念。鼎力支持福利事业，积极参加各社区、团
体、联络所等的慈善活动，回馈社会。为了未
雨绸缪及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主席也
积极组织及培养管理团队与善济医社的工作人
员。主席希望大家秉承着历任先贤的文化、价
值观与慈善信念，发扬华族互助优良传统，以
回馈社会的崇高宗旨，传承发扬先贤的无私奉
献精神，继续以仁心仁术造福社会，服务社会
大众、让更多社会人士受惠，不只让善济成为
施医赠药的典范，同时也是个倡导大爱，感恩
回馈社会，影响和鼓励更多善心人士支持慈善
福利事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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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Q. 1   Why i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opening 

so many new TCM clinics recently in Singapore?

Sian Chay has embarked on a branch network 

expansion since 2012 when the first branch in the 

HDB heartland was established in Ang Mo Kio - 

Hougang.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second branch 

in Sengkang South in 2013. In 2014, 3 new branches 

in HDB estates in Whampoa, Boon Lay and Pasir 

Ris West were opened for service. In 2015, 3 more 

branches were opened at 535 Geylang (tumour 

treatment), 692 Geylang (orthopaedic, depression 

treatment) and Jalan Kayu to serve more elderly 

and other residents. 

In 2016, we opened 2 new branches at Ang Mo 

Kio(Transcab), Marsiling and Yio Chu Kang. Plans 

are underway to open new branches at Moulmein 

and Gambas.

The setting up of TCM clinics in the HDB heartlands 

is aimed at serving more needy and elderly 

residents, who are less mobile and staying far 

away, to seek timely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at their convenience. This will enable them to gain 

convenient access to affordable and beneficial 

healthcare with financial support; especially the 

Pioneer Generation patients who are fully subsidized 

by our Pioneer Generation Medical Fund set up in 

2016. Lee Foundation made a generous donation of 

$2 million. The designated donation will subsidize 

200,000 patient visits (including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s) by the Pioneer Generation for 2 years 

in Singapore.

Sian Chay has a network of 12 TCM clinics and 4 

Wellness Centres. As at October 2016, our 12 TCM 

branches a served an aggregate of 258,285 patient 

visits (86 fold growth from 2,958 in 2008) including 

146,048 TCM cases (59 fold growth from 2,434 in 

2008), 57,433 acupuncture treatments (108 fold 

growth from 524 in 2008) and 54,804 tuina therapy 

sessions. Prescription dispensed totalled 545,008 

dosages.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 visit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dosages of prescription have 

increased many folds. At the same time, the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Malay and Indian also 

witnessed high growth in the patient visits. Beside 

seeking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at Sian Chay, 

residents can also visit the Wellness Centres to 

participate in a variety of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interaction, exchanges; 

and thereby fostering the “Kampong Spirit” of 

mutual care and love living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friendship in the neighbourhood. 

Two of the Wellness Centres (Sengkang South 

Wellness Centre and Boon Lay Wellness Centre) have 

served about 10,000 residents todate. The Wellness 

Centres offer mobile library, recreation games, and 

wellness and exercise activities. Sian Chay also 

participated in many Care and Share events and 

distributed 25,000 walking aid umbrellas and a few 

thousands packs of grocery items to the elderly.

The cost of subsidy per patient visit is $10.26. With 

government support, our operating business model, 

cost savings and non remuneration by Chairman, we 

have reduced the financial burden for the society.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has raised about 

$20 million within four years (2013-2016). The 

renovation and set up costs of 12 TCM clinics and 

4 Wellness Centres amounted to $1.6 million. Within 

the four years period, the operations, manpower 

and fundraising costs amounted to $9 million and 

the bank reserve has reached $10 million.

Trust, action, attitude and conduct are honourable 

and respectable virtues of charity work. In addition 

to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charity event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also advocates health 

awareness and wellness lifestyle to the public 

to relieve their pain and suffering. This care and 

concern will enable them to enjoy good heal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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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ssful living during their golden years.

Q. 2   Why  i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embarking 

on so much publicity and media campaign lately?

The extensive media coverage has resulted in 

both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outcomes in 

promoting Sian Chay’s platform.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maintains good media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media. The positive media coverage given by the 

press testifies to the good governance and quality 

service rendered by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to the community regardless of race, religion or 

social status.

Media coverage is not only to promote of TCM but, 

also a platform to share and spread the philosophy 

of philanthropy and universal Love, to encourag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o engage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harity activities, to recruit volunteers 

and new immigrants to be involved in voluntary 

services for caring the less privileged in the society 

as well as helping the new immigra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Moreover, all congratulatory advertisements for 

the new branch openings were fully sponsored by 

our well wishers and supporters. In addition, due 

to the numerous fundraising events organised by 

our corporate partners raising funds for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more media coverage were given 

to these benevolent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promoting charity, benevolence and gratitude and 

fostering the spirit of universal love.

We are indeed grateful to the press, supporters and 

fundraise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to 

do more an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Q. 3 Why is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so 

aggressive in fundraising in the recent year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sts were rising rapidly; especially in 

manpower costs and capital costs. First and foremost,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does not receive any 

subv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e it is a non funded 

charity.  Fortunately, Sian Chay is approved as an 

Institution of a Public Character (IPC)  registered 

with the Ministry of Health (MOH). Thus, we could 

issue tax exempt receipts (with 2.5 times tax relief) 

for donations received. As our medical charges are 

highly subsidized (up to 80%), the fee collections are 

insufficient to defray the prescriptions dispensed. 

Nevertheless, we are grateful to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HDB for leasing the void decks to 

Sian Chay at a concessionary rate. Thus enabling us 

to achieve substantial cost savings in rental.

We are also fortunate to receive matching grant 

(dollar for dollar) from the Care and Share movement 

for funds raised between 1 December 2013 to 31 

March 2016 as well as regular Tote Board’s grants 

to defray our fundraising expenses. 

As we need to raise funds for our operation reserves 

and future HQ building, our fundraising campaign 

will continue for the next few years to meet our 

financial goals.

Q. 4 Why is Chairman Toh Soon Huat not getting 

any remuneration and willingly choose to be a 

volunteer?

“The gratitude and consciousness by the public 

shall foster peace and harmony in the world.” Public 

fundraising and voluntary work to serve the public 

are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world with major 

responsibility. We shall maintain a clear conscience 

to do widespread benevolent acts with compassion, 

forgiveness, gratitude and universal love.

To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humanity cause, we 

must be selfless with long term commitment. Such 

dedica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more endurance; 

more devotion; and more gratitude.

Chairman does not receive any remuneration for 

his full time work at Sian Chay. He even pay for his 

own refreshments. When Chairman approaches his 

friends and corporations on behalf of Sian Cha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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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s, he will pay for the expenses incurred. 

Even when enterprises and societies which donated 

to Sian Chay seek mutual donations, Chairman will 

personally make the donation in return, not using 

any fund from Sian Chay’s account. 

Previously Chairman’s annual remuneration package 

was $1 million. When he first joined, Sian Chay’s 

reserves then was only $300,000 . Today, Sian Chay 

has a reserve of $10 million. Chairman spent most 

of his time volunteering at Sian Chay serving the 

public. Sian Chay is supported by our pool of 122 

full time and part time registered TCM physicians, 

therapists and TCM assistants and office staff.

Giving back to the society is a purpose in life. People 

with the financial ability should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and from the lower income group. 

This can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Being able 

to relieve and reduce the pain and burden of the 

patients is the best reward and motivation for us.

Being a volunteer is kind of devotion. It is sincerity,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priceless. Being intrinsic 

in nature, its touching, learning and self- cultivation.  

Q. 5 Why Chairman Toh Soon Huat chose to join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Chairman was approached by his friend, Mr Teo Kim 

Chuan, who was then the Director of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Mr Teo shared with Chairman the 

history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Sian Chay: growing 

number of patients, the operational costs went up 

correspondingly and also the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 All these challenges made the Board to 

seriously consider whether to continue operation 

of Sian Chay or to close down Sian Chay and 

relegate it to history. Mr Teo Kim Chuan approached 

Chairman four times to invite him to come on Board. 

After much consideration, Chairman accepted the 

challenge and become part of the family. In 2008, he 

join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77th term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2006 - 2008) thereafter assumed 

Chairmanship of Sian Chay till today. 

Chairman mooted the 5 Core Values, “Forgiveness, 

Universal Love, Compassion, Gratitude, Blessing” as 

the service motto for Sian Chay in support of the 

nation building and social harmony. Sian Chay also 

embraced the beliefs, “Nation Progresses, Family 

Prospers. Family Harmony, Successful Endeavours. 

Forward with the Nation, Bonding with the People”,  

while engaging in social welfare, community services 

and various charitable activities to serve the society. 

Over the years, he engages with passion, hoping 

to support those needy or at risk, to bring blessing 

to the masses, and to build ties far and wide. Thus 

exerting himself, he hopes to realise the universal 

love, gratitude and the ideal of extending goodness 

to the world. This is not only his heart’s desire, but 

also a moral duty to society that he must bear. 

In order to get ourselves ready for rainy days and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s to the public, Chairman 

actively organizes and trains the management team 

and the staff of Sian Chay. He hopes all will adhere 

to the vision, values and philanthropic spirit of the 

pioneering director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mutual help and mission of compassion 

to serve more beneficiaries in the society, encourage 

and influence more benevolent people to support 

Sian Chay’s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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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Auction

ITEM
No. 2

“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同感

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二者合称为“

慈悲”。

Compassion conveys the joy of giving love 
and happiness to others while sharing and 
relieving the pain for people.

RESERVE PRICE:

$10,000

慈悲 Compassion
85cm (W) x 151cm (H)

This item is generously donated by Mr Chui Choo Sin.
Donation amount above the base price of $5,000.00 will enjoy tax exemption benefit.

ITEM
No. 1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亦无私。爱一切众生，不忍

看到众生受苦受难，尽心尽力为众生谋取幸福。

Universal love is selfless and borderless to 
love all living things and to relieve them from 
misery.

RESERVE PRICE:

$10,000

大爱 Universal Love
85cm (W) x 151c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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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4

This item is generously donated by Mr Chui Choo Sin.
Donation amount above the base price of $5,000.00 will enjoy tax exemption benefit.

ITEM
No. 3

人无信不立。守信就是为人处世，说到做到，不敷衍

了事，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诚实负责。

A person cannot survive in the society without 
keeping promise. Do what ourselves say, don't do 
superficial things, be honest and responsible to 
others as well as ourselves.

RESERVE PRICE:

$10,000

守信  Trustworthy
85cm (W) x 151cm (H)

真心实意，坦诚相待。以诚办事无事不成，以诚立业

无业不兴。真心诚意能广结善缘，使人生立于不败之

地，能够缔造幸福美满的人生。

Treat others with sincerity and honesty and 
successful endeavours will come naturally. Being 
sincere and honest can create good karma; 
maintain steadfastness and bring happiness and 
blissful life to all.

RESERVE PRICE:

$10,000

真诚 Sincerity
85cm (W) x 151c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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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一颗感恩的善心救贫济苦。

With heartfelt desire to do good by helping the needy.

RESERVE PRICE:

$10,000

善济 Charity
85cm (W) x 151cm (H)

This item is generously donated by Mr Chui Choo Sin.
Donation amount above the base price of $5,000.00 will enjoy tax exemption benefit.

ITEM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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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Supported
 by:

Gold Sponsors:

Beneficiary: Proudly Organised by:

Main Sponsors: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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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济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Bronze Sponsors:

Silver Sponsors:

Killiney International
Pte Ltd

Southeast Asia
Construction Training

Centre Pte Ltd

Cornerstone Warehousing
& Logistics Pte Ltd

De Jenn Interiors
& Woodworking Pte Ltd

Evorich Holdings 
Pte Ltd

Anson Metal Works
Pte Ltd AT Lighting & Sound

Avion Furnishing
Pte Ltd

Big Eater Restaurant
Pte Ltd

Darwin Design
Pte Ltd

JustEdu Holdings
Pte Ltd

Yes Air-Cond 
Engineering Pte Ltd

Seng Huat Bean Curd
Pte Ltd

Alpaq Seafood 
Processing Pte Ltd

Ms Koh Siew Hong

Mr Stanley Su

Ms Teo Peiru

Ms Sandee Yap Ee Peng

Mr Shaun Phee

Ms Sharon Low

Mr Jimmy Yu

Mr Jason Tan MBE

Mr Wong TC

Ms Cathy Fong

Ms Josephine Song

Ms Tan Meisin

Mr Lucas Fam Yue Tang

Colourscan Print
Co Pte Ltd

KBE Air Conditioning & Engineering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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