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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歲慈善家田家炳逝世

化工界翹楚 曾賣房捐校 堅信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被譽為 「中國百校
之父」 的慈善家和企業
家、大紫荊勳賢田家炳
昨早離世，享年99歲，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
界深表哀悼和懷念，並
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田家炳基金會將舉辦
追思會，詳情另行公布
，而葬禮只供家人出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讚
揚田家炳是化工界的翹
楚，對香港的工業發展
貢獻良多，數十年來全
情投入慈善事業，尤其
看重教育事業的投資，
不遺餘力地助學興教，
為人稱頌。

中國百校之父
田家炳生平
1919年
生於廣東梅州大
埔縣

1937年

赴越南經商，及
後轉到印尼涉足
工業

1959年

舉家遷來香港，
在屯門建廠生產
塑膠薄膜和人造
皮革

【1919~2018】

1960至1970年代
出任東華三院、博愛醫院等多間慈善機構
要職

1982年

創辦 「田家炳基金會」 ，以捐辦教育公益
等為主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1994年

▲2010年香港十大人物頒獎禮上，教育慈善家
田家炳（中）向參加舞龍表演的受助兒童致意

▲2007年田家炳訪吉林省長春市第五中學，與學生們討論為人處世之道，指 「
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2886號小行星命名為 「田家炳星」

2004年

獲選中國最具影響的一百位慈善人物

2009年

將名下全部物業轉贈予 「田家炳基金會」

2010年

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大公報記者整理

留財予子孫
不如積德予後代
【大公報訊】祖籍廣東梅州市大埔縣的
田家炳生於1919年，1935年15歲時因父親逝
世輟學從商，肩負持家重擔。1937年，他遠
赴越南推銷家鄉瓷土，兩年後轉往印尼從事
樹膠工業。其後他有感印尼排華風潮日盛，
又為了讓兒女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於
1959年毅然舉家遷到香港，在新界屯門填海
建廠，生產塑膠薄膜和人造皮革。
田家炳愛國愛鄉，回饋社會。早在六十
及七十年代，便曾出任東華三院、博愛醫院
等多間慈善機構要職，推動社會福利工作。
1982年，他本着 「留財予子孫不如積德予後
代」的中華傳統美德，捐資創辦 「
田家炳基
金會」，專事捐辦教育、醫療、交通、文娛
等公益事業，澤蔭兩岸四地。2009年田家炳
將名下全部物業轉贈予基金會，並廣邀社會
賢達參與基金會管治，自己退任為無決策權
、無投票權的榮譽主席職銜。
田家炳的高風亮節，贏得社會各方的稱
頌。199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將2886號小行
星命名為 「田家炳星」。2004年，中華慈善
總會舉辦首屆全國慈善人物評選，田家炳獲
選為中國最具影響的一百位慈善人物，2006
年再獲該會頒授 「中華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
」。2010年，他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
譽大紫荊勳章，並獲選為亞州電視主辦第一
屆 「感動香港十大人物」。

田家炳基金會發布訃告說，田家炳昨日早上安詳辭世
，享年99歲，基金會全體仝寅表示無比的懷念及深切的哀
悼。訃告表示，田家炳一生愛國、愛港、愛鄉，早年於南
洋創業，1958年舉家移居香港，憑着堅毅精神及辛勤耕耘
，創辦化工實業，為業界翹楚。1982年創辦田家炳基金會
，以 「回饋社會、貢獻國家」為宗旨，致力捐辦社會公益
事業，尤重教育，惠澤全國。

傾注心力支持國家教育發展
訃告說，田家炳高風亮節，以 「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為信念，傾注心力支持國家教育發展，贏得社會各方稱頌
。基金會仝寅將秉承其遺志，繼續為國家的教育事業作出
貢獻，並對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訃告又說，田家炳的葬
禮只供家人出席，為使各方友好人士向他緬懷追思，家人
將舉行追思會，詳情將另行公布。
以實業起家的田家炳視慈善工作為第二事業，並傾注
心力。他生前表示，教育是關係國家強弱、文化盛衰的百
年樹人大業，資助教育是 「把錢用在最有用的地方」，產
生的效益遠大於把財富留給個人， 「人生的最大價值在於
無私奉獻；能把自己的財富資助公益事業，廣大民眾受惠
，自己精神上也可獲得無法形容的安慰和享受。我們不妨
將慈善公益看作是自己恆久而輝煌的事業。」
田家炳最為人稱道的事跡莫過於 「賣房捐校」。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田氏企業和基金會收入受到影響，田
家炳為兌現捐款承諾，變賣住了近40年的別墅，所得款項
全部用於資助內地幾十所學校。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捐助
教育事業以來，田家炳在全國範圍內累計捐助了93所大學
、166所中學、41所小學、約20所專業學校及幼兒園、大
約1800間鄉村學校圖書室。以 「田家炳」命名的學校或學
院遍及全國所有省級行政區，他因此被譽為 「中國百校之
父」。

林鄭讚助學興教不遺餘力
林鄭月娥昨日對田家炳辭世表示深切哀悼，並代表特
區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她讚揚田家炳對香港的
工業發展貢獻良多，數十年來全情投入慈善事業，不遺餘
力地助學興教，大力捐助香港和內地不同範疇的項目，包
括教育、文化、醫療、基建及福利服務，一生致力服務社
會，貢獻國家，令人景仰。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對田家炳的辭世表示哀悼，並對
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相信港人將會永遠懷念這位致力造
福社會的慈善家， 「田博士多年來熱心公益，並成立 『田
家炳基金會』，捐助不同項目，照顧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他尤其看重教育事業的投資，教育界感受至深，受助的
教育機構由幼稚園以至專上院校，多項獎學金及交流計劃
亦令無數學生受惠。」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著名
慈善家田家炳生前秉承簡單節儉的生活，
大力支持港澳台以及內地的教育和公益慈
善事業，曾向田家炳頒授榮譽博士的本港
多間大學昨日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並對田家炳的無私奉獻表達衷誠敬意。
香港大學表示，田博士關心教育，熱
心公益，是位仁厚無私的慈善家和教育家
；他自奉甚儉，善用分毫造福社群，為本
地與內地之教研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讓莘
莘學子受益，大學對他的辭世深表哀悼。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表示，
田博士多年來鼎力支持中大的學術及科研

項目，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對他的厚愛銘
感於心。他謹代表中大全體師生校友向田
博士的家人致以最誠摯的慰問。

是學子楷模
香港科技大學表示，田博士多年來對
科大慷慨捐助，一直支持大學推動科研教
學，提拔青年研究員，讓低收入家庭的小
朋友有機會參與科大的科學及數學工作坊
，形容田博士的逝世是社會重大損失。
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說，田博士才德
兼備，支持教育，貢獻良多，是學子楷模
，他代表浸大仝人向田博士家人致以深切

找同事聯絡鄔滿海。若問題出在政府向房協
收取地價，解決方法可從地價方面入手，相
信問題不難解決。
另外，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
檢討公屋租金。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
為，房署連續四次加租10%是 「加到盡」，
建議公屋租金調整機制宜下調租金加幅上限

，計算租戶入息時一併考慮通脹因素。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蘇偉文稱，每兩
年檢討租金一次已平衡運作需要，認為檢討
租金的次數太頻密亦不合適，現時做法能配
合實際需要。蘇表示，明白部分租戶有經濟
困難，對負擔租金感到吃力，承諾會將意見
向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反映。

大門打開了，還能關上嗎？
妍之有理
屈穎妍
年前去英國探望女兒時，發現街上有很
多七彩繽紛的味道，對，是味道，那些香味
，令你腦海立即浮現一種顏色、一種美食，
這是雪糕，粉紅色的雪糕；那是葡萄，青綠
的葡萄；那是口香糖，薄荷味的口香糖；那
是餅乾，檸檬芝士夾心餅……女兒告訴我，
嗅到這些味道，你就知道有人在抽電子煙，
有好多不同味道，好香的。
吓？這飄香，竟然是煙？
第一次接觸，真的顛覆了我對香煙的印

▲田家炳基金會多年來向各大院校提供各類捐
助，圖為2006年基金會向海南大學捐贈一百五
十萬元人民幣用於教學樓建設

多間大學表哀悼 嘆社會重大損失

特首：政府一力承擔資助房脫鈎虧蝕
【大公報訊】政府上月宣布新居屋定價
將與市價脫鈎，由市價七折降至52折發售。
對於房協主席鄔滿海早前指，新定價機制為
房協帶來財政負擔，預計每個市區單位或蝕
百萬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有關
影響將由政府願一力承擔。
林鄭稱，政府願意雙方作出磋商，並已

▲2016年11月，田家炳（前左）在家中接待內
地田家炳中學校長訪港團

象，我隨即想到問題之嚴重性。這些年，香
港的禁煙運動推行得頗成功，社會上抽煙的
人確實少了。煙商的營商空間愈來愈少，唯
有另闢蹊徑，本來用來戒煙的電子煙，竟成
了商機，搖身一變由替代品變成新產品。
電子煙在歐美非常流行，女兒學校甚至
在校園一角設置吸煙區，讓抽電子煙的同學
有個吞雲吐霧的專屬地方。美國有研究發現
，2011至15年間使用電子煙的高中生，比率
已由1.5%升至16%，上升幅度是火速的。
接觸過就會明白，為什麼電子煙容易讓
人受落。那味道，完全是糖味、水果味、爆
谷味……都是快樂的食物，連外貌，也誘人
，有些包裝像蘋果汁，有些像唇膏……父母

、師長完全不能察覺孩子在抽煙，更可怕的
，是法例完全沒規管。曾經有中學生在班房
內抽電子煙，老師發現也不能處罰，因為校
規只列明不能吸煙，電子煙不是煙，罰不得。
今日醫學已證明香煙有害健康，但因是
歷史遺物，不可能完全禁絕，只能大力度規
管。然而，對於新興產品電子煙，已有醫學
證明它有損健康及上癮，但政府不敢把它禁
絕，反而擬把電子煙合法化，如醫學會義務
秘書林哲玄醫生所言： 「大門打開後便不能
關上。」
有句話叫 「防患於未然」，電子煙在香
港仍是萌芽階段，此時不殺，難道要等它成
行成市才禁絕？

慰問。
嶺南大學表示，當嶺大於1996年由司
徒拔道搬至屯門現址時，田博士已慷慨捐
款支持大學發展，並設立了 「嶺南大學田
家炳助學貸款計劃」，協助清貧學生解決
經濟困難；及後更成立 「田家炳教育基金
」，支持嶺大在內地宣揚博雅教育，藉以
推動全人教育。
本身是田家炳基金會諮議局委員的教
育大學校長張仁良說， 「田博士重視教育
，並深信教師質素是教育關鍵，故多年來
一直大力支持教師培訓工作，對公益、教
育及慈善事業貢獻良多。教大同仁將永遠

懷念田博士，並努力做好教師教育工作，
栽培更多出色的教育工作者回饋社會。」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表示，
「衷心多謝田博士及其基金會多年的關愛
及信任，讓我們得以落實本校的教學理念
。公大同人將永遠懷念他，並銘記他的指
導與幫助。田博士樂善好施的精神永遠值
得我們學習。」
保良局表示，田博士歷年來多次捐款
支持保良局教育及社會服務，對社會上有
需要人士的無私奉獻及慷慨施援，該局表
示由衷感謝及敬佩，並對田博士與世長辭
深表哀悼，向其家人致以摯誠慰問。

張炳良：填海助解長期缺地問題
覓地進行曲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社會現正辯論應否填海增建房屋，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接受電台專訪時
強調，贊成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
，又認為收回粉嶺高球場會引起法律爭
議，長遠不能解決土地不足問題。前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亦表示，長短期
的措施都要做，包括填海，而填海也是
過去發展新市鎮常用方法，強調過去不
填海的話，就沒有今日的香港。
陳智思表示，不解決土地供應，房
屋的核心問題就不能解決，所以他希望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能夠尋求共識
。他又稱，現時已有技術可以在10年內
完成填海過程，如果能夠變成短期供應
土地來源，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張炳良昨日在新書記者會時表示，
沒有單一方法可以解決房屋問題，一定
要幾個方法並用，因為既有即時房屋問
題，同時亦要顧及土地儲備。他指出，
香港每十年就需要一個沙田這樣的新市
鎮，即是30年就要三個沙田。不過長期
的措施，例如填海，不能解決短期的問

題，而短期的問題就是未來十年要興建
20萬公屋。 「但是不填海，不做長期的
措施，你（解決）完了短期之後，就會
無以為繼啦。」所以長、短期的措施都
要用。

中長期可考慮發展棕地
張炳良指出，短期措施就只有改變
土地用途，增加建築密度和高度，至於
中長期的方法就有很多，第一就是發展
棕地，而發展棕地的時候，要思考如何
安置棕地上的作業。此外，大型發展區
也是一定要做，例如新界東北。還有就
是填海。
張炳良表示，過去香港新市鎮發展
來說，填海也是常用的方法，例如將軍
澳、沙田。他說，新加坡四分之一的地
方也是填海得來， 「香港過去不填海的
話，就沒有今日的香港。我們很多地方
，例如機場島就是填回來。」張炳良強
調，填海之餘也要顧及交通基建，所以
同時要配合交通基建。
張炳良又稱，雖然填海需要十多年
，不能完成長策會的目標，但都要做。
至於公私營房屋比例，他認為視乎實際
情況，而增加公屋沒有問題，但要小心
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