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FG Bank Hong Kong 
Young Athlete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Phone +852 2298 3000   
Fax +852 2298 3300 
hk.efgbank.com 

 
      

 

即時發佈 

 

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資助項目今接受申請 
 

【香港，2021 年 2 月 9 日】瑞士盈豐銀行 (EFG) 今天宣佈其核下的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EFG 

Young Athletes Foundation) 資助項目開始接受申請。瑞士盈豐銀行亞太區行政總裁兼盈豐銀行青

少年運動員基金會主席趙善銓(Albert Chiu)，以及前基金會受惠者、曾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職業高

爾夫球手陳芷澄(Tiffany Chan)，今天於網上記者分享會上公佈基金會將再次展開新的資助項目，

希望發掘下一位香港體壇明日之星。 

 

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致力支持本地精英運動員，受惠者之一的陳芷澄自 2009 年起至今一直獲

得瑞士盈豐銀行的支持，現已成為香港首位打入 LPGA 巡迴賽的職業高爾夫球手，投身職業運動

員後更獲任命為盈豐國際體育大使。目前基金會的受惠者還包括本港首席網球運動員張瑋桓

（Eudice Chong）及新星王康怡（Cody Wong）、後起之秀馬術騎手鍾子翔 (Vincent Capol)，以及

17 歲的香港女子高爾夫球隊隊員陳婥兒（Chloe Chan）。 

 

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資助項目只開放予在其運動或年齡組中被公認為精英的業餘運動員，申

請人亦必須在香港居住滿三年。成功申請者可獲高達 25 萬港元的資助，並可靈活運用這筆款項發

展運動事業。在基金會的資助下，過去曾獲得資助的受惠者均能負擔培訓、參與海外比賽和專業

指導等費用。新冠肺炎疫情對本地體壇有重大影響，瑞士盈豐銀行於此關鍵時刻推出這計劃，希

望有助香港未來體育精英發展。 

 

趙善銓先生表示：「我很高興公佈 2021 年的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資助項目現正開放申請。我

們的使命是幫助本地男女運動員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受惠運動員的佳績和良好的表現都能證明

基金會的核心價值。」 

 

他續說：「疫情令全球體育界面臨重大挑戰，基金會的資助和支持正來得及時。在這個時候，運

動員需要社區的鼓勵，特別是新秀運動員，他們可能缺乏資源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經濟條件較

差，甚至有可能要放棄運動事業。」 

 

評審準則不單是依據申請者的體育成績和具代表性的獎項，還有品格、體育精神、競爭動力以及

他們在體育界和社區中成為積極榜樣的潛能。作為前 FIFA 球證、熱愛高爾夫球運動的趙善銓先生

說：「體育精神對於培養優秀運動員的積極心態和恢復力起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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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體育運動有助於身心健康，在這樣的時刻尤其重要。瑞士盈豐銀行非常自豪，能夠支持我

們社區中一些最有成就的運動員取得成功。我們期待幫助新一代申請者發揮他們的潛能，積極正

面地影響他們的同齡人，並為在世界舞台上代表香港而感到自豪。」 

 

陳芷澄也相當同意趙善銓先生的觀點，她是盈豐青少年高爾夫球基金會（現基金會前身）下的第

一位受惠者，並在 2017 年轉為職業球員後被任命為盈豐國際體育大使。 

 

「瑞士盈豐銀行和基金會的每個人都為幫助過陳芷澄實現成為 LPGA 巡迴賽精英的夢想而感到驕

傲，我們也感謝她願意利用自己輝煌的個人成績來幫助我們鼓勵更多明日之星追隨她的腳步。」

趙善銓先生補充道，他鼓勵各個體育項目的運動員申請基金會的資助。 

 

陳芷澄在談到基金會和瑞士盈豐銀行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時說：「他們幫助我全

身心投入到高爾夫運動中，同時讓我保持學業和個人發展。瑞士盈豐銀行的全人教育方式讓我有

信心和自信與世界上最好的球隊並肩作戰，並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會。」 

 

「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瑞士盈豐銀行和基金會捐助者的支持對我的進步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永遠心存感激。因此，我非常高興能夠推動 2021 年的資助項目，鼓勵各個運動項目的運動員申

請。希望成功的申請者能像我一樣從資助中獲益，也希望我的經歷能激勵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陳芷澄表示她將在本月尾開始其第四季的 LPGA 巡迴賽。 

 

如欲了解更多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資助項目詳情，請追蹤社交媒體： 

Facebook： 瑞士盈豐銀行 EFG Bank in Asia  

Instagram：EFGBANK 

 

－ 完－ 

 

新聞稿由 Elite Step Asia 代瑞士盈豐銀行發佈。 

媒體查詢: 

Elite Step Asia 
Kitty Wu +852 9132 4588 Kitty.wu@elitestep.com  
 
  

https://www.facebook.com/%E7%91%9E%E5%A3%AB%E7%9B%88%E8%B1%90%E9%8A%80%E8%A1%8C-EFG-Bank-in-Asia-101234118466418
https://www.facebook.com/%E7%91%9E%E5%A3%AB%E7%9B%88%E8%B1%90%E9%8A%80%E8%A1%8C-EFG-Bank-in-Asia-101234118466418
https://www.instagram.com/efgbank/
mailto:Kitty.wu@elitest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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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 國際 

EFG 國際總部設於瑞士蘇黎世，是一家跨國私人銀行集團，提供私人銀行業務及資產管理服務。

EFG 國際的業務網絡遍佈全球，平均分佈世界各地，業務遍佈約 40 個地區。其註冊股票(EFGN) 並

於瑞士證券交易所(SIX Swiss Exchange)上市。 

 

盈豐青年運動員基金會 

瑞士盈豐銀行香港分行於 2009 年 3 月透過贊助香港高爾夫球總會青少年精英計劃而涉獵香港高

爾夫球球壇。為進一步發展這項計劃，於 2009 年成立盈豐青年高爾夫球基金會，目的是促進和支

持香港青少年的個人及體育的教育和發展。陳芷澄、何雁詩、林子豐、Leon D'Souza 等人都是這

項計劃的受惠者。基金會於 2014 年易名為「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以擴大對所有運動項目

的年輕本地運動員的支持。目前基金會的受惠者包括高爾夫球手陳婥兒、馬術運動員鍾子翔、網

球運動員張瑋桓和王康怡。 

 

報名程序 

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資助項目申請只開放予年滿 13 至 30 歲的香港合資格業餘運動員。符合

申請條件的運動員須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或之前填妥和交回下列申請表：

https://forms.gle/23tVFYLZMjT2nr2z8。評審團將於 5 月甄選出 10 位入圍者進行面試，最後結果由

盈豐青少年運動員基金會委員會決定，並於 6 月公佈結果。 

 
Important Disclaimer 
 
This document has been prepared by EFG International AG (“EFG”) solely for use by you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does not contain and is not to be taken as containing any securities advice, 
recommendation, offer or invitation to subscribe for, purchase or redeem any securities regarding EFG.  
 
This release contains specific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at include terms like “believe”, “assume”, 
“expect”, “target” or similar expressions.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represent EFG’s judgments 
and expectations and are subject to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factors that may 
result in a substanti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actual results,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and/or the 
development or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and thos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presumed in these 
statements. These factor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1) the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realise the 
synergies expect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BSI SA (“BSI”), (2) general market, macroeconomic, 
governmental and regulatory trends, (3) movements in securities markets,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est 
rates, (4) competitive pressures, and (5) other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inherent in the business of EFG 
and its subsidiaries, including BSI legacy risks. EFG is not under any obligation to (and expressly disclaims 
any such obligation to) update or alter i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ether as a result of new 
information, future events or otherwise, except a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regulation.  
 

https://forms.gle/23tVFYLZMjT2nr2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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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contained herein is, or shall be relied on as, a promise or representation concerning the future 

performance of EFG and its subsidiaries. EFG may not realise the full benefi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BSI, 

including the expected synergies, cost savings or growth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anticipated time frame 

or at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