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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曉靜率港團赴婦女大會

陳晴獲委聯合國新職

荃灣宴賀區內勳賢

荃灣區各界人士日前假悅來
酒店宴會廳舉行宴賀區內人士授勳，慶祝湯偉奇榮獲特區政
府頒授銀紫荊星章，陳金霖獲委任為太平紳士，陳崇業、鄭
承隆、梁昌明榮獲榮譽勳章，和周松東榮獲行政長官社區服
務獎狀。籌備委員會會長周厚澄、荃灣民政專員葉錦菁和榮
譽贊助人陳國超等出席。

大會主席邱錦平致辭時讚揚各位獲授勳人士，多年來積極
對社會作出貢獻，既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亦獲得香港特區
政府的肯定，希望他們繼續熱心服務荃灣社區，為建設美好
的香港和荃灣添磚加瓦，多作貢獻。
邱錦平又多番感謝各位熱心人士贊助大會經費、大會籌備

委員會的悉心策劃，以及各政府機構、社團首長及各界人士
的共同參與，使宴會能够順利舉行。

聯合國兒童基金
香港委員會主席陳晴獲
聯合國副秘書長 主管
經濟和社會事務 吳紅
波委任加入發展合作論
壇諮詢小組 並任常任
委員 亦是該常設委員
會目前唯一一位來自中
國的成員 她將協助推
動落實國際社會商定的
發展目標 包括 千禧發展目標 並召集各方就落實目標的
主要政策 問題及發展合作展開對話
陳晴說 這項任命對我 UNICEF HK一直努力為兒童

工作的委員及同事都是莫大鼓舞 我會透過在聯合國的新職
位 動員更多具國際影響力的領袖及持份者 一同解決全球
問題 為兒童福利工作爭取更大的進展 要改善兒童的福
祉 我們需要有發展合作論壇般有強大組織力的平台 讓各
方交流經驗 善用資源及共同協作 我已迫不及待 要為世
界兒童的幸福作出更多貢獻
另外 陳晴將於11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 紀念聯合國國

際科學與和平周25周年 開幕典禮中 獲頒授 國際科學與
和平周貢獻獎 終身榮譽

月28日上午 中國婦女第十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

幕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李克強 張
德江 俞正聲 劉雲山 王岐山 張高麗
等到會祝賀 來自全國各地 各條戰線的
1,6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會 中央政治局
常委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代表中共中央發
表了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撐
起半邊天 的祝詞 在閉幕式上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 國務院婦
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延東代表國務院
作重要講話

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婦聯第十屆執委
會報告及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章程
修正案 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全國
婦聯領導班子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沈躍躍當選為全國婦聯主席

來自香港各界的婦女代表共52人作為
香港特邀代表參加了會議 是歷屆以來香
港婦女特邀代表人數最多的一次 中聯辦
副主任殷曉靜當選為全國婦聯第十一屆常
務委員 13名香港特邀代表當選為全國婦
聯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會議期間 沈躍躍等全國婦聯領導親
切看望了香港團代表 高度讚揚香港婦
女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強 在各個界
別和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湧現出一
批優秀婦女人才 她希望代表們今後為
進一步加強兩地交流與合作多作貢獻

香港特邀代表積極參加分組討論 踴
躍發言 她們紛紛表示 要發揮自身優

勢 為推進 一國兩制 的偉大事業和
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

獻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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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男女中學昨日一連兩場舉辦中一入
學簡介會 吸引約1,300人到場 不少人

都認為到外國升學是富人子弟 專利 不
過 該校今年新增的 利希慎紀念獎學金
將每年資助1位清貧畢業生到外國升學 涵蓋
整個大學學費 生活及住宿開支 更包括每年
一張來回機票 陳黃麗娟表示︰ 以往我們也
有校友出錢資助學生到外國升學 曾有學生到
倫敦大學學院 全年總開支約為50萬元
該校明年中一學費維持5.2萬元 並將增設
一項新措施 讓單親家庭可額外獲1.2萬元的
學費減免

陳黃麗娟又指 該校2011/12學年在學費減
免及對清貧生的資助便花了逾1,100萬元 連
同獎學金共佔學費收入的24% 高出教育局
22%的標準 我們的學生既有來自天水圍
深水埗 也有綜援和單親家庭 我們還有 學
校提名 助學 計劃 只要申請人小五全年
為全級首10名內 操行達乙等就符合資格

我們會為這計劃預留5%學額
該校又會對學費全免的學生額外發放9,000

元助學金 以支付午膳 教科書及校服開支
她表示 希望可以藉這些措施鼓勵學生不要因
家庭經濟狀況而卻步

不過 該校今年由於附屬小學升中人數較
多 因此對外開放的學額亦將由110個下調至
90個左右 以過去約收到1,300份報名而言
大概14人爭1位
有意申請者可於11月22日下午4時之前將

資料親手交到該校 校方將挑選450位申請者
進行面試 並於3月或之前公布相關錄取
結果
因視網膜色素病變而失明的莫先生 昨日和

兒子出席簡介會 他表示 如果可取得資助
也希望兒子可入讀該校 另一位家長呂先生則
計劃替兒子向7所直資校報名 現時亦月花約
萬元讓兒子學習8項至10項才藝 訓練其思維
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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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
青年經常足不出戶 難以向其他人打開
自己心窗 有機構就嘗試利用可愛的動
物 攻陷隱蔽青年的心 中華錫安傳道
會舉辦全港首個政府認可的 動物(輔助)
治療基礎證書 課程 教導學員有關動
物(輔助)治療知識 成功完成課程者將獲
頒發認可證書 並於課程後獲參與動物
(輔助)治療義工服務的機會

中華錫安傳道會社會服務部是全港首
個選用 動物治療 協助隱蔽青年的機
構 協會於2010年推行 重拾動力 計
劃 透過治療犬探訪 寵物美容及動物
活動等活動 協助隱蔽青年踏出家門
與社會連繫 計劃自2010年開始至今服
務超過150人 有逾半隱蔽青年在完成計
劃之後都能夠找到受薪工作 失業率由
85%降至33% 意味他們已走出其 隱
閉 的狀況 重新參與社會
19歲的芷惠 初中期間偶爾因不想上

體育課而缺課 之後開始習慣不上學
待在家中 直至年多前獲轉介參加 重
拾動力 計劃 本身喜歡動物的芷惠
在計劃中參與動物治療活動 寵物美容
訓練 慢慢建立信心 與人溝通 稍後
更在本中心實習 投入勞動市場 將近
完成一年工作實習的她 也準備尋找一
份寵物美容相關的工作 投身自己有興
趣的行業

中華錫安傳道會亦舉辦第一屆 動物
(輔助)治療基礎證書 課程 並獲 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為 資歷
架構第一級別課程 為全港首個政府
認可的動物(輔助)治療課程 課程教導學
員有關動物治療知識 旨在讓學員認識
動物治療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動物(輔
助)治療基礎證書 課程於11月舉行 成
功完成課程者將獲頒發認可證書 並於
課程後獲參與動物治療義工服務的機
會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
2013年度本科入學資訊日 吸引不少應屆文憑試考生和
中五學生到場參觀 雖然不少到場學生都對港大十分嚮
往 但多數人都對候任校長馬斐森卻一無所知 多數學生
只記得候任校長是外國人 有人把他記錯為美國學者 亦
有人把他誤稱為 馬禮遜 清朝傳教士
資訊日開幕禮在本部校園中山廣場舉行 由港大校長徐
立之及眾學院院長主禮 該校昨日亦舉行了2場有關大學
聯招及非聯招的本科生入學簡介會 讓學生及家長了解收
生安排及報讀要求

就現場所見 多數學生對課程的了解隨時比下任港大校
長馬斐森要多 提早一年到港大了解課程資訊的中五生麥
同學和甘同學都心儀港大法律系 問到她們是否知道下任
港大校長是誰時 她們都不太清楚其名字 其中甘同學表
示 只知道他是美國醫學院的 但事實是馬斐森為英國
布里斯托大學醫科及牙科學院院長 心儀工程系的應屆考
生陳同學和蘇同學亦對候任校長印象模糊 前者更表示候
任校長 好像叫馬禮遜

稱望入港大 學生不識馬斐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