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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榮譽會長： 許經錫 許景期 許經宗 許經波 許明棋 許明良
會 長： 許劍鋒
常務副會長： 許聰海 許少謀
副會長： 許冠昌 許明偉 許嘉毅 許智森 許文獻 許棟樑
監事長： 許書澤
副監事長： 許明芳 許少澤
秘書長： 許健康
常務副秘書長： 許一輝
副秘書長： 許晴峰 許子良 許有實
財務部： 主 任：許少謀（兼）

副主任：許健康 許遠萬
社會事務部： 主 任：許書澤（兼）

副主任：許健康（兼） 許一輝（兼）
委 員：許飛鵬 許遠萬 許書椿 許書鎮 許書勇

婦女委員會： 主 任：邱阿亮
常務副主任：蔡蓮卿 副主任：許蓉蓉 王黎虹
委 員：許惠貞 許麗娜 許麗明 黃麗雅 許美芳 許月嬌 許美雙 許寶珍

許燕紅 許燕萍 許雪芳 許珊珊
青年委員會： 主 任：許子良（兼）

副主任：許自清 許有實
委 員：許嘉宗 許春輝 許重林 許重鋅 許自偉 許榮杰 許良烟 許良杭

許照賢 許炳超 許自豪 許有欣 許有坦 許有聰 許有彬
董 事： 許自景 許自明 許經煥 許經團 許攀貴 許自楚 許水源 許自由 許書永

許書春 許經買 許書欽 許振志 許文共 許由萍 許書康 許經偉 許清量
許明芳 許少作 許炳期 許炳基 許自旭 許自藝

主 禮 嘉 賓
中聯辦駐港島聯絡部副處長 蔣 和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 華景集團公司董事長 許景期先生
全國人大代表 太平紳士 香港東區區議員 蔡素玉女士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廣兆先生
香港泉州同鄉總會會長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會長 蔡建四先生
泉州市仲裁委員會石獅分會主任
石獅市政府副處級幹部政府黨組成員
全國政協委員 太平紳士 香港立法會議員 陳鑑林先生

石獅市厝錦旅港同鄉會
慶祝成立二十七周年暨第二届董事就職典禮

榮譽會長
梁定邦 洪祖杭 許榮茂 盧文端 邱季端 吳良謀 邱 毅(台) 吳維新

名譽會長
洪維陸 陳元生 許經軟(菲) 洪志揚 邱朝陽 許文汀(菲) 洪清鵬 許漢民
顏麗雅 蔡咸楓 許惠農(菲) 許經淑(菲) 許德勝(菲) 許經民(菲) 蔡第身長 許經昌
許自輝 許明聰 許經良 許志弘 林善周 郭康平 林輝煌 吳聲強
黃 惟 邱向榮 邱盼盼 葉佳昕 柯炳棟 蔡有進 蔡紹為 黃其萬
林衛智 黃 存 許智鴻 林 浩

顧 問
許書贊(菲) 許紫授(菲) 許水利(菲) 許經力(菲) 許文調(菲) 許書雄(菲) 許書培(菲) 許品清(菲)
許隆基(菲) 許子育(菲) 許金鐘(菲) 洪傳錫 謝聖頓 劉倫新 鄭科勇 蔡國忍
蔡少勤 蔡重慶 蔡清強 蔡紹遠 蔡春曉 吳子雄 張靈武 王明添
龔群娜 陳錦章 許清源 許勝利 許明俊 許國章 許輝輝 程源惠
陳星強 韓 金 陳偉城 曾鉅銘 吳毅文 鄭智杰

第二屆 董事會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第二屆 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 顧問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陳丄虹 全國政協常委 國家民政部副部長 高運甲 全國文聯副主席程湘清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

洪維陸先生

「低津」未惠在職窮人八成無錢應急

梁美芬驗水盼解死魚「命案」
促增資源解船泊漏油 專家指或垃圾太多致水中缺氧

梁美芬表示，早於2012年邀請特
首梁振英出海巡查西九龍，對

方承諾改變海水水質，惟上任3年以
來對改善水質無實際行動。
她指全港發放污水是相等於1,400

個奧林匹克標準泳池的容量，數量
相當驚人，批評政府不應該忽略西
九龍海濱發展，尤其是西九龍有西
九文化區的龍頭項目，更應重視水
質改善。
碧海行動成員、香港公開大學科技

學院環境及安全科學系助理講師黃儀
強認為，大量死魚並非與颱風有關，
最有可能是當區海水污染物太多，使
水中嚴重缺氧，及天氣溫差太熱使魚
類未能適應下大量死亡。
梁美芬建議，屋宇署及渠務署應

立即處理污水渠錯駁問題，及改善
處理河床淤泥時的技術問題，避免
處理時反而污染海水；考慮嚴懲非
法倒油的船隻，推動郵輪公司參與
「乘風約章」，減少凌晨倒放污油

在啟德海面上。她又要求由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率領民政署、環保
局、渠務署、屋宇署、海事處，積
極跟進施政報告提出的「親水文
化」，改善水質。
海事處連續兩日派船到場清理，撈
獲死魚數目倍增，至今共清理約10噸
魚屍。梁美芬表示，社會對死魚死因
眾說紛紜，甚至有市民認為是最近屋
邨鉛毒事件有關，要求政府應盡快調
查及公布死魚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啟德碼頭死魚死因不明，群眾恐慌促徹查。碧海行動召集

人兼西九龍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到肇事現場視察及檢驗水質，指海水混濁骯髒不已、臭

味濃郁，認為氣味不只來自死魚，更有可能來自船停泊時漏油的臭味，促政府增撥資源解

決船泊臭味及漏油問題。有專家則認為造成大量死魚，可能是當區海水污染物太多，使水

中嚴重缺氧。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鄒詠詩）為
紓緩在職貧窮的情況，政府早前推出「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津」）。
惟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訪問了136名合資格
申領公屋的非綜援在職人士，發現逾八成
人的每月收入僅夠開支，甚至入不敷支，
當中近八成人更曾試過無錢應急。明愛社
工余建勤昨在記者會指，現時正輪候公屋
的基層勞工未能受惠於「低津」計劃，又
同時飽受私樓租金壓力，他希望政府以公
屋的入息限額作為申請「低津」時的入息
審查基準，令被「低津」排除在外的基層
得到經濟援助。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今年3月至5月，
訪問全港共136名家庭收入少於公屋住戶
入息限額的非綜援在職人士。調查發
現，有58.8%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僅夠開
支，更有28%表示入不敷支。表示「僅
夠開支」的受訪者中，近80%曾遇到無

錢應急的情況，大多是因為家人或自己
患病、需支付子女學習開支及生活費不
足等，而逾半的處理方式為向親友借
錢，有17.5%則表示會緊縮食物開支。
而其餘表示收入充裕的13.2%中，逾7

成每月僅剩2,000元以下，而他們的積蓄
金額可應付失業月數的中位數為4個月。
明愛社工黃韻然認為，結果反映低收入
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均用作基本生活開
支，難以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缺乏處理
突發危機的經濟能力。

明愛倡檢視「低津」申請門檻
余建勤認為，調查反映「低津」以全

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線基
準的方式存在缺陷，未能幫助負擔貴租
金的在職貧窮家庭。他建議政府應重新
檢視「低津」的申請門檻，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基層家庭。

民建聯：暑假狂報興趣班傷童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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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為了解
家長們為子女安排的暑期活動情況，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上月8日至28
日訪問了286名小學生家長，發現最多
家長為子女報讀興趣班(35.3%)，其次
為補習班(27.3%)，去旅行及參加遊學
團分佔11.2%及9.4%；另有12.6%受
訪家長並無為子女安排活動。然而，
為子女報讀補習班的家長當中，10.3%
受訪竟為子女報讀逾4個補習班。
調查指出，家長為子女報讀興趣班

的主因是為了他們興趣，亦有出於避
免獨留子女在家的理由。至於為子女
報讀補習班的主要原因，則是避免子
女荒廢學業(47.4%)。民建聯指出，不
少家長為了讓子女暑假過得「充
實」，安排各類密密麻麻的興趣班，
卻未必有考慮到子女是否應付得來，
否則只會讓兒童身心勞損。民建聯又

認為，家長爭報幼稚園、補習班、興
趣班，選擇直資或國際學校等的風氣
與現象並不健康，也令兒童飽受壓
力，建議家長不應盲目跟風，為子女
施加太大壓力。
另一方面，沒有為子女安排暑期活

動的受訪者當中，主要原因是經濟問
題(47.2%)，民建聯建議政府提供更多
兒童暑期計劃， 及增加資助計劃撥款
和名額，讓低收入家庭的學童受惠。

南亞裔少年克服語言困
難，力爭上游冀成同儕榜
樣。來自尼泊爾、今年21歲
Chandan Rai 由幼稚園到中

學「一條龍」入讀主流華語學校，努力克
服了中文的障礙，去年成功入讀大學文學
院，更加入辯論學會。巴基斯坦少女
Sadia Bibi立志成為社工，已獲大學提供學
士學位，期望成為少數族裔與本地人士之
間的溝通橋樑。兩人將於10月參加全城街
馬主辦的「康宏圖騰跑」，為關注少數族
裔組織融樂會「人人有書讀」計劃籌款。

Chandan兩歲多來香港，父母靠同鄉口
耳相傳尋找幼稚園，機緣巧合入讀一間華
人為主的幼稚園，從此奠定中文基礎。他
憶述小學面試時，負責面試的老師考他寫
「我是一個大蘋果」，結果「蘋」字不會
寫，已遠比同鄉表現好。Chandan認為自
小學習中文的語境很重要，雖然開始總是
困難重重，「一個字都不會，連肚餓、想
去廁所都不懂表達。」不過日子有功，逼
着逼着就學好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能應付
中學文憑考試，不需要改選考「GCSE」
及「GCE」中文試，最後成功入讀大學。

Sadia是巴基斯坦第二代，於香港出生其
後返鄉，五六歲再回港，由於中文程度不
佳，唯有入讀指定的小學及中學；由於缺
乏中文語境學習，同儕之間多數講英文或
烏都語。後來修讀社工副學士課程，她主
動與本地學生交流，令廣東話突飛猛進。

另外，今屆中學文憑考生楊子蕙亦會參
加「圖騰跑」，楊子蕙中二起參加學校田
徑隊，自始跑步成為她的減壓良方，更讓
她學會時間管理、鍛煉出意志力及集中
力。她希望入讀浸大體育及康樂管理，日
後可以推廣香港運動風氣。

「康宏圖騰跑2015」將於10月17日舉
行，為「街跑少年」及融樂會「人人有書
讀」計劃籌款。融樂會研究主任葉皓羚表
示，「人人有書讀」計劃自2008年以來，
超過100位少數族裔學生受惠，鼓勵成績
良好的學生繼續升學。Chandan與Sadia也
是受惠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 Chandan
（ 左 ） 跟
Sadia（右）
講廣東話完
全 「 無 問
題」。

翁麗娜 攝

■梁美芬昨
日到啟德碼
頭視察及檢
驗水質，指
海水混濁骯
髒不已、臭
味濃郁，認
為氣味不只
來自死魚，
更有可能來
自船泊時漏
油臭味。

■民建聯建議家長不應盲目跟風，為
子女施加太大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