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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董事局換屆就職
劉江華主禮監誓 主席馬陳家歡傳承弘揚善業

潮商迎廣東社總港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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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加入東華三院的馬
陳家歡，昨日在夫婿馬浩文
陪同下到場，一襲紅衣明艷
照人。她有3個小朋友，熱心
青少年工作。她透露，今年
該院屬下學生將赴內地及海外

交流，「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
她表示，今年適逢孫中山誕辰

150周年，為加深學生對中國歷史
的認識，感受一代偉人的傳奇人
生，預計6月下旬至7月上旬帶領
學生回中山及其附近城市參觀學
習，追溯孫中山足跡，領略偉人風
采。

小小阿仙奴應邀千葉交流
下半年有兩個海外交流團，她介

紹說：「東華三院有隊小小阿仙奴，全是小學
生，將獲邀到日本千葉縣學習交流。相信在交
流足球之餘，亦可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英
國交流團方面，將以「中國人在英國」為主
題，讓中學生了解當地教育狀況，對英國文化
有更深入了解。
馬陳家歡表示，東華三院着重全人教育，遊

學團旨在讓學生擴寬視野，平衡校內書本知識
及校外實踐輔導，充分發揮個人潛能。

■記者李摯

■馬陳家歡熱心青少年工作。
潘達文 攝

劉江華為新一屆董事局主持監誓儀式，並致辭感謝該
院在社會事務上的貢獻，期望東華三院秉承「萬大

善事有東華」精神，在慈善事業上再創高峰，造福香江。
馬陳家歡表示，東華三院將持續發展醫療服務，全
面照顧市民健康。除了改善現有服務、購置先進儀器
外，還將拓展中醫服務，實行中西醫結合治療。

關注教育社福文化承傳保育
教育方面，東華三院各屬校貫徹全人教育方針，今

年特別設立「東華三院全方位發展基金」，以資助在
不同領域表現突出的學生。
同時，為創造更優良的學習環境，該院將撥款資助

改善多間屬校的現有設施及設備。該院並將會推出
「優秀教師培育計劃」，增撥配資源支援教師，以加
強師資培訓，務求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
今年將投入更多資源增辦多項社會福利工作，安老服

務方面，現正籌備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及船灣安老綜合中
心重建及翻新工程，同時拓展一系列惠及較年輕長者的

服務計劃，關注生活及健康需要。該會長期關注青年發
展，正向政府申請撥地於黃大仙區興建「青少年全人成
長中心」，向城規會申請青年宿舍建設項目等。
文化承傳及保育方面，該院現正為該院檔案制定長

遠典藏修復及數碼計劃，傳承珍貴歷史資源，期望
該院成為香港史、中國近代史及世界華人史資源中
心。
東華三院丙申年董事局副主席包括李鋈麟、王賢誌、
陳祖恒、蔡榮星、文穎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摯）東華三院

新一屆董事局就職典

禮昨日於東華醫院李

兆忠紀念大樓地下禮

堂舉行，邀得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親臨

主禮。實德環球集團

董事馬陳家歡榮任主

席，她表示，東華三

院轄下服務單位已增

至303個，為響應社

會各階層需要，今年

董事局將投入更多資

源，弘揚善業，傳承

東華精神，令更多市

民得到所需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潮
州商會會長張成雄日前於會所歡迎廣東
省社會組織總會香港研修班成員到訪。
研修班陣容鼎盛，有來自廣東省信息網
絡、出入境邊境檢驗檢疫、企業、資產
評估、殘疾人康復、社會組織、估價專
業、華商經濟、典當行業、特種設備、
青少年發展、證券業、教育、慈善、批
發等協會。

張成雄張曙發言
張成雄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並向全體研修班成員詳細介紹了商會的
會務、改革和發展情況。他說，商會成

立於 1921年，已走過了 96年光輝歷
程。香港回歸祖國後，該會背靠強大祖
國，繼續擔當國家與世界溝通的橋樑，
在保持商會優良傳統的同時，亦貫徹與
時俱進的新作風。
研修班副團長張曙代表發言，他對商

會的熱烈歡迎表示衷心感謝。他說，了
解到香港潮州商會發展歷程，對研修班
全體成員鼓舞甚大，大家希望借鑒商會
的社會服務經驗，把廣東省社會組織搞
得更有聲有色。他希望商會首長和會
員，未來加強與廣東省社會組織總會及
各屬會交流合作，傳授從事社團工作的
寶貴經驗，共同為社會作出貢獻。

■香港潮州商會歡迎廣東省社會組織總會香港研修班學員到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第三屆理
事會就職典禮日前假富豪香港酒
店舉行。

黃毅陳林李堅怡等主禮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

長黃毅，香港中聯辦青年部部長
陳林、台務部副部長李堅怡等主
禮，與雲港台青年才俊逾百人歡
聚一堂，共敘友誼。
該會主席任暉表示，今年 6

月，該會將會與雲南省政府相
關機構合作，以「互聯網+」為
主軸，舉辦兩岸四地青年創業
合作論壇，探討青年在各領域
的創新合作，帶出更多商機。
黃毅表示，今年適逢國家「十

三五」開局之年，隨着國家「一
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重大戰
略推進，雲港台三地交流合作迎
來重大機遇和廣闊空間。
作為連接雲港台三地青少年紐

帶，黃毅希望該會以務實進取、

奮發有為的精神，為推進會務發
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
進雲港台三地交流合作多作貢
獻。

任暉陳冬海羅民念致辭
任暉表示，青年一直是社會發

展真正主體，該會人才濟濟，都
是當今社會各領域的佼佼者。任
暉期望與本屆理事會同仁及各兄
弟姐妹攜手同心，群策群力，發

揮青年的拚搏精神，立足香港，
為促進雲港台三地青年在各領域
的交流合作作出更大貢獻。
同時，她將不辱使命，不負重

託，努力為雲港台青年建造溫暖
的家。
該會創會兼榮譽主席陳冬海、

榮譽主席羅民念表示，香港近年
社會生態正發生急劇變化，他們
鼓勵會員關心社會，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積極參與區議會選

舉，發放正能量，積極推動雲港
台三地在各領域的交流和建設，
為美好將來出一分力。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第三屆

理事會主要成員尚包括：常務副
主席林粵春、吳琳，副主席楊
鵬、饒桂珠、錢國強、余嫿、胡
玉貞、李彥、周文曙、尹子琴、
尚韜、焦少良、詹介文，會長潘
森，副會長林奕權、王昕、張躍
進、楊堇、魏崴等。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換屆就職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第三屆理事会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傳統技藝拓展協會日前假荃灣帝
盛酒店百樂門宴會廳舉行成立典
禮，推廣中華傳統文化。林戈膺創
會主席，300多位香港文化藝術界
人士出席慶典，場面隆重，喜慶滿
堂。

許曉暉田北辰陳恒鑌等主禮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田
北辰，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葵青區
議會主席羅競成，人民日報社香港
分社社長連錦添等應邀主禮。

林戈感謝港府中聯辦社會各界
林戈致辭時表示，經過一年多

籌備，香港傳統技藝拓展協會終
於成立了。他指該會成立得到特
區政府部門、中聯辦領導以及社
會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幫

助，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謝。他
說：「傳統技藝是指有着悠久文
化歷史背景的技術、技能。每一
門技藝都有深深的民族印記。傳
統技藝是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
部分，是彼此認同，是世世代代
錘煉和傳承的文化傳統。其中，
淳厚的民俗民風，令我們深深眷
戀。」
他期望該會同仁同心同德做實

事，多辦有益社會和諧的文藝活
動，用專業培訓傷健人士、特殊人
士、社會邊緣人士及其他對傳統技
藝文藝有興趣人士，讓學員對社會
有益，形成優良的團隊文化，少浮
躁，多思考；少功利，多奉獻。
香港傳統技藝拓展協會創會主

要成員尚包括首席會長袁偉彪、
創會榮譽會長陳小容；副主席王
國銘、文慶波；創會會長許昭
暉、江子榮等。

傳統技藝拓展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順德聯誼總會成
立69周年會慶暨會董就職典禮，日前假香港會展
中心舉行。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香港中聯辦社聯部副
部長黎寶忠、入境處處長陳國基、佛山市委統戰
部部長馬亮照、順德區區長彭聰恩等主禮。盧浩
宏榮膺新一屆主席，典禮冠蓋雲集，賓主濟濟一
堂，同申慶賀。
出席嘉賓還包括廣東省委統戰部社團辦主任黃
鍛煉，順德區政協主席周文，立法會議員葉國
謙、田北辰、麥美娟，該會首席總監黎時煖，榮
譽會長胡永輝、梁潔華，首席會長盧德光，會長
吳禎貽、梁昇、湯偉立、伍步功，副主席何德
心、蘇振顯、廖漢輝、蔡彪等。

主席盧浩宏感謝10鎮領導蒞港
盧浩宏對家鄉10個鎮領導組龐大祝賀團蒞

港，表示歡迎及衷心感謝。他指，該會為非牟
利慈善團體，亦是香港辦學團體之一，成立69
年來，一直以愛國愛港愛鄉為己任。在歷屆首
長會董鼎力支持下，舉凡公益事業、扶貧救
災、敬老勸學，均悉力以赴，得到社會各界認
同。
他表示，新一屆會董將共同努力，集思廣益，

攜手推動會務發展。他指大會以「同根同心創未
來」為主題，期望為順聯會發展努力，更為香港
未來出一分力。他呼籲同仁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
履行公民責任，積極參與，選出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的議員，為促進社會安定繁榮，為下一代
建設美好明天。

劉江華彭聰恩讚興學育才
劉江華表示，順德聯誼總會創立以來，本着愛

國愛港宗旨，團結同鄉為祖國貢獻力量，心繫祖

國投入家鄉建設的同時，亦關注香港社群，致力
於慈善公益、興學育才、敬老扶幼等工作，成績
斐然。他指教育是國家之本，順德先賢早有明
訓，建國治民、教育為先，確為真知灼見。
他讚揚，該會秉承良訓，在全港辦有13所學
校，桃李滿門，各校不僅注重傳遞知識，而且着
力修德勵行，栽培有志有為的新一代。同時，民
政事務局將推出多項關注青年發展計劃，希望該
會積極參與其中，協助青年了解祖國，加深國民
身份認同，日後成為國家發展生力軍。
彭聰恩指聯誼會是順德區重要的旅港社團，一

直秉承愛國愛港愛鄉宗旨，團結旅港鄉親，積極
組織會員回鄉訪問，並善用自身辦學優勢，於順
德和香港兩地捐資助學、配對學生交流共融，取
長補短，有利地推動兩地在經濟、文化、教育等
領域的交流，使兩地聯繫更為緊密，對順德事業
騰飛作出巨大貢獻。

■順德聯誼總會成立69周年會慶暨會董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彭子文 攝

■賓主於香港傳統技藝拓展協會成立就職典禮上合影。

■東華三院乙未年及丙申年董事局就職典禮，劉江華（中）主持監誓儀式。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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