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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

聯辦副主任何靖日前應邀出席香港
社區醫療教育服務協會成立大會暨
首屆理事會就職典禮，並與特區政
府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等共
同主禮。該會會長張漢明致辭表
示，希望通過協會可以匯聚更多抱

社區醫療教育服務協會成立
何靖徐德義等主禮 張漢明梁智鴻致辭

有同樣理念的醫護專業人士來服務
街坊。

徐德義及該會榮譽顧問梁智鴻先後致
辭，並對該會的成立表示祝賀。
郭彥麗盼醫護加入完善服務
該會主席郭彥麗致謝辭，感謝一眾用善
心、善行去傳播溫暖同愛心的醫護人員，以
及多個專業團體、地區社團的合作支持，使
到更多街坊受惠，切實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她期望有更多的專業團體和醫護專業人士加
入，令社區醫療教育服務更加完善，帶給街
坊一個健康快樂的人生。
會員們並與嘉賓進行了交流，暢談服務
社區心得，指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回饋社
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典禮上並頒授委任狀，及與專業醫護團
體簽署合作協議，象徵該會正式開展社區醫
療服務及建立醫護交流平台，分享不同科別
的專業知識及交流討論。

此前，該會亦舉行會址開幕禮，邀請各
方好友及 50 多名會員一同見證會址啟用，
標誌協會正式投入服務，將招募會員並籌辦
各類型醫療健康活動，例如社區義診服務、
社區健康講座、普及健康資訊等。協會並期
待將來能廣結更多不同的專業團體及專業醫
務人員，為社區義診服務注入更多色彩，提
供優質而豐富的項目。
香港社區醫療教育服務協會是非牟利慈
善團體，主要為青年、婦女及長者提供身心
健康的服務，為社區提供專業醫療服務及醫
療資訊、為醫療團隊成員建立交流平台、為
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親子教育活動。
自 2014 年以來，該會創會骨幹帶領醫療
界熱心人士已在全港各大社區舉辦了多場大
型義診活動，為市民提供醫療及健康諮詢服
務，有效提高了市民對疾病的認知及預防護
理技能，超過12,000人次受惠。
該會的成立有助於推動醫療慈善服務正
規化、專業化。
■何靖出席香港社區醫療教育服務協會成立大會暨首屆理事會就職典禮，賓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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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社工共建共享研討會南沙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首屆粵港澳大灣區
社會工作共建共享研討會昨日在
廣州南沙舉行，共吸引粵港澳三
地超過 200 名社工代表參加。環
視大灣區，香港社會服務一直走
在前列，經過 70 年的發展已擁
有一整套包括社工制度在內的完
整的、成熟的社會服務制度，可
為大灣區社工服務提供香港智
慧。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主席邱浩波呼籲，希望大灣區在
社工專業資格互認、機構流通方
面實現共融發展。
邱浩波介紹，香港在大灣區社
會服務的發展中，一直充當培訓
社工人才的角色，「未來或可透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過合作、交流、甚至結盟，乘着 ■粵港澳大灣區社會工作共建共享研討會在南沙舉行，賓主合影。
香港與國際接軌之利，把香港以及外國的 「一站式」服務，在戶籍轉移、人才公 代表人之外的負責人。
經驗及做法輻射至大灣區不同城市。」香 寓、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予以便利。
邱浩波：灣區共融為港社工增便利
他續說，南沙區還將探索設立港澳台三
港在推進大灣區社工服務發展中依然還有
地人員社會事務服務機構，引入港澳社工
研討會上，期望社工專業資格互認以及
扎實的經驗優勢。
專業人才機制，向國家申請允許港澳個人 機構流通，成為社工代表們的強烈呼聲。
鄧耀棋：南沙打造灣區社工合作平台 或組織在南沙成立發起社會組織，以及允 邱浩波也呼籲，隨着大灣區的共融，會為
南沙區政府副區長鄧耀棋表示，在大灣 許港澳服務提供者在南沙新區以獨資民辦 香港的社工組織帶來便利措拖，希望在註
區的發展機遇中，南沙將發揮中心樞紐作 非企業單位的形式舉辦民辦社工機構或設 冊備案等要求上也可彈性處理。
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李薊貽，香港特
用，打造大灣區社會工作合作交流平台。 立辦事處、分支機構，允許港澳台人等擔
他透露，南沙將實施社會工作專業人才 任在南沙新區登記成立的社會組織除法定 區政府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林嘉泰等出席。

廠商會將組團赴非洲考察
「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計劃於 9 月 18 日率
領一行十多人代表團啟程前往埃塞俄比亞
考察，展開為期 5 天的訪問，讓港商了解
這個正急速發展的非洲國家及其經營環
境，探索當地的商機。
訪問期間，考察團成員將會拜訪埃塞俄
比亞政府、工業部、投資委員會及中國駐
埃塞俄比亞大使館等，與當地市政府官員
和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館代表會面，了
解當地最新的工商業發展和營商情況，就
如何促進兩地經貿合作交換意見。
此行亦會參觀當地的港資鞋廠、中國華
匯堅國際工業園和 Bole Lemi 工業園，以
尋求新的合作和發展契機。

吳宏斌盼助業界拓新商機
吳宏斌表示，不少港商正考慮將生產線
轉移到東南亞及非洲等地，積極開拓多元

■博愛醫院戊戌年董事局成員拜訪醫院管理局，交流優化博愛屬下醫療服務的意見。

博愛董事局與醫局談優化醫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加強與特
區政府各部門的聯繫及溝通，博愛醫院戊戌
年董事局日前宴請醫院管理局主要成員，與
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行政總裁梁栢賢及
多位醫生總監，交流優化博愛屬下醫療服務
的意見。

李鋈發謝醫局多年支持
博愛醫院戊戌年董事局主席李鋈發感謝
醫院管理局多年來的支持及指導，讓博愛的
服務得以持續發展，造福弱勢社群。
本年度博愛醫院董事局將撥款 80 萬元資
助博愛醫院的營運，包括撥款 30 萬元改善
醫院設施及援助病患者，使其得到適當的診
治及復康照顧；撥款 20 萬元成立「博愛醫
院董事局醫療研討會計劃」，邀請本地及國
際頂尖醫學專家到訪醫院演講及交流，加強
對醫護人員的培訓；撥款 20 萬元支持博愛
醫院的員工康樂活動，關顧員工的身心發
展；以及撥款 10 萬元支持醫院義工服務之
日常營運。
博愛醫院一直積極拓展中醫服務，本年
度博愛中醫服務人次接近 60 萬，其中 31 萬
人次獲免費或醫藥優惠。此外，博愛醫院亦

積極參與中西醫協作治療計劃，包括沙田
（大圍）中醫教研中心與威爾斯親王醫院和
沙田醫院合作，而何文田中醫教研中心則與
廣華醫院合作，分別為中風和下腰背痛的病
人提供中醫病房及門診服務。
博愛醫院將於本年度分階段向社區投放
更多醫療車，拓展醫療車團隊至 32 輛，並
以「專車專病」形式運作，特別針對皮膚濕
疹、鼻敏感、肩頸痛、失眠等常見都市病，
為市民作專科化診療。
醫院管理局向博愛提供高級和初級專科
進修獎學金計劃，以及額外增加撥款 388 萬
元予博愛屬下 4 間中醫教研中心，藉此挽留
及培養人才，推動中醫藥持續發展。
博愛醫院亦將興建以非牟利模式營運的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
舍」。院方正聘請認可專業人士為項目提供
詳細設計，預計新院舍最快於 2022 年落
成。院舍落成將可提供 1,433 個宿位，其中
930 個為持續護理宿位及 503 個護養服務宿
位，以配合不同程度體弱長者的需要，有助
縮短長者輪候入住院舍的時間。
博愛醫院董事局副主席簡陳擷霞、李柏
成、周駿達等亦出席活動。

觀塘工商聯率團赴廈門
「投洽會」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前排左四）早前接待埃塞俄比亞官員代表團，就兩地經貿合作
事宜交換意見。
市場。埃塞俄比亞作為非洲重點國家之
一，在「一帶一路」戰略上具地緣優勢，
勞動力充足且工資亦較低，已吸引不少內
地廠家落戶，加上該國近年積極發展輕工
業，相信當地會成為具潛力的投資選擇。
他又期望透過是次考察團，能讓業界親

身認識埃塞俄比亞的營商環境，協助業界
開拓新合作商機，共同把握國家「一帶一
路」機遇。
考察團成員還包括永遠名譽會長尹德
勝、行政總裁楊立門、常務會董陳淑玲及
多名會董。

李賢義捐 3800 萬獎勵深優秀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
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市榮譽市
民（首批）、信義集團主席李賢義
2016 年捐資 3,800 萬元設立深圳市李
賢義教育基金會，對深圳龍崗的優秀
教師、優秀學生實施獎勵。
基金會日前在龍崗阪田街道的龍崗
區科技城外國語學校召開了第三屆獎
教獎學大會，獎勵表彰了共計2,950名
優秀學生和優秀教師，其中教師 459
人，學生 2,491 人。據悉，截至 2018
■深圳市李賢義教育基金會對 2,950 名優秀師生進 年 9 月，該基金會共計獎勵 5,391 人，
行表彰獎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其中教師1,104人，學生4,287人。

據介紹，該基金會是李賢義是繼橫
崗鎮李賢義教育基金會、銀江李施紅
娘教育基金會、清華之友—李賢義助
學金等之後捐資設立的第七個教育基
金會。早在 1993 年設立的橫崗鎮李賢
義教育基金會，25 年來累計獎勵師生
達 3 萬多人，獎教獎學金額超過 3,200
萬元，資助特困生超過2,100多人。
李賢義及其家族在內地捐資建設的
希望學校超過 30所，2015年，他捐資
1.38 億元建設了龍崗區賢義外國語學
校，出資並主導建設了龍崗區科技城
外國語學校。

■代表團於
漳州期間，
獲漳州市委
統戰部部長
黃 水 木（前
排 左 六）會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觀塘工
商業聯合會永遠榮譽會長、漳州市政協余敏
日前率團前往廈門參加第二十屆中國國際投
資貿易洽談會（投洽會）。代表團顧問為該
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延邦、榮譽會長甄元昌以
及漳州市政協吳伯權、鍾鶴裕。代表團赴廈
門前先抵漳州進行參觀考察。
代表團於漳州期間，獲漳州市委統戰部部
長黃水木，漳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工商
聯副主席王青，漳州市工商聯副主席李瑞明
等熱情接待。代表團又拜訪了薌城區歸國華
僑聯合會，參觀了高新開發區相關企業以及
香江國際中國地產在當地投資的香江鉑宮。

黃水木盼增兩地合作
黃水木發言時表示，香港觀塘工商業聯
合會是香港工商界的重要力量，希望以此次
考察活動為契機，進一步密切兩地合作，推
動更多港資企業往漳州投資興業，市委統戰

部、市工商聯將全力做好各項服務保障工
作。
考察團在廈門除參加投洽會的各項活動
外，並獲福建省工商聯副主席陳建國，廈門
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廈門市總商會黨組書記
陳永東設宴款待。

余敏：增閩港商界互動
余敏總結指，一直以來，香港觀塘工商
業聯合會不單樂意肩負團結港商的工作，同
時為香港和海內外華商搭建溝通、交流、合
作的良好平台。
余敏續說，在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之
際，香港工商界都希望進一步與內地交流合
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新機會。
他深信此行將對進一步加深兩地商界交流互
動、加強商貿合作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代表團主要成員尚包括副團長、香港觀
塘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林靄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