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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宴賀 70 載 特首：重視育青
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

何靖等出席 劉江華羅致光楊潤雄到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學友社成立 70 周年晚宴日前在港島海
逸君綽酒店舉行，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何靖等應邀出
席。林鄭月娥致辭說，年輕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因此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年輕人的培育工作。現屆政府決心提供優質教育，不斷增加新資源予教育
範疇，自上任後已累積在教育方面增加至少 83 億元經常開支，顯示現屆
政府對教育有長遠承擔。
鄭月娥指，年輕人的生命教育、生涯
林規劃及抗逆能力的培養，都是我們十

分關心的課題。特區政府一直透過跨部門協
作，並與非政府機構及學校合作，籌辦不同
的活動，擴闊青少年的視野，提升他們的抗
逆力，強化他們的心志，並協助他們做好生
涯規劃。

改變操練文化 免失學習動機
而在學校教育方面，特區政府致力改變操
練文化，避免學生承受過大的學習壓力和失
去學習動機。教育局在 2019/20 學年開始會
向公營及直資中、小學發放全方位學習津
貼，目的就是提供資源予學校，讓學校把學
習帶出課室，給學生從真實情境和自身體驗
中學習的機會，從而提高學習興趣，並讓他

們身心健康有更均衡的發展。
林鄭月娥表示，年輕人的健康成長，實有
賴政府、學校、家庭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
力，攜手協作。
她祝願學友社繼續秉承「與學生同行」的
信念，緊隨社會的變化，繼續為學生提供包
括輔導在內的各項服務，協助他們尋找人生
的目標，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品格。

升學發展輔導中心 6 月開幕
她又同時讚揚學友社過去一直透過不同服
務及活動，例如到校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服
務、舉辦文化交流團等，讓年輕人放眼社
會，並了解不同的升學途徑。學友社照顧年
輕人在不同方面的需要，促進他們的全人發
展，為香港培育健康優秀的新一代，她對學

■學友社舉行慶祝成立70周年晚宴，賓主舉杯同賀。
友社的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學友社主席李浩然透露，該社正籌辦「大
中華升學發展輔導中心」，預期將於今年 6
月開幕，屆時會為本地學生提供內地優質大
學的升學資訊，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他又指，本港學生有優厚的潛能，但本港
大學科目及學位數量有限，未必滿足學生需
求，希望透過為學生提供更多升學資訊，讓
學生有更合適和具興趣的選擇。此外，中心
亦會提供一系列內地就業資訊，給予學生全

面支持。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
晚宴，並與一眾嘉賓切生日蛋糕及祝酒，為
學友社送上祝賀。

青聯「愛家日」邀少族家庭遊海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青年
聯會日前於海洋公園舉辦「愛家日愛地球
2019」活動，邀請近千名本港不同地區的
低收入、單親及少數族裔家庭的小朋友和
家長參與，讓大家與家人共度歡樂時刻，
氣氛溫馨和諧。
活動由保良局及新家園協會參與協
辦，香港海洋公園為支持機構。中聯辦
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海洋公園副主席
劉鳴煒等出席活動，香港青年聯會顧問
黃定光、龍子明、霍啟剛，首席參事郭
永亮，主席蔡德昇等陪同並一同為活動
主持啟動儀式。

蔡德昇盼增親子溝通
蔡德昇表示，今年是香港青年聯會第五
年舉辦愛家日活動，該會一直希望利用自
身資源，協助香港年輕人發展，推廣關愛
家庭亦是十分重要的。
他續說，「愛家日」不單是贊助基層青
少年和其家人免費在海洋公園遊玩，更重
要的是讓大家與家人一起度過愉快的一
天 ，希望大家藉是次活動，多與家人溝
通，讓香港社會更和諧。
劉鳴煒表示，海洋公園提供了很多不同

■「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江西行2019」授旗儀式，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

「紅色之旅江西行」授旗
■香港青年聯會「愛家日愛地球 2019」，嘉賓與參加家庭合影。
的設施及活動予香港市民及遊客，帶給大
家一個好玩、刺激的體驗。園內各項機動
遊戲、展品、演出都含有教育及保育元
素，希望大家能透過是次活動多吸收相關
資訊。

周沁冀享家庭樂
活動籌委會主席周沁表示，希望活動能
讓大家享受家庭樂，並感謝一眾參與籌辦
活動的義工及熱心人士。

大會率先安排一眾參加者觀看精彩演
出，並舉辦《繽紛 STEM 樂共融》講座，
教導大家如何透過輕鬆愉快的模式，學習
與 STEM 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從而促進
親子之間的共融關係。參加者隨後在園內
自由活動，小朋友更藉此於海洋公園內認
識各種動植物的生態和保育知識。參加者
表示很開心有這難得的機會與家人共遊海
洋公園，感謝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關
愛。

九龍婦聯邀基層睇《流浪地球》
溫暖家園。
她又指，今年是新
中國成立 70 周年，本
次活動放映電影《流
浪地球》，旨在讓更
多街坊通過直觀體驗
國家電影業日新月異
的發展，感受中國作
為大國雄厚的實力與
強烈的責任。
會上，現場觀眾都
對電影給予熱烈反
響，並表示可以看到 ■九龍婦聯主辦《流浪地球》電影專場活動，會方首長合影。
九龍婦女聯會會長鄭臻，副會長李蓮、
中國自己拍出如此精彩的科幻片十分驚
喜，相信中國影人在科幻片上會有更大進 古麗芳、陳皖蓉、馮美雲，副主席趙鳳儀
及劉佩玉出席活動。
步。

工總
「青年工業家」
暨
「傑出工業家」
獎接受提名

■工總宣佈2019年
「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及
「傑出工業家獎」
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香港工業
總會舉辦的2019 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暨 「傑出工業家獎」日前開始接受提名，
截止日期為 6 月 14 日。主辦方希望藉着兩

個獎項，以啟發更多青年人投身工業，推
動創新，延續本港工業的輝煌成就。
「香港青年工業家獎」暨「傑出工業
家獎」選舉旨在表揚成就超卓的工業家。
他們除了對工業及整體經濟有重大貢獻，
亦出任不少公職，為社會繁榮進步出謀獻
策。
今年評審委員會主席為行政會議成員周
松崗，成員包括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常任秘書長利敏貞、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史維、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德勤
會計師事務所華南區主管合夥人周志賢，
以及工總主席郭振華。

生產力局高層赴潮商介紹創科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紀念國際三八婦
女節，九龍婦女聯會主辦「相．信．愛」
情滿家園系列活動之《流浪地球》電影欣
賞會活動，於3月至4月期間，舉行4場電
影欣賞會，讓香港市民體驗國家電影業日
新月異的發展。
首場欣賞會已於 3 月份舉行，當日邀請
到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九龍婦
女聯會首席會長鄭明明，榮譽顧問徐玥，
名譽會長陳小玲、梁勝顏出席主禮。
該會主席蘇麗珍指，女性在承擔家庭責
任之外，也需要重視走入社會，在職場及
政治上發揮婦女的力量。該會在提升女性
地位、維護女性權益以鼓勵女性勇敢站起
來之外，亦會通過切實的關愛為女性建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為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香港國民教
育促進會等機構將於 4 月 15 日至 21 日期間
舉辦「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江西行
2019」，近 200 名本地中小學生將齊赴江
西進行考察交流活動，藉以認識祖國歷史
與發展。
大會日前在福建中學（小西灣）為活動
舉行授旗儀式暨簡介會。據介紹，今次活
動由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主辦，江西省委
統戰部、江西省文化和旅遊廳、共青團江
西省委、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合
辦，共有來自 34 所中小學校的 188 名學生
參與。
為期 7 天的行程中，主辦方將會帶領學
生到訪井岡山、南昌、廣昌及贛州等地，
並通過參觀烈士陵園、「八一起義紀念
館」、革命老區「紅軍群雕園」以及眾多
古蹟名勝，讓香港青少年能有機會親身體

會國家的歷史及發展足跡。

姜玉堆盼生考察有收穫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主席、活動團長姜
玉堆在授旗儀式上表示，該會每年舉辦
「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是希望為青少
年提供一個別開生面的國民教育平台。
他續說，十多年來，凡參與過活動的同
學們都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國情的認知、
國民身份的認同，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
他又提到，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所以今次旅程將會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武
裝革命的歷史，是別具特殊意義，期望同
學們都能從中有所收穫。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香港江西社
團（聯誼）總會主席王再興，香港國民教
育促進會秘書長姜盈盛，副秘書長莊樹
煌、陳勇、彭誠等出席儀式。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高層到訪香港潮州商會，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及總裁畢堅
文日前率領其團隊到訪香港潮州商
會 ， 就 香 港 政 府 BUD 專 項 基 金 —
BUD 東盟及內地計劃和 STEM 創科教
育等向會員作詳細介紹，受到商會首
長的熱情接待。

林宣亮：推港建國際創科中心

潮商會長林宣亮介紹商會情況及近
年對內地科研與教學的支持，他同時
感謝生產力促進局協助香港企業提升
生產力，推動本港工業在數碼時代升
級至智能製造，是香港工商企業值得
信賴的合作夥伴，並希望雙方在未來

能加強聯繫，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重
大機遇，推動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
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黎少斌、
總經理李寶雄和經理黃子齊等向會員
介紹該局的工作，包括「再工業
化」、「智慧製造」和「智慧城巿」3
個範疇。
另外，又詳細介紹有關申請「BUD
東盟及內地計劃」之申請資格、資助
範圍及注意事項，以及如何推動
STEM創科教育等。
商會副會長黃書銳、鄭敬凱，永遠
榮譽會長蔡衍濤、許學之等出席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