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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女企業家協會昨晚舉行第

二屆就職典禮暨周年晚宴，近200

名會員及各界好友出席共慶。創

會主席石蕙茵在會上表示，縱然

香港社會當前正面對嚴峻難關，

但香港的女性領袖不會因而氣

餒，反而會更加團結一致，並相

信香港明天會更好。

共 慶 新 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華人女企協新屆委員就職
梁唐青儀譚惠珠等主禮 200友好共慶

香港房地產代理業聯會日前舉辦歲晚聯歡晚會，超過
400名會員及同業聚首同慶。該會主席李景亮表示，未

來將領導會員同業，開拓大灣區和其他市場，為業界找尋更多新的商機。榮譽主席
郭德亮則期望業界能團結一致向政府要求減辣，幫助市民置業及協助行業度過困
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會長余敏
日前為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
校第三十九期啟動課程畢業典禮
主禮。該學校宗旨是為新來港學
童提供適切的啟動課程，在全人
發展上奠定良好基礎，順利銜接
主流學校及融入本港生活。
余敏以自身經歷勉勵新來港學

童投入新的學習生活，亦勉勵畢
業學生要樹立國家觀念、香港情
懷、國際視野，知恩感恩，成長
後在參與國家發展、推動香港發
展中貢獻自己一分力量，以報答
國家和社會。
該會青委會主席林天意表示，協助新來

港學童投入新的學習環境以及融入本港生
活，不單是學童及他們的家長受惠，其實
更有助構建和諧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專業
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日前邀請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HashKey Dig-
ital Asset Group副總裁歐陽健男一同擔任
分享嘉賓，與該會會員介紹區塊鏈技術與
應用，70名會員及嘉賓出席。
林偉喬在活動中介紹區塊鏈技術的特
性，引用多個例子及試點項目，講解區塊
鏈技術應用於電子政府服務的潛在效益及
可行性，探討與政府現有系統的互通性。
此外，林偉喬更與該會會員探討區塊鏈技
術在其他領域的潛在應用。
歐陽健男表示，區塊鏈有去中心化、不
可隨意篡改、高效等特性，用途十分廣
泛，可用於資產交易、投資證券、電子商
務、檔案儲存等。其他國家如瑞士、日
本、新加坡等，均對虛擬貨幣採進取態
度，監管制度相對成熟。香港目前傳統金
融機構亦開始發展此技術，未來前景可謂

一片明朗。
專資會常務副會長黃偉雄認為，未來的

科技發展定能為香港創出更多新思維，期
望政府提供更多資源，助業界進一步了解
並發展區塊鏈技術。
他續說，專資會將繼續凝聚社會精英，

發揮跨專業、跨行業的優勢，共同為香港
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最後答問環節，該會會員踴躍發問，與

嘉賓就如何推動業界應用、虛擬銀行與虛
擬貨幣的關係、區塊鏈在內地的應用情況
等作深入交流。

訪科學園交流創科發展
除此之外，專資會「專資青年追夢計
劃」超過50名學員及該會會員，日前參觀
香港科學園剛完成擴建的新翼大樓(SPX1)
及商湯科技位於園內的總部，當天邀請香
港科技園公司項目總監鄧柏齡、社區及設

施管理總監陳志豪及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
總監張陽一同擔任分享嘉賓，分享未來創
科及智慧城市的發展。
鄧柏齡及陳志豪介紹了科學園的設施及

發展理念，鼓勵年輕人加入創科行業，為
創科發展成本土多元經濟另一支柱出力；
張陽則講解了商湯科技的發展概況及人工
智能（AI）技術，讓學員們了解更多智慧
城市發展。
就讀香港浸會大學四年級的文曦浚學員

表示，參觀科學園及商湯科技總部均令他
大開眼界；而聽取嘉賓分享過後，他亦對
香港創科行業有更深入了解，期望日後同
樣能憑自己興趣，發展自己的事業。
專資會前任會長陳紹雄認為，是次參觀

讓學員深入了解現今香港的創科發展概
況、人工智能及智慧城市的發展等，有助
學員擴闊眼界及視野，冀望他們透過是次
活動，好好裝備自己並規劃未來。

專資會邀專家介紹區塊鏈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保良
局今年推出「保良局2020 VS 線上
挑戰」（VS-Virtual Sports）鼓勵大
眾將運動融入生活，參加者只需在
指定電子平台記錄日常走路或跑步
之運動里數，於3月15日前累積200
公里，便相當於「環繞香港」一圈
的距離，過程中每累積至指定的里
數，活動贊助商更會代表參加者送
贈各項服務支援予有需要的長者。
「保良局2020 VS 線上挑戰」的

參加者，可先於保良局電子運動平
台登記，使用運動手帶或手機應用
程式記錄日常累積的跑步或健步的
里數，並上載至平台。
參加者每累積一定運動里數，相

等於到達「虛擬」途經特定的香港
特色景點或保良局建築物，便能成
功「解鎖」活動贊助商的捐贈，自

動轉化成為長者「醫食住行」四方
面的幫助。
參加者亦可以透過個人專頁邀請

朋友打氣並捐款支持。參加者成功
於3月15日前完成累積200運動公里
挑戰，更可獲得紀念獎牌及活動紀
念品。參加辦法可瀏覽︰https://
vs2020.plk.org.hk/。

馬清楠盼活動帶出正能量
保良局主席馬清楠表示，運動於人

生每階段大有益處，運動過程中釋放
安多酚，除了有益身體，更對心智發
展有莫大好處。保良局注重運動風
氣，既在學校、服務單位推動不同運
動計劃，亦鼓勵員工參與行山、羽毛
球、拉筋班、太極班等活動，期望為
社會帶出快樂及正能量，達至
Healthy Body Health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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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國茶文
化國際交流協會（中茶協）日前舉辦「普
洱茶（醉春秋）品鑒會」，邀請來自社會
各界超過60名茶友共品名茶，並有專家到
場與大家即席分享有關普洱茶的知識。中
茶協會長楊孫西，執行會長張國良，副會
長兼雲南白藥天頤茶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黃
衛東，名譽會長莊哲猛，顧問白水清、胡
國祥等出席活動。楊孫西、白水清、黃衛
東一同擔任品鑒會講者。
據介紹，「醉春秋．和諧盛世」為一代
宗師白水清為中茶協慶祝建國70周年而精
心配製而成。此茶選用出自雲南傳統名優
產區的傳統曬青茶為原料，乾茶條索緊實
烏亮，細聞有陽光照射堅果的清香；且湯
色金黃明亮，初品略有苦澀，飲後即化成
甘甜，生津快速持久，茶湯水細糯滑，有
優雅的菌香、焦糖香和花木香混合在口腔
中，久久不散；其茶氣平和有力，飲後氣

象萬千，猶如體現了國
家艱苦奮鬥、先苦後
甜、豐富多彩的當代幸
福生活。
作為普洱茶專家的白

水清親身在品鑒會上向
大家講述「醉春秋．和
諧盛世」的配製過程，
並教授了大家挑選普洱
茶的技巧與心得，以及
詳細介紹了普洱茶的功
能、產地、儲存及泡茶
等相關知識，冀助各位茶友都能夠更好地
品嚐到普洱茶的真正韻味。
黃衛東代表雲南白藥天頤茶品有限公司

介紹「醉春秋．和諧盛世」的原料及製
作，讓大家進一步了解該茶的特色。
楊孫西分享指，他自幼經已在鄉下與長

輩學飲茶，來港更特別鍾愛普洱茶，不

過，隨着雲南等產地的熟茶價格上升，現
時已不能在茶樓喝到當年的品質。
若想品嚐高質普洱就要考慮通過拼配形

式，做出與原料相近的拼配茶，如「醉春
秋．和諧盛世」就是以還原宋聘配方製
作，在香港相當少有，誠意向各位茶友推
薦。

保良局陳維周夫人校啟動課畢業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博愛醫院
日前舉辦第四屆「博愛100周年青年音樂
會」，為「博愛青年音樂基金」籌募經費。

博愛醫院董事局
副主席簡陳擷霞表
示，青少年是社會
未來的棟樑，社會
應致力培育新一代
成為有視野、具創
意、勇於追尋夢想
的人。
她續說，博愛一

直關注青少年的發
展，過去舉辦「博
愛好聲音」比賽以
及成立「博愛青年

音樂基金」，目的就是讓熱愛音樂的青少
年，發揮才華，享有平等學習及發展潛能
的機會。

青年音樂會籌委會主席李柏成，感謝一
眾參與支持的人、贊助團體、各界友好和
表演歌手，令活動能夠順利舉行，並籌得
善款為有音樂天分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學
習的機會及權利，提升音樂造詣與表演技
巧，協助他們追尋夢想。
音樂會邀請了多位歌星演出，梁詠琪、

吳國敬&EddieKing Band、鄭俊弘、吳業
坤、菊梓喬、戴祖儀、天堂鳥擔任表演嘉
賓，為慈善獻唱，並聯同「博愛好聲音挑
戰賽」得獎者，一同發放音樂正能量，在
場觀眾掌聲不斷，讚賞不絕。
大會亦邀得懲教署助理署長（更生事

務）溫明淇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專業發展及培訓）容寶樹擔任主禮嘉
賓。

博愛青年樂會籌經費

中茶協邀茶友共品「醉春秋」

香港女童軍總會會長梁唐青儀，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特區

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等出席主禮。

石蕙茵盼續當「超連人」角色
石蕙茵在致辭時表示，華人女企業家協
會自2017年成立以來，一直以「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為發展方向，除了到
內地積極招募女企業家加入協會，亦曾多
次組織海內外考察團，冀能通過共同學
習，互補優勢，加強兩岸四地女企業家的
合作交流。

她又提到，雖然過去一年，連串的社會
運動令香港社會陷入動盪不安，不過，作
為香港的女性精英及領袖，是不會因而氣
餒，反而會更加團結。希望未來一年，香
港能繼續發揮所長，當好「超級連繫人」
以及亞洲金融中心的角色，朝着美好的發
展道路繼續前進。
陳百里則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受
到內外因素影響，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不過縱然情況嚴峻，但近期各項經濟數據
都顯示，大部分數字都是不跌反升，說明
香港的前景仍有曙光；但香港若要發展下
去將會面對很多挑戰，為此特區政府會在
3個方面採取相應措施。
他續說，首先是要讓香港止暴制亂，還

大家一個和諧安寧的社會環境，而要做到
這一點，特區政府將會打開對話平台，與

不同政治光譜人士進行溝通，從中找尋共
識及出路。
其次，受到過去一年的社會事件影響，

不少行業已感到明顯痛楚，特區政府為此
已先後推出多項政策，包括於下月公佈的
財政預算案，將有新一輪紓困措施，同時
亦會針對較受影響的行業及企業提供特別
援助。

陳百里：「帶路」助港出困局
他表示，特區政府將會帶領香港繼續開

拓新的市場，尤其是把握好眼前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的重大機會，未來亦會爭取
更多便利措施，幫助港人一同到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找尋發展出路；他
相信只要大家繼續努力，香港一定能走出
困局，重回正軌。 ■華人女企業家協會舉行第二屆就職典禮及周年晚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參加者的
運動里數可
轉 化 成 捐
助，讓長者
享用營養熱
餐，改善生
活。

■專資會邀請林偉喬及歐陽健男介紹區塊鏈技
術與應用。

■專資會前任會長陳紹雄(後排右七)與部分學員及協會會員和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
總監張陽(後排左七)於商湯科技位於科學園的總部合照。

■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第三十九期啟動課程畢
業典禮，賓主合影。

■中茶協舉行普洱茶品鑒會，邀請超過60名茶友一同品
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博愛醫院舉行百周年青年音樂會，為青年音樂基金籌募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