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禮開始先由該局辛卯年主席龐盧淑燕致
交代辭。除了報告過去一年的工作成績外，她
還特別感謝顧問局、眾多政府官員、社會賢達
、公眾人士、各方善長以及所有員工的鼎力支
持，辛卯屆的總善款收入超過二億四千萬港元
，突破歷年紀錄，成績令人鼓舞。她亦深信，
壬辰年董事會在主席梁寶珠的帶領下，將繼續
秉承保良局的宗旨造福社群，更創佳績。

主禮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頒發辛卯
年全年籌款成績優異獎，冠軍為龐董晶怡、亞
軍為羅梁芷珊、季軍為郭羅桂珍。保良局壬辰
年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梁寶珠，五位副主席
：鄭錦鐘、梁安琪、朱李月華、郭羅桂珍、陳

細潔；以及十四位總理：蔡李惠莉、林潞、馬
清楠、羅梁芷珊、何何超鳳、杜振源、陳正欣
、龐董晶怡、陳黎惠蓮、張智彥、吳帶基、紀
寬樂、黃偉傑及蕭燕珍。新董事會成員在曾德
成主持監誓下，正式宣誓就任。

梁寶珠在其就職演辭中簡介未來一年工作
計劃，並強調保良局服務踏入第一百三十四年
，新董事會將肩負起前賢的使命，努力發揚光
大，強化管理，與政府互相配合，竭誠為廣大
市民提供更多優質服務，共同建立和諧社會。

保良局壬辰年董事會就職
主席梁寶珠：肩負使命 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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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保良局辛卯及壬辰年
董事會交代就職禮，日前在該局禮頓
道總部莊啟程大廈梁王培芳堂舉行，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及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主禮，許多各界領袖
及知名人士出席，熱烈祝賀以主席梁
寶珠為首之新任董事會履新。

【本報訊】由王佩傑主任率領的黑
龍江省政協台港澳僑聯絡和外事委員會
代表團，蒞港拜訪香港潮州商會，團員
為副主任韓冰、辦公室主任孫平，佳木
斯市委常委及市政府常務副市長郝敬江
、市政協台港澳僑聯絡和外事委員會主
任張冰、市經濟合作促進局副局長李盛
華、市發改委副主任司亞娟，綏化市政
協副主席及民建綏化市委主委張曉順、
市政協民族宗教和台港澳僑聯絡委員會
主任劉艷春、市商務局副局長白海軍等。

陳幼南會長首先致辭，他對於能夠
在香港接待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客人
感到十分幸運。他稱，最近，黑龍江成
立了潮州商會，進一步拉近了潮州人對
這片北國富饒之地的關係。

王佩傑主任用三句話概括了這次香

港之行的感受：一，感謝。潮州商會首
長帶頭走進黑龍江，讓黑龍江商界與香
港商界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二，祝福。
她希望香港商界潮州商會帶動更多朋友
進入黑龍江。三，邀請。每年五月，黑
龍江都會在深圳舉辦招商會，她熱情邀
請潮州商會首長五月深圳再見。四，期
望。不論潮州商會還是其他香港朋友，
歡迎大家來黑龍江，他們會熱情接待，
誠意幫助。佳木斯市和綏化市的領導也
相繼介紹了這兩個最具發展潛力的北國
城市，令與會的商會首長甚感興趣，表
示會認真思考走進黑龍江的可能性。

參加接待的首長尚有：蔡衍濤、許
學之、劉宗明、胡楚南、邱子成、余潔
儂、陳森利、趙錦章、吳茂松、張詩培
，以及秘書長林楓林等。

潮州商會接待黑龍江嘉賓

【本報訊】由中國僑聯副主席、廣東省僑
聯主席王榮寶率領的廣東省歸國華僑聯合會代
表團，到訪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陳幼南主席，
名譽會長、中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親切接待了
嘉賓。代表團成員為廣東省僑聯副主席李崴、
區德強、華清文，副巡視員何宏興，秘書長曹
堪宏，常委兼青委常務副主任梁日輝，常委兼
香港青年會主席麥可君，聯絡部副部長林建光
，辦公室副主任陳農灝，青委副秘書長黃詩琳
，聯絡部科長陳智超、李慧，辦公室科長邵慧
等。

陳幼南會長致辭，歡迎廣東省僑聯客人。
他首先介紹了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指出它在凝
聚香港潮籍鄉親力量、表達香港潮人心聲、團
結香港各潮籍社團、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上，產
生了正面積極的作用。他說，廣東省不但是潮
籍鄉親的家鄉，兩地民眾交往也十分頻繁，這
些有利因素對於增強兩地的交流合作，意義重
大。

王榮寶主席高興地表示，香港潮屬社團總
會是香港潮籍鄉親的代表社團，她每次到香港
，與潮籍人士會面，不論領導者還是鄉親，都
感受到團結努力、奮鬥拚搏的精神，而眾事業

成功的潮籍人士，更令人感受到他們為事業付
出的精神和力量。她特別對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着力培養青年一代深表讚賞，認為這是香港以
及海外潮籍人士屢獲成功的原因。

參加接待的首長尚有：蔡衍濤、許學之、
余潔儂、胡楚南、歐陽成潮、李淑芝、黃皆春
、陳光明、李焯麟、邱子成、趙錦章、胡炎松
、林宣亮、張詩培，以及秘書長林楓林等。

粵僑聯嘉賓到訪潮屬總會

【本報訊】應陝西省人民政府邀
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
會長施榮懷四月二日率領一行十九人
代表團前赴陝西省作為期五日的訪問
，其間出席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商務部等九個部委，以及全國三十
一個省區市政府等共同主辦，假西安
市舉行的 「第十六屆東西部合作與投
資貿易洽談會」及於黃陵縣舉行的
「壬辰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

代表團抵達西安後，翌日上午前
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參觀。中午，
代表團出席銅川市招商引資項目推介
會，廠商會副會長楊志雄為台上嘉賓
之一。晚上，代表團前往大唐芙蓉園
參觀。

四月四日，代表團出席 「壬辰年
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由陝西省
省長趙正永恭讀祭文，並由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婁勤儉主持儀式。廠商
會會長施榮懷獲邀代表香港同胞獻上
花籃。出席的其他領導包括全國政協
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陳宗
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顧秀蓮，新黨主席郁慕明，陝西省委
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樂際，陝
西省政協主席馬中平，民政部部長李

立國，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
王正偉，以及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
任何亞非等。典禮完畢後，代表團出
席延安市黃陵縣人民政府的招待午宴
。晚上，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副會長
楊志雄、吳清煥，名譽會長曾金城及
部分團員出席陝西省委、省人民政府
招待的晚宴。

四月五日，代表團出席 「第十六
屆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開
幕儀式及參觀會場。隨後，代表團與陝
西省人大常務副主任羅振江會見，並
出席羅副主任備設的午宴，雙方就兩
地的發展及經貿情況互相交流。代表
團下午分別前往碑林及華清池參觀。

四月六日，廠商會副會長吳清煥
聯同部分團員與陝西省人民政府常務
副省長婁勤儉會面。代表團在參觀乾
陵及漢陽陵後返港，五天的訪問團圓
滿結束。

是次代表團副團長為廠商會副會
長楊志雄、吳清煥，以及名譽會長曾
金城；團員包括常務會董張胡詠琚，
會董雷振範、丘偉基，婦女委員會司
庫雷蔡菊芬、副司庫楊殷有娣，青年
委員會委員徐詠琳，會員及秘書處職
員等。

廠商會率團赴陝西訪問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中國海外集團
有限公司首次與以兒童共融為使命的慈善機構
——親切，合辦「友愛．無疆界」繪畫大賽，共
三百多份作品自四月十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於灣
仔集成中心展館展出。是次繪畫大賽收到超過
六千七百份作品，獲接近一百四十間小學、特
殊學校及單位踴躍參與，當中包括五所內地希
望小學及一所內地特殊學校。該活動的頒獎禮
亦已於日前假集成展館舉行，出席的嘉賓包括
中國海外集團財務總監吳建斌、助理總經理朱
毅堅、總經理辦公室總經理劉為民、財務資金
部副總經理林苑；以及親切總監湯崇敏，執委
會副主席丘璟珊，委員曹莉莉、石鈞年；香港
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徐國堅、委員潘儷文等。

比賽分初小組及高小組進行，舉辦單位希
望透過繪畫作為同學們共通語言，分享他們心
目中對友情及理想地球生活的看法。中海外財
務總監吳建斌表示，中海外作為一個大型企業
，在集團本身發展的同時，亦長期致力服務社
會，舉辦了許多公益慈善活動。集團於二○○
五年成立中國海外愛心基金會，並設立 「海無
涯、愛無疆」公益品牌，以綠色環保、教育發
展及慈善捐贈三個領域為工作重點。集團十分
支持親切對兒童共融的關注，今次比賽的參賽
者雖然年紀輕輕，但他們的作品卻充分反映出
童心畫出的友情，童夢畫出的大世界。

親切執行委員會委員曹莉莉表示： 「親切
一直堅守以平等參與和建立共融社會為願景，

並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為基礎，並以為
社會不同背景、能力的兒童都能生活和參與一
個接納及共融的社會作為服務願景。藝術創作
是無分地域、種族、能力或背景的，兒童可以
用畫筆表達心中所思所想，顯示出友愛是無疆
界的。」

親切：友愛是無疆界的
在眾多的得獎作品中，獲得最感動人心獎

的同學是來自內地特殊學校學生徐家輝。家輝
是一個因病而引致頭髮掉落的五年級生，一年
四季只能戴着帽子生活學習。他認為 「地球是
我們的家，我不希望地球有一天變成光禿禿的
樣子。」他的畫作《我的地球村》獲今次比賽
評審之一、本地著名漫畫家麥家碧評價， 「編
了辮子的長髮，感受到歌頌生命力的喜樂。」

而來自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二年級的
鍾杞廷為初小組冠軍得獎者，她以《愛心地球
》為題，運用豐富顏色，及生動的表達手法，
將心中所想投射於作品上，杞廷表示： 「我很
喜歡畫畫，今次好開心獲得比賽冠軍，我希望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可以有一顆愛心。」

以一幅名為《被污染的地球》而獲得最感
動人心獎的梁珀珩，心感身處的地球不停受到
工廠排出的廢氣等污染，就連住在遠處的北極
熊，亦因為沒有生存空間而只可靜靜地留在細
小的冰塊上，梁同學希望藉着自己的畫作，讓
更多人關注人類身存在地球上，應珍惜資源，
以免地球再被污染。

中海外與親切合辦繪畫大賽
收到六千多份作品 140間學校參與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全港尼
泊爾青少年跆拳道升級考試日前假元朗
區體育會綜合館隆重舉行，有逾二百位
學員參加該升級考試，百多位學員家長
到場打氣支持。當日有五位學員考獲黑
帶初段成績，由新界居民服務社社長陳
強、首席裁判 NJ Gurung 頒發黑帶。
考試共有二十多位黑帶教練監考，其中
有多位是二至四段的高手。學員中不乏
女學員，黑帶教練群中亦有六位為 「女
教頭」，可見跆拳道不但是青少年熱衷
的運動，亦深受尼泊爾少女喜愛。

擔任主禮嘉賓的包括，跆拳道總教
練及首席主考官、香港外籍跆拳道協會
主 席 、 英 國 NJ 跆 拳 道 學 院 主 席
Ngamar Jung Gurung，新界居民服
務社社長陳強，尼泊爾海外僑民協會會

長Yem Kumar Gurung。陳強致辭時
強調尼泊爾族裔亦是香港人，大家同是
好朋友。尼泊爾族裔一直以來為香港的
保安及基建方面作出許多貢獻。希望香
港政府投放更多的資源，關注少數族裔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讓他們更好地
融入香港社會，為和諧社會共同努力。

新界居民服務社社長陳強長期致力
本港社區和諧工作，十分關注尼泊爾青
少年健康成長，全力支持 「香港外籍跆
拳道協會」開辦少數族裔跆拳道訓練。
現今該會分別在港九新界均有尼泊爾跆
拳道分會，吸引了許多少數族裔青少年
參加該項健身強體的運動。為評估學員
進度，特每季舉辦一次全港尼泊爾青少
年跆拳道升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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