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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姜美珠：
致力發揮關愛慈善精神

譚姜美珠在就職禮致歡迎辭時表示
，街坊會乃一非牟利團體，自1971年成

立至今近46年，舉辦了不少聯誼康樂籌
款賑災等活動，皆十分成功，曾經為博
愛醫院博愛月成功籌款分別獲得冠亞季
軍，又為內地賑災也得到全港屋邨冠軍
等獎項。她續稱，街坊會察覺到美孚新
邨缺乏跌打醫療服務，有見及此，譚立
仁榮譽理事長冠名贊助在該會會所設立
「譚立仁伉儷健康中心」，並邀請到中

國國術總會龍啟明師傅主理骨科跌打，
幫助有需要屋邨居民。

譚姜美珠強調，街坊會改選成功後
將偕同首席會長藍國慶、榮譽理事長譚
立仁、副理事長司徒杰、陳李妮、李柏
成、陶開國、譚滙聞以及眾位會長、理
事、主任，定必努力不懈推廣會務，秉
承四大信條，即是敬老關懷、團結同心
、大公無私、任勞任怨，對慈善及社區

活動不遺餘力支持，充分發揮關愛慈善
的精神。

藍國慶：
冀望善德點燃每個角落

藍國慶致辭時高度稱讚街坊會對社
會作出的貢獻，尤其以長者為重點關注
的對象，並舉辦了各項關懷敬老活動，
送贈物資予有需要長者，又開辦不同類
型的社區活動，如長者歌唱才藝表演，
為他們提供展現音樂舞蹈造詣的平台，
並透過活動讓長者感受關懷與溫暖，以
及進一步凝聚社區。他強調 「千金難買
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並希望愛
護鄰舍、關愛社區的善德能夠點燃在世
上每個角落。

當晚並賀今年榮獲特區政府頒授勳
銜的該會首長，包括榮獲大紫荊勳賢的
會務顧問譚耀宗，銅紫荊星章的會務顧
問李慧琼，以及獲榮譽勳章的理事長譚
姜美珠。此外，亦向該會榮譽理事長譚
立仁頒發榮休金牌，以表謝意。晚宴上
，大會為一眾長者安排精彩表演節目，
並致送福袋，內有健康麵食等生活用品
，令街坊長者笑逐顏開。

1968年落成的美孚新邨為本港最早
的大型私人屋邨，譚立仁伉儷以美孚為
「家」，見證了美孚近半世紀的變遷。

譚姜美珠有感而發，她與夫婿譚立仁於
1971年聯同友人創辦美孚荔灣街坊會，
至今已近半世紀，眼見美孚街坊長者越
來越多，而很多長者都有腰腿痛等毛病
，經常聽到長者跟他們說行動不便，但
美孚又缺少跌打醫館。夫妻倆便想到可
否利用街坊會會所裝修一下，騰出地方
作一個健康中心，結果提議一呼百應，
「譚立仁伉儷健康中心」亦正式開幕投

入服務，造福有需要的坊眾。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組團訪京

美孚荔灣街坊會換屆暨 「譚立仁伉儷健康中心」 開幕啟用

譚姜美珠榮膺理事長 冀造福更多美孚坊眾
美孚荔灣街坊會 「第二十六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敬老聯歡晚會」 日前

假美孚金殿宴會廳舉行，譚姜美珠榮膺新一屆理事長，她陪同中聯辦九龍
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等
主禮嘉賓，聯同逾400美孚街坊聚首一堂，共同見證盛典，場面熱鬧。該
會榮譽理事長譚立仁為進一步服務區內長者，特別冠名贊助，於該會內設
立 「譚立仁伉儷健康中心」 ，並於同日早上邀請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食物安全專員譚麗芬，美孚荔灣街坊會首席會長藍國慶，博愛醫院主
席陳李妮等主持揭幕及剪綵，正式開幕啟用，冀能造福更多美孚坊眾。

▲美孚荔灣街坊會換屆，賓主合照

由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
陳守仁擔任團長、理事長蘇永安為
副團長、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唐怡源
為榮譽團長，今年11月28日至12月1
日率領該會訪問團一行三十多人赴
北京訪問。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汪
毅夫，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
志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

國統一促進會副會長萬鄂湘，中央統
戰部三局副局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副
秘書長仇昱，全國政協常委、海峽兩
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全國政協常
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劉凡先後
會見訪問團，指兩岸必須堅持 「一個
中國」原則，體現 「九二共識」，台
海才能穩定。而國家主權安全和重要
利益是大是大非問題，全國人大釋法

是依法履行職責也是憲法賦予的責任
。中央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 「港獨」
活動。他們同時肯定兩岸和平發展聯
合總會為促進內地經濟建設，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推動兩岸交流合作作出
的貢獻，希望和發會進一步利用香港
平台和優勢，為兩岸民眾交流引線架
橋，引領幫助青年實現夢想。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
軍表示，兩岸關係是一個國家的關係
，必須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體現
「九二共識」。兩岸從炮火相對的對

抗局面到有千萬人次來往互動的成果
來之不易，必須珍惜；希望大家多宣
傳並發揮優勢，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及青年、基層等方面的交流交往，鼓
勵台灣民眾到大陸多走多看多交流。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萬鄂湘認為，
國家主權、安全和重要利益是大是大
非問題，全國人大釋法是依法履行職
責也是憲法賦予的責任，充分表明中
央貫徹 「一國兩制」方計的堅定決心
和反對 「港獨」的堅定立場，展現了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
定意志，有利於香港正確實施 「一國
兩制」方針，有利於維護香港的法治
及長期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常委、海協會會長陳德
銘肯定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對兩岸
交流作出不懈努力。他表示，面對兩
岸目前形勢，台灣對內地貿易仍然增
加，反映了社會民意，同時應關注台
胞在內地的投資、工作和生活情況。
希望大家多做工作，協助青年增添對
國家、民族的認同感；鼓勵港台青年
到內地參觀訪問、升學就業，創業創
新。

訪京團團長陳守仁、榮譽團長唐
怡源、副團長蘇永安表示：和發會自
2008年成立以來，始終不渝地促進兩
岸交流交往，此次訪京拜訪中央有關
部門領導，更進一步明確遏制 「港獨
」、反對 「台獨」是重要使命，今後
將再接再厲，拓展會務，老中青攜手
，爭取為兩岸和平發展，為香港繁榮
穩定續作貢獻。

訪問團在京期間，還參觀了和發
會常務副理事長、兩岸青年創新中心
主任黃蘭茜任主席的僑福芳草地項目
。訪京團成員包括：團長陳守仁，榮
譽團長唐怡源，副團長蘇永安，榮譽
顧問林廣兆、孫必達、吳天賜、陳金
烈、張佐民、施純民，顧問魏敬東，
秘書長蕭聖立，副秘書長黃蘭茜等。

▲香港福建同鄉會接待林鴻部長一行，賓主合照

潮商青委辦午餐講座會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萬鄂湘與訪京團成員合照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婦女委員會離島一天暢遊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婦委會組織80多人參與 「暢遊離島一
天遊」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婦女委員會在陳永棋主席的帶領下，
在婦委會徐莉顧問、丘瑞真主任及一眾熱心執委的努力下，
一直致力於維繫粵籍鄉親鄉情友誼、促進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發展、以及提供一個友好互愛的交流平台。讓各個界別、各
個階層的姐妹們能夠在會務活動及日常生活中相互關照、團
結共融、分享愛好，讓生活增添一份美好，為香港奉獻一份
熱情。

日前，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婦委會組織80多人參與 「暢遊
離島一天遊」，讓各位兄弟姐妹能夠品嘗荔枝窩的客家風味
、鴨洲的獨特地貌、吉澳的漁鄉風情。當日，有幸得蘇傑開
副主席、蔡彪副主席、陳少洪常務副秘書長，楊國輝副秘書
長等領導的隨團指導，得到青年委員會、商務委員會、專業
人士委員會的鼎力支持，派代表參與，得到婦委會眾多委員
的積極參與，離島一天暢遊的旅程以歡聲開幕，以笑語結尾
，圓滿成功。

福建同鄉會接待林鴻一行

寧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林鴻一行，日前到訪香港福建
同鄉會，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會長陳聰聰偕一眾理監事在會所
熱情迎迓，賓主座談，暢敘鄉誼。

陳聰聰致辭時首先向林鴻部長一行到訪該會表示熱烈歡迎
，並向來賓介紹同鄉會發展史及近況。她表示，多年來該會高
舉愛國愛港愛鄉旗幟，廣泛團結會員鄉親，會務日隆，踴躍參
與香港社會事務，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剛剛過
去的反 「港獨」、撐釋法等活動中表現突出，獲得各界好評。

林鴻感謝福建同鄉會的熱情接待。他讚揚同鄉會人才濟濟
，為國家繁榮、香港安定及促進閩港交流作出積極貢獻。林鴻
續介紹寧德當前經濟發展近況，指寧德發展前景良好，商機無
限，歡迎旅港閩籍鄉親多到寧德考察調研，尋求商機，分享發
展新機遇。出席接待的該會首長還包括：該會副會長張上頂、
吳文典、施養善，秘書長姜玉堆、陳麗華等。 文／攝 馮玥

▲ 「譚立仁伉儷健康中心」 開幕啟用

仁濟醫院周浩源內視鏡中心開幕

▲（左起）醫院管理局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監董秀英醫生、仁濟醫院董事
局主席鄭承峰、主禮嘉賓食物及衛生局高永文局長、內視鏡中心捐建人
暨仁濟醫院顧問局羅嘉穗委員、荃灣民政事務葉錦菁專員及仁濟醫院董
事局嚴徐玉珊副主席一同主持揭幕儀式

圖／文 溫寶生

▲譚姜美珠強調致力發揮關愛慈善精神

潮州商會青委會日前於中華總
商會俱樂部舉行午餐會。中西區民
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應邀出席，潮
州商會青委會主任章曼琪主持會議
並作會務報告，一眾青委會參事、
委員齊聚。會上，該會參事胡炎松
及香港三大知名米商就 「何謂 『家
己 人 』 ？ 」 、 「稻 米 就 是 生 命
Rice is Life」為題發表演講，與委員
分享專業知識。

章曼琪與會詳細報告會務狀況，
她指，青委會將推薦副主任呂慶森、
龔雅璇分別加入 「潮屬青年發展基金
」小組及 「潮人成人禮－出花園」；
同時，報告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兼青委
榮譽參事胡劍江擔任國際潮青聯合會
第七屆會董會執行會長，章曼琪為秘
書長。

黃何詠詩感謝潮州商會青委會參
與贊助中西區區節，活動反映良好，
為區內市民提供精彩節日活動，團結
區內居民。區節將陸續推出各類活動
，預計將有數萬人參與，同時鼓勵商
家參與其中，推動中西區創意創業發
展，加強商品推廣效應。

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參事胡炎
松以 「何謂 『家己人』？」為題講
述潮汕文化，體現潮州人注重親緣
、團結友愛的精神。 「稻米就是生
命 Rice is Life」專題由鉅發源有限
公司執行董事、香港米行商會理事
長、香港潮州商會會董陳建年，金
源米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香港
潮州商會會董兼青年參事林世豪，
呂興合米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潮州商會青委副主任呂慶森共

同講解，講述稻米的種類、蒸煮方
法、保存技巧等知識。

當日出席者還包括：名譽參事林
宣亮、陳光明，參事馬清楠、陳蕙婷

、蔡少洲、林赤有、王林奕蘋、唐大
錦、吳茂松、張少鵬、高明東、陳德
寧、趙純銘、陳志強，副主任陳澤華
、林秀鳳、龔雅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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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日前於仁濟醫院B座二
樓舉行仁濟醫院周浩源內視鏡中心
開幕典禮，並邀得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醫生擔任主禮嘉賓，與捐
建人仁濟醫院顧問局委員羅嘉穗、
荃灣民政事務專員葉錦菁、醫院管
理局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監董秀英醫
生、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鄭承峰及
仁濟醫院董事局嚴徐玉珊副主席等
一同主持揭幕儀式。

承蒙仁濟醫院顧問局委員羅嘉穗
慷慨捐贈港幣一千八百萬元予仁濟醫
院添置一系列先進的內視鏡檢查及診
斷儀器，以配合政府撥款擴充本院內
視鏡中心之工程計劃。內視鏡中心經
重新規劃及裝修後，原有兩個內視鏡

房增添至四個內視鏡房，其中一個內
視鏡房更設置一部先進放射診斷儀器
。中心更設有專區清潔及高規格消毒
機器，提高感染控制及工作安全。擴
充及優化後的新內視鏡中心將為病人
提供更精準、安全及有成效的醫療服
務。內視鏡中心現命名為 「仁濟醫院
周浩源內視鏡中心」。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鄭承峰感謝
羅嘉穗的慷慨捐助，讓醫院原有的內
視鏡中心服務得以擴展，讓更多有需
要的病人受惠，實在是社會大眾之福
，並再次感謝羅顧問對社會大眾的關
愛及對仁濟的厚愛。儀式後，一眾嘉
賓一同參觀內視鏡中心最新的醫療設
備，以了解中心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