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弘揚客家自強精神、培育社會棟樑、香港客屬總會已連續七年推
出 「客家子弟獎學金計劃」 。本年度 「客家子弟獎學金頒獎典禮」 已於
日前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是次獎學金計劃由香港教育局、中
聯辦青年工作部和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擔任支持機構，並得到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捐助十萬港元支持。是次獎學金計劃，客屬
總會收到來自全港217所中小學的454位客家學子申請，屬歷年最多。
最終，經該會評審委員會公平公正評選，有75位小學生、75位中學生共
150位獲得獎學金。小學生每人獎學金3000港元，中學生每人5000港元。

▲華商協舉辦庭恩愛心分享晚會，賓主合照

樂善堂酒店式社會房屋項目 「樂屋」 投入服務
樂善堂酒店式社會房屋項目

「樂屋」9月1日正式投入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早前家訪
其中一位酒店受惠者唐生，並陪
同他到酒店B-Hotel視察單位。

唐生年屆60歲，原來與妻子
居住於大角嘴一個面積75呎劏房
單位，輪候公屋已接近5年。唐
生稱，這裏居住面租較原來劏房
大了接近一倍，租金連水電和
Wifi僅$4000，較劏房便宜了3成
多，酒店有床、床褥等基本傢具。酒店位置方便，附近有宋皇
臺站及土瓜灣站和巴士站，並有街市等，太太上班可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

劉愛詩總幹事表示，推出首個酒店式社會房屋項目，對賓館及
酒店業界及基層家庭可以是雙贏局面。項目一推出，反應熱烈,
161間房間，接到400多份申請。由於酒店房間不能煮食，已裝修酒
店一些空間作為共享廚房及活動間，讓居民煮食及活動，並會由轄
屬的膳食中心提供每餐$25的營養飯餐。樂善堂會定期為居民提供
多元化活動和支援服務，維繫鄰里關係。

國際華商協進會（華商協）日前假La Parole社企餐廳舉
辦庭恩愛心分享晚會，出席嘉賓有城市大學校長郭位，中聯
辦台務部副部長肖洪、處長賴飛福、副處長孫延博，港澳台
灣慈善基金會主席王茂林，愛心獎創辦人林潻茂主席夫人林
陳鳳招、女兒林斯宜等，以及會長羅台秦、顧問會長李嘉
音、陳趙滿菊等。受惠於庭恩兒童中心小朋友們的家長們，
與大家分享照顧者的心路歷程。庭恩合唱團小朋友們的現場
表演，引來陣陣掌聲，歡樂氣氛，鼓舞人心。

出席的還有該會常務副會長吳肖梅，永遠榮譽會長戴澤
良，副會長張伯煌、黃勵騰、蕭郁珮、曹陳金玲、周媛、李
偉庭及一眾理事。

華商協於2016年30周年會慶時創立華商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華商基金），旨在弘揚香港台商慈善精神，履行兩岸三
地社會責任。過去五年，華商基金就環保、醫療、教育三大
範疇數度捐款香港各大慈善機構。去年11月疫情嚴重期間，
對於2004年成立的第一間專注兒童語言治療的庭恩兒童
中心，華商基金更送上關懷，除了實地探訪，為小朋友送上口
罩、書籍等，更贊助現金為該中心失業家長們交付房租。

當晚，一群原本確診為自閉症或言語障礙的小朋友們組
成的庭恩合唱團為大家表演。他們大展歌喉，演唱了多首歌
曲，引來台下熱烈的掌聲。嘉賓們均表示，聽到家長們的真
情分享，及小朋友們悅耳的歌聲，心中滿是感動。

羅台秦表示，華商協組織首長探訪庭恩兒童中心，了解到
該中心創辦人黃何淑英及丈夫黃家寕，為紀念有語言障礙兒
子的逝世，弘揚大愛，成立庭恩兒童中心，為低收入家庭的
確診小朋友們提供語言治療服務，更為家長們提供心理及精
神健康輔導，甚至出錢照顧他們生活所需，是一個非常全面
的慈善機構。中心至今已經照顧了3800位小朋友及其家庭。

她說，基於黃氏伉儷長時間為庭恩兒童中心出錢、
出心、出力服務社區的深耕細作，華商協成功提名黃何淑英
當選為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第十六屆 「愛心獎」之得獎人，
可喜可賀。

華商協舉辦庭恩愛心分享晚會 客家子弟獎學金頒獎禮圓滿舉行客家子弟獎學金頒獎禮圓滿舉行

客家子弟獎學金頒獎禮於下午3點正式開始，
並有多位領導及地區首長出席，包括中聯辦青年工
作部部長張志華、港島工作部副部長王卉、大灣區
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行政總裁楊彬，及客屬總會
主席吳惠權、執行主席曾智明、常務副主席古爾夫
及簡松年等。

勉同學抓緊國家機遇成就自己
曾智明在致辭中指，在 「十四五」規劃下，國

家開展了各項協助青年的計劃和政策，尤其在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中更為年輕人提供了大量機遇。他指
出中國和平穩定且機遇處處，是最適合年輕人追逐
夢想之地，勉勵同學抓緊國家的發展機遇，成就自
己，並發揚客家人的傳統美德。

古爾夫在致辭中以國家先賢的事蹟為鑑，激勵
同學們要樹立志向、奮發圖強，並且多接觸社會，
自強成才為國家貢獻。最後，她勉勵同學傳承客家
精神，弘揚中華文化，為自己、為父母、為國家不
斷努力，體現人生價值。

有別以往，本次獎學金頒獎典禮亦為首屆成
立的 「客家少年合唱團」和 「客家少年功夫團」
進行了成立儀式，向首屆客家子弟成員頒授紀念
獎狀，並安排了首次登台演出，合唱出《隱形的
翅膀》樂曲和表演客家拳《少年中國說》。此外，
客屬總會透過本次獎學金計劃收集了多份由學生
書寫文章《我的理想》，以抒發學生們的志向
和理想，並由小學生代表陳培楷和鍾婉婷朗誦出
《我的理想》。隨後大會為150名得獎學生進行

了頒授獎學金及獎狀儀式，頒獎儀式後更加插了
特別環節，大會司儀宣告客屬總會會長曾自香在
觀看了客家子弟的優秀演出和表現後非常感動，
將額外資助香港客屬總會港幣20萬元用作推行青
年工作和服務。

其後大會安排了分享環節並由邀請嘉賓上台
即席分享，嘉賓包括客屬總會常務副主席簡松年
律師、清華大學畢業生並現職於中聯辦人事部的
利錦標和兩名上屆獎學金得獎者，現時分別就讀於
香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及法學系、與香港大學護理
學系的翁杰和郭寶言。四人分別就個人的理想志向
及大學生活分享了經驗和看法。最後四人亦分別為
在場的得獎學生進行勉勵為分享會作結，本屆頒獎
典禮亦告圓滿結束。

全球疫情反覆，不少基層家庭的學生在網上學
習時均遇到設備不足的問題。東華三院承蒙順豐速
運（香港）有限公司年初捐款114萬元推行 「順豐
香港抗疫資助計劃」，讓有需要的家庭於疫情期間
為孩子購置在家學習所需的電腦設備，解決學生們上
網學習的困難。有見需求殷切，順豐香港再次捐出款
項，以及夥拍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捐贈500套路由
器連數據卡，兩項捐贈合共總值200萬元。

順豐香港將旗下 「豐管家」的服務收益撥捐東
華三院，推行 「順豐香港抗疫資助計劃」。計劃自
2021年2月推出至今，兩期捐贈已向超過720戶低收
入家庭及學生提供逾300萬的經濟支援。

東華三院主席譚鎮國感謝順豐香港及中國移動
香港與本院攜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援助，以解
燃眉之急，共渡逆境。一位家長表示，獲得資助購
買手提電腦後，她的兒子十分開心，因為在視像教
學時，他能自信地回答老師的問題。在課堂後，他亦可以使用電子產品學習一些延伸
課程，鞏固課堂上學得的知識。

▲各嘉賓領導與台下一眾得獎者及參加者全場大合照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到樂
善堂酒店式社會房屋項目 「樂
屋」 之其中一位受惠者的劏房
探望

▲東華三院主席譚鎮國（左）
接受由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香港區總經理岑子良（中）
及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政企市
場執行總監蘭麗（右）的捐贈

東華三院X順豐香港慈善捐贈
支援基層學生網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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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花盃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鍾秉輝其地址為香港
銅鑼灣新寧道8號中國太平大廈2
期2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銅鑼灣新寧道8號中國太平大
廈2期2樓花盃日本料理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9月7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Hana Sakazuki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ng Ping Fai,
Paul of 2/F, China Taiping Tower, Phase II, 8
Sunning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ana Sakazuki Japanese Restaurant
situated at 2/F, China Taiping Tower, Phase
II, 8 Sunning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7-9-2021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東堤

現特通告：郭加發其地址為香港
西灣河鯉景灣太康街 55號地下
GA10A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西灣河鯉景灣太康街55號地
下GA10A舖東堤的酒牌續期。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
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9月7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Eastern Coas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wok Ka Fat of
Shop GA10A, G/F., 55 Tai Hong St., Lei
King Wan, Sai Wan Ho,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Eastern
Coast situated at Shop GA10A, G/F., 55 Tai
Hong St., Lei King Wan, Sai Wan Ho,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7-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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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加 2021 年度廈門轄區上市公司投資者

網上集體接待日活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為便於廣大投資者更深入全面地瞭解公司情況，促進公司與投資者互動交流，做好

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將 於2021年9

月7 日參加由廈門證監局指導，廈門上市公司協會聯合深圳市全景網絡有限公司聯合舉

辦的 「2021 年度廈門轄區上市公司投資者網上集體接待日活動」，現將有關事項公告

如下：

一、活動召開的時間、方式 召開時間：

2021 年 9 月 7 日（週二）15：00-17：00；

活動方式：本次活動將採用線上方式舉行，投資者可以通過 「全景網投資者關係互

動平台」（http://ir.p5w.net）參與本次互動交流。

二、參會人員：

出席本次投資者網上集體接待日活動的人員包括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蔡淵松先生、

財務負責人吳建華先生、董事會秘書孫美美女士、監事鄭彩雲女士。

歡迎廣大投資者積極參與。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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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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