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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仁基金換屆 助青少年獲讚
梁振英仇鴻主禮 李文俊蟬聯主席 施榮忻連任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學
修） 百仁基金昨晚假香港洲際酒
店舉行第八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副主任
仇鴻應邀擔任主禮嘉賓。全國政
協委員、理文造紙主席李文俊蟬
聯主席，全國青聯副主席施榮忻
連任會長。典禮筵開逾三十席，
近四百名社會賢達、教育界人
士、學校師生聚首一堂，共同見
證，場面熱鬧。

梁振英在典禮上致辭，稱讚百仁基
金致力關注香港青少年發展，在

啟發及培育青少年工作方面作出成
效。

特首讚百仁以身作則助青年
他表示，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社會
前途與青年質素息息相關。青少年培育
工作是一項立體工程，需要父母、老
師、政府乃至全社會共同努力。
在這方面，百仁基金經常以身作則
拉近香港青少年尤其是基層青少年與
企業之間的聯繫，幫助他們了解香港
企業的運作，以及認識企業家的社會
功能。
梁振英又指，面對瞬息萬變及多元
化的社會，青少年對學校及家庭以外
的事物認識較少，因此想法較易存有
偏頗，他希望百仁基金日後繼續努力
從各方面做好青少年培育工作。

李文俊：續多元活動育青年
李文俊致辭，回顧百仁基金過去一

年展開的青少年工作，舉辦了多項促
進青少年發展的活動，除了深入校園
的「菁青相惜」分享會、協助青少年
規劃生涯的「百仁之友」行業探索、
全 民 康 樂 活 動 「beHero Run 2016」
外，亦有「beHero Forum─與司局長
對話」等，還有各類活動包括領袖訓
練營、暑期實習、內地考察、短片製
作比賽等。

逾3萬人參與 活動多元化
他指，多項活動總開支超過 600 萬，
參與者超過 3 萬人，全賴政府、各社
團、學校的合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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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李文俊表示，百仁基金
將進一步強化「菁青相惜」和「百仁
之友」活動，希望透過更多元化活動
啟發和培育青少年，讓他們在面對不
同社會議題時，能夠多角度思考，並
建立正確價值觀，成為社會未來的棟
樑。
典禮上嘉賓雲集，一眾主禮嘉賓尚
包括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署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中央
政策組顧問高靜芝，中聯辦青年工作
部部長陳林、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

青少年軍慶兩歲 擴團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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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論政 建言未來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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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青少年
軍總會早前舉行兩周年會慶，青少年軍總
司令、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中聯辦副
主任仇鴻，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委蔡永
中，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以及青少年軍會
長戴德豐、主席陳振彬、總監黃永光等共
同主禮，隊員與家屬及各界友好逾 600 人
出席。
據介紹，兩年來團員數目已增至約 500
人，在 5 間學校成立縱隊，早前獲政府批
出九龍灣空置校舍作為訓練及活動中心，
預計翻新工程需時一年，竣工後可提供歷
奇訓練等用途。

陳振彬：新訓練中心用途廣
陳振彬表示，總會成立兩年來，逐漸獲

中小學校長、教師及家長認同，但苦於欠
缺固定活動訓練場地，需租用場地辦活
動，幸得政府批地建訓練中心。他說，新
訓練中心可舉辦歷奇、烹飪等課程，也可
公開借給其他制服團體舉行活動。

「親生仔」茁壯成長 梁唐青儀感欣慰
慶典上，梁唐青儀為一眾新團員進行監
誓及佩戴臂章。她致辭指，青少年軍創會
宗旨是致力培訓青年實現自強、自律、自
信、承擔、領導、服務的精神，團員由最
初 80 人增至約 500 人，並於 5 間中小學成
立縱隊。
她形容青少年軍是「親生仔」：「兩年
前是呱呱落地的 BB，轉眼已是兩歲小朋
友，企得穩，仲識行識走」，她身為總司

令感到自豪和欣慰。她又預告，青少年軍
今年暑假將繼續參與「同心同根萬里
行」，目的地是黑龍江。
當日出席嘉賓尚有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青少年軍諮議會成員、前警務處處長李明
逵及鄧竟成、前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前警
務處副處長馮兆元等。
大會邀請香港首名世界冠軍、保齡球運
動員胡兆康，「十大傑出青年」鋼琴家黃
愛恩，11 項香港游泳紀錄保持者、香港
「女飛魚」施幸余，與在場 600 多位青少
年軍團員、學生、團員親友以及嘉賓分享
「追夢」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困難，令大家
深受啟迪。
大會並安排中小學生縱隊代表示範軍體
拳及軍鼓，氣氛熱烈。

青聯暑期實習惠350名港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青聯學
生交流網絡「『共創系列』暑期實習計劃
2017」簡介會昨日在香港大學舉行，據介
紹，今年實習計劃將為香港大學生提供350
個前往北京、上海、哈爾濱實習的名額，學
生可由即日起至 2 月 5 日登陸 https://www.
jotform.com/hkuyasen/sen2016-17_internship_application報名，成功入圍的學生將於
6月中旬出發，進行為期六星期的工作實習
體驗。

吳傑莊等介紹計劃內容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吳傑莊、常務副主席郭
永亮，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主席謝苡琳等
出席介紹活動詳情。吳傑莊感謝中聯辦青年
工作部以及一眾合辦機構、香港各大專院校
的鼎力支持，聯會自 2007 年開始，每年都

舉辦內地暑期實習團，
廣受學生歡迎，迄今已
為逾 2,300 名大學生提
供到內地不同城市的實
習機會。
吳續指，該會旨在為
香港青年大學生搭建交
流學習的平台，協助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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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職場實況、認識祖
國、拓展視野，為投身社會作準備。他透 總局、商業機構、政府機構進行參觀實習，
露，實習期間將於每個周末安排驚喜活動， 多角度認識不同城市的政治、經濟、民生等
讓學生了解職場實況外，同時認識新朋友。 方面的發展。
曾參與往屆實習團的學生於簡介會上分享
謝苡琳介紹道，該系列實習計劃將推出
「共創新世界」、「共創新里程」、「共創 心得，他們表示，實習團讓學生加深對內地
新天地」、「共創新未來」、「共創新視 就業市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認識，協
野」暑期實習團，到北京、上海、哈爾濱的 助學生訂立未來工作方向，更能學以致用，
中央企業、文博機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視 增強就業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 由香港青
年聯會與明匯智庫發起的「特首青年政綱系
列活動」，上周末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PM 特首」徵文活動頒獎典禮暨「特首青
年政綱講場」活動，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
部長楊成偉，明匯智庫主席兼活動籌委會主
席曾智明，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兼活動籌委會
主席吳傑莊，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等
出席。
在「特首青年政綱講場」座談會上，曾
智明、吳傑莊、劉鳴煒與青年代表對話，四
百多位青年暢所欲言，充分表達對未來特首
在青年政策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主辦機構計
劃將論壇內容匯成一份青年政策建議書，希
望未來特首能夠採用，為香港青年未來的成
長和發展，創造更為良好的環境。

曾智明冀為青年解難題
曾智明致辭時表示，香港青年聯會與明
匯智庫自去年 10 月起發起成立「特首青年
政綱系列活動」籌委會，通過舉辦包括
「PM 特首」徵文活動、青年民意調查及青
年問題的專題研究、青年政綱聚焦小組等一
系列活動，邀請全港青年團體和 16 歲至 35
歲的青年參與，收集香港各界青年對下屆特
首施政的期望和建議，讓青年以充分討論、
集思廣益的形式，形成給未來特首的青年政
策建議書，提交給特首候選人。
曾智明指，青年政策涉及到各方面的複

雜問題，有關的研究成果可能涵蓋面不夠廣
泛，但籌委會希望這是一個開始，其目的是
通過系列活動，呼籲社會共同來關心和研究
青年問題，希望未來特首在施政之中更加重
視年輕人的聲音，適應到年輕人的需求，為
年輕人解決難題，讓年輕人在社會上發揮更
大的作用。
劉鳴煒以青年政策為題發表演講。他表
示，未來對青年就業前景、體育、國家認
同、科技與社交媒體等方面向政府提交更多
意見，促使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對青年政策的
認同。

倡設青年發展局及基金
吳傑莊於座談會上透露，經過初步的研
究，建議書已經有一些具體的內容，包括建
議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統籌部
門──青年發展局，合併原本分散在不同政
府部門的青年工作，制定全面、系統、長遠
的青年政策，集中資源致力解決現時較為嚴
峻的青年問題，特別是青年創業發展及安居
及置業問題。
又建議政府適當運用財政儲備，設立
「全面發展創業基金」及「青年置業貸款基
金」，全面支持青年的發展以及協助青年置
業。與此同時，青年發展局亦要致力推廣及
鼓勵年輕人參加社區活動和內地及海外交流
團和實習計劃，拓闊眼界，為香港社會的永
續發展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