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締造有利環境 促進婦女福祉
麥美娟：善用「她力量」推動「她時代」聚巾幗力量建和諧社會

質疑建綜合大樓欠規劃 工聯倡先蒐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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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力量值得被看見。「她

時代 她力量」2022女性發展

論壇昨日在港舉行，有來自政商界、

民間團體的多位女性代表分享她們的

發展之路，鼓勵更多女性發掘自身力

量。根據主辦方在論壇上公布此前有

關基層婦女工作和家庭狀況的調研結

果，顯示受訪婦女在就業培訓及支

援、身心健康、家庭關係專業輔導等

方面都需要更多的服務和保障。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特區

政府會與婦女事務委員會合作，向社

會各界推廣性別主流化和性別意識，

並在多個範疇促進婦女權益和福祉，

包括為婦女締造有利環境、增強婦女

的能力和培訓，以及提供健康支援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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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前日聯同副局長梁宏正，青年發展委員會副
主席、立法會議員梁毓偉，以及相關政策局同部門的代表，透過線上形式舉行
專題持份者諮詢會。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在Facebook發帖表示，是次諮詢會分
為4個特定主題，包括「多元升學途徑、職專教育及生涯規劃」、「協助青年在
本地及大灣區不同行業和專業發展事業」、「青年創新創業」及「青年置業」，
與會者均踴躍發表意見。民青局表示，會將收集到嘅意見匯聚整合及仔
細考慮，並會於今年底完成及公布首個版本嘅《青年發展藍圖》。

青 年 意 見蒐

香港文匯報訊 運輸署早前擬於柴灣盛
泰道與常茂街交界興建聯用綜合大樓，以配
合部門搬遷位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的辦公
室，推展灣仔海旁三座政府大樓的計劃。相
關計劃內容主要包括：運輸署指定駕駛學校
暨考試中心、運輸署/路政署的辦公大樓、
公眾停車場。工聯會指出，在未有充分諮詢
及簡介下，居民對擬建大樓存有不少疑問，
質疑大樓的規劃有欠全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等昨日到城規會
請願，表示在審視有關計劃後，不少居民對
有關安排表示質疑。針對擬建的駕駛學校暨
考試中心，文件顯示其考試路線所途經的部
分地段，車流量均非常高且經常出現違泊車
輛，在創富道的油站附近，高峰時段路旁必
大排長龍，若加上學車和考車的出現，道路
暢達性定必受阻，故絕非駕駛學校暨考試中
心合適選址。
同時，有關擬建聯用綜合大樓的土地現用
作停泊旅遊巴、學校巴士及混凝土車。若一
旦收回，停泊在內的車輛在東區以至港島區
沒有可合法停泊的位置。部門沒有因應土地
發展另作使用的安排下，告知上址車輛如何
過渡實有欠妥善。工聯會認為，有關計劃在
使用土地上欠缺整體思維，對民生民情欠缺
回應。

憂區內旅巴校巴違泊加劇
郭偉强表示，居民對該計劃存有不少疑問
和顧慮，部門應針對地區舉行大型講解會，
在釋除疑慮的前提下廣納不同界別意見做好
規劃，在發展的同時一併改善地區環境。目
前，港島大型車輛的停泊位置稀缺，在珍貴
土地資源使用上應多加利用，不應因發展單
一項目後產生另一社區問題。
工聯會社區主任梁國鴻表示，無論是小西
灣、柴灣等多個地區，違泊問題嚴重，若現
時停泊在上述發展用地上的三十多輛大車，
於無處可棲的情況下，相信只會令違泊情況
加劇。
工聯會社區主任何毅淦表示，明白政府希
望可於港島設立駕駛學校暨考試中心；不
過，其選址應與周邊地區一併考量，以達至
共贏。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計劃在油
塘興建多一所普通
科門診，最快或於
2029 年完工。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鄧
家彪等昨日到政府
總部請願，要求有
關工程盡快展開，
又建議在觀塘秀茂
坪區興建多一所普
通科門診，及在九龍東覓地興建多一所
醫院，以滿足九龍東居民的需求。
工聯會指出，九龍東人口老化嚴重，

醫療需求殷切。根據2021年9月資料，
九龍東聯網有4個專科輪候時間之長繼
續「蟬聯榜首」，包括婦科、內科、兒
科及外科。不過，油塘擬新建的普通科
門診由於要綑綁公屋工程，最快要2029
年才完工。「參考聯合醫院擴建工程一
再延期，我們實在擔憂九龍東醫療服務
未能配合地區發展和人口需要。舉例，
未來安達臣道一帶的房屋項目雖然撥歸
西貢，但基於交通和地理，預計有關居
民也會集中使用觀塘區服務。因此，政

府必須要想方設法
提速增量。」
觀塘區議會副

主席呂東孩指出，
未來碧雲道、高超
道和油塘海旁持續
出現新增住屋項
目，將令原來已非
常緊絀的醫療服務
更形迫切，故普通
科門診應早於公屋

落成並啟用。
工聯會社區幹事黃啟燊申訴8萬油塘
居民欠門診之苦，指目前診所的選址地
勢較高，欠缺無障礙的暢通設施，未能
把人流引導至鯉魚門北邊的行人路。同
時，選址附近是油塘駕駛學院的其中一
條練習考試車路，容易出現道路風險，
政府須多加關注。
鄧家彪表示，政府必須重視九龍東的

醫療服務和資源，包括在觀塘秀茂坪區
興建多一所普通科門診，並參考中文大
學醫院的模式，在九龍東範圍（包括將
軍澳）覓地興建多一所醫院，讓九龍東
不同階層可以分流。

促秀茂坪增建普通科門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而舉行的「香港
珍藏大展」早前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
覽館舉行。入境處處長區嘉宏特意帶
領一眾青年受訓學員到場參觀展覽，
期望有助他們加深對不同時期瓷器風
格發展變化的認識，同時感受中華文
明探源的魅力和建立文化身份認同，
加深對祖國的認識，又勉勵青年學員
要薪火相傳，為中國文化傳承主動作
出更多貢獻，一同說好中國故事，說
好香港故事。

「香港珍藏大展」由香港中華文化
藝術推廣基金主辦、香港文聯協辦，
展出了超過200組件來自各朝代的瓷
器，以及近百件明代及清代傢具。
入境處表示，深信年輕人是祖國和
香港的未來，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
接班人，培訓新一代年輕人的國家意
識和民族認同感是入境處人員培訓和
青少年教育上的頭等大事，並務求做
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引領年輕
人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
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

區嘉宏勉青年一同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昨日舉行的「醫療創新及科技峰會」
上，香港中文大學展示了多項醫療科技轉化研究成果，包括與蘇黎世聯邦
理工學院合作，共同開發的磁力導航微創內窺鏡手術機械人。該機械人的
大小只有傳統內窺鏡的一半，可減低患者在過程中的不適，希望日後完成
臨床測試，於普通診所亦能擴展使用，讓腸道檢查更普及。
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的「醫療創新及科技峰

會」，吸引了全球10個國家及地區近500名研究人員、學者及醫療專才參
與，進行醫學科研知識及經驗交流。峰會上安排多場座談會，主題涵蓋醫
學轉化研究、知識產權和專利保護、癌症管理及挑戰、創新醫療保健及投
資機會，及中大和科技園公司在培育年輕人才上的資源和策略。
是次峰會又提供平台予初創企業、業內人士、投資者及從事醫療工作的

人，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大數據、醫療、創科及機械人技術等範疇進
行交流，並展出多項先進醫學科研產品及技術。
中大InnoHK研發實驗室之一的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在峰會上展

出了兩項手術機械人技術，包括磁力導航微創內窺鏡手術的機械人平台，
讓醫生透過無線方式，控制磁力內窺鏡和其他醫療設備進入病人身體。在
使用該新工具時無須麻醉病人，且可更深入人體器官，提升診斷和介入程
序的能力。

較傳統內窺鏡細一半 擬研小童可用
中心主任趙偉仁介紹，該磁導航內窺鏡直徑約4.3毫米，較傳統的內窺

鏡細一半，更可到達更深入的位置如小腸至十二指腸，可減低病人不適，
以鼓勵更多市民進行檢查，甚至未來考慮調節至小童亦能應用。
另一項展出的微納機械人同樣以磁力導航，可進入血管、腸道，無創地

治療血栓及傳送藥物，可望用在血栓治療，將對病人的損害和溶栓的副作
用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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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創新及科技峰會」於昨日舉行，共吸引全球10個國家及地區近
500 名研究人員、學者及醫療專才參與。 中大圖片

是次論壇由香港島婦女聯會主辦。該會主席
金鈴昨日致辭時表示，希望通過論壇對基

層婦女工作和家庭狀況進行調研，探討香港女
性發展之路，透過聽取和收集女性聲音訴求，
匯聚民意，向政府獻計獻策，為女性排憂解
難，增動力，謀發展。

女性盼在就業等需更多保障
她公布該會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在超過
300份問卷回覆中，多數女性希望香港盡快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在就業培訓及支援、社區
服務、身心健康、家庭關係專業輔導和勞工法
律方面需要更多的服務和保障。
麥美娟在主題演講中表示，「由治及興」同
樣適合形容香港的女性發展情況。香港回歸祖
國以來，婦女在香港的地位漸趨平等。目前，
特區政府透過不同政策措施，包括延長法定產

假及侍產假、改善幼兒服務及長者服務，以及
鼓勵僱主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等，締造有利
環境，促進婦女發展。而「資助婦女發展計
劃」每年撥款從2018/19年度加碼至400萬港
元，目標就是培養香港的「她力量」。她希望
未來有社會齊心合力，善用「她力量」去推動
「她時代」，凝聚並發揮巾幗力量，共同建立
一個和諧、多元、充滿機遇和發展的社會。

范徐麗泰：女性要團結支持特區政府
「有國才有家，有家才有我。」立法會前主席

范徐麗泰演講時表示，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女性
作為家庭內部的支柱，首先要做好身邊事，不怕
困難，盡心盡力去關心家人和社區。未來數年，
香港定會遇上很多挑戰，香港女性要發揮社會影
響力，一定要團結支持特區政府，並相信每一位
愛香港的人做好分內事、關愛身邊人，香港一定
會重新煥發東方之珠的光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分享了她多年在內

地助學扶貧的故事，鼓勵女性多做好事。她表
示，在社會發展中，許多女性在為家庭服務之
外，更有一顆為社會服務奉獻的心，她鼓勵女
性可以給人歡喜、信心、希望、方便，這樣就
能達成「五和」，即「自心和悅、家庭和順、
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香港旅行家、探險家李樂詩籲女性繼續支持

科研與環保事業，保護共同家園。資深演藝
人、心理輔導師胡美儀鼓勵女性善待自身，同
時發揮正能量造福家庭和社會，「在疫境和逆
境中，通過發展正向思維，沿路的風景會為我
們開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在「她時代她力量」2022女
性發展論壇的分享討論環節上，多位長期服務社區的社團領
袖，以及在香港且深入內地創業的女性企業家紛紛講述發展
心得。她們鼓勵女性參與社會服務和就業創業，在社會中發
揮女性力量，獲得在精神及經濟上的獨立。
香港島婦女聯會名譽顧問李清霞，副主席趙華娟、李莉、
陳美燕都是長期服務基層市民的女性代表，對民心民意有深
切體察。她們在分享時提到，疫情期間，眼見許多基層婦女
面對很大壓力，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的壓力都增加了，大家
也很重視這些婦女的身心健康，社團也為女性安排了不少活
動來紓緩壓力，用一個好心態來面對疫情。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時，也看到了女性的力量。各區的抗疫
義工隊中有不少基層婦女加入，無懼疫情積極做義工，幫助
他人溫暖社區，實在值得讚揚。
同場分享的還有香港島婦女聯會常務會長張馨玲、金華

琴，副主席吳丹，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樊維思，她們均在
香港創業，事業也涉及整個大中華地區。這數名女性創業家
來自金融、教育、餐飲、醫療等領域，她們用自身經歷告訴
更多女性發掘力量，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帶來的發展機
遇。
她們又建議女性創業者要學習適應不同環境，才能在面對

挑戰時懂得解決問題。

社團領袖勉女性服務社區就業創業

◆◆香港島婦女聯會香港島婦女聯會「「她時代她時代她力量她力量」」20222022女性發展女性發展
論壇昨日在港舉行論壇昨日在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入境處處長區嘉宏帶領青年受訓學員參觀「香港珍
藏大展」。 入境處供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等人昨日到城規會請願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等人昨日到城規會請願，，表表
達居民質疑政府興建柴灣聯用綜合大樓的規劃欠全面達居民質疑政府興建柴灣聯用綜合大樓的規劃欠全面。。

◆工聯會請願，促請政府盡快在秀茂坪區
興建多一所普通科門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