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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 簡介

仁愛堂為一歷史悠久之慈善福利機構，自30年代開始建立診所，贈醫

施藥，並展開救貧賑災的工作。為配合社會的發展及需要，於1977年

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以「匡老扶幼、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睦鄰」

為宗旨，為市民提供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康體、環保及社會企業等

服務，服務單位超過100個，遍佈屯門、元朗、天水圍、大埔、沙田、

荃灣、深水埗、葵青、將軍澳、黃大仙、觀塘、尖沙咀、銅鑼灣及東涌等

地區。

仁愛堂網址：www.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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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育
成就學生全人發展

為培育學童的全人發展，本堂推出「圓玄學院
呈獻：第二屆名師出高徒計劃」，為56位「高徒」
配對28位來自不同界別的精英「名師」，策勵
學生認清自我，努力向理想進發。本堂亦與
九龍香格里拉酒店合作，為屬下兩所中學提供
酒店行業培訓、工作坊及實習體驗，加強教學
與職場之間順利接軌。

為進一步推動青少年環保教育工作，本堂成功
舉辦「仁愛堂綠色絲路探索之旅」，帶領30名
高中生到訪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學習及探討
如何於經濟發展與大自然之間取得平衡，考察
大使更透過分享會及接受媒體訪問，成為推動
環保的一股新力量。

關懷病危
持續優化醫療服務

仁愛堂流動中醫醫療車致力服務醫療配套匱乏
的偏遠地區，讓當區長者亦能享用質優價廉
的中醫服務，服務人次超過150萬，本年度更
喜獲連卓鋒副主席及陳慧玲副主席捐贈兩部
醫療車，令車隊總數增加至23部，亦成為全港
服務人數最多、駐診地點最廣的流動中醫醫療車
隊伍，使更多長者受惠。

支援癌症患者方面，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
（治療癌症）成立10年，共資助超過4,200名

有經濟困難的癌症患者，購買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外
的自費治癌藥物，累積撥款金額逾港幣7,800
萬元。基金今年度更成功將服務拓展至東區
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資助範圍全面覆蓋香港、
九龍、新界區5所附設臨床腫瘤科的公立醫院，
令更多有需要的癌症患者得到援助。

去年，「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
基金」開展「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資助計劃」，
資助屯門、荃灣、黃大仙、將軍澳及沙田區
年屆6至8歲有需要的基層學童，及早接受專注力
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診斷服務，以「醫社教三方面
合一」，全方位改善病患兒童的學習情況、人際
及家庭關係，為他們以至整個家庭的未來帶來
希望。

為響應政府2014年推出的「長者牙科外展
服務計劃」，仁愛堂特別成立外展牙科服務隊伍，
致力為院舍長者提供基礎口腔檢查及洗牙
服務，今年度的服務人次達2萬，約佔全港
總服務量50%。而「仁愛堂史立德博士流動牙醫
醫療車」亦已於2016年9月投入服務，進一步
紓緩牙患長者舟車勞頓之苦。

回應本港老齡化趨勢，「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
中心」今年度推出全新的「『冰』糖護腦」計劃，
向區內長者宣揚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性，以減低
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另外，該中心今年度
向近1,000名長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包括免費
日間中心服務、協助患者改善情緒及溝通能力
的「腦力懷舊先導計劃」及支援照顧者的「加油
一老」計劃等。

仁愛堂自1977年成立以來，陪伴香港人共同經歷時代的變遷，40年來一直努力
不懈，無私地將關愛灌注香江。去年我有幸擔任主席一職，以「開拓進取 ‧靈活求變」
的精神，與仁愛堂團隊群策群力，開創並優化各項服務，讓溫暖的滔滔清泉，流遍
香港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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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甘露
關顧有需要家庭

仁愛堂於2013年開展的「陽光加油站」計劃，
至今已為310個單親家庭個案提供就業培訓、
學習支援、課餘託管等服務，更透過定期舉辦
活動，凝聚單親家庭，建立互助網絡。「愛笑
陽光社區計劃」之學習支援小組的服務人次則
達至6,662人次，為單親家庭兒童的學習帶來一線
曙光。而致力為受意外或天災人禍影響的家庭
提供即時經濟援助的「仁愛堂『仁間有愛』之
應急錢計劃」，累積已有超過100個家庭受惠，
撥款超過港幣200萬元，更透過計劃之合作伙伴
星島日報作出相關報導，以喚起大眾對有需要
家庭的關注。

積極創新
開拓多元籌募活動

籌募活動方面，本堂一直銳意創新，力求
突破傳統框架。今年成功舉辦別開生面的
「帝國金融集團呈獻：仁愛堂小跳豆慈善
Catwalk Show」，為「仁愛堂陽光加油站」籌款，
向單親家庭送上關愛。

以推廣廢物乾淨分類回收的「仁愛堂綠色聖誕
環保回收慈善賽」於聖誕前夕舉行，穿上
聖誕老人及馴鹿打扮的參賽隊伍，在中環遮打道
以超市購物車將最多的廢物分類回收，成為全城
焦點，同時為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籌得理想
善款。

全賴一眾董事局成員及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
仁愛堂得以再創善業佳績。邁向40週年，
我祝願新一屆董事局在李愛平主席的領導下，
持續優化各項社會服務，繼續以無限愛心，灌溉
植根40載的仁愛之樹，使其茁壯成長，惠澤
更多弱勢社群。

第三十七屆董事局
鄧錦雄主席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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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服務科
Education Services

Division

企業營運及發展科
Enterprise Operation & 
Development  Division

機構發展科
Corporate Development

Division

財務科
Finance Division

總監(企業營運及發展)
Controller (Enterprise 

Operation & Development)

Mok Wai Chi, Eileen
莫蔚姿

總監(教育服務)
Controller

(Education Services)

Wong May Yan, Gloria
王美恩

總監(機構發展)
Controller 

(Corporate Development)

Chong Wai Man, Raymond
莊偉文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Financial Controller & 
Company Secretary

Manager 
(Recreation & 
Sports Services)

經理(康體事務)

Ip Wai Lun,
Arun

葉偉倫

康體事務部
Recreation & 
Sports Services 
Department 

Business
Manager

營運經理

Ng Yu Chuen,
Asa

吳宇存

仁愛堂環保園
塑膠資源
再生中心
Yan Oi Tong
Ecopark Plastic
Resources
Recycling
CentreOperation 

Manager
(Social

Enterprises)

營運經理
(社會企業)

Chow Chi Kong,
David

周志剛

社會企業部
Social

Enterprises
Department

Manager 
(External Affairs)

經理(對外事務)

對外事務部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幼兒照顧
及學生支援
服務

Child Care
and Student
Support
Service

資優及
特殊教育
Gifted and 
Special
Education

幼兒園及
幼稚園

Kindergarten
&

Nursery

中小學教育
Secondary

&
Primary
Education

企業傳訊組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Section

籌募組
Fund Raising
Section

董事局秘書處
Board

Secretariat

經理
Manager

陳維達
Chan Wai Tat,

Ryan

Chan Kar Yin, Polly
陳嘉言

Acti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署任行政總裁

Chairperson, Vice-chairpersons, 
Directors

主席、副主席、總理

董事局
Board of Directors

諮議局
Advisory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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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Committee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Finance Committee
Fund Raising Committee
Medical Services Committee
Social Services Committee
Educ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Enterprise Operation & Development Committee
Working Committee on Long Term Development Project 

堂務行政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籌募委員會
醫療服務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
教育服務委員會
企業營運及發展管治委員會
長遠發展計劃工作委員會

管治及審核委員會 Corporate Governance & Audit Committee

社會服務科
Social Services Division

醫療服務科
Medical Services Division

人力資源、資訊及行政科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內部審計部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Au Wai Cheung, Cliff
區偉祥

總監(社會服務)
Controller (Social Services)

Leung Kit Fong, Connie
梁潔芳

總監(醫療服務)
Controller (Medical Services)

Cheung Ka Wai, Shirley
張嘉慧

總監 (人力資源、資訊及行政)
Controller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dministration)

Ho Kwai Yan, Jessie
何桂欣

內部審計經理
Internal Audit Manager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經理 (社會服務)

Lam Kwok Wai,
Laurence

林國偉

社區及
青少年服務部
Community
and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Department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經理 (社會服務)

Li Ying Yuk,
Nelson

李英旭

長者地區
及鄰舍中心部
District &

Neighbourhood
 Centres

for the Elderly
Department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經理 (社會服務)

Wong Sau Shan,
Susanna

黃秀珊

長期護理及
社區支援服務部
Long Term
Care &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Department Manager 

(Medical 
Services)

經理
(醫療服務)

醫療
服務部
Medical
Services

行政部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工程部
Engineering
Department

人力資源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資訊科技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中醫教研中心部
(屯門及東涌)
Chinese
Medicine
Centres for
Training &
Research
(Tuen Mun &
Tung Chung)

牙科服務部
Dental
Teams

綜合及
流動中醫
醫療車部
Integrated
and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醫療中心部
Medical
Centres

仁愛堂
歐雪明

腦伴同行中心
Yan Oi Tong
Clarea Au
El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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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議局
諮議局為本堂的諮詢層，主要就本堂的事務及發展方向提供意見予董事局。

主席　Chairperson
謝小華太平紳士
Miss TSE Siu Wa, Janice, JP

委員　Member
馮雅慧太平紳士
Ms FUNG Ngar Wai, Aubrey, JP

委員　Member
劉皇發GBM, GBS太平紳士
Dr The Hon. LAU Wong Fat, GBM, GBS, JP

委員　Member
田家炳博士BH, GBM
Dr TIN Ka Ping, BH, GBM

委員　Member
馬清偉先生
Mr MA Ching Wai

委員　Member
陳飛龍先生
Mr CHAN Fei Lung

委員　Member
周厚澄GBS, SBS太平紳士
Mr CHAU How Chen, GBS, SBS, JP

委員　Member
周錦祥先生BBS, MH
Mr CHOW Kam Cheung, BBS, MH

委員　Member
梁永祥SBS太平紳士
Mr LEUNG Wing Cheung, William,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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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Member
陳天生先生BH
Mr CHAN Tin Sang, Henry, BH

委員　Member
周曾鍔先生
Mr CHOU Cheng Ngok

委員　Member
黃樹先生BH
Mr WONG Shu, BH

委員　Member
簡松年BH, SBS太平紳士
Mr KAN Chung Nin, Tony, BH, SBS, JP

委員　Member
楊少偉BH, MH, OStJ太平紳士
Mr YEUNG Siu Wai, David, BH, MH, OStJ, JP

委員　Member
吳偉光先生BH
Mr NG Wai Kwong, BH

委員　Member
何君柱先生BH
Mr HO Kwan Chu, Casey, BH

委員　Member
毛志成先生BH
Mr MO Chi Sing, BH

委員　Member
黃旌先生BH
Mr WONG Sing,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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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Member
劉鐵成太平紳士
Mr LIU Tieh Ching, Brandon, JP

委員　Member
顏顏寶鈴BBS太平紳士
Mrs Pauline NGAN, BBS, JP

委員　Member
蕭楚基BBS, MH太平紳士
Mr C.K. SIU, Caecage,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鄧楊詠曼BBS, MH太平紳士
Mrs Sophia DAN,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林松錫博士MH
Dr LAM Chung Shek, MH

委員　Member
陳福榮先生MH
Mr CHAN Fook Wing, Rinco, MH

委員　Member
張崔賢愛女士BH
Mrs Augusta CHEUNG, BH

委員　Member
何君堯先生BH太平紳士
Mr HO Kwan Yiu, BH, JP

委員　Member
劉業強MH太平紳士
Mr LAU Ip Keung, Kenneth,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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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Member
黃達東先生MH太平紳士
Mr WONG Tat Tung, Dennis, MH, JP

委員　Member
吳明珍女士MH
Ms NG Ming Chun, Jenny, MH

委員　Member
陳鄭玉而博士MH
Dr CHAN CHENG Yuk Yee, Connie, MH

委員　Member
史顏景蓮女士MH
Mrs SHI NGAN King Lin, Kimmy, MH

委員　Member
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Dr CHAN Kwok Chiu,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莊舜而女士MH
Ms CHONG Sok Un, Shirley, MH

委員　Member
卓歐靜美女士MH
Mrs Corona CHEUK, MH

委員　Member
蔡黃玲玲女士MH
Mrs CHOI WONG Ling Ling, MH

委員　Member
龐維新先生MH
Mr W.S. PONG, Wilson, MH

委員　Member
任德章先生MH
Mr YAM Tak Cheung, MH

委員　Member
張心瑜小姐MH
Miss CHEUNG Sum Yu, Fiona, MH

委員　Member
史立德博士MH太平紳士
Dr SHI Lop Tak, Allen,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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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屆（丙申年）董事局台銜

董事局
組織架構方面，董事局為本堂的最高決策層，由一群熱心社會服務

的人士所組成，主要負責審議及制訂政策。根據堂章，董事局須

每年改選一次。第三十七屆董事局成員共29名，於2016年3月14日

經諮議局會議審查通過，並經周年會員大會批准，於同日之董事局

選舉會議選出主席及副主席。第三十七屆董事局成員於2016年4月

15日就職，任期至2017年3月31日。

主席　Chairperson
鄧錦雄博士MH
Dr TANG Kam Hung, MH

第四副主席
4th Vice Chairperson
羅台秦博士
Dr LO Tai Chin

第五副主席
5th Vice Chairperson
曹貴子醫生
Dr CHO Kwai Chee

第六副主席
6th Vice Chairperson
張敬慧小姐
Miss Annie CHEUNG

第一副主席
1st Vice Chairperson
李愛平小姐
Miss LEE Oi Ping, Christina

第二副主席
2nd Vice Chairperson
丘忠航先生
Mr YAU Chung Hong, Peter

第三副主席
3rd Vice Chairperson
連卓鋒先生
Mr LIN Cheuk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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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曲敏瑜小姐
Miss KUK Man Yu

總理　Director
劉海航先生
Mr Alejandro LIU

總理　Director
沈運龍博士
Dr SHUM Wan Lung, Aaron

第十副主席
10th Vice Chairperson
吳騰先生
Mr NG Tang, David

第十一副主席
11th Vice Chairperson
郭純恬先生
Mr Tim KWOK

第十二副主席
12th Vice Chairperson
陳達華先生
Mr CHAN Tat Wah, Terry

第七副主席
7th Vice Chairperson
楊素梅小姐
Miss YEUNG So Mui, Alice

第八副主席
8th Vice Chairperson
陳承邦先生
Mr CHAN Shing Bong

第九副主席
9th Vice Chairperson
陳慧玲小姐
Miss CHAN Wai Leng, He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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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譚振鳴先生
Mr TAM Chun Ming

總理　Director
洪光椅先生
Mr HUNG Kwong Yee

總理　Director
嚴浩全先生
Dato YEAM Kai Chuen

總理　Director
陳耀東先生
Mr CHAN Yiu Tung, Anthony

總理　Director
張鴻先生
Mr Ben CHEUNG

總理　Director
李星強先生
Mr Bruce LEE

總理　Director
蔡小勇先生
Mr TSOI Siu Yung, Daniel

總理　Director
劉臣峰先生
Mr Banky LAU

總理　Director
麥家榮先生
Mr MAK Ka Wing,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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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張梁絢霞女士
Mrs Edelweiss CHEUNG

總理　Director
陳鑑光博士
Dr CHAN Kam Kwong, Charles

總理　Director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總理　Director
潘俊彥先生
Mr POON Chun Yin,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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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屆（丙申年）名譽理事及當屆顧問

名譽理事
陳明耀副主席 賴楚惠副主席

王傲山總理 蘇楊潔玲總理

張嘉齊總理 何歐陽翠華總理

楊志雄總理MH 禤國全總理

岑濬總理 孫國華總理MH

顏明秀總理 李慧娜總理

虞琳琳總理 莫蔡倩文總理

蔡少森總理 李慧芬總理

楊凱山總理 陳華新總理

馮友維先生

當屆顧問
嚴玉麟副主席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賴楚惠副主席 （2015-2016年度）

譚握籌總理 （2000-01, 03-04及06-07年度）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年度）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年度）

袁譚玉琼總理 （2011-12及2013-14年度）

蔡陳淑儀總理 （2011-12及2013-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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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董事局以下共設有9個執行委員會，包括堂務行政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籌募委員會、醫療服務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教育服務委員會、企業營運及發展管治委員會、管治及審核委員會，以及長遠發展計劃工作
委員會。董事局轄下各功能委員會，定期與署任行政總裁暨各科及部門行政人員舉行會議，推動本堂各項事務
和制訂有關政策及發展方針。

2016年至2017年度各委員會之成員如下：

堂務行政委員會
主任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副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

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 連卓鋒副主席 羅台秦副主席

曹貴子副主席 張敬慧副主席 楊素梅副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郭純恬副主席 陳達華副主席 曲敏瑜總理

陳耀東總理 李星強總理 劉臣峰總理

陳鑑光總理 郭志成總理 馮友維先生
（屯門鄉事委員會代表）

顧問 史顏景蓮主席MH

財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羅台秦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丘忠航副主席 連卓鋒副主席

曹貴子副主席 張敬慧副主席 楊素梅副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郭純恬副主席

陳達華副主席 曲敏瑜總理 陳耀東總理

張鴻總理 李星強總理 劉臣峰總理

陳鑑光總理 郭志成總理

顧問 梁永祥先生S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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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慧玲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郭純恬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劉海航總理 沈運龍總理

張鴻總理 譚振鳴總理 嚴浩全總理

蔡小勇總理

顧問 卓歐靜美主席MH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連卓鋒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曹貴子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陳慧玲副主席 陳達華副主席

劉海航總理 沈運龍總理 張鴻總理

譚振鳴總理 嚴浩全總理 蔡小勇總理

張梁絢霞總理 劉庭亮先生MH 左偉國醫生SBS太平紳士

林志秀教授

顧問 史立德主席MH太平紳士 史顏景蓮主席MH

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敬慧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陳達華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劉海航總理 沈運龍總理

張鴻總理 譚振鳴總理 嚴浩全總理

蔡小勇總理 張梁絢霞總理 馮炳全博士

阮曾媛琪教授BBS太平紳士

顧問 周錦祥先生BBS, MH 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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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羅台秦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吳騰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陳慧玲副主席 郭純恬副主席

劉海航總理 沈運龍總理 張鴻總理

譚振鳴總理 嚴浩全總理 蔡小勇總理

潘俊彥總理 張梁絢霞總理 石秦家慧教授

陳鄭佩華教授 戴希立先生BBS太平紳士

顧問 周錦祥先生BBS, MH 黃旌主席BH 楊少偉主席BH, MH, OStJ
太平紳士

張心瑜主席MH

企業營運及發展管治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素梅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陳達華副主席 曲敏瑜總理

李星強總理 洪光椅總理 劉臣峰總理

麥家榮總理 陳鑑光總理 郭志成總理

王小偉先生

顧問 吳偉光主席BH 何君堯主席BH太平紳士

管治及審核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陳承邦副主席

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曹貴子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郭純恬副主席 曲敏瑜總理 李星強總理

洪光椅總理 劉臣峰總理 陳鑑光總理

郭志成總理

顧問 梁永祥先生S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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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發展計劃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副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

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 連卓鋒副主席 羅台秦副主席

曹貴子副主席 張敬慧副主席 楊素梅副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郭純恬副主席 陳達華副主席 陳耀東總理

顧問 馮雅慧太平紳士 劉皇發主席
GBM, GBS太平紳士

何君堯主席BH太平紳士

劉業強主席MH太平紳士 鄧楊詠曼主席
BBS, MH太平紳士

陳國超博士
BBS, MH太平紳士

史立德主席MH太平紳士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陳鄭玉而主席MH

史顏景蓮主席MH

校董會
本堂共有14個校董會，定期舉行會議，監察屬下學校各項事務，包括：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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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架構

董事局以下之最高負責人為署任行政總裁，署任行政總裁直接向董事局負責，專責執行及推動董事局的多項
決策，督導本堂各項服務及直接掌管堂內的財務及行政運作。

署任行政總裁專職管理本堂各項服務科、部門及單位；其直接管轄的科部包括：社會服務科、醫療服務科、
人力、資訊及行政科、財務科、企業營運及發展科、機構發展科及教育服務科，負責推動、協調、策劃及執行
本堂各項服務。

陳嘉言小姐 署任行政總裁

梁潔芳小姐 總監（醫療服務） 區偉祥先生 總監（社會服務）

莫蔚姿小姐 總監（教育服務） 張嘉慧小姐 總監（人力、資訊及行政）

莊偉文先生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王美恩小姐 總監（機構發展）

林國偉先生 經理（社會服務） 李英旭先生 經理（社會服務）

黃秀珊小姐 經理（社會服務） 何桂欣小姐 內部審計經理

周志剛先生 社會企業營運經理 葉偉倫先生 經理（康體事務）

陳維達先生 經理（秘書處） 吳宇存先生 營運經理

（由左至右） 前排：莫蔚姿小姐、梁潔芳小姐、陳嘉言小姐、區偉祥先生
 中排：莊偉文先生、張嘉慧小姐、王美恩小姐、陳維達先生
 後排： 何桂欣小姐、李英旭先生、林國偉先生、黃秀珊小姐、葉偉倫先生、吳宇存先生、

周志剛先生





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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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三十六屆（乙未年）/ 第三十七屆（丙申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晚宴

就職典禮上，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右）逐一頒發委任證書予鄧錦雄主席MH（左）及各董事局成員。

仁愛堂第三十七屆董事局宣誓就職，承諾履行推動仁愛堂善業的使命。

就職典禮於2016年4月15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
舉行，賀蒙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
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
紳士，以及在場超過300名嘉賓的見證下宣誓
就職，標誌著鄧錦雄主席MH及28名董事局成員
正式以「開拓進取‧靈活求變」的精神，積極發展

更多元化的貼心服務，讓仁愛光輝照遍香江。

同日晚上舉行的就職晚宴邀得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GBS太平紳士及鍾逸傑爵士GBM太平紳士擔任
主禮嘉賓，更得到多位官員親臨指導。本屆董事局
成員在冠蓋雲集的嘉賓祝賀下，莊嚴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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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錦雄主席MH（右六）率領董事局成員頒贈委任狀予一眾充滿善心的「仁愛大使」，包括C AllStar、Super Girls、
劉浩龍、許廷鏗、羅蘭、衛駿輝、李河璘及陳詩欣，合力為創造更多善業佳績而努力。

鄧錦雄主席MH（左）與李愛平副主席（右）為慈善大開
金口獻唱，博得全場熱烈掌聲。

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中）為就職晚宴擔任主禮
嘉賓，令活動生色不少。

「仁愛大使」C AllStar，為仁愛堂善業傾力演出。「仁愛大使」羅蘭（左）特意捐出別注版干邑作慈善
拍賣，為晚會籌得理想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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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董事局宴請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太平紳士及傳媒
暨全年大型籌款節目巡禮2016

主禮嘉賓時任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太平紳士（前排右七）、董事局成員、各大傳媒機構及合作伙伴代表聚首一堂，預祝本堂來年的最新
服務及各項籌款活動順利開展，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

董事局到訪仁愛堂總部
鄧錦雄主席MH帶領第三十七屆董事局成員

為讓傳媒友好了解本堂之最新服務及動向，本堂
於2016年6月1日舉行「仁愛堂董事局宴請政府新聞處
處長聶德權太平紳士及傳媒暨全年大型籌款節目

巡禮2016」，獲各大傳媒機構及合作伙伴代表出席
支持，場面熱鬧。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的老友記向董事局成員送上滿載祝福的手藝品。

於2016年4月28日參觀仁愛堂屯門總部，
視察各項醫療、教育、社會服務、康體服務、
社會企業及環保項目的業務，並與服務
使用者會面，聆聽他們的需要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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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政府部門及友好機構

鄧錦雄主席MH（前排右四）與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柏賢醫生太平紳士（前排右五）就本堂服務發展方向及政府醫療政策作深入討論。

鄧錦雄主席MH（前排左五）聯同董事局成員拜訪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前排中）、與局方及
社會福利署代表，就社會服務發展交換意見。

仁愛堂董事局成員先後拜訪醫院管理局、勞工及
福利局、懲教署、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中聯辦、

立法會及神慈秀明會，與各部門首長會面，就不同
民生議題及服務計劃作廣泛交流，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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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參觀懲教署勵敬懲教所，了解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的工業及職業訓練和更生工作。

董事局成員率領屬校校長及「仁愛堂綠色絲路探索之旅2016－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大使，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
（前排中）會面，受益匪淺。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前排右五）、常任秘書長（衞生）聶德權太平紳士（前排左四）及副局長陳肇始教授
太平紳士（前排右三）讚揚本堂醫療服務創新多元，貼近市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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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與中聯辦林武副主任（右十）會面，交流兩地善業發展，成果豐碩。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GBS太平紳士（前排中）讚揚仁愛堂不遺餘力服務香港市民。

董事局成員與友好機構神慈秀明會的教師會友聚首一堂，冀望來年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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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川團團員與四川省統戰部領導會晤，並齊集金牛賓館合照留念。

慈善萬里行－香港新界慈善機構聯合訪川團2016
本堂應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之邀，與圓玄學院、博愛
醫院、仁濟醫院、蓬瀛仙館、青松觀及寶蓮禪寺於
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參與「慈善萬里行－
香港新界慈善機構聯合訪川團2016」，並在榮譽
團長中聯辦林武副主任及榮譽顧問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劉林部長的帶領下，與四川省委常委會晤，參加
香港駐成都經貿辦講座，以及參觀北川縣殘疾人康復
中心、北川地震遺址、金沙遺址博物館及成都飛機
工業公司等，增進對內地社會福利政策及現況的
認識。

各善團首長代表致送合共港幣40萬元支票，支持
當地慈善機構綿陽市及梓潼縣殘疾人康復中心的
發展。

眾善團首長致送紀念品予四川省委常委、統戰部
崔保華部長(右六)，以答謝熱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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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惠州之旅
11月4日至6日到訪惠州，除遊覽當地名勝如
紅花湖公園、西湖、羅浮山沖墟觀外，更到訪
洪光椅總理及友好林長泉先生位於當地之廠房，
獲益良多。

惠州之旅行程豐富，出席的董事局成員樂在其中，氣氛熱鬧。

屯門龍舟競渡2016
經過一場龍爭虎鬥後，本堂龍舟隊在兩項賽事中
分別勇奪亞軍及季軍寶座，成績驕人。

仁愛堂董事局成員祝賀本堂龍舟隊取得驕人佳績。

本堂贊助的「屯門龍舟龍競渡」於2016年6月9日
假青山灣舉行，仁愛堂派隊參與「大龍邀請賽
仁愛堂盃」及「仁愛堂中龍無線港鐵友誼盃」賽事。

應洪光椅總理邀請，鄧錦雄主席MH率領張敬慧
副主席、曲敏瑜總理、張鴻總理伉儷、李星強
總理、譚振鳴總理伉儷、劉臣峰總理伉儷、麥家榮
總理伉儷、陳鑑光總理及張梁絢霞總理，於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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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董事局及歷屆總理聯誼會聯合春茗2017

現屆及歷屆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會及本堂友好共聚一堂，同賀新春。 

一年一度的聯合春茗活動於2017年2月21日舉行，
當日邀得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醫生SBS, OBE太平

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多位本堂友好亦到場支持，與現屆
及歷屆董事局成員及諮議局委會新春團拜，場面熱鬧。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陳肇始副局長（前排左六）讚揚仁愛堂董事局成員及友好致力回饋社會，建樹良多。

仁愛堂宴賀授勳晚宴
簡松年主席BH, SBS太平紳士、何君堯主席BH太平
紳士、陳國超委員BBS, MH太平紳士、史顏景蓮
主席MH、馬僑生總理MH、友好陳甘美華女士SBS
太平紳士等。

為祝賀仁愛堂歷屆董事局成員及友好人士獲頒授
勳銜，本堂於2016年10月18日晚上舉行「仁愛堂
第三十七屆董事局宴賀授勳晚宴」，由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主禮，表揚熱心公益
的社會賢達，包括本堂梁永祥委員S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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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盃2017
第19屆馬壇盛事「仁愛堂盃」於2017年2月11日
假沙田馬場圓滿舉行。適逢元宵節，大會特別以
「花語吉祥」為主題，當日出席嘉賓均穿上配合主題
的服飾，鮮豔奪目。

當日除了董事局成員及諮議局委員外，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及嘉賓友好亦紛紛
參與。大家聚首一堂，一邊共聚聯誼，一邊觀賞
精彩賽事。

鄧錦雄主席MH 頒贈「最佳造型獎」予劉海航總理（右圖中）及曹貴子副主席夫人（左圖中）。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第二排左六）及中聯辦張肖鷹副部長（第二排右四）與董事局成員一同舉杯祝酒。

鄧錦雄主席MH( 前排左六) 率領董事局成員頒贈
「仁愛堂盃」予勝出頭馬的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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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大型活動
仁愛堂每年均舉辦多項大型籌款活動，旨在為本堂轄下的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籌募善款，並銳意透過
不同宣傳渠道，提升機構知名度及形象，以吸引更多熱心善長慷慨解囊，支持本堂拓展及持續優化
服務，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得到適切貼心的關顧及支援。

去年仁愛堂首創的「超市購物車回收膠樽慈善賽」，
今年載譽歸來，於聖誕佳節前夕舉辦「仁愛堂綠色
聖誕環保回收慈善賽」，除宣揚環保訊息及推廣廢物
分類回收之外，更為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籌募
善款，支援缺乏照顧及經濟有困難的長者。

賽事當日氣氛熾熱，23隊分別由仁愛堂董事局
成員、諮議局委員、贊助機構、友好團體及學生
組成的隊伍全力以赴，以超市購物手推車作競賽，
務求以最快的速度將最多塑膠、金屬及廢紙收集及
分類到正確的回收桶內，以實際行動支持環保及
推廣廢物分類回收計劃。

主禮嘉賓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右五）聯同鄧錦雄主席MH（右六）及多位嘉賓為活動進行啟動儀式，將廢物分類放入
正確的回收桶，帶出廢物分類回收的環保訊息。

今年仁愛堂以「開拓進取‧靈活求變」為服務
方針，在籌募活動方面亦都致力創新，除了載譽
歸來、集籌款及環保教育於一身的「仁愛堂綠色
聖誕環保回收慈善賽」之外，今年更舉辦支援
單親家庭的「帝國金融集團呈獻：仁愛堂小跳豆

慈善Catwalk Show」，以及首次邀得人氣卡通
人物「癲噹」擔任活動大使的年度慈善步行日，今年
步行日更打破歷屆紀錄，吸引超過4,700名參加者。
承蒙各界鼎力支持，各個籌募活動成功為仁愛堂
籌得理想善款。

仁愛堂綠色聖誕環保回收慈善賽

日期及地點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

主禮嘉賓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

主任委員 陳承邦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丘忠航副主席、羅台秦副主席、蔡小勇總理、劉臣峰總理、郭志成總理

銀贊助 中國天元金融集團

貴賓隊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農本方、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維健牙科中心、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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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任委員陳承邦副主席（右）身體力行，落場參賽支持
環保。

以馴鹿及聖誕老人打扮的參賽者拼盡全力收集膠樽、金屬及廢紙，並以購物車運送到三色回收桶正確回收。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右六）聯同鄧錦雄主席MH
（右八）、董事局成員及多位嘉賓，一同於由膠樽製成的
環保聖誕樹前留影。

各參賽隊伍施展渾身解數，競逐多個獎項，度過一個愉快兼有意義的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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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金融集團呈獻：
仁愛堂小跳豆慈善Catwalk Show

主禮嘉賓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BBS太平紳士（後排右八）及鄧錦雄主席MH（後排右九）聯同一眾嘉賓與小跳豆們一同分享
得獎的喜悅。

日期及地點 2016年10月23日（星期日），奧海城

主禮嘉賓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BBS太平紳士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黃燕儀女士

冠名贊助 帝國金融集團

主任委員 楊素梅副主席、陳承邦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張鴻總理

副主任委員 連卓鋒副主席、譚振鳴總理、蔡小勇總理、郭志成總理

仁愛堂一直致力創新，今年成功舉辦一項別開生面
的籌款活動－「帝國金融集團呈獻：仁愛堂小跳豆
慈善Catwalk Show」，邀得12位4至10歲的小跳豆於
賽前接受專業模特兒訓練，並於比賽當日，以
自信貓步展示型格禮服、休閒便服以及親子合力

設計、以「陽光加油站」為主題的T恤，去競逐
「最佳小跳豆」、「最合拍親子組合」及「最具創意
設計大獎」等多個獎項。活動為「仁愛堂陽光加油站」
籌得超過港幣66萬元，為單親家庭送上關愛及全面
的支援服務。

一眾小跳豆細心聆聽Eddie哥哥的指導。 小跳豆經過特訓後自信十足，準備迎戰！
38



籌募及大型活動

39

參賽的親子組合各出其謀，場面溫馨，多位董事局成員及家屬積極參與，當中楊素梅副主席（左圖）更與女兒Melody大展母女默契，
贏得「最合拍親子組合」金獎。

藝人趙頌茹（右）與女兒上台示範親子catwalk，帶動全場氣氛。

啤梨葉文輝（中）與一眾小跳豆大合唱，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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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慈善步行日－與癲噹開心結伴行

除活動大使癲噹，藝人高海寧及麥皓兒亦到場支持健兒，
引來不少參賽者紛紛合照留念。

在主禮嘉賓李建日處長（前排右九）、鄧錦雄主席MH（前排右十）及董事局成員一聲鳴槍後，參加者隨即在大埔海濱長廊浩浩蕩蕩出發。

仁愛堂今年的慈善步行日邀得人氣卡通人物「癲噹」
擔任活動大使，藝人紅星高海寧及麥皓兒更親身
到場為健兒打氣。在各界善心人士的鼎力支持下，
活動吸引共4,700名市民參與，場面鼎盛，更成功
打破歷屆出席人數紀錄。

日期及地點 2016年11月13日（星期日），大埔海濱公園

主禮嘉賓 消防處李建日處長

主任委員 麥家榮總理

副主任委員 連卓鋒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吳騰副主席、陳耀東總理、洪光椅總理

貴賓隊 Latte、東保集團、LKKC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仁人跨步步出精彩隊伍、
富道金融、麥思家族、香港神慈秀明會、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參加者寓「行」善於樂，邁步於大埔海濱長廊，沿途
欣賞明媚風光的同時，成功為仁愛堂各項社會福利
服務籌得超過100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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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朝氣的718名香港神慈秀明會會友參與步行日，勇奪「最人多勢眾大獎」，實至名歸。

鄧錦雄主席MH身體力行，為參加者打氣。 為增加活動氣氛，大會特別設有「開心Check Point遊戲」及
「開心Share」攝影比賽，參加者全情投入，樂在其中。

主禮嘉賓消防處李建日處長（前排右六）聯同鄧錦雄主席MH（前排右五）、活動委員、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
嘉賓及活動大使「癲噹」，為活動主持開步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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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呈獻：
仁愛堂名人名曲慈善演唱會2016

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右十）聯同鄧錦雄主席MH（右九）、活動委員及贊助商，一同為晚會揭開序幕。

吳克儉局長（中）聯同一眾活動主任委員為晚會打頭陣，
率先獻唱金曲《前程錦繡》，博得全場熱烈掌聲。

藝人王敏德為活動獻唱多首英文金曲，掀起全晚高潮。

日期及地點 2016年9月8日（星期四），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

主禮嘉賓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

冠名贊助 現代教育

至尊贊助 本滙融資（香港）有限公司、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東保集團、Cartier、農本方

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曹貴子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陳達華副主席、陳鑑光總理

副主任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陳承邦副主席、郭純恬副主席、沈運龍總理、
洪光椅總理、蔡小勇總理、劉臣峰總理、麥家榮總理

金贊助 太陽國際集團

晚會為「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籌款，並以
「回到校園」為主題，讓嘉賓回到仁愛堂這個
校園，重拾學生時代的情懷，同時喚起支持仁愛堂
「興學育才」的宗旨。晚會節目內容豐富，由教育局

吳克儉局長聯同一眾活動主任委員，合唱經典金曲
《前程錦繡》，為晚會揭開序幕。多位嘉賓傾力
獻唱，活動最終籌得超過港幣390萬元善款，為不同
階層的學童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項目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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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嘉賓配合「回到校園」的晚會主題，於活動的場景佈置合照，一同回到仁愛堂這個校園。

全場嘉賓悉心打扮，最終由「聖保祿學校」（下圖）及「吃喝玩樂學院」隊伍（上圖）憑一身青春活力的校園服飾分別贏得男女子組
「最佳造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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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金融集團呈獻：
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

主禮嘉賓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中）聯同鄧錦雄主席MH（右七）及活動委員一同為晚會揭開序幕。

本年度的 《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除有
星級司儀叻哥陳百祥、陳貝兒及朱凱婷坐陣之外，
闊別熒幕已久的殿堂級歌手陳美齡及台灣歌后
潘秀瓊更特別回港，大展歌喉為晚會助慶。表演
嘉賓許志安、彭健新、林欣彤、鄭俊弘、何雁詩、
Super Girls等為晚會傾力獻唱。多位董事局成員
亦為善不甘後人，與一眾藝人大玩經典電視遊戲，
一同寓慈善於樂。

日期及地點 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無綫電視城

主禮嘉賓 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

冠名贊助 帝國金融集團

主任委員 鄧錦雄主席MH、連卓鋒副主席、羅台秦副主席、曹貴子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郭純恬副主席、沈運龍總理、陳耀東總理、潘俊彥總理

副主任委員 陳達華副主席、劉海航總理

節目中的服務個案分享細膩動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BBS太平紳士、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GBS太平紳士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更
應邀參與外景拍攝，向公眾介紹仁愛堂各項貼心到位
的服務，並呼籲各界踴躍捐輸，讓當晚熱線中心電話
響個不停，電話熱線捐款數字更是歷年之冠，最終為
仁愛堂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籌得超過港幣550萬元，
成績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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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伉儷連同一眾嘉賓出席酒會，祝願晚會圓滿舉行，善款數字再創高峰。

沈運龍總理（左三）與叻哥及彭健新以健力士全球最高價值
的鑽石結他及寶石結他，重新演繹金曲 《讓一切隨風》。

多位董事局成員聯同藝人大玩經典電視遊戲，寓行善於樂。

屢獲殊榮的新晉瑞士華裔青年鋼琴家王思韻先生
(Louis Schwizgebel)專誠返港為晚會表演鋼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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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周年慈善餐舞會2017

日期及地點 2017年1月5日（星期四），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

主禮嘉賓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

至尊贊助 農本方

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吳騰副主席、陳鑑光總理

副主任委員 曹貴子副主席、張鴻總理、洪光椅總理、麥家榮總理、潘俊彥總理、張梁絢霞總理

銀贊助 DR REBORN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左七）、鄧錦雄主席MH（左八）活動委員及嘉賓一同主持簡單而隆重的開幕
儀式，祝願仁愛堂於新一年繼往開來、與時並進，令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今年餐舞會以「紅寶閃亮‧仁間有愛」為主題，以慶祝
仁愛堂昂然邁向40周年禧慶，閃亮的紅寶石象徵
仁愛堂上下熾熱的善心，在一眾前賢的帶領下，創出
一個個善業高峰，並祝願仁愛堂於新一年繼續綻放
仁愛光芒，善業蒸蒸日上。

當晚多位政府官員及嘉賓友好紛紛到場支持，
並配合「紅寶石」的大會主題以盛裝赴會，令整個晚會
洋溢喜慶氣氛，活動最終為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
計劃籌得超過港幣150萬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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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名美術家張鴻遠先生畫作《春風送暖花更艷》最終由圓玄學院陳國超主席BBS, MH太平紳士（右）投得。

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及嘉賓友好聚首一堂，一同分享仁愛堂過去一年的豐碩成果。

丘忠航副主席（中）投得由太子珠寶鐘錶送出
的「萬希泉星恆系陀飛輪腕錶」。

由王政皓副主席送出的「1993年
渣釀白蘭地」最終由黃小姐（右）
投得。

楊素梅副主席（左）投得由香港
玉器商會羅志光會長（右）送出的
「和合二仙」玉佛。



籌募及大型活動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呈獻：
仁愛堂慈善高爾夫球賽2016

過百名充滿善心的高球好手雲集東莞長安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在比賽前合照留念。

仁愛堂慈善高爾夫球賽2016喜獲聯合地產（香港）
有限公司冠名贊助、東莞長安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贊助場地及協辦賽事，為「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
（治療癌症）」籌募善款，資助經濟有困難的癌症患者
購買治療標靶藥物。承蒙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鼎力

日期及地點 2016年11月25日（星期五），東莞長安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主禮嘉賓 任達華先生

冠名贊助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金贊助 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支持，由球技精湛的藝人紅星任達華擔任主禮
嘉賓，林漪娸、劉丹、鄧梓峰、林敏驄、華娃等
皆抽空出席，令活動生色不少，最終為「仁愛堂莊舜而
醫療基金（治療癌症）」籌得接近港幣90萬元善款，
為更多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帶來希望。

4848



籌募及大型活動

494949

主禮嘉賓任達華先生
全神貫注，一展精湛
球技。

球賽喜獲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成員鼎力支持，場面星光熠熠。

嘉賓柯清輝先生（左一）、兆進投資有限公司蔡金山主席（左二）、
鄧錦雄主席MH（中）、主禮嘉賓任達華先生（右二）、藝人鄧梓峰
先生（右一）為球賽主持開球禮。

藝人劉丹先生（右）頒發「男子最多小鳥獎」予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蔡金山主席（左）。

49

鄧錦雄主席MH（前排中）與一眾賽事得獎者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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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學院呈獻：
仁愛堂慶回歸廿周年《青蛇》慈善粵劇晚會

為推動中國傳統藝術粵劇的傳承，本堂與錦昇輝
粵劇團合辦慈善粵劇晚會，邀得衛駿輝、陳咏儀等
台柱傾力演出戲寶《青蛇》，更喜獲圓玄學院冠名
贊助，以及多位董事局成員踴躍捐輸，愛心贊助

日期及地點 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主禮嘉賓 安老事務委員會長者學苑發展基金主席梁智鴻醫生GBM, GBS, OBE太平紳士

冠名贊助 圓玄學院

主任委員 鄧錦雄主席MH

副主任委員 曲敏瑜總理、郭志成總理

愛心贊助 李愛平副主席、樹熊證券有限公司、寶源基業有限公司、康證有限公司、
張敬慧副主席、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綠廚房、中持基業控股有限公司、麥家榮律師行、
東保集團、茂昌眼鏡、顏顏寶鈴主席BBS太平紳士、梁崑璞總理（1998-2001年度）

超過200位長者免費入場觀賞，最終為「仁愛堂長者
愛心卡計劃」籌得超過港幣60萬元善款。是次活動更
有幸被列入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的慶典
活動之一，與廣大市民一同慶祝，感受喜慶的氣氛。

粵劇紅伶在台上施展渾身解數，台下觀眾拍案叫絕。

鄧錦雄主席MH（右六）與主禮嘉賓梁智鴻醫生GBM, GBS, OBE 太平紳士（右八）、六大台柱及董事局成員在台上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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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紅伶衛駿輝分飾花旦小生，演出精湛。

鄧錦雄主席MH（後排右五）率領董事局成員向演員獻花。

董事局成員與台柱合照。



籌募及大型活動

仁愛堂呈獻：麥兜．飯寶奇兵慈善首映

鄧錦雄主席MH（右二）聯同多名董事局成員
現身支持，寓行善於娛樂。

鄧錦雄主席MH（前排左五）聯同為電影配音的藝人吳君如小姐，與幾百位家長及兒童共享電影樂。

活動除招待基層家庭免費進場觀賞電影之外，更為
仁愛堂弱勢社群服務籌得超過港幣18萬元，支援

基層家庭的兒童，為他們提供多項學習支援及課餘
活動，讓基層兒童得以有更健康全面的身心發展。

日期及地點 2016年9月2日（星期五），又一城FESTIVAL GRAND CINEMA

主任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陳慧玲副主席

愛心贊助 李愛平副主席、張敬慧副主席、劉海航總理、洪光椅總理、蔡小勇總理、麥家榮總理、
陳鑑光總理、郭志成總理、李慧芬總理（2015-16年度）、蔡少森總理（2015-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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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籌募活動

鄧錦雄主席MH（右五）及蔡小勇總理（右四）落區支持慈善
獎券義賣的街坊義工。

● 本年度的「新界區賣旗日」於2016年5月7日
圓滿舉行，在超過3,400名義工的落力募捐下，
成功為仁愛堂長者及弱勢社群服務籌得超過
港幣100萬元善款。

張鴻總理（後排左三）及譚振鳴總理（後排左四）到旗站
為義工打氣加油。

仁愛堂舉辦答謝宴以感謝社會各界踴躍參與，並頒發「至尊
及鑽石大獎」予團體籌款最高的將軍澳仁愛堂慈善籌款
委員會。

● 本堂於中秋佳節前夕，舉行「仁愛堂中秋
月餅慈善義賣」，承蒙各界善長踴躍認購由香港
榮華餅家、美心集團及奇華餅家提供的「愛心價」
月餅，並認購「關懷長者中秋福袋」，轉贈
有需要的長者及基層家庭，讓他們於中秋佳節
感受到「仁間有愛」。活動最終為仁愛堂長者及
弱勢社群服務籌得超過港幣17萬元善款。

● 本年度的「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於
2016年9月21日至10月31日舉行，在超過
100個地區團體、議員辦事處及友好企業的
鼎力支持下，為仁愛堂籌得超過港幣180萬元
善款。

● 本堂於2017年1月13日舉行「仁愛堂籌款月暨
慈善獎券銷售答謝宴」，宴請所有支持活動的
地區團體、議員辦事處、善心企業及義工，
以答謝他們一直為仁愛堂付出的努力，當中
將軍澳仁愛堂慈善籌款委員會更籌得超過港幣
23萬元，成績驕人，並蟬聯本年度地區團體
籌款比賽的「至尊及鑽石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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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旨在資助清貧癌症患者購買自費治癌藥物的「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自2007年成立
至今，已累積撥款港幣7,800萬元，令4,200名基層癌症患者受惠。基金踏入10周年得以長足發展，
有賴善長支持令善款持續增加，使基金今年可以提供超過港幣1,200萬元支援癌症患者，比初期的
年度撥款額增長近7倍，標誌著基金過去10年致力令貧病者活出希望的服務理念深受各界認同。

■ 年度重要事項

首度拓展資助至港島區患者
基金本年度首次拓展資助至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港島東聯網），令港島區的癌症患者受惠，
連同原有的屯門醫院（新界西聯網）、聯合醫院
（九龍東聯網）、伊利沙伯醫院（九龍中聯網）及
瑪嘉烈醫院（九龍西聯網），本年度5間醫院的藥物
資助撥款額合共為港幣730萬元。

關顧癌症患者健康需要
基金今年度再次撥款港幣10萬元，支持屯門醫院
推展第二期「患者營養飲品資助計劃」，資助患者於
手術前後購買高效營養飲品，以增強體質，促進
復原。計劃更首次由頭頸癌及上消化道癌症患者，
擴展至肝膽癌症患者，預計有100名患者受惠。

癌症患者身體比常人更虛弱，易受感染，為提升
患者接受化療時的衞生安全，基金向屯門醫院日間
化療中心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日間病房，
合共捐贈港幣9.4萬元，購買4萬張坐椅枕紙供兩院
患者使用。

■ 展望
基金計劃下年度將資助延伸至威爾斯親王醫院
（新界東聯網）及瑪麗醫院（港島西聯網），屆時基金
的資助網絡，將會覆蓋全香港7間設有臨床腫瘤科的
公立醫院，惠及各區清貧癌症患者。

癌症患者獲基金資助購買尿道支架以紓緩病情。

基金慷慨捐贈2萬張坐椅
枕紙予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日間病房以提升患者
接受化療時的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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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旨在紓緩貧困癌患者的藥物經濟負擔，延長
存活率，10年來獲捐多筆大額善款，足證社會
各界認同本基金營辦宗旨：

 2009-2010年度獲高秉業先生捐贈港幣100萬元

 2012-2013年度獲已故范樹苟先生捐贈遺產
港幣100萬元

 2014-2015年度獲「信善恩惠慈善基金」捐款
港幣66萬元

 2016-2017年度再次獲得「信善恩惠慈善
基金」捐款港幣60萬元

回顧10年點滴

致力提高清貧癌症患者存活率的「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是全港現時唯一提供高額（上限港幣
8萬元）現金資助予患者購買治癌藥物的醫療基金。回顧過去10年，基金默默成就了兩項鮮為人知的美事：

1. 基金知悉部分癌症患者必須長期使用藥物以維持生命，過去10年，與藥廠合作，使超過200名有
此需要的受助人獲得長期藥物資助。重大善舉反映基金的服務宗旨，使貧困癌患者得以延長壽命，
擁抱希望。

2. 治癌藥物日新月異，但新藥物需要廣泛臨床數據，才得以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新藥物往往價錢昂貴
而令患者難以負擔，基金特別與藥廠合作，資助醫生推薦適合使用新藥的患者，令新藥療效數據得以
累積，更無形中擔當一道橋樑，加快推動醫管局把有療效的自費藥物納入藥物名冊，最終令全港癌症
患者受惠。

如善長有意捐助，支票抬頭請寫「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寄回本堂，
或致電捐款熱線2430 1915。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代表於2014-2015年度將港幣66萬元
捐贈予基金。

范女士（右四）及家人於2012-2013年度將港幣100萬元捐贈
予基金，並由基金董事暨命名人莊舜而主席MH（右五）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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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於2016-2017年度撥款逾港幣270萬元，幫助擴闊年輕一代視野，啟發他們發展多元潛能。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獲資助購置平板電腦。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學生獲資助參與
「香港青少年高爾夫球發展計劃」。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以資助多元化的優質項目，提升教育質素，策勵學生全人發展，拓展環球
視野，自信迎接挑戰，創建璀璨未來為宗旨，並且推行具前瞻性的教育計劃和研究，貫徹發展優質
教育為目標。

基金於2016-2017年度撥款逾港幣270萬元，除鼓勵
資助屬下中小學及幼稚園推行多個項目計劃外，
還推出以實證為本之校本「3C」幼兒課程（詳見P.66）
的量器－「兒童個體自主認知研究」、仁愛堂第二屆

「名師出高徒」計劃、「仁愛堂綠色絲路探索之旅
2016」及與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及屯門民政事務處
合辦「實踐成功路－學生工作實習計劃」等，期望
擴闊年輕一代的視野，協助他們發展多元潛能。



59

仁愛焦點

仁愛堂綠色絲路探索之旅2016－
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
過去7年，仁愛堂帶領逾百名高中生先後到訪全球極地，藉著讓青少年放眼世界，提高他們對大自然
的興趣，了解人類與大自然間的關係，從而培育肩負宣揚環保訊息使命的綠色新力軍。

「考察大使」密鑼緊鼓進行一連串訓練活動，為考察之旅做好準備，包括介紹考察主題及研究器材之課堂日、參觀香港中文大學太空
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學習衞星科技於環保上的應用，以及於東龍島進行野外訓練。活動有幸得到陳龍生教授、柳中暉博士及
林琿教授全力支持。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呈獻：仁愛堂綠色絲路
探索之旅2016」由仁愛堂、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及香港大學合辦，將極地教室擴展至全中國最大的
流動沙漠－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為高中生提供擴闊
環保視野的平台，更透過學術及生活體驗元素，鼓勵

莘莘學子從多角度學習，體驗極端環境。本屆活動
繼續得到社會各界鼎力支持，連續7年獲得仁愛堂
蔡黃玲玲教育基金的慷慨贊助，以及李樂詩博士MH
擔任活動榮譽顧問，並獲得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擔任
冠名贊助，全港學校皆踴躍參與。

30名「考察大使」完成精心策劃的培訓後，在主禮嘉賓環境保護署副署長郭黃穎琦女士（第三排左四）、冠名贊助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副會長兼總裁張夏令先生（第三排左三）、活動主任委員鄧錦雄主席MH（第三排左五），以及董事局成員的勉勵下，啟程前往新疆
進行環保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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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步行登上吐魯番火焰山，在炎熱乾燥的環境下進行地質
考察。

活動於2016年6月展開，由全港400多間中學脫穎
而出的80名「環保大使」在香港大學專業團隊的指導下，
進行了多次培訓，最終由專業評審嚴格挑選的30名
「考察大使」於2016年8月8至18日踏上綠色絲路。

冠名贊助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合辦機構 仁愛堂、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

支持機構 環境保護署、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活動策劃 邦盟滙駿技術顧問（資源）有限公司

金贊助 圓玄學院、家夢控股有限公司、東保集團

銀贊助 圓玄學院、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Compass College

裝備贊助 Eikowada

保險贊助 FWD富衛

鳴謝機構 寶礦力水特、SOYJOY、念慈菴

大使於瑪納斯湖抽取沉積物，回港後於香港大學實驗室
分析過去千年的古氣候。

大使於面積達324,000平方公里的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分組考察，更於沙漠露營和預備晚餐，體驗極地生活。

考察隊於新疆就不同議題進行考察，包括沙漠
氣候轉變及沙漠化、沙漠生態及保育、新疆地質、
水資源及農業灌溉對當地環境及居民的影響。
回港後，大使更進一步分析數據，向全港學校和
社區分享學習成果，肩負起推廣環保的重要任務。

Facebook專頁： yotgreensilk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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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透過善長捐款，為有生活困難的長者提供短期或過度性資助，以填補現時
社會服務未能照顧的地方，使他們有能力購買所需服務及物資，以改善生活質素，同時紓減家人和
照顧者所面對的壓力。

■ 展望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為本堂其中一個長期持續
穩定發展的服務基金，令真正有需要的長者得到
合適的資助，多年來廣獲善長及社區人士的信任和
支持。為迎接香港人口高齡化的挑戰，基金將繼續

因應社區需要，並配合政府居家安老政策，提供
適切撥款援助予未獲資助服務的弱勢長者，以達致
基金「仁助弱老，愛解厄困」的使命。

基金自2005年成立至今已邁向第13年，獲審批的
受惠個案接近6,400個，資助金額超過港幣710萬元。
過往多年，家居支援服務的資助申請持續上升並
長居首位，去年更首度超過整體資助額的9成。

此外，隨著社區對及早辨識及支援認知障礙症長者
的需求日增，「樂助弱老」基金去年亦再度增撥
資源，資助長者接受本堂醫療科的記憶診所服務，
希望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

家居支援

護送服務

物資贈送

特別活動

其他服務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個案審批款項分佈
（由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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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受惠人概況（截至2017年1月）
● 愛心卡支援的長者年齡較高，70歲或以下受惠人

佔13%，而71歲以上受惠人佔49%，81歲或
以上受惠人更佔38%。

● 93%受惠人患有長期病患並有特定醫療需要。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本堂於2011年7月正式成立「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旨在集結公眾捐款，為65歲或以上，居於屯門、
元朗、天水圍及大埔區合資格的獨居及隱蔽長者，提供生活支援，以達致實踐「社區照顧」的理念。

■ 年度重要事項
計劃持續以「全面照顧個案管理模式」為服務藍本，
提供以「居、養、依、樂、為、教」為重點的社區
照顧服務，全面照顧長者在生活上的不同需要。
在計劃推展期間，社工會因應個別受惠者的需要，

共同制定照顧計劃，長者可根據計劃自由選擇適合
自己的服務；社工亦可透過長者用卡情況，留意
長者在各方面需要上的變化，提高管理個案的效率。

● 金 卡 數字為58張（ 每年津助金額為港幣
12,000元），銀卡為139張（每年津助金額為
港幣6,000元），金銀卡總數為197張。

● 48%受惠人是獨居人士，7%是兩老獨居人士，
這兩類長者較需要愛心卡之支援服務。

受惠長者可使用愛心卡的金額，免費使用仁愛堂
轄下的醫療、膳食、家居照顧服務，以及參加各種
社交和康樂活動，以「錢跟人走」及長者擁有「選擇權」

的模式推行，藉以提升受惠長者的生活質素，加強
他們與社會的連繫。截至2017年1月，累積有546位
長者受惠。

本年度計劃更開展度身訂造的小組活動予愛心卡
長者，嘗試以「易徑玩樂」的手法，透過遊戲讓
長者獲得樂趣之餘，藉著互相交流為大腦提供
正向的刺激，提高他們的認知能力。計劃更透過

戶外旅行、運動練習等多元化活動，鼓勵長者走出
社區，促進彼此互相認識，開拓社交圈子甚至
互助網絡，帶動長者主動投入社區生活，進一步
營造「有情社區」。

透過桌上遊戲活動，長者們得以動動腦筋，同時促進彼此
的認識和溝通。

獲長者愛心卡計劃的資助，一眾老友記得以走出社區，
到訪挪亞方舟，生活變得多姿多采。

居 養 依 樂 為 教

  家居清潔、
維修及
環境改善

  醫療、膳食、
個人看顧及
健康用品
訂購服務

  起居照顧、
護送及
陪診服務

社交康樂和
健體活動

發揮長者能力，
建立互助
支援網絡

提供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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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個案 撥款金額
（港幣）

1 2016-04-02 搬運工人劉培寧（29歲），於運送飛機輪胎期間，慘遭爆破輪胎擊中胸部，
後腦著地重傷死亡，遺下妻子及7個月的兒子，無力殮葬。

$20,000

2 2016-04-07 冷氣技工黃東強(49歲），於荃灣如心海景酒店工作期間從4米高空墮地
身亡，遺下患病妻子及就讀樹仁大學的女兒，家庭陷入經濟困境。

$20,000

3 2016-05-16 雜工林波（31歲），於元朗一間廢置貨倉拆除舊電箱時觸電身亡，遺下妻子
及兩女，頓失經濟支柱。

$20,000

4 2016-05-19 果欄搬運工人朱勇明（76歲），於油麻地運送生果時慘遭私家車撞斃，
遺下妻子及一對求學中的子女，境況堪憐。

$20,000

5 2016-06-30 工人陳木完（49歲）於青葵公路車禍喪生，遺下任職文員妻子及兩名
女兒，其中幼女患有血癌，醫藥費高昂，家庭經濟負擔沉重。

$20,000

6 2016-10-15 修路工人譚權慰（42歲），於窩打老道天橋修路時，遭小巴撞斃，遺下
妻子及3名年屆3至13歲的兒子，徬徨無依。

$20,000

7 2016-10-16 私家車司機朱榮傑（38歲），於清水灣大坳門路交通意外中喪生，遺下
妻子及兩名幼子，前路茫茫。

$20,000

8 2016-11-07 青年陳永佳（23歲），於打籃球時不幸猝死。陳氏為家庭經濟支柱，父母
為聾啞人士，胞弟仍在求學階段，家人陷入經濟困境。

$20,000

9 2016-12-08 青年郭家浩（25歲），於駕電單車送外賣時遇車禍喪命，遺下患癌父親及
求學中的胞弟，境況淒涼。

$20,000

10 2016-12-13 少女劉若晴（18歲），於大埔大美督踏單車撞欄身亡，死者父親任兼職的
士司機，母任職老人院，兩人收入僅數千元，另有一子讀中學，更要為
殮葬費奔波。

$20,000

11 2017-03-14 工人張春華（58歲），在青山發電廠清理煤灰塔時，慘遭煤灰活埋，遺下
孤兒寡婦境況堪憐。

$20,000

12 2017-04-07 裝修工人呂新福（28歲），於林錦公路車禍中喪命。呂氏為家庭經濟
支柱，遺下單親母親極需援助。

$20,000

2016-2017年度累計資助個案金額 $240,000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災禍無情，仁間有愛。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於2009年成立，分為應急錢及支援服務兩部分。
應急錢計劃旨在為本港受意外或災禍影響的家庭提供即時的經濟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同時透過
計劃之合作夥伴星島日報作出相關報導，以喚起大眾對有需要家庭的關注。

計劃成立至今，已有近110個有需要的家庭受惠於
應急錢服務，累積撥款超過港幣200萬元。特此感謝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於2016年10月捐款港幣20萬元

支持計劃。支援服務方面，由計劃開展至今已服務
1,185個家庭，累積資助金額超過港幣400萬元
（詳見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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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
單親人士縱然生活困難，但若能得到外界的支援及協助，他們潛藏的能力便得以發展，重拾自信，
開展新生活。「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自2013年開展至今，致力為有需要之單親家庭提供經濟
援助，協助他們渡過難關，改善生活，同時亦開展各項服務，凝聚單親家庭，協助他們建立更持久
及鞏固的互助網絡，鼓勵他們為社區作出貢獻。

透過彩虹傘活動，參與的學童得以學習互相合作的重要性。

參加者於暑假到田園體驗耕種的苦與樂。

■ 年度重要事項
透過商界捐款而成功獲得「攜手扶弱基金」的配對
款項合共港幣400萬元，於2015年7月起正式開展
為期三年半的「愛笑陽光社區計劃」，主要為單親
家庭學童提供功課輔導、舉辦興趣及技能學習
小組、家庭活動及協助單親家長建立支援網絡等
服務。

■ 展望
計劃期望繼續發展單親家庭的網絡，並透過各項
支援工作，提升其個人能力，鼓勵他們為同路人
甚至社區作出貢獻。

服務統計數字(4/2016-1/2017)

服務類別 服務人次

「陽光加油站計劃」－經濟援助 310個家庭

「愛笑陽光社區計劃」－學習
支援服務及多元化活動

6,66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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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計劃
2010年展開的「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計劃」，與香港理工大學成立「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
兒童發展中心」，推動大學教育科研，惠澤社群，意義重大。中心於2016-17年度推行「劍橋英語：基礎
考試第一級(Starters)幼兒培育計劃」，為本堂屬下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園內高潛質的幼兒，免費
提供具系統的培訓，成就英語良才。計劃透過全面提升學生英語聆聽、閱讀寫作及會話技巧，鼓勵
學童於年幼時開始學習英語，對語文考試培養積極的態度。

除了為學生提供免費的英語培訓課程外，亦會安排
模擬考試，讓學生預先了解考試模式、考試流程及
場地安排，以便他們順利完成由英國文化協會
舉辦之劍橋英語：基礎考試第一級(Starters)考試。
自2009年起推行至今，約430位幼高班學生受惠，
其中21位學生更考獲15盾滿分的佳績。

老師細心地向學生講解，讓她們更易理解簡單的書面英語。

成績卓越之學生獲頒發證書，以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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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證為本之校本「3C」幼兒課程
為延伸「3C」（溝通Communication、協作Collaboration及創意Creativity）計劃成效，從而提升仁愛堂
幼兒教育質素，教育服務科於2016-2017學年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並獲撥款港幣55萬元，推行
「以實證為本之校本『3C』幼兒課程」，提升幼教機構進行科研的能力。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紀錄觀察所得。

外出實地了解，有助學生對
學習內容有更深印象。

目前參與計劃的幼稚園和幼兒園已完成教師專業
培訓、計劃前測、觀課及檢討，並已開展豐富多彩
的主題課程，師生反應良好。計劃將會進行量化
研究，比對前後測結果以了解幼兒3C能力的發展。

本計劃將「3C」概念融入常規課程中，並為教師
提供專業培訓，同儕之間亦會互相觀課及檢討，從而
改善教師推行課程的能力，亦會進行「幼兒學習環境
評量表(ECERS-R)」的行動研究，以評量幼稚園的
教學環境及質素，了解計劃成效。此外，仁愛堂
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更撥款港幣40萬元推行「兒童個體
自主認知研究」，了解幼兒於協作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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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首創「醫社教合一」服務理念
關注特殊學童醫療需要　扶助健康成長擁抱希望
仁愛堂全新亮點項目「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正式開展，是本港唯一專項資助有
特殊醫療需要的基層學童及時獲診治的基金。仁愛堂首創360度「醫社教合一」理念，讓學童確診後
進一步得到家庭支援、行為治療及學校調適的全面幫助，讓貧弱兒童在各界關注及扶助下，健康
成長，創造美好人生。

■ 年度重要事項

輪候期間把握黃金治療時機
現時香港有多達5%的學童患上「專注力失調/過度
活躍症」，患者因腦部神經傳遞物質失調導致學習
困難。研究指出及早確診治療，多達7成的患者能在
學業、人際關係和情緒管理有明顯改善。可惜本港
資源匱乏，學童平均輪候最少18個月，才首次得到
政府相關的醫療服務及診治。

為免遲來的治療妨礙學童健康成長和發展，基金與
「精神健康基金會」合作，向屯門、荃灣、黃大仙及
將軍澳區領取綜援或書簿津貼的受惠學童，在輪候
政府服務期間，提供精神科專科診治，讓基層學童
把握最佳治療時機，本服務已令41個家庭受惠。

■ 展望
基金關注到治療「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藥物
價格高昂，基層家庭難以長期負擔，或會因未能
持續購買合適藥物而影響治療成效，因此正積極
籌備開展「藥物資助計劃」。基金將按香港基層學童的
健康需要，擴展其他資助項目，令貧弱兒童得以健康
成長，擁抱希望。

開展家長訓練　設網頁增公眾認識
基金得到善長支持，已向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
基金」申請配對45萬元，用以開展全新的「專注力失調/
過度活躍症兒童家長訓練及支援計劃」。基金亦設立
全新網頁，提升社會關注及認識特殊兒童及青少年的
醫療需要。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於2017年2月25日假黃大仙中心北館舉行開展典禮，並邀得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
太平紳士SBS, OBE（第三排右九）、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李德康太平紳士MH（第三排左五）及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江潤珊太平紳士
（第三排右八）擔任主禮嘉賓，與基金創會會長及主席暨命名人史顏景蓮女士MH（第三排左七）、基金創會會長及主席史立德太平
紳士MH（第三排左六）及一眾嘉賓見證基金得以順利開展。





社會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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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科

現時社會服務科有6個服務範疇，包括社區服務、青少年服務、長期護理服務、長者中心服務、
社區支援服務、培訓及就業支援服務，轄下有38個服務單位及7個服務計劃，為市民提供各項適切的
服務。

■ 展望
本堂社會服務科承接服務策略計劃，進一步深化
「安老社區照顧在社區」的理念與服務模式，推動本科
轄下各服務單位提供相應的支援服務，並加強協作，
相關服務亦已順利開展。社會服務科更成功獲社會
福利署的「攜手扶弱基金」資助，來年將全力推展

「雲端長者健康管理計劃」及「歷奇先鋒－長幼共融
計劃」，使長者居家養老的服務更多元化，同時積極
發展「共建綠色、有情及經濟自主社區」的配套
服務，建立創新的「長者社區照顧在社區」的模式，
讓長者得以在社區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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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位於屯門的「仁愛堂社區中心」及「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一直致力連繫不同社區人士，
匯集各方力量，成為地區溝通及互助的重要橋樑，同建共融社區。中心同時積極為弱勢社群提供
支援，並與政府部門、區內團體、福利機構及學校保持緊密聯繫，推動社區教育，透過關注及支援
弱勢社群的切身需要，持續為社區灌注更多關愛。

義工及村民合力安裝「儲電式太陽能街燈」，方便村民晚上出入。

■ 年度重點項目

推動社區互助

培育社區發展興趣
中心一直致力舉辦不同興趣小組，例如皮革手藝班
讓組員發展個人興趣及專長，與社區人士分享箇中
樂趣和心得，而香草田園組員亦於本堂屯門總部
大樓天台種植，實踐綠色生活之餘亦於不同社區
活動中推動環保教育。

提升社區經濟自主
為提升基層街坊的經濟自主能力，中心亦致力培育
及發展不同的自務小組，例如養生廚藝、環保手作
與個人自然護理產品製作。部份完成訓練的組員
更獲其他團體邀請擔任活動導師，備受讚賞。

關注區內偏遠村民
「街燈」是基本社區設施，但對屯門嚤囉山村的村民
而言，街燈並不是必然的事。周生生集團的義工與
村委會合作，於2016年11月在村內主要通道設立

10多支「儲電式太陽能街燈」，讓村民於晚上出入時
更安全及安心。

多個興趣小組於香港墟市節與大眾分享成果，並宣揚
綠色生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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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青年發展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工程開展典禮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於2017年3月
18日舉行工程開展典禮，當日主禮嘉賓包括屯門
區議會梁健文主席BBS, MH太平紳士、屯門區議會
副主席李洪森先生MH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專員
馮雅慧太平紳士。典禮除了有仁愛堂董事局成員
到場支持外，屯門區議會亦有10多位議員出席，加上
地區夥伴的支持，可謂星光熠熠，並由鄧錦雄主席MH
帶領進行儀式，宣布「夢工場」工程正式開展。

培育非華裔青年領袖
獲屯門區議會及屯門民政事務處資助，社區中心
今年開始培育非華裔青少年擔任小導師，讓他們
嘗試為青少年設計及籌辦不同活動，培養他們的領袖
才能的同時，亦加強他們與社區的連繫及歸屬感。

建設可持續發展綠色社區
綠色關愛社區教育
本年度中心繼續得到屯門區議會資助，與「屯門
區議會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轄下屯門環境
保護工作小組」合辦「綠色關愛運動2016」，透過舉辦
「最佳清潔員工選舉」、「綠色關愛機構委任」及「綠色
關愛社區教育」等活動鼓勵市民嘉許基層清潔員工，
以提倡關愛及尊重文化。

非華裔青少年將籌備不同活動，同時接受領袖訓練，以
一技之長回饋社會。

鄧錦雄主席MH帶領董事局成員及嘉賓進行儀式，宣佈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工程正式展開。

青年夢工場將為青年提供一個裝備自己，發揮所長的平台。

屯門民政事務處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右二）與鄧錦雄主席MH
（左一）進行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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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錦雄主席MH（左四）聯同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張永森先生MH太平紳士（中）一同主持動土儀式。

義工於嘉年華中向居民推廣環保廚房及保護水資源的訊息。「屯門永續遊」計劃致力為義工提供培訓，推廣綠色生態。

推廣區內綠色生態旅遊
中心亦與「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屯門
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合辦「屯門永續遊」計劃，優化
「永續無窮」手機應用程式，向全港市民推廣屯門區
12條特色路線，介紹有趣好玩的綠色生態旅遊點
及本區具有特色和環保訊息的商店，宣揚「惜食」、
「識買」的綠色生活。

■ 展望
中心將繼續積極推動社會服務科的策略發展
方向，汲取更多經驗，期望在未來日子繼續發揮
「有情社區」、「綠色社區」及「經濟自主」精神，帶動

協同效益，達至「共建公義關顧及可持續發展社區」
的終極目標。

鼓勵社區綠色生活
推動綠色生活由社區著手，中心分別與寶田與友愛邨
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合辦「減廢清水大行動」及
「綠活養生‧健康人生」計劃，透過主題攤位活動，
宣傳齊心創造綠活的居住環境。中心亦繼續以本堂
「綠色生活館」為平台，向區內人士及學生推廣天然
清潔、升級再造等環保知識，以提高社區人士的
環保意識及參與，一同打造有情的綠化社區。

推動文化、藝術、創意
位於美孚新邨葵涌路段天橋下的「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
美孚鄰舍活動中心」動土儀式已於2016年4月29日
順利舉行，預計於2017年12月投入服務。中心

擁有360平方米的室內空間，以及600平方米的戶外
用地，為當區市民提供文化、藝術、康體的創作
空間和表演平台，豐富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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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護理服務
本堂社會服務科設有1間護理安老院、1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4間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1隊改善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和1隊非資助家居支援服務隊，為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區長者提供完善的長期
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

■ 年度重要事項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自2007年轉型為持續照顧之護理院舍的田家炳
護理安老院，開展服務至今25年，一直致力照顧
中度缺損的體弱長者，透過「以人為本」的適切服務，
讓長者可以在身、心、社、靈各方面得到照顧，
在院舍安享晚年。本年度的重點服務包括：

● 積極聯繫區內服務單位，籌備各項戶外活動，
鼓勵院友積極參與，走出院舍，加強與社區的
連繫及歸屬感，共建有情社區。

● 加強對職員及義工的培訓，積極豐富各項活動
內容，除早前試行的「日間玩樂坊」外，現正
積極發展PID易徑玩樂小組（認知障礙症長者
遊戲介入模式），加強院友的自主性及成就感，
為院友的晚年添上色彩。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為配合政府「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
原則，中心一直致力為60歲或以上身體機能
屬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及認知障礙症長者於日間提供
照顧及支援服務，以改善或提升自我照顧能力，
令長者安享晚年的同時，亦減輕照顧者的沉重壓力。
本年度的重點服務包括：

● 本年度中心主力試行推展PID易徑玩樂服務，
除豐富職員帶領小組活動的知識及技巧外，
亦培訓護老者成為照顧資源，將活力注入復康
服務當中，加強長者的自主性及成就感，讓他們
更有尊嚴地在社區中安老。

● 中心持續提供優質及專業的社區全人照顧
服務，貫徹「以人為本」的方針，照顧中度至嚴重
程度缺損之長者，而暫託服務更能支援護老者，
紓緩他們的照顧壓力。

● 中心繼續與本堂社區中心的婦女組及「仁間
有愛」地區支援中心合作，建立友愛互助的
關係。

● 中心亦邀請照顧者出席活動，除加強他們的
參與，了解長者在中心活動的情況外，更邀請
部份照顧者成為義工和參與訓練工作坊，
讓照顧者了解在家中照顧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減慢入住安老院的過程，達致在家安老的目標。

長者首次參與「易徑玩樂」小組，熱情投入，展現其創意及
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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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及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正向社署申請基金進行裝修工程，進一步改善環境
及設施，提升服務水平，並會繼續設計及舉辦多元化
的優質活動，提升長者的自我形象及滿足感，並組織
長者焦點小組，加強義工參與，以增加長者與社區
之間的接觸。

照顧員上門為體弱長者進行復康訓練。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為配合體弱長者的需要，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特別
新增附設輪椅升降台的復康小巴，以接載體弱人士
外出及覆診，為他們帶來不少方便，並鼓勵長者
使用社區設施，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服務隊期望
未來能聯合老、中、青、幼不同年齡層的義工，
為居住於社區內之體弱長者建立關懷的支援網絡。

老友記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更在巡遊中作表演嘉賓，
與眾同樂。

本堂安排老友記外出參觀長者資源中心，並進行骨質密度
檢查及參加講座等，加強長者的健康意識。

中心鼓勵長者多參與不同活動，當中包括有利身心發展
的綠色工作坊，讓她們一手包辦種植及盆景設計。



社會服務

76

長者地區、鄰舍及活動中心服務
香港面對人口高齡化的挑戰，為滿足新一代長者的不同需求，本堂轄下各中心積極推陳出新，精益
求精。長者中心與時並進，除了在硬件設施進行現代化更新，更發展軟件服務專業化項目，同時為
長者營造友善的環境，鼓勵他們投入社區，活出豐盛晚年。

■ 年度重要項目

與時並進 優化中心環境
為滿足新一代長者的服務需求，政府自2012年起
分階段提升全港長者中心的內部環境及設施。去年度，
本堂再有兩間中心先後完成現代化主體工程，
包括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及吳金玉紀念長者
鄰舍中心。按此進度，本堂各間長者中心的工程
項目，預期將於2018年全部完成。上述各項目合計
可以獲得獎劵基金撥款接近港幣2,800萬元進行
工程，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同步資助超過
港幣300萬元，以進行智安健計劃，改善各中心的
服務設備，為更多長者提供優質服務。

突破跨代界限 推動長幼共融
本堂屬下8間長者及青少年服務中心，過去一年聯合
舉辦了不同的長青歷奇活動，包括室內運動攀登
體驗、郊野遠足、野外露營及室內射擊遊戲等。具經驗
及持歷奇證書的同工因應參加者的能力及喜好，
精心設計多元化的活動環節，令他們在人生中獲得
新的體驗，打破跨代界限，促進不同年齡層的溝通，
推廣長幼共融精神。

由李國賢基金贊助的「先知先覺認知障礙症預防計劃」中，
健體操導師教導學員練習舒展動作，讓學員可於日常生活
中操練，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

長者及青少年突破長幼界限，一同於大潭童軍中心進行
野外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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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老人 締造長者友善社區
特區政府2016年的施政報告，加強資源以推廣長者
友善社區工作。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全球老年友好
城市建設」的框架，建議「長者友善社區」的
方向指標有8方面，包括室外空間和建築、交通、
住所、社會參與、尊重和社會包容、社區參與和就業、
信息交流，以及社區支持與健康服務等。本堂的
長者中心去年度獲得安老事務委員會、屯門和沙田
區議會，以及屯門、元朗及沙田區的社會福利署
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等支持，先後舉辦了多項
長者友善社區推廣計劃，成效理想。

醫社合作 關注長者健康管理
在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梁崑璞副主席的贊助下，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於2016年中開始試行
「仁愛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透過創新的雲端科技，
定期為長者作健康檢查，讓長者及其家人於何時
何地皆可於網上檢視有關紀錄，達致自我健康管理。
本堂更有幸得到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團隊支持，
為參加試驗計劃的其中92位長者，進行全面健康風險
評估及服務建議，有助本堂進一步為長者提供
更合適的醫社合作服務。

及早介入 預訪認知障礙症
隨著人口老化，受認知障礙症困擾的長者持續
增加，本堂長者中心於2016年4月，成功申辦
由李國賢長者基金贊助的「先知先覺Ⓡ認知障礙症
預防計劃」，於屬下7間長者中心，為195位經社工
評估為「輕微認知退化(MCI)」的長者，提供由中心
規劃並獲先知先覺計劃認可，為期1年的特定訓練，
幫助長者建立參加恆常運動及認知活動的習慣，
減慢其認知功能的衰退。

■ 展望
本堂致力讓長者在其熟悉的社區，具尊嚴地生活
和安老。長者中心作為社區支援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除了既有的長者個案輔導、護老者支援服務、義工
發展工作、社交康樂活動等，亦為服務使用者創建
更合宜的社區環境，讓不同需要的長者得到及時
到位的服務。未來，我們一方面將會開拓更多有關
長者友善、跨代共融、互助網絡等計劃，亦會加強
關注長者健康問題，並為認知障礙長者提供更全面
的支援。

透過「仁愛堂長者雲端健康管理計劃」，長者得以定期進行
雲端健康檢查，監察健康狀況。

長者友善社區關注小組組員體驗潮流活動，如桌上足球及
「攻防箭」活動等，展現活力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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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援服務
「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為仁愛堂自資成立的服務單位，一向致力為地區上有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
金錢及物資援助，並連繫及組織多個企業義工隊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以達致共建「有情社區」
和「綠色社區」的目標。

■ 年度重要事項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計劃主要經由社工進行需要評估後，為個案提供
現金、服務或物資方面的援助，亦會為有突發需要
之個案提供緊急經濟援助，資助有學習需要的弱勢
學童參加功課輔導、興趣班或購置學習必需品等。
在支援服務方面，計劃多年來得到「機電工程處
康樂會義工隊」及具維修專業資格的熱心義工鼎力
支持，提供家居維修服務及家居安全講座等。至於
物資援助方面，計劃得到商界及地區人士的熱心
捐助，包括食糧、家電、傢具及禦寒等生活必需品
或二手物品，不單紓解受助人的生活困難，同時
推動善用資源的訊息。計劃至今已服務1,185個家庭，
累積資助金額超過港幣400萬元。 專業的義工發揮所長，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家居維修服務。

另外，中心義工更積極推動社區回收，包括二手物品
及剩菜，鼓勵街坊互相分享和交流，中心義工亦
使用二手衣車，為區內長者提供改衣服務，推動居民
之間的互助與關愛。此外，本年度更獲得蕭楚基主席
（2004-2005年度）的贊助，添置負重互動平衡儀，讓
長者得以減輕痛症、防止骨質疏鬆等，深受長者歡迎。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中心得到各界支持如「滙豐社區發展計劃」、屋邨
管理諮詢委員會等贊助，推行多元化社區活動，
例如由單親家長義工帶領愛笑瑜珈運動，為新入伙
的街坊建立社區聯繫，並由義工以導賞形式介紹
元朗區的起居生活地點和區內特色，促進街坊的
互助網絡。

企業義工隊為鄉郊長者送上愛心禮物包，讓他們感受關愛。 參加者專心學習剪髮技巧，學成後為區內有需要人士義務
剪髮。



社會服務

79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
支援中心及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
社區支援中心
本年度中心在社區內提供了多個學習平台，
讓居民可以互相學習和分享不同的技能，回饋社區上
有需要人士。例如獲黃大仙民政處的資助，新來港
婦女有機會一展所長，互相學習不同煮食手藝，
並親手為區內長者製作健康午膳。另外，透過黃大仙
區議會的資助，中心一班熱心種植的街坊也把綠化
社區的觀念及種植技巧帶到學校，教授小朋友綠化
環境外，同時亦可培養其責任感。

中心亦非常關注社區長者需要支援的問題，故此，
本年度中心與另外4間長者中心合作，定期到長者
中心為長者剪髮、推廣愛笑瑜伽、與寵物共聚等，
讓社區人士跨越年齡的隔膜，互相分享及關顧，
達至社區共融。

仁愛堂屯門「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中心與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互相結合，成功
開展紫田村、藍地村、屯門新村及寶塘下村等社區
服務，並推出一系列活動予鄉郊的街坊，如鼓勵
街坊成為義工，定期走訪各村進行「粒粒顯關懷」
派福米行動，讓村內長者及低收入家庭受惠。

中心培訓村內街坊成為導賞員，於屯門鄉忠義堂10年一屆的太平清醮盛會中，攜手推動承傳圍村文化。

仁愛堂屯子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
社區服務中心
中心本年度鼓勵街坊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適逢屯門
鄉忠義堂10年一屆的太平清醮盛事，中心成功
培訓街坊成為圍村文化導賞員，鼓勵他們發揮才能，
推出一系列的民間手藝工作坊，增加公眾人士對圍村
傳統文化的認識。

另外，中心亦致力將環保融入生活中，除了與「惜食堂」
合作，推出環保飯盒派送外，亦教授小朋友天然
種植及製作環保玩具等，從小培養年輕一代的環保
意識。

街坊將圍村傳統食品茶粿的製作技巧傳授給下一代。街坊於「友元墟」活動中挑選經義工回收所得的二手物品，
宣揚共享資源訊息。

■ 展望
本堂社區支援中心一直以社區為本，不斷關心基層
的生活需要，亦讓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人士互相
認識及交流，為社區居民之間建立持久互助的網絡，

提升社區的凝聚力，同時積極促進「城鄉共融」的
願景，向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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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為學員提供多元化課程，醫護支援人員課程乃熱門課程
之一，廣受歡迎。

培訓及就業服務
仁愛堂培訓及就業服務於1999年正式開展，主要為失業、待業或需要增值之人士提供多元化培訓
課程及職位轉介服務，為他們重返勞動市場做好準備。

■ 年度重要事項

多元化僱員再培訓服務
本堂一直致力為區內人士提升就業技能，過去一年，
一共開辦85項僱員再培訓局(ERB)課程，包括護理、
飲食、美容、物業管理、影藝文化及婚禮等
「就業掛鈎課程」，以及「非就業掛鈎課程」，包括
職業語文、資訊科技應用、花藝設計、家居服務及
中醫保健等。過去一年培訓中心共開辦256班，培訓
共4,315名學員，學員全年平均就業率為86%。

學有所成 回饋中心
協助學員尋找合適工作的同時，中心亦積極提供
機會予畢業學員發揮所學技能。中心的同學會過往
一年共舉辦了接近40個行業示範活動，部份更邀請

學員在ERB畢業典禮中扮演小丑大放笑彈。小丑、花藝及婚禮課程的畢業學員於招聘博覽活動中擔任
示範講師。

畢業學員擔任講師，讓畢業學員於投入勞工市場前，
進一步增加其自信心及工作經驗，為日後工作做足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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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機會親身了解醫護行業，有助規劃生涯。

YES專業進修課程服務
助青年規劃生涯
面對勞動市場的龐大競爭，專業進修已成為全球
趨勢。有見及此，仁愛堂於2011年推出YES專業
進修課程，專為不同年齡及背景的人士提供各類
專業進修機會，並為企業及機構提供度身訂造的
培訓服務。近年本堂更致力推廣青年職業導向計劃，
向學生提供短期職業探索課程，協助他們認清未來

中心致力為中學生提供青年生涯規劃服務，如舉辦模擬
放榜活動。

參與的中學生有機會參觀國泰城，實地了解航空業的工作。課程全面而多元化，當中包括咖啡拉花課程，為學員提供
專業培訓。

的發展路向。中心現已為超過為25間公私營機構
提供培訓服務，例如「怡中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G4S Solutions Limited」、「BreadTalk Concept 
Hong Kong Limited」等，務求提升企業員工的專業
知識及溝通技巧。

推展生涯規劃服務
中心自2014年起，積極為全港中學生提供生涯規劃
服務，至今已服務超過60間學校，更於2016年
成功申請民政事務局「我想、我闖！」青年生涯規劃
活動資助計劃，為5間中學提供2年全面的生涯規劃
服務，協助中學生確立未來發展方向。

■ 展望
來年中心將加大力度開拓服務範圍，於九龍東及
九龍西開展更多服務點，觀塘寧晉中心及深水埗
瑞星中心亦已獲董事局批准通過，期望新中心能
盡早投入服務，為九龍東及九龍西地區的居民提供
更多培訓服務。

專業課程方面，來年將進一步加強生涯規劃的
服務，包括設計更多有機構特色的生涯規劃服務，
訂立方向，為更多學校提供到位之服務，專業課程
服務亦會嘗試開展為國內大專院校學生來港學習的
服務，主要提供理論學習、機構探訪及短期實習等
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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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樂在其中」計劃中，讓學生透過學習音樂，反思生涯規劃。

青少年服務
位於大埔運頭塘邨的「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為區內青少年提供校園支援、
成長導向、義工發展、青少年外展及才藝訓練、課餘託管、興趣班及親子活動等，並為區內學校
提供駐校社工服務。

■ 年度重要事項

促進青年身心健康
回應近年青少年情緒問題個案數字上升的趨勢，
中心特別推出「My CV觸跡缺課計劃」及「健康校園
計劃」，以關顧青少年的情緒及精神健康，同時致力
發展生涯規劃及特殊學習需要的支援服務，運用
體驗學習模式，加入「年青人玩意」的元素，改善
他們的執行力和社交技巧，協助青年發掘潛能，
尋找人生志向。

透過「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加強版」服務，中心為
40位升讀中四的學生，推出共6節的戶外及多元化
體驗活動，以提升青少年的抗逆力。中心同時透過
一系列有利身心發展的舞蹈課程、山藝歷奇訓練
活動及成長輔導活動，令青少年得以裝備自己，
發揮所長，並於完成培訓後回饋社會。

一班學生參加乘風航，除了加強
聯繫外，更改善他們的執行力和社交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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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與孫女齊讀繪本，樂也融融。 「家有孖寶」計劃提升祖父母育兒知識，學有所成後齊齊
畢業。

迎新活動中，老師與學生大玩遊戲，加強師生連繫。

連繫鄰里　發揮互助精神
為鼓勵社區人士共建有情社區，中心舉辦「仁愛耆義網」
鄰里互助計劃，邀請區內長者、婦女及青年義工
合作，以健康飲食及關顧年長鄰里關係為主題，
訓練本區有興趣人士擔任義工，於參與一連串訓練
及活動後，服務有需要的長者，向社區人士宣揚
敬老護老的訊息，促進跨代共融。

為祖父母提供嬰幼兒照顧培訓
獲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贊助，本堂推出為期兩年的
「家有孖寶」祖父母嬰幼兒照顧培訓計劃，先後於
屯門、大埔及北區，推行嬰兒及幼兒照顧培訓班，
共有47位祖父母參加。計劃不單提升他們的育兒
知識，更促進他們與子女（年輕父母）的溝通，明白
一致管教的重要性。此計劃更運用繪本介入手法，
讓照顧者學習軟性管教的方法，為兒童締造愉快的
成長環境。

■ 展望
中心將繼續積極配合社會服務科的策略發展
方向，期望在未來日子，讓青少年有更多發揮潛能
及參與的機會，協助他們提升個人能力(Capacity 
Building)，同時營造一個可讓青少年健康快樂
成長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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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香港65歲或以上的老齡人口，將由2017年的120萬劇增至2024年的170萬人，為迎接50萬中年人
共同步向晚年的新世代挑戰，仁愛堂醫療服務亦由「長者需要為服務之本」的理念，向社區層面
推進，針對基層中、老年人口的健康需要，循「醫社合一」方向，提供各類型「一站式」社區醫療、疾病
預防教育及病人家屬支援服務，貫徹本堂「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的服務宗旨。

■ 年度重要事項

全港首支最大型流動中醫車隊
兼顧老年及偏遠社區醫療需要
由2003年起服務累計超過150萬人次、全港最具規模
的仁愛堂流動中醫醫療車隊，更喜獲連卓鋒副主席
及陳慧玲副主席捐贈兩部新車至23輛。為誌其盛，
本堂於2017年3月28日假荃灣沙咀道遊樂場隆重
舉行「仁愛堂連卓鋒流動中醫醫療車」及「仁愛堂
陳慧玲流動中醫醫療車」開展典禮。本年度於105個
駐診地點服務超過20萬人次。本堂因應16-65歲的
求診者高達13.5萬人次，積極規劃更符合中年勞動

人口需要的流動醫療服務，方便求診者利用中醫藥
固本培元，緩解都市身心壓力，以達到保健防病
效果。

規劃勞動人口求診新需要
為體現「醫社合一」服務新方向，醫療車路線除了
照顧老年人口密集地區如黃大仙及觀塘外，多達
一半路線亦會涵蓋欠缺醫療配套的偏遠社區，如深井
及青龍頭等地，部分社區更獲派駐綜合醫療車，為
當區居民提供「一站式」中醫內外全科治療，廣受
居民歡迎。

一半長者使用醫療券
為鼓勵貧困長者求診，本堂領先同儕，率先接受
政府醫療券，自2009年起累計超過11萬使用人次，
為全港最多。本年度65歲或以上的3.2萬求診人次
中，有一半長者使用醫療券，突顯本堂致力關顧
基層健康，貫徹「助弱保康」的服務宗旨。

服務使用者於流動中醫醫療車內接受中醫師詳細診療。

本堂綜合及流動中醫醫療車隊服務至今累計超過150萬人次，足證醫療車服務對促進社區整體健康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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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社合一」　腦伴同行中心
成功建立強大支援網絡
研究指糖尿病患者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比常人
高一倍，重點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照顧者需要的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因應東九龍70歲或
以上長者人數多達18萬，在觀塘區推出嶄新的「『冰』糖
護腦計劃」，寓意「冰封」體內血糖以保持腦袋靈活，
向區內長者宣傳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性。

隆重推出「『腦』力共築九龍東 II」
中心喜獲命名人歐雪明副主席再次配對社會福利署
「攜手扶弱基金」，合共籌款港幣26萬元，繼上年度
接力推出「『腦』力共築九龍東 II」，與聯合醫院及區內
長者鄰舍中心，建立強大的轉介及支援網絡，為
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提供訓練與援助，又透過
義工訓練讓學生及早認識並共同推廣關注此疾病。

近百萬捐款　惠及更多長者
本中心一直致力提供各式醫療輔助、家庭支援及
推廣教育，循「醫社合一」理念提供連貫的醫療與社區
服務。中心今年度向各界善長籌得港幣90萬元，
向800名長者提供多項服務，包括兩項全新推出

歐雪明副主席（左三）到中心與老友記同賀新春，共度歡樂
一天。

「『冰』糖護腦」計劃不時舉辦講座，並會為長者驗血，
監測血糖變化。

中心喜獲「高錕慈善基金」贊助舉辦「腦伴同行樂賞天際」，讓會員及照顧者同遊「天際100」。

的「腦退化症患者免費日間中心服務及照顧者支援
計劃」、改善患者情緒的「腦力懷舊先導計劃」，同時
繼續舉辦原有的「愛+1」買一送一計劃及「加油一老」
訓練計劃，成效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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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中心辦講座　
提升中年基層抗癌知識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
早前與屯門醫院合作推出「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
癌症紓緩治療」，參加者反應熱烈。為與社區分享
寶貴的紓緩癌症不適經驗，本堂將計劃推展至與
「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東涌）」、地區
團體及病友組織，以醫社合作模式，合共舉辦10場
中醫健康專題講座，內容包括治療癌症前如何鞏固
體質、治療後調養及預防復發的資訊等。

教研中心免診金藥費
肩負「醫、教、研」責任的屯門及東涌教研中心，
本年度服務總人次高逾11.5萬人，當中約有4成
為綜援人士及長者，他們皆受惠於中心豁免內科
診金連兩劑藥費或優惠診金的資助，反映仁愛堂切實
關顧貧困人士的醫療需要。

東涌1/3求診者涉勞損
東涌遠離市區，居民以中年勞動人口為主，需長途
跋涉跨區上班。目前，東涌教研中心是區內唯一
具規模的中醫全科服務機構，年度數據顯示，東涌
4.3萬求診人次中，有高於1/3，即1.6萬人次需要
接受針灸服務，當中涉及勞損性針灸及推拿約佔
6成。本中心雖已突破傳統，採用365天「全年無休」
門診服務模式，仍供不應求，因此特別改裝治療室，
每天增加50個應診名額，以回應龐大的社區醫療
需求。

中醫教研中心定期與地區團體與病友組織舉辦健康專題
講座，參與者即時實踐所學，獲益豐富。

東涌教研中心除門診中醫服務，亦積極探討為區內居民
開展中西醫協助服務的機會，中藥師向北大嶼山醫院
副行政總監孫天峯醫生（右二）及其團隊介紹標準配藥程序，
確保配藥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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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最大型牙科外展隊　
220場院舍講座維護長者健康
衞生署自2014年起籌辦全港22隊「長者牙科外展
服務計劃」隊伍，仁愛堂承辦其中7隊，成為全港
最大型的外展牙科服務隊伍。為提升長者健康，減輕
公營醫療系統的沉重壓力，本堂於今年度深入
社區，為220間長者服務單位舉辦講座，教導3,500名
護老者及長者有關口腔衞生的護理常識，藉此改善
長者口腔健康、提升咀嚼功能以利長者吸收營養，
保持健康。

流動牙醫醫療車　駐診老齡社區
過去一年共有2萬人次的長者，接受本堂外展牙科
的基礎檢查服務，佔全港總服務量45%。由於當中
約有2,400名長者需要跟進治療牙患或鑲配假牙，
為 免 行 動 不 便 的 長 者 飽 歷 舟 車 勞 頓 之 苦，

「仁愛堂史立德博士流動牙醫醫療車」去年起隆重
投入服務，並以全港老齡人口最多的觀塘區及黃大仙區
為服務起點，深入社區就地提供治療，全年服務
可達3,000人次。

牙科外展服務隊舉辦講座，教導長者護理及關於口腔護理
的知識。

配備完善牙科設備的「仁愛堂
史立德博士流動牙醫醫療車」
駐診老齡人口最多的觀塘及
黃大仙區年均服務3,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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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社區藥房補助貧者醫藥
本港不少貧困病患者需要服食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外
的自費藥物，為紓緩長期病患者因治療而衍生的
龐大經濟壓力，仁愛堂積極響應醫管局呼籲，計劃
在「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設立新界西
首個社區藥房。本堂正與各大藥廠籌劃合作推出慈善
項目，集結各界善長的樂助捐輸，令基層病人得以
優惠價購買昂貴藥物，造福弱勢社群。

推「中醫內科/針灸治療腿抽筋先導
計劃」
研究指6成長者的腿部會在深夜抽筋，既影響睡眠
質素，又會提升夜間跌倒受傷的機會，更有研究提出
睡眠失調為認知障礙症的其中一個風險因素。然而
預防及控制腿抽筋的處方藥物，成效與副作用仍有
爭議。本堂於屬下中醫診所將與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院合作，於全新「中醫內科/針灸治療腿抽筋
先導計劃」以規範化治療方案改善症狀。仁愛堂將
藉此先導計劃針對性收集中醫針灸對此症狀的成效
實證，供學術界及中醫同業參考，冀攜手造福全港
長者。

支持循證醫學 參與「針灸治療
膀胱活躍症」
仁愛堂明白「循證醫學」是中醫發展的基石，一向
積極支持各類型的中醫藥科研計劃。仁愛堂獲
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成為「針灸治療膀胱活躍症」項目
伙伴，支持研究以針灸治療膀胱活躍症之安全性及
療效。患者將經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篩選及轉介
於仁愛堂屬下中醫診所接受16次針灸治療，當中
數據將會用作研究用途，藉以提升中醫藥發展和
治療質素。

本堂中醫診所將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作，以規範化
治療方案改善長者腿抽筋症狀。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到本堂中醫診所舉行「針灸治療膀胱
活躍症」實習工作坊，為是次中醫藥科研計劃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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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車助理協助回收中藥粉膠樽，盡力保護環境、循環再造。

仁愛堂將環保使命融入日常營運中，於流動中醫醫療車進行藥粉膠樽回收，促進資源再生。

醫療車回收中藥粉膠樽
仁愛堂一向致力履行綠色機構的使命，從2013年
12月起在全線流動中醫醫療車，把盛載中藥粉的
空膠樽進行回收，供本地循環再造，減輕堆填區

壓力，每月回收逾500公斤膠樽。於2017-2018年度，
各中醫診所將推出中草藥自攜環保袋計劃，進一步
從源頭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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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本堂教育服務科秉承「興學育才」的辦學精神，致力為社會提供「一貫、多元、優質」的教育服務。
本堂轄下設有2所中學、2所小學、10所學前教育機構及「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中心」，
分別位於屯門、荃灣、深水埗、大埔、尖沙咀、天水圍及將軍澳等地區。

教育服務科

教育服務科統籌多個計劃，包括「為輪候資助學前
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鄰里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仁愛堂啟丞助學騰飛計劃」及「兒童

發展基金第五批計劃」。服務範圍涵蓋全港各區，
為0歲至25歲幼童至青年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

仁愛堂屬下學校概況

學校名稱 校監 校長
創立
年份

學生
人數

教職員
人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吳偉光主席BH 蔡國光 1985 616 89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田慶先先生 吳潔容 1987 742 83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劉業強主席MH太平紳士 唐美蘭 1984 547 59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田定先先生 黃悅明 1999 736 74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顏顏寶鈴主席BBS太平紳士 袁國蓮 1982 194 20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龐維新主席MH 何彩燕 1983 295 27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楊少偉主席BH, MH, OStJ
太平紳士

施蔚廷 1993 123 18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鄧楊詠曼主席BBS, MH
太平紳士

馮麗娟 2001 134 17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龐盧淑燕女士BBS 葉玉帶 2005 350 23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劉業強主席MH太平紳士 周有好 1983 106 16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田熾先先生 馮艷霞 1988 104 19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吳明珍主席MH 姜育香 1993 110 20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張崔賢愛主席BH 楊彩明 1993 100 19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陳鄭玉而主席MH 黎燕芬 2001 109 18

總數 4,266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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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成員包括香格里拉酒店代表陳美玲小姐（前排左二）、
名師簡汝謙律師（前排右一）、歐耀佳醫生（前排右二）、
鄧 錦 雄 主 席MH（ 中 ）、 陳 鑑 光 總 理（ 前 排 左 一 ）、
蔡小勇總理（後排左一）、麥家榮總理（後排左二）、
張鴻總理（後排左三）、潘俊彥總理（後排右三）、以及
譚振鳴總理（後排右二）等。

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太平紳士與仁愛堂第37屆董事局成員，來自工商、醫療、會計、金融及教育等不同專業界別的
名師、高徒及校長合照。

圓玄學院呈獻：
仁愛堂第二屆「名師出高徒」計劃

95

「第二屆名師出高徒」計劃為重點教育項目之一，
計劃旨在扶持來自低收入家庭而具潛質的中四學生
認清志向及職涯路向。本屆計劃喜獲圓玄學院冠名
贊助、「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合辦及教育局
擔任官方支持機構。本計劃至今共有28位來自
不同界別的人士擔任名師，包括羅台秦副主席、
張鴻總理、麥家榮總理、陳鑑光總理、郭志成總理、
楊志達太平紳士、李子建教授、陸東先生、白威醫生、
車淑梅小姐、簡汝謙律師及林曉鋒博士等。

計劃選出共56位具傑出學業及體育及演藝成績的
「高徒」。本計劃將透過「名師導航」及「跨境考察」
為學生的全人成長導航，並提供「工作體驗」及
「品格塑造培訓」，同時向每位活動出席率達80%或
以上的高徒，發放港幣8,000元學習津貼，用作支付
補習、交流團和購買參考書等費用，助基層家庭
減輕財政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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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透過不同活動，如南生圍踏單車遊及乘風航，助學員建立社交網絡和增強抗逆能力。

友師義工帶領參加計劃的學員宿營，建立「亦師亦友」的良好關係。

兒童發展基金第五批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主要由個人發展計劃、友師配對及目標儲蓄三個範疇組成。學員在參與計劃後，根據
興趣及專長，由社工協助訂定個人發展計劃，並編配一名成熟的友師義工以「亦師亦友」的角色作出
支援及鼓勵，引領青少年個人成長。

計劃本年度已踏入第二年，主要服務100位來自
屯門區內的基層家庭青少年及家人，並招募100位
友師義工成為青少年的成長嚮導。為鼓勵兒童規劃
人生，過去一年合共舉辦了40個活動，內容包括

自我認識、個人發展及財務管理等，讓他們養成
儲蓄習慣之餘，亦建立正面態度、社交網絡及增強
抗逆能力等，為青少年的未來發展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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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屯門區內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緊急及短暫的幼兒照顧服務，計劃目的
是為有服務需要的家長，在鄰里層面提供具彈性的日間幼兒服務，並同時提升社區內的互助精神。

社區褓姆於仁愛堂義工嘉許獎中勇奪「齊心協力大獎」及「積極參與大獎」。

計劃透過中心託管及社區保姆提供照顧幼兒服務。
過去一年，受惠人數超過700人，服務時數約55,000
小時。此外，計劃亦設有「保姆合唱團」、「愛笑

計劃提供照顧幼兒服務，兒童在中心內融洽玩耍。 社區保姆守望相助，凝聚力強，時有聯誼活動，
如新春團拜等。

瑜珈」及定期聚會等，進一步增強保姆義工的凝聚力
與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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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訓練效果，家長亦一同參與幼兒訓練。

老師鼓勵同學透過戶外探索，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3C」課程　啟發自學能力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於本年度以實踐「兒童為本」的
理念，推行「建立以實證為本之校本『3C』幼兒課程
計劃」（創意Creativity、溝通Communication和協作
Collaboration）課程。藉着行動研究及校本支援，
促進幼兒自主學習及教師的專業發展。老師透過
檢視校內課程，並因應幼兒的發展特徵、學習特質

學前教育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
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關愛基金項目）
本堂於2014年10月開始承辦「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
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的服務，並為發展
遲緩、缺乏專注力、患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譜系等
幼兒，提供個別或小組訓練。本堂社工及資深特殊
幼兒工作員會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進行評估及訂定
「個別學習計劃」，有系統地訓練幼兒言語、認知
及大小肌肉等能力。此外，計劃亦為家長提供
多方面支援，並在訓練之外，根據幼童及家長的需要
開展支援服務及活動，豐富幼童的成長體驗，過去
一年共約180名幼兒受惠。

朋輩在學習過程中互相幫助。

和興趣，設計多元化的學習環境，鼓勵幼兒積極
探索。幼兒在活動中發揮專長，引發朋輩間的協作
互動，幫助幼兒提升自主學習及解決困難的能力。
教師亦持續進行有關「3C」課程的培訓，進一步掌握
推行的策略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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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戲及主題式活動，培育學生的求知慾及思維能力。

學童體適能發展高峰會暨「智」「fit」家庭運動日開幕
活動。

混齡活動　學習「愛、尊重」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運用遊戲學習的策略，優化
「3C」課程及加強品格教育。透過遊戲，鼓勵幼兒
自主學習，培養積極正面的態度和責任感，激發
其好奇心和求知慾。透過混齡活動，進一步加強
品德培育，建立幼兒良好生活習慣和態度，讓幼兒
之間不分年齡互相照顧，從而產生「愛、感恩、
尊重」的情操。

培養運動習慣　關注體適能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本年度參加由中國香港體適能
總會舉辦的「賽馬會學童keep-fit方程式」，以健康及
體能作為發展重點，希望營造有利於建立運動習慣
的校園和家庭環境，誘發兒童和家長對運動的興趣，
多了解幼兒在體適能方面的發展，讓家庭享受快樂的
運動時間及提升家長對體適能的重視和認識，並針對
幼兒體能與健康表現而進行系統性的評估。

同學商量及繪畫草圖，合力創作「停車場」。

實證為本　「3C」成果分享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參與「3C」課程，透過行動
研究及校本支援模式，為仁愛堂轄下3所幼稚園建立
提升幼兒溝通、協作及創意的校本課程及實踐策略，
以促進幼兒的自主學習能力。計劃為期18個月，
現正踏入進行計劃評估及成果分享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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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模式　提升幼兒學習力
本年度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參與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的「遊戲‧
學習‧成長計劃2016-2017」。透過一系列的中央
工作坊及校本支援活動（包括課程檢視、共同
備課、觀課與反思等），進一步提升教師的專業
能力。教師因此更能掌握以遊戲為本的校本課程及
教學策略，藉著綜合、開放、富啟發性和有趣的
遊戲課程，提升幼兒的學習能力，發揮個人潛能。
另外，學校亦組織家長工作坊，讓家長對遊戲教學
有更多了解，並配合學校的發展。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勇奪「2016啟發潛能
學校獎」，教學成效備受肯定。

幼兒透過角色扮演遊戲，提升學習能力，發揮個人潛能。

幼兒嘗試一起討論及合作完成主題式活動，並即場匯報
討論結果。

AA計劃　提升表達組織力
本年度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獲香港中文大學邀請
成為「優質幼兒學校改進計劃」的先導計劃學校，
研究並推行活動教學法(Activity Approach)，藉此
提升兒童的表達能力、組織能力及合作精神，並由
高班開始嘗試推行AA計劃，期望讓幼兒提升語言
能力，增強老師與幼兒之間的互動，從而培育幼兒
的思維、解難能力、社交技巧及自信心，為銜接
小一做好準備。

啟發幼兒潛能　奪國際獎項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本年度的重點活動
計劃「提倡正向價值觀，關注幼兒品格教育」，推行
過程非常順利，課程及親子活動均圓滿舉行。家長
參與度高，經全校教職員的共同努力，以及家長
的積極參與，到校探訪的美國教育團隊確認本校
能實踐啟發潛能教育的精神，並榮獲由國際啟發
潛能聯盟頒發「2016啟發潛能學校獎」(INVITING 
SCHOOL AWARD)。頒獎典禮已於2016年11月在
美國舉行，並由學校代表於2016年度IAIE (HK)
周年大會暨啟發潛能教育傑出教師及優秀學生選舉
頒獎禮上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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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做起　為環保出力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自2014年起開始，
參與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推行的「惜物減廢環保
學前教育計劃」，透過趣味活動，加強本校學生對
減廢重用的認識，包括每星期鼓勵學生進行廢物回收、
觀看環保資訊片段和故事、天台綠色種植、利用
回收的膠樽循環再做，變成有用的物品。在整個
環保活動的推行過程中，加強家長、學生及老師
對環保的意識，為香港環保教育出一分力。

同學合力製作環保升級再造草圖，將回收膠樽變成
有用物品。

同學專心在美藝活動中製作動物紙雕。

在《香港‧我家》視覺藝術展中，小朋友向來賓介紹展出
的畫作。

兩地交流　優化美藝教學
本年度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參加教育局
「2016/17學年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提升教師帶領及編排美藝活動的知識和技巧，加深
對幼兒美藝基本素材的認識、應用和教學策略，
期間內地教師為本校教師觀課、評課、同儕備課，
以及舉辦工作坊。本校教師用心將所學的知識應用
於美藝教學活動上，啟發學生創意之餘，更令課堂
變得更生動有趣。

舉辦視藝展覽　童心看「我家」
為將藝術發展融入3C課程，進一步提升幼兒以藝術
媒介表達的能力，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邀請藝術團體為教師舉行工作坊，讓教師掌握創意
藝術的培育策略，透過教程啟發兒童的創造力及
藝術潛能。2016年3月聯同3間屬校幼稚園教師
到台灣進行交流，觀摩當地如何培育幼兒的創意
思維，並於2016年4月假香港文化中心展覽館舉行
視覺藝術展，為幼兒提供展現創意的平台。視藝展
主題為《香港‧我家》，以幼兒別具童真的角度，
透過平面及立體作品展現他們對「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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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多元智能 展現學生天賦
學校設立全港學校第一個積分獎勵應用程式－「蝴蝶
Apps」以了解每個學生的特質，並透過觀察、評量
及多元智能活動方式，發掘每個學生的優勢和天賦，
更設立不同課後活動，包括冰球、醒獅、動感聲藝、
集誦和合唱團等，期望藉此鍛鍊並提升每名學生的
多元智能表現，根據自己的優勢，探索生涯規劃、
實踐西方多元智能理論及東方因材施教之教育理念。

善用資源 培育專業學習社群
推動終生學習，21世紀的教師擔當了一個重要
角色。教師專業的發展乃本學年重要課題，學校
除了定期舉行教師工作坊及講座外，全體教員亦進行
每周一次的教師「學與教」專業分享。隨着電子教學
及STEM的課程發展，學校成立工作小組並申請教育
資源，探索教師課程的發展方向，營造教師的學習
社群。學校積極鼓勵教師參與教學交流，建立社區
網絡平台，並肯定教師的成就，以培育傑出優秀的
教師團隊。

探索與創新 提昇自主學習能力
本校致力培育學生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本年度
重點推展電子學習及STEM教育，在課程內加入電子
學習元素，更增設電子學習班，利用電子教學平台
增加互動學習，更鼓勵學生進行網上自學，以提升
自主學習的能力。為發展STEM課程，本校參與
香港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
計劃，在課程內加入STEM的學習元素。為了培育
具潛質的學生，增設課外編程及機械人製作課程，更
透過境外考察，帶領學生到新加坡參與STEM活動，
讓學生放眼世界，開拓視野。

2016年「學與教博覽會」教師分享。

學生透過冰球活動，提升多元智能表現。

學生參與STEM機械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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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樹立成功榜樣
孩子理想的學習環境需要有父母作為「同行者」的
支持角色，因此本校於本年度設立「成功父母
學堂」，邀請家長共同學習，藉此建立家長網絡。
「成功父母學堂」定期舉辦各類型講座、工作坊和
親子興趣班，如「家校合作－你和劉小有個約會」、
「家長管教有妙法」、「故事姨姨」、「午膳親善大使」
及「升中選校家長講座」等，務求活動能切合孩子
成長的需要，使家長不僅是孩子的最佳「同行者」，
更成為孩子學習的良好榜樣，家校㩦手，共同努力
創造美好的將來。 「成功父母學堂」透過家校㩦手，共同努力為孩子創造

最美好的將來。

學業/非學業成就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文冠軍

英語獨誦亞軍及榮譽獎狀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16-17 個人銀獎

青松侯寶垣中學
侯寶垣盃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小組季軍

候寶垣盃小學5人足球邀請賽 碗賽季軍

香港學體會屯門分區 2016-17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組200米比賽冠軍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傑出運動員獎 傑出運動員獎

新會商中學 屯門區小學環保問答比賽 季軍

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屯門馬登基金中學陸運會 男子4 x 100米友校接力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小學5人籃球挑戰賽

季軍



104

教育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同學到訪加拿大溫哥華，並與當地人交流，擴闊國際視野。

 「開眼界、建夢想、創成就」
國內外交流活動
為擴闊學生的世界視野，本校近年舉辦多項海外及
國內交流團活動，讓學生能實地學習外國文化及
提升英語及普通話說話能力，活動包括美國交流團
2014、英國交流團2015、加拿大交流團2016、每年

小四及小五國內交流團等。本校將陸續籌辦多項
海外及國內交流團項目，並計劃前往黃埔軍校、
紐西蘭、澳洲或新加坡等國家，鼓勵同學接觸不同
文化，增廣見聞及擴闊視野。

高爾夫球興趣班
本校於2014年開始舉辦高爾夫球興趣班，讓學生
有機會學習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學生除了在校內
進行活動外，亦經常於高爾夫球場進行實地考察
活動，體驗在果嶺揮桿擊球及推桿入洞的技巧，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獨不同類型的運動。

學生除了在校內進行活動外，亦有機會於高球場
學習揮桿及推桿入洞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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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校隊屢獲各界好評，除能培養同學的藝術感，亦為
學校贏得不少獎項。

冰球及地板冰壺運動發展
本校為全港首間將冰球項目融入常規體育課程之津貼
小學。冰球課堂及興趣班一般由教練以全英語或
普通話教授，並由本校體育科老師從旁協助。
在仁愛堂、香港冰球訓練學校的大力支持下，現時
冰球班已分別於正規體育課堂、課外興趣班及課後
校隊訓練進行精英培訓。另外，本校也成為全港
第一所安排學生學習地板冰壺及成立冰壺隊的小學，
致力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

同學專心學習地板冰壺。

有賴各界支持，學校冰球隊得以茁壯成長。

Missing photoMissing photo

舞蹈發展
本校創校初期只有一支創作舞校隊代表學校
在外演出，至今已拓展至不同的舞蹈範疇，包括
中國舞、西方舞、現代舞、爵士舞及芭蕾舞。學校
亦打破傳統，為一、二年級的學生增設了每星期
一節的常規舞蹈課，除了教授舞蹈知識（如舞蹈
歷史、特色、經典作品介紹）和初階舞蹈技巧之外，
亦培養學生在欣賞表演時的良好態度。

各舞蹈校隊的演出屢獲公眾人士及專業藝術家
好評，亦於各大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而初級及高級
現代舞校隊成員更努力不懈，於歷屆「學校舞蹈節」
中，22度獲得優等獎項，並連續12年在學界比賽中
穩佔團體三甲位置，其中8屆更勇奪全港冠軍，
成績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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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非學業成就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成就

第52屆學校舞蹈比賽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教育局合辦

小學初級組現代舞群舞優等獎
小學初級組西方舞雙人舞甲級獎
小學高級組現代舞群舞優等獎
小學高級組現代舞三人舞甲級獎
小學高級組現代舞雙人舞甲級獎
小學高級組西方舞群舞甲級獎
小學高級組西方舞三人舞乙級獎
小學高級組中國舞乙級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項冠軍、1項亞軍、5項季軍、
102項優良獎及7項良好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9歲或以下）
合唱亞軍
木笛獨奏(10歲或以下）季軍
鋼琴獨奏(1級）冠軍
鋼琴獨奏(1級）榮譽獎
鋼琴獨奏(3級）季軍

WRO 2016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
組委會及香港青少年機械人教育會

金樂高獎及全場最佳表現獎
金樂高獎
銀樂高獎
嘉許狀

小學校際冰球聯賽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 季後賽亞軍
最有價值球員
Player of the game

第二十屆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亞軍
女子丙組個人全場冠軍
男子乙組個人全場季軍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第四屆主恩盃機械人比賽 迦密主恩中學 手搖發電機械猴子比賽冠軍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 女子組冠軍
男子組亞軍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暨2016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金獎
銀獎
銅獎

小小海豚水運會 泳天游泳會 6項冠軍、2項亞軍、2項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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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交流團帶領學生到絲路中的哈薩克考察，了解當地
風土人情。

同學有機會參加遊學團到紐西蘭，與當地學生
打成一片。

學生有機會參加暑期職業實踐，為未來生涯作好規劃。

學校提供機會，讓同學到台灣的大學了解當地教育及文化。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於2011年推出「學校起動
計劃」，撥款資助本港10間表現具正增值的學校，
幫助來自基層家庭並努力進取的學生。本校有幸
獲邀參加並連續10年獲取資助合共港幣1,200萬元。

學生境外學習
本校舉行超過10項境外學習活動，學生參與人次
合共400人。當中包括黔桂服務考察體驗團、南京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內地交流計劃、接軌
絲路－「探索哈薩克」生活體驗計劃及台灣大學教育
與文化考察交流團。

此外，本校一直鼓勵學生出外學習交流，於過去
一年亦資助兩名學生分別前往美國留學一年及於
紐西蘭留學9個星期，期望學生增加親身經歷，
比對書本知識，配合專題研習，實踐探究式學習，
並能進行深度的文化體驗，最終促進學生的學習，
亦培養學生協作及溝通的能力，充實學生的成長經歷。

此外，本校亦於2016年向社會福利署申請「攜手
扶弱基金－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款」，獲批配對
專款，從而進一步支援學生於學習、品德培育、
活動參與、生涯教育，以及改善教學設施等各方面
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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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　健康成長
學校於2016-17年度的主要項目亦包括初中G4成長
計劃，主要因應學生個人、小組、全班及全級不同
範疇，以開展輔導活動，配合中一級生活營、
中二級外展訓練營、中三級社區長者服務、中四至
中五級開拓文化藝術視野、高中年級推動升學與

學生與法國領事共晉午膳。

拼砌智能積木，有助啟發學生創意思維，對學習有莫大裨益。 設計裝嵌航拍機，鼓勵學生了解原理，有助啟發科學創意。

同學們參與模擬法庭，增進知識。

推動STEM教育
本學年電腦科及設計與科技科優化原有STEM教育
課程，除了開展智能積木、航拍課程及營建魚菜
共生系統外，亦引導學生參與校外STEM活動及
比賽，例如以智能積木課程教授學生電路邏輯、
基礎搭建機器及透過編寫程式(Scratch)操 控

就業輔導，整合全校參與式訓育與輔導、品德培育
與生命教育，以及多元化的學生領袖發展項目，
目的在於善用課堂內外，全方位關顧學生的健康
成長，積極裝備學生迎接人生的未來路向。

所設計的積木，務求啟發學生邏輯思維及設計創意。
航拍課程方面，學生亦可利用遙控模型飛機加上
攝影機完成拍攝，豐富飛行知識、原理、多軸機
結構、遙控器及模型飛機操作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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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或非學業成就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獎項/成就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第七屆亞洲男子青年手球錦標賽 香港男子青年隊代表

第四屆新加坡手球公開賽 香港女子青年隊代表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校際手球比賽 男子甲組、乙組亞軍

屯門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優異、女子甲組季軍

屯門體育會 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賽 高中組季軍、初中組冠軍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新界總區2016年度隊際比賽 隊際急救比賽亞軍

中國文化院 2016全港中學生中華文化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秀獎

中國北方畫院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攝影大賽 美術一等獎

喇沙小學 全港學界四驅車比賽2016 創意解難賽一等獎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青少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銀章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及今日校園 2016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超級電容模型車耐力大賽二等獎

學生透過觀察魚菜共生系統，認識生態學的理論，培養
持續發展的概念。

魚菜共生系統方面，學生可認識生態學的理論，
學習各種參數監控，水流速率控制與生產效率關係
等。透過栽種、飼養、照顧及料理，培養學生的
責任感，亦體會從種子到餐桌，魚苗到大魚的真實
感覺，開展綠色生活，建立持續發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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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STEM起動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不斷致力為同學們創造多元化
的學習環境，並進行STEM教育，期望培養學生的
邏輯思維、解難能力及自學能力，以達致具創意的
持續發展。學校電腦科近年積極於課堂內外及
尖子方面作出各項創新，並安排學生參與奧林匹克
競賽的電子學習平台，鼓勵學生自我挑戰及積極

學生在各項校外電腦程式設計比賽獲得佳績。

兩校的小老師到四川農村義教，深受小朋友歡迎，
達致教學相長。

內地義教 以生命影響生命
本校義工服務小組於2016年7月期間與福建中學
（小西灣）合辦服務學習活動－四川農村義教。兩校
同學除合作設計小學義教內容、採購義教及長者探訪
的物資外，亦學會溝通合作和解難。學生看見當地
小童在活動中的反應與笑容，即使需要攀山涉水前往
探訪，亦覺得十分值得。其中一名參加同學表示：
「將來在社會工作，我都會繼續參與義教，因為今次
活動令我明白知識能改變命運。」

裝備自己，讓本校同學與全香港學生比較及競爭，
不分時地進行自主學習。

此外，本校亦鼓勵表現卓越的學生參加校外各項
電腦程式設計比賽，通過比賽進行主題式自主學習，
讓學生進行自我學習探究，從而深化學科知識。

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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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夥伴的助力
本校成功申請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優質
學校在香港」計劃(2016-2019)。計劃主要運用大學
專家到校支援及豐富的資源網絡，協助學科及部門
檢視並提升課堂學習效能、增加學生對社會服務的

設立「田家炳運動員名人堂」，藉以鼓勵全校學生追求卓越。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學校在香港」計劃，並一同展開起動禮。

名人堂及傑出校隊
為慶祝創校30周年，體育文化生活教育小組除了
成立「體藝發展基金」，亦特別印製「全人教育，追求
卓越」刊物，並於文化廣場成立「田家炳運動員
名人堂」、「田家炳傑出校隊」榮譽榜及歷屆「校園
藝術大使」簡介，除了表揚本校在體育與藝術有傑出
表現的學生，亦鼓勵全校學生以精英運動員作為

學習榜樣，發揮個人潛能，追求卓越。同時，亦讓
大家進一步瞭解本校貫徹培養學生多元發展，透過
多元的藝術活動及系統性的課程，讓學生持續
接觸、學習並參與藝術，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以及推動追求卓越學風的辦學理念。

參與及優化體藝發展，建立一套適合本校全人發展
的課程，亦透過計劃成立的學校網絡，擴闊教師
社交網絡，提升教師團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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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及非學業成就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獎項/成績

田家炳基金會 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 10名學生得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團體冠軍

200米蛙泳冠軍

100米蛙泳亞軍

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4x100米接力亞軍

100米亞軍

200米亞軍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2016青少年草地滾球分齡賽 (U 25)亞軍

(15-17歲）雙人賽季軍

屯門草地滾球青苗挑戰賽 (12歲以上）冠軍

(12歲以上）亞軍

香港跆拳道總會 全港跆拳道女子黑帶賽 40-43kg季軍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41-44kg亞軍

42-44kg季軍

44-48kg季軍

韓國跆拳道總會 韓國公開賽 40-44kg優異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66kg季軍

73kg季軍

仁愛堂 仁愛堂跆拳道比賽 55-60kg冠軍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優等及編舞獎

區議會 荃灣區舞蹈大賽 金獎

沙田區舞蹈比賽 銀獎

中國計算機學會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
CCF NOIP 2016（香港區）

提高組二等獎及提高組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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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館
「綠色生活館」於2014年至2016年獲「環境運動委員會」及「環境運動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推動
屯門區成為永續發展及綠色社區典範，供其他社區借鑑。為持續推廣綠色生活，本堂以自資模式
營運館內的綠色環保主題展覽、工作坊、講座、導賞團等，免費供市民參與。

綠色團體代表、義工、街坊代表及仁愛堂職員帶著「環保」樂器，合力奏樂為嘉年華會進行啟動禮。

■ 年度重點項目

「惜物識食樂分Fun」綠色嘉年華
「惜物識食樂分Fun」綠色嘉年華於2016年5月28日
假仁愛堂屯門總部及屯門新墟仁愛廣場舉行，以環保
主題推出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攤位遊戲、「剩」宴
美食示範共享、「紙要好玩」巨形遊戲、綠色導賞

環保電影放映、手作大笪地、惜水實踐的護理用品
和手藝創作等，鼓勵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惜物識食」，
吸引逾2,000人參與。

仁愛堂廣邀各界參與交流，集思廣益，合力營造
「綠色生活館」，舉辦共80個綠色工作坊及24個講座，
共5,135人次參與，另設開放式環保主題展，主題
包括升級再造、綠色「剩」宴、傳統玩具DIY、綠色家居

智慧、「知慳惜電」碳審計等，吸引32,800人次
參觀。為了加強實踐綠色生活，生活館更建立綠色
社區溝通平台，自創館以來合共出版8期綠色號外，
透過文字及短片，在社交媒體上發放綠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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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社區研討會暨節能大賽頒獎禮
生活館於2016年7月23日假屯門嶺南大學舉辦綠色
社區研討會暨節能大賽頒獎禮，與560位嘉賓聚首
一堂，分享個人、家庭、團體與社區實踐綠色生活
的經驗，讓社區內的大小朋友平等參與，共建生態
社區。

精彩實用的綠色生活小貼士令現場嘉賓聽得津津有味。 來自不同界別的參加者踴躍參與活動，與公眾分享綠色
生活小智慧。

綠色社區導賞計劃
為促進區內及區外人士對屯門、天水圍及元朗古蹟
文化、生態及環保的認識，並加強社區凝聚力，
生活館外聘專業導師，訓練25位綠色導賞員，帶領

參加者乘搭橫水渡前往南生圍，認識和欣賞豐富的自然生態。參加者細心聆聽導賞員的精彩講解，了解區內獨有的古蹟
文化。

各區市民遊覽屯門、天水圍及元朗，推廣可持續
發展的本地綠色旅遊。生活館本年度成功舉辦38個
導賞團，成立以來累積舉辦共70團，共3,229人次
參與。

■ 展望
本堂將推出「創建綠活新城鄉」計劃，舉辦不同類型
的工作坊及活動，讓社區人士透過種植及環保手作，
學習關懷身邊人和愛護環境，創造有情與可持續
發展的生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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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
仁愛堂在民政事務總署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基金資助下，由2007年起，先後成立多間
社會企業，為新界西地區的弱勢社群提供逾40個就業機會，包括領取綜援人士、單親家庭婦女、
長者、新來港人士及聽障人士等。

社會企業已逐漸發展成為本港其中一個重要產業，
本港多間學府均積極參與，派出學生參與社企研究
及實際運作。本年度共有22位來自浸會大學、城市
大學、嶺南大學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學生於本堂

「綠家居」於多個大型展銷活動參展，包括連續10年參與
「工展會」，向市民推廣健康生活。

「綠家居」與多間本地中學及大專院校合作，安排實習同學
協助策劃及參與多個大型展銷活動。

社企實習，服務時數達3,109小時。於社企實習除為
學生提供實踐知識的機會，讓同學們更了解社企的
服務對象、營運模式及營銷策略，實習生亦有助
引進創新點子及向社區宣傳社企訊息，達致雙贏。

■ 年度重要事項

綠家居
投入運作10年的「綠家居」一直積極與官、民、商及
學界合作，參與大型展銷活動，推廣環保及有機
產品，向市民宣揚健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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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澗
「水雲澗」一直致力提供專業優質的按摩服務，
本年度服務超過10,000人次，為開業以來新高。
為配合進一步發展，「水雲澗」與多間長者中心
合作，提供按摩服務予有需要長者。

「水雲澗」服務獲長者們一致好評。

長者健康生活站
兩所分別於屯門及大埔開辦的長者健康生活站，
貼心照顧區內長者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
生活站善用第三齡資本，聘用長者店員，讓他們
貢獻經驗及能力，開展豐盛晚年。

■ 展望
仁愛堂社會企業未來會繼續以綠色、健康及有機
為主要發展方針，持續提高服務質素，並與政府
部門、商界、學界及社福團體緊密合作，發揮協同
效應。此外，新年度將增加社企的宣傳及拓展穩定
收入來源，亦將進一步檢視並優化服務流程，提高
成本效益，並且研究開拓自家品牌產品及開設
新服務點的可行性，持續建立優質的社企品牌。

義工和學生們認真學習和支援社企的日常運作。

有需要的長者能使用「長者愛心卡」於健康生活站
購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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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服務
位於屯門總部的仁愛堂體育中心於1983年開始投入服務，一直致力推動全民運動，為區內居民提供
多元化的康體活動。中心康體設施包括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陳文達室內游泳池、鄭耀源
紀念健體中心、蔡黃玲玲舞蹈館、連卓鋒舞蹈館及珍妮舞蹈館。去年中心舉辦逾3,100項康體活動及
賽事，全年服務約62萬人次。

■ 年度重點項目

嶄新服務
為回應不同年齡層會員的需要，中心今年度開辦
多個嶄新的運動課程，包括幼兒籃球班、長者游泳
進修班、成人徒手潛水班及成人泳會等，務求為會員
提供更多元化的優質康體活動。

此外，中心亦舉辦健康及運動用品展銷，將市場
最新之運動輔助產品介紹予會員使用，從而提升
運動表現及訓練效果，進一步推廣運動的樂趣。

大型活動
中心每年定期舉辦多個大型活動及升級試，為會員
提供技術交流的平台，藉此培養會員的體育精神，
並進一步提升其運動水平。當中包括：

‧ 2016仁愛堂羽毛球大賽

‧ 2016仁愛堂小白豚水運會

‧ 2016仁愛堂體操比賽

‧ 2016仁愛堂劍擊賽

‧ 2016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 游泳距離章考試

‧ 體操及章別考試

2016體操比賽小學組參賽者施展渾身解數，做出高柔軟度
動作。

小朋友與家長於籃球同樂日共享親子運動樂。

「2016仁愛堂主席盃健美公開賽」獲鄧錦雄主席MH（前排中）及中國香港健美總會
貝鈞奇BBS, MH（前排右六）擔任主禮嘉賓，為參賽健兒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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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錦雄主席MH（右四）與貝鈞奇會長BBS, MH（左三）頒發獎項予一眾參賽者，並一同高舉勝利手勢。

本堂透過長者泳班，培養55歲或以上老友記對游泳的興趣，
促進健康。

「2016仁愛堂空手道比賽」羽量組參賽者年紀雖小，
卻訓練有素，拳拳到位。

「2016仁愛堂羽毛球大賽」女子雙打賽事中，參賽者盡展
隊友間的默契。

龍舟隊隊員落力比賽，士氣高昂，最終獲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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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表現
本年度中心會員於外間各項賽事屢獲殊榮，成績驕人。詳情臚列如下：

個人/隊伍 賽事名稱 成績

伍遨立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少林拳 金獎及全組最高分獎

黎得睿、袁靖菲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少林拳 金獎

羅穗豐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少林拳 銀獎

鄧天晴、楊承憲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少林拳 銅獎

梁右昇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長拳 金獎及全組最高分獎

劉天晴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長拳 金獎

楊承憲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長拳 銀獎

陳日朗、陳日沛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長拳 銅獎

羅敏儀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太極武當劍 金獎

陳英傑、方玉妹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太極40式拳 銀獎

方玉妹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太極42式劍 銀獎

陳英傑、朱敏華、
方玉妹、江潤蘭

2016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暨精英金牌大賽－太極集體32式劍 銀獎

胡家謙 2016漢華中學第7屆運動攀登難度賽－男子兒童組 亞軍

劉曉嵐 2016漢華中學第7屆運動攀登難度賽－女子兒童組 季軍

仁愛堂龍舟代表隊
2016屯門龍舟競渡－中龍港鐵友誼盃
2016國慶小龍公開賽
2016屯門區小龍公開賽－金盃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會員類別分佈圖（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

青少年會員 5,351人（25.4%）

普通會員 8,337人（39.6%）

長者會員 5,668人（26.9%）

社區個人會員 1,121人（5.3%）

社區家庭會員 171人（0.8%）

團體會員 16團體（0.1%）

嘉賓會員 375人（1.8%）

總會員人數： 21,039人

會員類別分佈圖
（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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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部訓練班參加人次（01/2016至12/2016）總參加人數：199,496人

■ 展望
仁愛堂一直致力推廣體育運動及提高區內居民對運動
的興趣，本堂將繼續引入嶄新的訓練課程及改善
各項康體設施，吸引市民積極參與康體活動，
從而改善身心健康，為個人及社區帶來更多正能量。
除此以外，本堂亦鼓勵工作團隊參加在職培訓
課程，提升個人能力，進一步改善各項康體服務，
竭力推廣體育運動及服務市民。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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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部的主要工作包括制訂招聘標準、薪酬管理、員工關係、績效管理、安排培訓、工作分析
與工作評價及處理工傷個案。

■ 年度重要事項

培訓
人力資源部為員工提供多個內部培訓項目，包括
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講解預防歧視及推動工作間的
平等機會、勞工處講解職業病預防策略、辦公室
僱員的職業健康、工作間的感染控制概念及使用
電腦的職業健康錦囊及廉政公署介紹在採購
工作時須注意的防止賄賂條例。另外，部門亦邀請
永明金融、滙豐強積金及宏利公積金代表講解
法例、基金表現及最新服務。

除內部培訓外，本堂亦鼓勵員工參與外間培訓，
本年度共有491名員工參與各類型的培訓項目。

晉升
本年度，本堂共有30名員工經各科部主管推薦及
遴選委員會評核後晉升。

勞工處舉辦職業健康講座，教授工作間的伸展活動，
推動職業健康。

仁愛堂員工參與由平機會舉辦，有關預防歧視及推動
工作間平等機會的講座。

廉政公署於仁愛堂總部舉行防貪講座，本堂從事採購工作
的員工均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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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員工數目

科/部門 員工類別 員工數目 百份比

中央行政 中央行政 2 0.2%

社會服務科

長者地區及鄰舍中心 72 6.0%

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 221 18.8%

社區及青少年服務 109 9.3%

社區發展 13 1.1%

人力、資訊及行政科 人力資源、資訊科技、行政*、工程 27 2.3%

財務科 會計 14 1.2%

機構發展科
對外事務 10 0.9%

董事局秘書處 2 0.2%

企業營運及發展科
康體事務 29 2.5%

社會企業 4 0.3%

教育服務科
教育服務(2所中學及2所小學） 305 26.0%

教育服務(10所學前教育幼稚園暨幼兒園） 211 18.0%

醫療服務科 醫療服務 152 13.0%

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 2 0.2%

總數 1,173 100%

*不包括外判保安及清潔員工

■ 展望
繼續積極推動「以人為本」管理文化，讓員工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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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
工程部主要負責管理保養及維修、處理日常工程項目、監管工程進度及質素，以及為各科部就工程
項目管理提供專業意見。

■ 年度重要事項

項目工程
‧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裝修工程

‧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裝修工程

‧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現代化
(IPEC)裝修工程－招聘工程顧問

‧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裝修工程－招聘工程顧問

‧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天台勘測

‧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大堂裝修－招聘
認可建築師

‧ 環保園顧問評核報告

保養維修
‧ 本年度共處理1,300項保養維修工程

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計劃裝修大堂，藉以改善大樓的空間運用及增加現代感。

■ 展望
提高工程項目及維修保養之服務質素。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裝修工程計劃使用清新色調和
簡約設計，期望為學童創造理想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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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部為員工提供資訊科技服務，工作範疇包括電腦系統營運、系統及網絡基建、規劃和支援
本堂的網絡基礎設施及管理應用程式和資料庫。此外，部門為各科、部及單位提供資訊方面的技術
支援，確保系統順利運作，以維持有效率及穩定的服務。

■ 年度重要事項
‧ 協助教育服務科開發幼稚園暨幼兒園發展評估

及財務系統，並重新編寫網站

‧ 為翻新後的長者鄰舍中心遷移及安裝資訊科技
設備

‧ 本年度共處理2,250項技術支援個案

■ 展望
配合本堂發展，持續開發先進科技，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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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
本部主要負責處理各科、部門之間的綜合協調，建立並優化各項規章制度，加強機構的規範管理。

職能
‧ 採購及招標

‧ 資訊發放及物資處理

‧ 中央政策管理及監控

■ 年度重要事項
本年工作包括以下重點：

‧ 環保工作得到廣泛認同，榮獲世界綠色組織
頒授「環球愛心企業」及「綠色辦公室」標誌，以及
在中電「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2016」社福機構
組別中贏得金獎殊榮

‧ 處理超過90項不同類型的投標及報價項目

‧ 安排本堂總部全體職員及會員進行火警演習

‧ 舉辦員工聖誕聯歡會及職工新春聯歡會

仁愛堂獲中電頒發社福機構組別金獎，並由鄧錦雄主席MH
代表接受。

員工踴躍參與聖誕聯歡會，氣氛熱鬧。

董事局成員及諮議局委員與現場過千名員工歡度新春。

‧ 進行綠色辦公室計劃

‧ 舉辦員工聯誼活動及協助各單位舉辦活動，
如籌款活動及申請相關牌照

■ 展望
慎用資源、節省開支、繼續推動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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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是本堂獨立運作之部門，在董事局的管治及審核委員會的督導下，以客觀、公正及不偏
不倚的專業精神，對特定的項目或單位進行審計及評議工作，以確保各界善款、政府及外界資助，
以及其他收入均被適當及有效地運用。

■ 年度重要事項

財務預算審計
主要檢視財務預算及相關報表之製作流程的內部
監控及其有效性，識別內部監控的缺陷及漏洞，
提供合適的改善建議。審計重點包括財務預算制訂
監控及財務預算監督制度。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審計
主要檢視計劃在日常運作中的內部監控及其有效性，
以及對本堂有關程序的遵守程度，識別內部監控的
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建議。審計重點包括
收入及支出管理、活動管理、兼職導師酬金支出、
採購及付款程序，以及資產保存和監管程序。

康體事務部審計
主要檢視康體事務部在日常運作中的內部監控及
其有效性，以及對本堂有關程序的遵守程度，識別
內部監控的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建議。
審計重點包括收入及支出管理、租場、活動課程
管理、兼職員工及班組導師酬金支出、合約管理、
採購及付款程序、資產保存及監管程序，以及設備
維修和保養。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審計
主要檢視院舍在日常運作中的內部監控及
其有效性，以及對本堂有關程序的遵守程度，識別
內部監控的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建議。審計
重點包括收入及支出管理、兼職員工、治療師、護理員
及保健員的酬金支出、合約管理、採購及付款程序、
設備維修及保養，以及護士及保健員的認可資格。

■ 展望
在董事局及管理層的督導與支持下，本部將繼續
進行獨立、客觀及專業的審計，以提升機構效能及
持續改善本堂運作，並透過應用系統及不同的規範
管理，對特定的項目及單位進行審核及不定時的
突擊抽查，以確保各科部及其轄下單位嚴格遵守
本堂所訂立的程序，使內部監控能有效地運作，
同時提升員工對內部監控的認識及重視，令機構
管治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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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科

財務科負責仁愛堂總部及各屬下單位（轄下4間中小學除外）的會計賬目、財務管理工作並編制符合
《公司條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關津助條例及仁愛堂財務管理政策的財務報表，統籌編制
年度財政預算及外部審計工作，規劃及執行經董事局及財務委員會審批並通過的庫務及資金投資
管理政策，編制財務分析表來協助監察本堂大型籌募活動及轄下各服務單位的運作情況。

財務科亦需處理關聯公司包括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有限公司（「醫療基金」）、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教育基金」）、仁愛堂田家炳牙科診所
有限公司及仁愛堂謝吳翠霞牙科診所有限公司的財務工作。

■ 年度財務回顧
2016-2017年 度（ 由2016年4月1日 至2017年3月
31日）本堂、轄下4間中小學、「醫療基金」及「教育
基金」之備考總收入（估計）約港幣637,850,000元。
備考總表及仁愛堂總收入來源分佈分別刊於附表一
及附表二。總收入主要包括政府部門的資助、自資
服務收入及慈善捐款，部份籌募及大型活動所籌得
之善款達港幣21,753,000元（附表三）。本堂恪守
審慎理財原則，預計2016-17年度將錄得盈餘。

本堂維持一貫穩健及傾向保守的財務政策，財務
狀況健康良好。本堂於2017年1月31日之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儲備）約為港幣170,451,000元（附表四），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4.3倍，而持有
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港幣142,505,000元。

本堂投資組合表現由財務委員會轄下的投資小組
負責審閱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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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仁愛堂、轄下中小學、「醫療基金」及「教育基金」
2016-2017年度收支備考總表（預計）

（港幣千元）

仁愛堂 轄下中小學 醫療基金 教育基金 對沖調整 備考總數

收入

 社會服務 169,273 169,273

 醫療服務 102,421 102,421

 教育服務（註一） 79,487 188,622 268,109

 企業營運及發展服務（註二） 42,692 42,692

 籌募及捐款收入 31,201 1,906 4,555 (3,866) 33,796

 董事年捐 9,316 9,316

 租務、利息及投資收益 9,168 2,579 496 12,243

 小計 443,558 188,622 4,485 5,051 (3,866) 637,850

支出

 社會服務 (167,065) (167,065)

 醫療服務 (89,258) (4,256) (93,514)

 教育服務 (80,222) (184,094) (2,951) (267,267)

 企業營運及發展服務 (38,091) (38,091)

 籌募及活動費用 (14,362) (14,362)

 慈善及弱勢社群服務 (15,474) (15,474)

 中央行政及其他 (8,752) (8,752)

 撥款給兩個基金 (3,866) 3,866 –

 小計 (417,090) (184,094) (4,256) (2,951) 3,866 (604,525)

年度盈餘 26,468 4,528 229 2,100 – 33,325

註一： 包括4所中小學及以學年度估算（即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
註二： 服務包括康體、環保及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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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部份籌募及大型活動收入估計
（港幣千元）

收入

帝國金融集團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2016 5,849

現代教育呈獻：仁愛堂名人名曲慈善演唱會2016 3,935

仁愛堂第37屆董事局就職典禮暨晚宴 2,569

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2016 1,824

仁愛堂周年慈善餐舞會2017 1,520

仁愛堂綠色絲路探索之旅2016 1,041

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16 1,014

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2016 1,003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呈獻：仁愛堂慈善高爾夫球賽2016 878

帝國金融集團呈獻：仁愛堂小跳豆慈善Catwalk Show 2016 664

圓玄學院呈獻：仁愛堂慶回歸廿周年《青蛇》慈善粵劇晚會 620

仁愛堂綠色聖誕環保回收慈善賽2016 480

仁愛堂呈獻：麥兜‧飯寶奇兵慈善首映2016 186

仁愛堂中秋月餅及關懷長者中秋福袋慈善義賣2016 170

總計 21,753

仁愛堂總收入來源分佈
   (2016-2017年度預計）

社會服務 38%

醫療服務 23%

教育服務 18%

企業營運及發展服務 10%

籌務及捐款收入 7%

董事年捐 2%

租務丶利息及投資收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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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仁愛堂資產負債表
（港幣千元）

2017年1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未審計） （已審計）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淨值 7,024 7,686

投資物業 8,130 8,130

小計 15,154 15,816

流動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142,505 111,882

金融資產 5,505 8,181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50,647 38,660

存貨 3,248 3,216

小計 201,905 161,93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預收款項 (46,608) (37,638)

流動資產淨值 155,297 124,301

資產淨值 170,451 140,117

儲備 170,451 140,117

備註

1. 根據社會福利署2014年5月頒佈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非政府機構《最佳執行指引》規定，本堂已在網頁中(www.yot.org.hk)上載
「仁愛堂最佳執行指引」、「年度財務報告(Annual Financial Report)」及「運用《整筆撥款及公積金儲備》計劃文件」，供公眾查閱。

2. 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作出之披露，第37屆董事局年刊中所載有關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及2017年1月  / 3月31日止之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堂於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部份資料源自截至2016年3月31日之法定財務報表。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
規定，須予披露之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 本堂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將會在
適當時間遞交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 本堂之核數師已就本堂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出具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 並無提述任何核數師
在不作出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注意事項方式提述需關注之事項; 亦未載有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所指之
聲明。





善長芳名錄
及

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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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

金鑽贊助
(捐款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

翡翠贊助
(捐款港幣500,000元或以上)

農本方

太陽城集團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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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

明珠贊助
(捐款港幣300,000元或以上)

金贊助
(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東保集團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水佬榮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
史顏景蓮主席 MH

(2015-2016年度)
諮議局委員

亞洲聯合財務
有限公司

鄭丁港先生

獎門人食品國際
有限公司 昌利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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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

高靜儀小姐施驊航小朋友
譚握籌總理
（2000-2001,
2003-2004,

2006-2007年度）

周瑞卿小姐

銀贊助
(捐款港幣50,000元或以上)

金贊助
(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澳門福建體育會

鄭依純小姐

中國融保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諮議局委員

Zun Hong Kong Ltd. Great Roc Capital
Securities Ltd.

張志堅先生

鄧楊詠曼主席
BBS, MH 太平紳士
（1999-2000年度）

諮議局委員

賴楚惠副主席
（2015-2016年度）

卓智財經印刷
有限公司

金固－金平亞國際
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蓬瀛仙館

Baker & McKenzie

張寶山先生

李德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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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

梁永祥SBS 
太平紳士
諮議局委員

嚴玉麟副主席 
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許亮華先生

香港玉器商會

道教香港青松觀 珠江石油天然氣
鋼管控股有限公司道教省善真堂 廣東名高集團

銅贊助
(捐款港幣30,000元或以上)

安東珠寶
有限公司

香港中國西部
發展促進會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年度）

張心瑜主席MH
（2006-2007年度）

諮議局委員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年度）

郭羅桂珍博士BBS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楊釧玉先生

袁譚玉琼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麥文記

任德章主席MH
（2007-2008年度）
諮議局委員

香港醫思醫療
集團有限公司

施子龍小朋友NOODLE SHOP SINCE 1958

何德心先生MH



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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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2,00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

蔡黃玲玲主席MH（2011-2012年度）

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無名仕（籌募活動捐款/認購）

鄧錦雄主席MH

陳慧玲副主席

楊素梅副主席

連卓鋒副主席

丘忠航副主席

帝國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李愛平副主席

港幣50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莊舜而主席MH（2010-2011年度）

陳鑑光總理

陳達華副主席

MR CHENG TING KONG

曹貴子副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鄭玉而主席MH （2013-2014年度）

郭純恬副主席

羅台秦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HARMONY CHARITABLE FUND LTD.

潘俊彥總理

太陽城集團

香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港幣30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洪光椅總理

張敬慧副主席

麥家榮總理

郭志成總理

陳耀東總理

沈運龍總理

劉海航總理

張鴻總理

蔡小勇總理

圓玄學院

張梁絢霞總理

任德章主席MH（2007-2008年度）

劉臣峰總理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港幣10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曲敏瑜總理

區賀有小姐

譚振鳴總理

李星強總理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農本方有限公司

嚴浩全總理



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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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雪明小姐

周國芳女士

SHUN SHIN KINDNESS FOUNDATION LTD.

MING WAI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

SHUN SHIN CHEE KIT YIN KOON LTD.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史立德主席MH太平紳士（2008-2009年度）

RAFFAELLO SECURITIES (HK) LTD.

YYG HOLDINGS (ASIA) LIMITED

圓玄學院陳國超主席BBS, MH太平紳士

田家炳基金會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MR CHENG LUNG DON, HORACE

李德鵬先生

張志堅先生

葉相程先生

嚴子杰先生

田琬善小姐

鄺美雲小姐

水佬榮

中國融保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馬主協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晉生發展有限公司

獎門人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福建體育會

MR DONG CHOI CHI, ALEX

MR WONG CHING PING, ALEX

CHINA ECO-FARMING LIMITED

GREAT ROC CAPITAL SECURITIES LIMITED

PACIFIC PROPERTY DEVELOPMENT LTD.

V.SIN

港幣5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SIMON K.Y. LEE FOUNDATION LTD.

RICHEMONT ASIA PACIFIC LIMITED - CARTIER

GOLD SUPERLINK TRADING LIMITED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陳麗珠總理（2011-2012, 2013-2014年度）

太陽國際集團

婦女基金會

黃思語小姐

賴楚惠副主席（2015-2016年度）

祥和實業制品廠有限公司

鄧楊詠曼主席BBS, MH太平紳士（1999-2000年度）

孫蔡吐媚總理（2009-2011年度）

林清林先生

施驊航小朋友

張寶山先生

劉超成先生

周瑞卿小姐



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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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靜儀小姐

新寶裝飾工程公司 - 李玉愛

MR CHIM KIM LUN, RICKY

MR JOSEPH TONG

MS WONG TSZ YAN

BAKER & MCKENZIE

FUNG YING SEEN KOON

IONE FINANCIAL PRESS LIMITED

PRECUSOR MANAGEMENT LIMITED

港幣3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HO SIU NUI

張崔賢愛主席BH（1995-1996年度）

TIN BIRD INVESTMENT LIMITED

蔡陳淑儀總理（2011-2012, 2013-2014年度）

SOU SOK NGO

袁譚玉琼總理（2011-2012, 2013-2014年度）

潘少忠先生

中國天元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DR REBORN

HMMP (DENTAL) LIMITED

MR LAM CHI KEUNG, RICKY

張心瑜主席MH（2006-2007年度）

領展物業有限公司

曾浩先生

EVER PROFITS FINANCIAL LIMITED

蕭楚基主席BBS, MH太平紳士（2004-05年度）

HKUE LIMITED

SA SA MAKING LIFE BEAUTIFUL

嚴玉麟副主席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歐倩美總理（2009-2011年度）

施一清總理（2011-2014年度）

麥文記麵家有限公司

何歐陽翠華總理（2014-2016年度）

施子龍小朋友

許亮華先生

安東珠寶有限公司

米蘭站（香港）有限公司

青松觀有限公司

省善真堂

香港中國發展促進會有限公司仝人

MR WONG CHUNG MAT, BENEDICT

MR LEUNG WING CHEUNG, WILLIAM

MS LEE SI KAR

CHARM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U KONG STEEL PIPE GROUP CO. LTD.

HONG KONG JADE ASSOCIATION LTD.

LOYAL SPEED LIMITED

SANFULL SECURITIES LIMITED

UNION MEDICAL HEALTHCARE LIMITED



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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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2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陳國民博士

MS CHAN WAI HANG

VINSON FINANCE LIMITED

吳明珍主席MH （2014-2015年度）

KAM SING FAI CANTONESE OPERA

蔣佳良先生

MR WONG TAT WAI, DEREK

ZHI CHENG HOLDINGS LIMITED

保良局

蔡少森總理（2015-2016年度）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CANTOR FITZGERALD (HONG KONG)

TAM YUI MAN

城寶物業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BRIGHT FUTURE CHARITABLE FOUNDATION

春生厚

黃美娥女士

蔡寶健

鄭子瀅

顏太

MR LEUNG TSZ KIT

MR LAM CHUNG SHUN, PETER

MR WONG KWONG HUNG, HENRY

MISS CHENG KWAN YING

MS LAM MAY YIN, SHIRLEY

MISA WONG

MS WONG SZE NGA

KING'S VIEW JEWELLERY LIMITED

港幣10,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鄧瑞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MAKS E-COMMERCE LIMITED

SIR DAVID TRENCH FUND FOR RECREATION

MS WU YEE HA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馬介欽先生

廣州市道教純陽觀

MS LEUNG KAM YIN

高錕慈善基金

鄧祐才總理（2001-2002, 2005-2006年度）

鄭樹勝總理（2003-2004年度）

沙田社區基金有限公司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JOHN WONG

唐錦雄先生



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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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俊基總理（2006-2007年度）

陳惠珍

冼雄輝先生

利佳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周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第二十屆香港贏在系統總裁班

順得實業有限公司

MR LAM WAI HON

顏顏寶鈴主席BBS太平紳士（2003-2004年度）

何英杰先生

大榮華酒樓

林佛照先生

楊少偉主席BH, MH, SBStJ太平紳士 (1989-1990年度）

錢耀棠副主席（2011-2014年度）

徐炳光總理（2008-2011年度）

連轉逢總理（2014-2015年度）

黃惠山總理（2011-2012年度）

香港元極學研究總會

田倉實業蘇天助先生

林義昆先生

郭迪麟先生

陳月冰

楊美蓮小姐

龍龍、茵茵、文迪

馬兆德堂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浩福有限公司

健興利翡翠珠寶有限公司

通善壇

ANDREW C. K. FOK

BEN CHEUNG

MR CHAU KUNG FU

MR CHEE JING YIN

CHAN SHING LUNG

CHIVER CHEUNG

LEE CHIN MAN

LO KA YUEN

PUEN WING FAI

MR TOMMY YIP

MR POON SHUEN FAI

TAM PUI FONG

MS CHOW LILY

MS JUDY YU

MS HO TACK FUN

MRS WONG HO WAI TUEN

TAM PO MAN, JOSEPH & CHAN CHAU CHU, HEIDI

ABUNDANCE THERMO CONTROL FACTORY LIMITED

ALBERT JEWELLERY COMPANY LIMITED

AP ASSETS LIMITED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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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TAI FOOK CHARITY FOUNDATION LTD.

FLOWER DELIVERY HONG KONG LIMITED

HONGKONG SINO HOLDINGS LIMITED

MAPLE COUNTRY LTD.

RAFFLES PARTNERS ASSETS MGT (HK) LTD.

SUN INTERNATIONAL ATHLETIC

WHEELTEC ENTERPRISE LTD.

港幣5,000元或以上善長芳名及捐款公司名稱

王政皓副主席（2003-2005, 2005-2006年度）

MR LAM WAI HON

MR TANG WAI KWONG

黃宏發太平紳士

第二十五屆香港贏在系統總裁班

李慧芬總理（2015-2016年度）

陳冠樺先生

陳瑞群先生

吃喝玩樂慈善隊

荃灣鄉事委員會

CHAN PUI YUK

WONG YEE KUNG

KAM YUEN

MS LEUNG KA FOON

TINCHO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CAFE DE CORAL HOLDINGS LIMITED

劉康生

金銓海產貿易公司

MR LAM CHI HANG

吳澤文

勵高貿易有限公司

MR HUI CHUNG FAT TOMLY

WONG SIU HI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AUTI HAIR CENTRE

MR TANG WING CHOI

雷鴻仁先生

紫天宮,宮主：寧海

林長泉先生

謝玉英

MR KWONG PUI KEI

MR LEUNG YIU FAI

MR SIU GAN GIN

MS CHAN DAPHNE

MS LEUNG CHUNG YIN, JOYCE

MS TANG KIT CHING, AMY

MS TSUI CHOK CHU

THE HONG KONG YOUTH AVIATION ACADEMY LTD.

陳志慰先生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潘陳愛菁總理（2003-200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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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昌珍小姐

馬麗嫦

MR CHEUNG KAI WA

MR NG KAI HO RICHARD

MS LEE KA MAN DAISY

MS LING LAI WAH

LUI SZE YAN

TONG BO LIN, PAULINE

WONG LAI MING, JANICE

GOLDMART JEWELRY LTD.

莊元苳議員

MS CHONG WAI YAN QUINCE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林茂總理（2012-2015年度）

王傲山總理（2004-2008, 2012-2016年度）

陳卓琦總理（2011-2012年度）

徐永康總理（2013-2015年度）

張嘉齊總理（2014-2016年度）

戴澤良博士

呂文華先生

李浩然先生

林志鴻

卓輝煌先生

郭文壇先生

陳志遠先生

麥家仁先生

譚惠根先生

何蕙心女士

胡詠琚女士

馬嘉彤女士

陳愛英小姐

黃秀卿

劉伍步莊女士

力勁機械國際有限公司

大新毛紗有限公司

金木建設工程公司

花都區香港政協委員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通善壇

海鮮島漁港有限公司

懲教署體育會

MR AU TAK KEUNG

MR CHAN CHO SHING, SUNNY

MR CHU HOK WANG, CLEMENT

MS TAM YUK CHING, JENNY

MR TSANG HING FUNG

TSANG HIN KUEN

MR WONG KIM BOR

MR YU YUEN MAU, BANNY

VIE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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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I YEE YING

MR WONG YEE DING

MR YU TAK MING

MICHAEL & LILY

MS CHEN CHIN LING

CHEN YU

MS CHEUNG WING KEI

CHIU YUNG

CHUI CHUEN SHUN

HO WING TIN

LAM CHUNG CHI

MRS LEE

MS LEE SO FONG, SUSAN

MS LEE YUK PUI

LILY CHAN

LIN PING CHING

MS MAK CHUNG TIN

PUN MEI YING

MS TANG PUI YEE

FRONT TOP MS YIP FUNG CHU

LINK CONCEPT ELECTRONICS CO. LTD.

LUCKY HILL CORPORATION LIMITED

MANLEI PRECISION LTD.

SHC TEXTILE LIMITED

UNIVERSAL JEWELLERY CO LTD.

YIU YING CHARITABLE SOCIETY LTD.

*  以上為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錄得的善款，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由於篇幅所限，本表
只能臚列捐款港幣5,000元或以上之善長，懇請見諒。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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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慈善基金

中聯辦

中聯辦新界西工作部

立法會

民政事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勞工及福利局

教育局

食物及衞生局

環境局

醫院管理局

廉政公署

環境保護署

民政事務總署

屯門民政事務處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政府新聞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東新界統一評估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辦事處

懲教署

消防處

香港警務處

香港警察樂隊

警務處元朗區警民關係組

勞工處

衞生署

房屋署

房屋署友愛邨屋邨辦事處

房屋署寶田邨屋邨辦事處

運輸署

地政總署

牌照事務處

僱員再培訓局

屯門區議會

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
轄下「屯門經濟發展工作小組」

屯門區議會環境、衞生及地區
發展委員會轄下「屯門環境保護
工作小組」

元朗區議會

黃大仙區議會

觀塘區議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安老事務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屯門醫院

屯門醫院老人科社區評估服務

北大嶼山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青山醫院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

基督教聯合醫院

瑪嘉烈醫院

元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義工小組
（義工服務）

元朗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元朗劇院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環境運動委員會

新疆統戰部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田家炳基金會

百仁基金

李國賢長者基金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

智行基金會

施永青基金

高錕慈善基金

齊心基金會

意贈慈善基金

精神健康基金會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攜手扶弱基金

個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GBM, GBS太平紳士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GBS, MH, 太平紳士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SC太平紳士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GBS太平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林武副主任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GBS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太平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教授GBS太平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GBS太平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GBS太平紳士

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SBS, IDSM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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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太平紳士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仁愛堂創會主席
劉皇發博士GBM, GBS太平紳士

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先生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GBM太平紳士

鍾逸傑爵士GBM太平紳士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
梁智鴻醫生GBM, GBS太平紳士

田家炳基金會榮譽主席
田家炳博士BH, GBM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會長霍震霆GBS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主席
梁智仁醫生SBS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梁栢賢醫生太平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
劉林部長

廉政專員白韞六SBS, IDSM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教授SBS太平紳士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陳繁昌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唐偉章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郭位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錢大康教授BBS太平紳士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張仁良教授BBS太平紳士

香港樹仁大學校監
胡鴻烈GBM,GBS太平紳士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教授BBS太平紳士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兼環境保護署署長
唐智強太平紳士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黎陳芷娟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聶德權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馮程淑儀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太平紳士

政府新聞處處長黃智祖太平紳士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

消防處處長
李建日先生FSDSM, FSMSM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太平紳士

懲教署署長邱子昭先生CSDSM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李美嫦太平紳士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王小寧副部長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

消防處助理處長（新界）邱偉强先生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二）
陳凱庭小姐

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屯門區）
林文光先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大埔）
關蕚英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鄺英偉先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屯門區）
鄭國仁先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西貢區）
陳鳳英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油尖及旺角）
凌蘇嘉蘭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荃灣及葵青區）曾陳美芳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深水埗）
王達雄先生

衞生署助理署長（健康促進）
馮宇琪醫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郭黃穎琦女士

懲教署助理署長（更生事務）
鄧秉明先生

環境保護署社區關係總監
陳英儂博士

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科助理署長
（環境基建）張妙嫻女士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專員
陳德義先生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
黃燕儀女士

高錕慈善基金董事局主席
高黃美芸女士

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
李樂詩博士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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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學院主席
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東華三院丁酉年董事局主席
李鋈麟先生

保良局丁酉年董事會主席
陳細潔小姐

九龍樂善堂2017年度主席
郭予宏先生

博愛醫院丁酉年董事局主席
彭少衍先生

仁濟醫院第五十屆董事局主席
嚴徐玉珊女士

黃宏發OBE太平紳士

深水埗區議會
張永森主席MH太平紳士

何民傑議員

李月民議員MH

袁國強議員

袁敏兒議員

梁健文議員BBS, MH太平紳士

莊元苳議員

陳文華議員MH

陳美蓮議員

陶錫源議員

麥業成議員

曾憲康議員

温啟明議員

湛家雄議員BBS, MH太平紳士

黃偉賢議員

黃麗嫦議員

溫啟明議員

蕭浪鳴議員

龍瑞卿議員MH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及幼兒園
黎燕芬校長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永遠會董
蔡黃玲玲女士MH

田定先校監

田慶先校監

田熾先校監

吳明珍校監MH

吳偉光校監BH

張崔賢愛校監BH

陳鄭玉而校監MH

楊少偉校監BH, MH, OStJ太平紳士

劉業強校監MH太平紳士

鄧楊詠曼校監BBS, MH太平紳士

顏顏寶鈴校監BBS太平紳士

龐維新校監MH

龐盧淑燕校監BBS

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副主席
梁崑璞先生

仁愛堂諮議局委員吳偉光先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校長
陳龍生教授

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
柳中暉博士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林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
科學研究所及地球信息科學教授
林琿博士

工銀亞洲信用卡中心總經理
戴迅夫先生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
張夏令先生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莉小姐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行政財務部總監
陳曉玲小姐

香港玉器商會羅志光會長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北總區助理
指揮官黃祥漢高級總隊監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
市場推廣總監李演政先生

屯門獅子會麥美儀主席

屯門醫院臨床腫瘤科魯勝雄顧問醫生

北大嶼山醫院急症室副顧問醫生
許月吟女士

王政皓副主席

梁崑璞總理（1998-2001年度）

蔡陳淑儀總理

保良局黃偉傑總理

毛志成主席BH

史顏景蓮主席MH

何君堯主席BH太平紳士

張心瑜主席MH

莊舜而主席MH

李愛平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曹貴子副主席

連卓鋒副主席

郭純恬副主席

楊素梅副主席

曲敏瑜總理

何國傑總理

張梁絢霞總理

陳鑑光總理

麥家榮總理

劉臣峰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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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俊彥總理

譚振鳴總理

何歐陽翠華總理（2014-2016年度）

張嘉齊總理（2014-2016年度）

蘇楊潔玲總理（2014-2016年度）

顏明秀總理（2015-2016年度）

費斐SBS太平紳士

黃鎮南SBS太平紳士

楊志達太平紳士

戴希立BBS太平紳士

貝鈞奇先生BBS, MH

石丹理教授BBS太平紳士

石秦家慧教授

何彩華副教授

李子建教授

陳鄭佩華教授

雷雄德教授

黎永亮教授

杜永德博士

石美寶博士

李福全博士

李輝博士

林曉鋒博士

區美蘭博士

張依勵博士

陳偉佳博士

陳惠玲博士

鄧聲興博士

白威醫生

李健民醫生

陳以誠醫生

陳藝賢醫生

歐耀佳醫生

鄭文容醫生

潘展平大律師

簡汝謙律師

余大偉校長

黃悅明校長

任婉雯協理副校長（學院發展）

白鄧紹芬系主任

李家豐先生

梁嘉恩小姐

方啟丞先生伉儷

王俊棠先生

王思韻先生

王敏德先生

田立仁先生

朱俊華先生

朱建勳先生

朱凱婷小姐

何雁詩小姐

吳君如小姐

吳香倫小姐

吳海峯先生

吳瑞珠女士

吳瑞麟先生

呂慧儀小姐

呂盧婉兒女士

宋洪波先生

李文貞女士

李玉佩小姐

李河璘小姐

李芷菁小姐　

沈震軒先生

狄易達先生

車淑梅小姐

冼雄輝先生

林咏然先生

林欣彤小姐

林茂女士

林家亨先生

林德勤先生

林寶珠女士

邱為德先生

胡楓先生

苑冬紅女士

凌少珍女士

徐永康先生

馬德鐘先生

區賀有女士

張淑卿女士

張華強先生

張鴻遠先生

梁桂琼女士

梁煒康先生

梁嘉恩小姐

莊偉茵女士

許志安先生

許怡寶女士

許冠傑先生

許嘉麗小姐

許懷谷先生

許懷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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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致宏先生

郭致言先生

陳月冰女士

陳百祥先生

陳志康先生

陳貝兒小姐

陳卓琦小姐

陳咏儀女士

陳美齡小姐

陳若蘭女士

陳國祥先生

陳堂榮先生

陳婉珊小姐

陳漢民先生

陳麗蘭女士

陸東先生

麥家碧小姐

時任懲教署署長
單日堅SBS, CSDSM伉儷

彭健新先生

曾志偉先生

費樂詩小姐

黃思語小姐

黃愛女士

黃蘊瑤小姐

廖國森先生

趙小鳳小姐

劉珮玥小姐

劉浩龍先生

潘志恒先生

潘秀瓊小姐

潘偉賢先生

潘鐵珊先生

蔡金山先生

蔡俊華先生

蔣東強先生

衛駿輝女士

鄧文嘉小姐

鄭丁港先生

鄭永恒先生

鄭俊弘先生

鄭淑文女士

魯振順先生

盧德明先生

賴楚惠小姐

鄺美雲小姐

羅芷薇小姐

羅亮添先生

羅祺女多女士

羅蘭女士

Bingo

C AllStar

EIKOWADA董事繆嘉銘先生

MISS CHAU WING TING

MISS CHOW SUET YIN, MON

MS LEUNG CHUNG YIN, JOYCE

MS MARIA CORDERO, BBS, MH

SuperGirls

慈善組織、團體及學校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服務

保良局

九龍樂善堂

博愛醫院

仁濟醫院

圓玄學院

蓬瀛仙館

香港神慈秀明會

一視曈仁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

大寶珠寶

小熊貓

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

中國香港健美總會

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太陽國際體育會

屯門東南商業協會

屯門區居民服務社

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屯門獅子會

屯門勵行站

屯善社

毛妹芭蕾舞學校

世界綠色組織

光愛敬老院

吐魯番沙漠植物園

地球之友

好家庭菜園

曲藝社

百好繪本士多

老農田

西貢將軍澳婦女會

君慧慈善會

妙法寺護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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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人生義工服務團

沙田信善玄宮

防止虐待兒童會（屯門中心）

芬芬之友社暨閃爍研藝坊

青山寺慈善信托理事會

青聯堂

忠義堂

俊彥武術（太極）學會

信善紫闕玄觀

活耕建養地協會

飛躍舞軒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

香港元極學研究總會

香港乒乓總會

香港交通安全會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

香港羽毛球總會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香港東方之珠獅子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元朗婦女會

香港復康會

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

香港業餘體育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香港劍擊總會

香港贏在系統總裁班

海鮮島漁港

茹樂社

荃蕙志務書社

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

荃灣足球會

荃灣鄉事委員會

荃灣獅子會

國際十字路會

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有限公司

將軍澳仁愛堂慈善籌款委員會

彩虹舞坊

惜食堂

救世軍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團隊

現代教育出版

逍遙踩車學院

通善壇

陸賽瑚桃李芬芳同學會

結農晴田園工作室

華人廟宇委員會

雄獅培訓中心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順利邨）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屯門）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有限公司

新界社團協進總會

新興農場

獅子山青年商會

聖約翰救傷隊

聖雅各福群會綠色家電環保園

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嘉湖愛心義工隊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歌韻社

綠匯學苑

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綠慧公社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

舞出人生

舞術館

廣東肇慶端州南粵企業家協會

稼錞知音薈

澳門海峽女企業家協會

親子關社義工隊

錦昇輝粵劇團

醫療輔助隊

觀塘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田景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東華三院李黃廣慶祥紀念幼稚園

圓玄幼稚園

聖樂兒教育機構天后中英文幼稚園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光明英來學校

荃灣潮州公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青松侯寶垣中學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
中學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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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裘錦秋中學（屯門）

德望中學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社區健康及藥物
安全外展隊

香港城市大學

嶺南大學

梁耀忠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鄺俊宇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周偉雄區議員辦事處

陳偉坤區議員辦事處

陶錫源區議員辦事處

丁志威議員辦事處

何民傑議員辦事處

何君堯議員辦事處

余智榮議員辦事處

吳家超議員辦事處

呂東孩議員辦事處

李月民議員辦事處

李東江議員辦事處

沈運華議員辦事處

姚柏良議員辦事處

姚嘉俊議員辦事處

柯創盛議員辦事處

范國威議員辦事處

徐海山議員辦事處

袁國強議員辦事處

袁敏兒議員辦事處

區能發議員辦事處

梁子穎議員辦事處

梁健文議員辦事處

莊元苳議員辦事處

莫健榮議員辦事處

許祺祥議員辦事處

郭慶平議員辦事處

陳文華議員辦事處

陳美蓮議員辨事處

陳偉明議員辦事處

陳國華議員辦事處

陳學鋒議員辦事處

陸平才議員辦事處

麥業成議員辦事處

曾憲康議員辦事處

湛家雄議員辦事處

黃冰芬議員辦事處

黃宇翰議員辦事處

黃宏發辦事處

黃炳權議員辦事處

黃偉賢議員辦事處

黃潤達議員辦事處

黃麗嫦議員辦事處

溫悅昌議員辦事處

溫啟明議員辦事處

葉傲冬議員辦事處

趙秀嫻議員辦事處

潘任惠珍議員辦事處

鄭強峰議員辦事處

鄭捷彬議員辦事處

黎廣偉議員辦事處

蕭浪鳴議員辦事處

龍瑞卿議員工作室

龐愛蘭議員辦事處

蘇冠聰議員辦事處

蘇炤成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太和邨業主立案法團

屯門雅都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兆山苑業主立案法團

兆康苑（第3、4期）業主立案法團

青衣邨業主立案法團

朗屏邨業主立案法團

海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馬鞍山錦豐苑業主立案法團

彩明苑業主立案法團

祥和苑業主立案法團

景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華貴邨業主立案法團

葵興邨業主立案法團

嘉田苑（A至F座）業主立案法團

豪景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廣明苑業主立案法團

廣源邨業主立案法團

錦龍苑業主立案法團

瓊山苑業主立案法團

耀安邨業主立案法團

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元朗錦綉花園業主聯會

友愛邨各座互助委員會

友愛邨活動籌備委員會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

屯門友愛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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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友愛活動籌備委員會暨友愛邨
各互助委員會

屯門寶田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月華街居民協會

吳家村村事委員會

沙角邨居民協會

良田之友社

卓爾居

房屋署白田邨辦事處

房屋署順利邨辦事處

東頭邨居民聯會

長亨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長宏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美林邨美桃樓互助委員會

美林邨美楓樓互助委員會

將軍澳街坊福利會

彩明苑租客協會

彩雲邨居民促進會

清河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富昌邨居民協會

富泰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景林邨業主監察協會

景峰花園

景新臺

景嶺街坊互助社

華荔邨辦事處

愛東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愛琴海岸

慈樂邨居民協會

慈樂邨樂祥樓互助委員會

萬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浪濤灣

頌明之友

翠林之友

橫頭磡居民服務中心

麗湖居管理服務中心

寶田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寶琳商戶互助委員會

寶達邨互委會聯會

傳媒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大公報

文匯報

成報

明報

明報周刊

東方日報

東周刊

星島日報

香港有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商報

香港電台

都市日報

壹週刊

晴報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新報

粵劇曲藝月刊

戲曲之旅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鳳凰衛視香港台

頭條日報

經濟日報

蘋果日報

蘋果動新聞

am730

DBC數碼電台

Now寬頻電視

on.cc

Roadshow路訊通

商業機構 / 企業

三聯書店

大埔超級城

大家樂

大鵬藥品

小牛金服

中國天元金融集團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

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

中港城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住宅客戶及發展部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市場及客戶服務業務

元朗喜尚嘉喜酒樓

六福珠寶

友愛邨東亞藥房

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太子珠寶鐘錶

太平物業發展有限公司

太陽國際集團

屯門市廣場

屯門黃金海岸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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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福斯影業

正祥有限公司

仙跡岩

本滙融資（亞洲）有限公司

永安百貨

永鋒證券

生福珠寶

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利豐亞洲（香港）有限公司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宏安集團

李錦記

沙嗲王

京都念慈菴

奇華餅家

宜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昂坪360

昌利證券控股有限公司

東方表行

東保集團

東瀛遊

金曲製作公司

金銓海產貿易公司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

冠玲瓏

冠榮車行

帝國金融集團

恆香老餅家有限公司

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星寶環球有限公司

紅太陽

美亞廚具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茂昌眼鏡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香港玉器商會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

家居88

家夢控股有限公司

展豐酒業有限公司

晉生發展有限公司

海王潮州樓

海皇粥店

海峰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趣坊

荃新天地

荃灣麗城花園

馬鞍山廣場

健絡通藥業有限公司

啟域發展培訓公司

培力（香港）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康健新活

康健醫療及牙科服務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現代教育

許留山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麥家榮律師行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黃金海岸

城寶物業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恒毅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海濱花園管業處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兆麟苑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卓爾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浪/海琴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屯門中心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蟠龍半島服務處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寶怡花園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銘威管理有限公司

領展物業有限公司

善行素食

喜遇有限公司

富道金融

港股策略王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順得實業有限公司

匯豐銀行

奧海城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盈發展有限公司

新鴻基錦華商場

楊森大藥廠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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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萬希泉

葵涌廣場貢茶

農本方有限公司

零食物語

福泰珠寶

福臨門

精美唱片公司

維健牙科

豪大大雞排（屯門店）

豪大大雞排（佐敦店）

豪大大雞排（旺角一店）

豪大大雞排（旺角二店）

豪大大雞排（旺角三店）

豪大大雞排（灣仔店）

噴射飛航

慧妍雅集

撒隆適

輝凌製藥有限公司

樹熊證券有限公司

興威紡織有限公司

親子王國

默克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勵協中心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禮來公司

鯉景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麗明珠真髮中心

1O1O

Adore Organic Innovation

Angel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Baby Kingdom

Cartier

Chickeeduck

Cisco Hong Kong

Compass College

Dance Union@Sunny Wong

DR REBORN

EIKOWADA

Evercell

EVI Services Limited

FACE家庭攝影

FIX UP HAIR SALON

FWD富衛

Garona

Gds Living釋。生活

H Hamper

HKT

JHC ELLA LIMITED

La Ceremonie Atelier囍鵲

LKKC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Loyal Speed Limited

Maks E-Commerce Limited

Mega Ice

MODE Children

Openrice Limited

Postgal Workshop

RaffAello資本有限公司

Robert Chui & Co.

Smartech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Limited

V city

Victor Sports （HK） Company

Vivishop



服務
單位



服務單位

165

長者服務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德雅苑地下1-3號及6-8號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第2號亭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穗禾苑商場平台G39號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 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路1號地下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字樓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仁愛堂鄧楊詠曼長者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2樓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A隊）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18-19號地下

仁愛堂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B和C隊） 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商場地下1C9-1C10室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D隊）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E隊）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仁愛堂（屯門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32-535室

弱勢社群服務

仁愛堂鄉郊老人外展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1樓106-7室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睦鄰街7號

仁愛堂屯門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仁愛堂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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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青少年服務部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5樓及6樓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西）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3樓A & B室& 6樓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屯門澤豐）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東） 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16樓H室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1樓、2樓及4樓

教育服務－中學小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3號

教育服務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低座地下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屯門湖景邨湖畔樓低座地下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荃灣大窩口邨富泰樓地下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將軍澳彩明苑彩貴閣地下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深水埗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1樓114號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兆康苑兆恆閣兆順閣平台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5樓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3樓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1樓104室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GH249室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6-10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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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 屯門屯利街6號仁愛分科診所5樓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3號地舖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心 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地下60號舖

仁愛堂陳慧玲綜合醫療中心 葵芳葵義路15號葵芳閣地下G號舖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2-16號廣福華庭1-2號地舖

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大埔靖遠街55號地舖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東涌） 東涌富東街6號東涌健康中心1樓

仁愛堂馬鞍山牙科中心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23號迎濤灣商場地下12號舖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顏寶鈴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五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曹貴子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連卓鋒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陳慧玲流動中醫醫療車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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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牙醫醫療車

仁愛堂史立德博士流動牙醫醫療車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14座復康小巴UA932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1樓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仁愛堂連卓鋒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仁愛堂珍妮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環保及社會企業

仁愛堂社會企業－辦公室 屯門建發街13號建發工業大廈9樓13室

仁愛堂社會企業－綠家居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仁愛堂社會企業－水雲澗 屯門置樂花園2座商場地下30-31號

仁愛堂社會企業－水雲澗分店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長者健康生活站（屯門站）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長者健康生活站（大埔站）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社區教育及環保教育生活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319室





2016/2017

仁愛堂第三十七屆董事局年刊

四
季

仁
愛
堂
Y
A
N
 O
I TO
N
G

第
三
十
七
屆
董
事
局
年
刊
  A
N
N
U
A
L R
E
P
O
R
T 2016

/2017

澤
善

仁
間有
愛


	01 YOT Introduction(c)12Apr1439
	02 YOT Contents(c)12Apr1439
	03 YOT Chairman's Words(c)12Apr1439
	04 YOT Structure(c)12Apr1436
	05 YOT Board Activities(c)12Apr1435
	06 YOT Fundraising(c)12Apr1424
	07a YOT Focus(c)12Apr1422
	07b YOT Focus(c)12Apr1421
	08 YOT Social Service(c)12Apr1420
	09 YOT Medical Service(c)12Apr1419
	10 YOT Education Service(c)12Apr1417
	11 YOT Environmental(c)12Apr1417
	12 YOT Sports Service(c)12Apr1417
	13 YOT Human Resources(c)12Apr1416
	14 YOT Internal Audit(c)12Apr1416
	15 YOT Financial(c)12Apr1416
	16 YOT The Patron(c)12Apr1415
	17 YOT The Patron(c)indd12Apr1415
	18 YOT Acknowledgements(c)12Apr1415
	19 YOT Service Unit(c)12Apr1415
	20 YOT Inside back(c)12Apr141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d00650064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