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終歲末，是收穫的季節。世界吳氏聯誼理事
會第二屆懇親大會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香港會展
中心圓滿成功後，世吳主席、香港吳氏宗親總會主
席吳良民就帶領吳氏宗親奔走海峽兩岸，拜訪吳氏
宗親。日前，世界吳氏聯誼理事會及香港吳氏宗親
總會聯合組織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香港宗親一行
十四人，由主席吳良民任團長，吳德華和吳啟熊分
別任副團長、秘書長，赴台灣進行了聯絡宗親宗誼
的參訪活動。所到之處，受到台灣宗親熱烈歡迎和
盛情款待，讓大家感受到了那份純樸熾熱的親情。

參訪團的第一個站是台北吳氏宗親會，那是位
於風光秀麗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台北吳氏宗祠讓
德堂。小巴沿着草木森森的盤山公路向上攀行，特
地前往迎接的台北市宗親會秘書長吳錫璋為團員們
介紹了台北吳氏宗親會成立33年來的歷史以及吳氏
宗祠當初興建的情況。不知不覺，一座寫着 「吳氏
宗祠」的唐宋風格牌樓映入了眼簾，原來已到了目
的地。牌樓內側就是背山面水，規模十分宏偉的
「讓德堂」。

進入大堂，主柱上寫着 「八閩孝子裔，三讓帝
王家」對聯，令人肅然起敬。祭祀開始，祭祀大堂
香煙裊裊，鍾鼓齊鳴，大家接過點燃的香，虔誠地
拜天公，拜祖宗，拜土地。台北吳氏宗祠讓德堂主
祀吳姓始祖三讓王泰伯公，傳代始祖恭孝王仲雍公
和繼世祖延陵王季劄公。據吳錫璋介紹，大宗祠除
了每年農曆二月十九和九月十八春秋二大祭外，還
成立了上元節，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冬至節
和正月初一團拜聯誼會，倍極敦睦。當日正好趕上
冬至團拜，拜了祖宗，宗親們共進午餐，並暢敘親
情，氣氛溫馨。餐後大家依依不捨揮手道別，車子
又向高雄方向飛馳。

到高雄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財團法人高雄市
吳氏宗祠董事長吳茂仁、董事兼總幹事吳俞姍依然
熱切地等待大家共進晚餐，那餐飯吃在嘴裡，暖在
參訪團全體的心裡。第二天一早，大家到高雄吳氏
宗祠拜祖，高雄吳氏宗祠是民居式的，一樓店面，
二樓宗親會辦公室，三，四樓出租，五樓才是拜祭

大堂。擔任主祭司儀的宗姐宗妹，都很年輕。充分
體現吳族不分男女，不分年齡，不分貧富，不分派
系的禮讓仁和及開拓創新的精神。

離開高雄，參訪團來到台南全台吳氏大宗祠，
全台吳姓大宗祠創建於1880年，是台灣三級古跡，
大宗祠像一條古船，古色古香，大門上有一副對楹
聯： 「三讓兩家天下，一劍萬世千秋。」上聯典出
《史記，吳泰伯世家》 「孔子言， 『泰伯可謂至德
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下聯典用季
劄公掛劍徐君之墓樹的典故。大堂中間供奉泰伯公
，仲雍公和季劄公，兩邊分別彩繪 「真人煉藥」，
「吳鳳成仁」二圖。殿前保存龍井一口，院中有百

年老榕樹昂首其中，守護着全祠安危，祠內清新素
雅，古木盎然，滿盈靈氣，令人心曠神怡。

離開台南全台大宗祠，大家又來到將軍溪底寮

，宗祠大門口，一副氣勢貫天的楹聯吸引了全體：
「特自閩遷台宏揚九世，續來高奠基大業千秋。」

橫批是： 「吳氏閩台源一宗」。宗祠裡面，一塊粉
紅色的大理石更加具體描述了閩台源一宗，石碑上
寫道： 「十五代老祖公圭東，祖籍福建省泉州府晉
江縣岱陽錫抗鄉南門外 17.8 都。於清朝乾隆四十五
年來台，定居台南府麻豆堡溪底寮，即今台南縣北
門鄉中樞村。」為後人尋根問祖提供了依據。參訪
團駐足在石前，前輩跨海遷台，開山造田，為宗族
繁衍而努力拚搏的情景彷彿浮現眼前。

離開溪底寮，大隊又乘夜色驅車北上直達桃園
。第二天，參訪團拜訪了桃園吳氏宗親會。桃園吳
氏宗親會是全台規模最大，會員最多的宗親會。據
監察委員吳豐山介紹，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的父
親─吳鴻麟，當年擔任桃園縣長，就已經在桃園

各鄉鎮成立了分會。現任會長是吳伯雄的堂兄吳運
東，二百年前都是在一個鍋裡吃飯的一家人。

宗祠是凝聚中華民族血緣和感情的紐帶，一座
座吳氏宗祠，書寫着家族的歷史淵源，讓人感受到
他們的變遷，發展的軌跡。吳伯雄曾告訴大家，台
灣吳氏宗親非常注重血緣，他的公子吳志揚參選桃
園縣長，第一個出來投票支持的就是吳氏宗親。高
雄市吳茂仁亦表示，儘管台灣政治氣氛濃厚，但只
要是吳氏參選，藍綠宗親都會投票支持他，畢竟血
濃於水。

四日三夜的台灣訪親之旅雖然已結束，但台灣
吳氏宗親特別尊崇忠，孝，仁，愛，禮，義，廉，
恥以及中庸的民族文化的特點為大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吳良民主席在總結此行時表示，同姓三分親，
有來往親上加親。吳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
要組成部分，包含了許多為人處世的準則，對於樹
立當今的價值觀有很好的推動作用。他希望吳氏宗
親團結一心，加強交流合作，共同弘揚先祖的美德
，為宗族及民族的復興，乃至為社會的和諧、世界
的和平再作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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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親團於台南市全台吳氏大宗祠與高雄和台南宗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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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社團辦特首論壇
三參選人闡釋施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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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主席王國強致歡迎詞，他指，邀得
三名參選人同台介紹各自的施政理念，實屬
難得。會上，唐英年發言提到，環球經濟發
展不明朗，特區政府在市場的角色應該是更
主動、更主導，促進經濟多元化，但需要有
經驗，才能掌握參與的形式和深度，同時，
必須與國家總體經濟及社會發展配合，達致
「互動、互補及互利」的關係。他認為應發

展更多創新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尤其
是傾斜在年輕人的就業機會。他舉例在金融
危機推出的信貸保證計劃為例，指不少中小
企正進入 「還款期」，認為應以新方法進一
步支援中小企。

梁振英表示，社會求變的呼聲相當高，
政府必須正視需求，唯有變才有進步，才
有出路，但強調要穩中求變。他指，當前
國際經濟大環境動盪，香港應做好轉型的

前期工作，積極捕捉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
的機遇，充分利用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加
強與內地的交流與合作，他建議在特首辦
下成立統籌機構，對外負責與內地政策協
商，對內協調政策局的工作；加強香港政
府和中央以及省市政府間的功能；建立官
、產、研、學結合的聯合工作小組，制訂
產業政策。馮檢基發言時則談到舊區重建
及發展綠色產業等問題。

該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志紅總結時表示
，每個人心中有桿秤，三位參選人各有各特
點，各有各理念，希望有票在手的選民公正
地投出神聖的一票。該會副主席唐學元、林
光如、李歡、楊鑫、王賜豪、余鵬春、方文
雄、蘇傑開、廖漢輝，會長葉樹林、朱李月
華、陳振東、陳經緯，榮譽會長梁劉柔芬、
陳新滋，副會長李國雄、梁平、蘇仲平等亦
出席演講會。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
南京總會舉行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南京考
察團分享會，出席人士包括總會名譽顧
問郭晶強，會長張心瑜，名譽副會長丁
麗君，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長戴希立，
以及參與考察團的 20 多名學生，大家
一同分享此次考察歷程的心得和感受。

由香港南京總會贊助之 「香港仁愛
堂田家炳中學南京考察團計劃─
『百年辛亥．綠色青奧─ 2011 南京

』」活動已經順利舉行。該會以及該會
多位首長包括名譽顧問王國強，會長張
心瑜等慷慨贊助田家炳中學南京考察團
活動。張心瑜說，2011 年是辛亥革命
100周年，南京在辛亥時期有特別的
歷史意義。而田家炳中學經常組織學生
往內地考察，讓學生親身了解和感受國
家的發展，這與南京總會的會務宗旨十
分合，因而很支持活動。

戴希立表示，學校認為學習不應該
只限於課堂，因此每年都會組織中四、
中五學生往內地考察學習，同時進行公

民和德育教育。他又說，南京歷史悠久
，又是 2014 年第二屆夏季青年奧林匹
克運動會的承辦城市，藉此行讓學生親
身體會國家發展，以實踐國民教育的理
念。

「此行令我眼界大開，通過南京之
行令我了解到國家巨大發展，真是獲益
良多。」學生徐紹鈞對此行留下美好印
象。另一學生孫詩詠則說， 「參觀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後，對日本侵華
的歷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更清楚明白
到國家富強的重要性」。

考察團於去年12月18至22日進行
，為期五日。學生參觀了青年奧運會場
館、綠色南京的建設，亦參觀南京師範
大學田家炳教育學院、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以及出席關於辛亥革命以
來南京的歷史演變座談會，並到訪南京
市田家炳中學，與中學生交流。

參與是場活動的還有該會常董張璇
菲，名譽會董周建新、溫彩珍，他們亦
慷慨捐款贊助考察團一行。

【本報訊】記者溫寶生、史利偉報道
：為化解一切天災人禍，令世界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香港天台精舍、香港圓明寺
、香港聖賢教育協會以及香港佛陀教育協
會發起的 2012 「護世息災念佛祈福法會
」，日前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逾
八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共同稱念
「阿彌陀佛」，一句佛號，千人共念，力求
化解日益肆虐的全球災難，安撫惶惶人心
，恢復社會安寧和諧。

為期三天的 2012 「護世息災念佛祈
福法會」，由一月八日開始至十日圓滿結
束，獲致力推廣宗教倫理道德教育，以淨
化人心、回頭向善的淨空法師、暢懷法師
兩位大德為代表的佛教高僧，帶領逾八千
名同修一起至誠念佛，讓清淨、平等、正
覺的內心力量化解亂世種種災難。

淨空法師說： 「阿彌陀佛是梵語，

『阿』的意思是 『無』， 『彌陀』是量，
『佛』是覺，阿彌陀佛就是 『無量的覺悟

』。」一個有無量覺悟和智慧的心念，
必然是純淨純善、充滿了博愛和感恩的。
對於大眾而言，它不僅完全不神秘，而且
還似曾相識，因為這種心念，在孝養父母
、照顧幼小時，人人都能體會一二。也就
是說，念佛之舉，不是宗教的，而是超乎
宗教人人可行的一個淨化心靈的途徑。

念佛不僅能夠將紛繁蕪雜的心念專注
一處，更能讓原本充滿慾望、不平與疑慮
的心，淨化到純一的智慧和覺悟之中。人
們可以通過念佛，讓自己成為量子科學家
所謂的 「宇宙量子網」中較安寧、較小波
動的信號源，這個安定祥和的信號源，通
過相互關聯、無所不在的 「量子資訊網」
而影響整個宇宙。因此，集體安寧和平的
磁場則能夠惠及一個較大範圍的地區，甚
至讓整個地球都籠罩在安寧的磁場之中
─這便是佛教念佛法會 「護世息災」
的科學含義。

【本報訊】日本佐賀縣政府香港代表
事務所開設儀式昨日舉行，佐賀縣知事
古川康表示，希望藉事務所的設立，與
香港及比鄰廣東省建立密切聯繫，透過
推廣佐賀牛、玄海活魚及嬉野茶等佐賀
特產，推動兩地中小企業的經貿往來。

開設紀念儀式上，縣政府向來賓介
紹佐賀牛、玄海活魚、嬉野茶等特產，
並供大家品嘗。現場大屏幕同時播放佐
賀縣宣傳片，展示縣內自然風光、歷史
文化和風土人情。古川康連同日本駐港
總領事隈丸優次、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
Simon Galpin分別為儀式致辭，隨後，
一眾嘉賓齊齊以木槌敲破酒桶，象徵好
兆頭。

古川康表示，會將佐賀牛這一特產
作為中心，並配合蔬菜、生果和酒等相
關產品，拉動兩地中小企經貿往來，他
稱現在已與本港幾個商家合作，本港市
民已經可以在全港二十多間店舖吃到地

道的佐賀美食。
此外，古川康亦希望推動兩地文化

交流，藉中國農曆春節之際，縣政府將
參加初一晚舉行的新春花車巡遊，屆時
，佐賀唐津宮日節的鯛魚曳山將特地從
日本越洋到港與大家見面。另外，他亦
希望更多香港市民前往佐賀旅遊。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日前舉辦
「特首施政理念論壇」 ，邀得三名
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梁振英及馮檢
基闡釋參選政綱和治港理念，吸引
逾三百名總會首長、會董及專業人
士出席，反響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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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佐賀縣在港設辦事處

田家炳中學分享南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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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佐賀縣知事古川康（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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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世息災念佛祈福法會在港舉行

▲暢懷法師帶領八千同修至誠念佛，祈求社會
安寧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