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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中國翠玉文化節
「中國翠玉文化節」是以翡翠玉石為主題的國際級展覽

會，亦是業界一年一度的盛事。多名中國馳名的玉雕大師以傳
統工藝融合現代元素，並以創新手法呈現於作品之中，大師們
親身到現場講述作品的原創意念，令參觀者了解玉雕文化發
展。同場舉行 「中國珠寶博覽會」，展示各類高級珠寶。

時間：26/7日11時開幕；27-29/7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6時
地點：金光會展／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票價：免費入場（只限18歲或以上人士入場）
查詢：(852) 3716 7116
網址：www.b2cexpo.com

第十五屆澳門書巿嘉年華
一連10天的書展包羅兩岸四地及海外出版的圖書，並有適

合年輕人的多媒體讀物。現場更舉行有關閱讀、旅遊及環保主
題講座，並有兒童英語遊戲、新書首發式、藝術家現場人像寫
生、魔術表演及幸運大抽獎等。這項一年一度的書展已成為合
家歡活動，適合一家大小參與。

時間：20/7下午5時30分開幕；21-29/7上午10時30分至
晚上9時30分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新口岸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票價：免費入場
查詢：(853) 2858 1418

黃昏音樂會──爵士夠薑
香港國際級爵士及靈騷怨曲年輕女歌手 Ginger Kwan（別

名：薑），曾參與南非爵士音樂節，對傳統的中國歌曲進行了
現代化演繹。她清澈的聲線及澎湃的情感，深深打動不同民族
與年齡的觀眾，被譽為 「罕見的可唱出像美國靈騷音樂之華人
歌手」。她將聯同香港Jason Cheng爵士樂隊及澳門爵士五重奏

首次同台演出，以爐火純青的歌唱及演奏，綻放出令人怦然心
動的盛夏爵士旋律。

時間：21/7下午5時30分至7時
地點：龍環葡韻圓型劇場／氹仔海邊馬路
票價：免費入場
查詢：(853) 2833 7676 / 8988 4000
網址：www.iacm.gov.mo

哥本哈根
量子力學的奠基者Bohr和德國核計劃負責人Heisenberg，都

是研製原子彈的關鍵人物。然而一次沒有紀錄的對話，一次影
響深遠的會談，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影響直到今
天。由本地導演陳飛歷執導，沿用英國著名編劇 Michael Frayn
在倫敦Evening Standard Award、巴黎莫里哀戲劇獎及美國東尼
獎得獎劇本，將起源於哥本哈根 1941 年 9 月一個晚上發生的事
搬到舞台上。

時間：20-21/7晚上8時；21-22/7下午3時
地點：天邊外自家劇場／黑沙環祐漢新邨第四街祐成工業大廈

第一期5樓B座
票價：$100
查詢：(853) 2855 5555

國際青年舞蹈節2012
兩年一度的 「國際青年舞蹈節」在7月隆重上演，多支本地

及外地隊伍參加。首天舉行巡遊表演，由大三巴牌坊出發，經
板樟堂街、板樟堂前地至議事亭前地（21/7 下午 5 時 15 分開
始）。此外，還在塔石廣場（24/7晚上8時）及氹仔花城公園側
（25/7晚上8時）作戶外演出，並在澳門綜藝館（23、26/7晚上
8時／主辦單位派發免費門票）舉行表演。

查詢：(853) 2855 5533
網址：www.dsej.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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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樹輝在致詞時表示，隨着《私框》的
實施，該校將要進入第三個時代。新制度的
實施，將進一步提升教學人員的專業發展和
職業保障，建立一支更高質素的教學人員隊
伍，學生也可從中受惠。新制度提出減少教
學人員授課的時數，讓他們有更充足的時間
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有助提升師生教與學
的效能。

蘇樹輝又表示，該校在更多的資源支持
下，教學水平亦不斷提高。他指出，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同學選擇升讀大學，反映同學自
我提升的意向越來越強，這是校方和社會均

樂於看到的現象。他最後更勉勵畢業生要保
持終身學習，將創新中學 「進德自強」的校
訓體現於學習、工作、家庭、以至社群生活
中，讓澳門社會都以這一代的年青人為驕
傲。

出席畢業禮的嘉賓包括校董會副主席霍
啟昌、校長崔寶峰、教青局延續教育處處長
區錦明等。同場並舉行致送支票儀式，由蘇
樹輝代表澳博向校長崔寶峰致送50萬元支票
以資助該校開辦日夜互補課程及升大獎學
金。澳博還同時贊助應屆成績優異生升讀中
西創新學院課程。

創新中學舉行第九屆畢業禮
創新中學第九屆高中畢業典禮於本月十四日假金碧文娛中心舉行，校董

會主席蘇樹輝於典禮上為應屆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同時向各畢業班同學寄
語 「千里之行，始足於下」 ，勉勵畢業生要本着身體力行，由小積累，付諸
行動以達到自己定下的目標。此外，為配合社會經濟多元發展的需要，該校
的職業高中將開辦更多專科課程，包括葡韻音樂與舞蹈，以及酒店會展課程
等。 記者 朱智豪

由該會創會會長趙悅強、會
長譚艷群、理事長吳濃蔭等率團
一行近六十名會員及家庭，於本
月七日回鄉拜訪新會區委統戰
部、古井鎮人民政府及古井鎮小
學，先後受到統戰部副部長梁偉
光、何羨松；古井鎮委書記張亮
馳、副鎮長張佩瑤、古井鎮小學
校長趙千益及李錦超副校長等多
位領導熱情接待。

張亮馳書記歡迎同鄉會多為
會員辦活動，多帶領會員回鄉交
流旅遊，他肯定同鄉會過去歷屆
理監事的團結和發展，相信加強
舉辦多元活動，有利凝聚鄉親和
吸引新一代參與同鄉會，為會務
注入動力。他更勉勵大家繼續團
結同心，互助互愛，發揮澳門與
古井的橋樑作用，為社會和諧發
展、為會員鄉事服務而努力。

回鄉團參觀了古井鎮小學，

並舉行師生座談會，張佩瑤副鎮
長表示古井鎮是文化之鄉，文化
底蘊深厚，人才輩出。重視教育
乃古井鎮其中核心工作，繼新會
四中新校園落成使用後，在去年
四月由七所小學合併的古井鎮小
學亦已踏上新的台階，以教育現
代化、訊息化、國際化為發展理
念，旨在促進優質教育工作。

是次活動除訪問遊覽、座談
交流外，同鄉會還進行了敬老助
學活動。理事長吳濃蔭向各單位
介紹該會會務及發展狀況的同
時，特別感謝家鄉領導一直以來
對同鄉會事務的關心和支持，未
來將繼續秉承創會宗旨，致力團
結鄉親，服務會員，為家鄉建設
及澳門發展作出應有貢獻。參加
活動的理監事還有：趙思海、吳
歡偉、吳均裕、林國護、李耀
龍、陳建龍及湯昆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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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會古井同鄉聯誼會一如過往，藉暑假佳期組織
會員和家庭回鄉參觀訪問，並展開敬老助學，希望讓新一
代加深鄉情，發揚敬愛長輩，關心家鄉教育事業。

同鄉會負責人參觀古井鎮小學，與學校師生代表合照

馬來西亞柔佛州舉行
「世界道教法師聯誼會」由澳門人溫國平道長創

立，註冊於澳門，是獲世界認可的宗教組織。該會除每
年前往各地進行扶貧、賑災工作外，其主辦的一年一度
「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更成為教道界最盛大的活動

之一，每年均吸引來自兩岸四地、馬來西亞、印尼、泰
國、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同道
參與。據悉，下一屆活動將於明年繼續由馬來西亞承
辦，計劃在關丹舉行。

據溫國平介紹， 「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在澳門
已連續舉辦了三屆，讓很多同道和宗教人士了解澳門及
澳門中西交匯的文化背景，並藉此推介宗教旅遊。去年
第四屆更走出澳門在台北市中山樓文化廳舉行，受到台
灣同道和學者們的熱烈反響。為了將此項活動進一步推

廣至世界各地，第五屆大會移師馬來西亞柔佛州舉行，
約500名來自多個世界道教代表團的成員出席了盛會，
當中主要嘉賓包括馬來西亞柔佛巴魯市議員張秀福、台
灣中國嗣漢道教協會理事長張道禎、四川大學道教與宗
教研究所副所長張欽、香港大學東井圓佛會胡少偉博
士、馬來西亞大學哲學博士嚴家健、中國太上全真道教
會首席顧問廖宗東等。

當地政府批土地建會所
溫國平指出，該活動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柔佛州

行政議員拿督何襄贊國會議員親臨晚會致詞和主禮儀
式，使活動增色不少；此外更得到柔佛州務大臣特別助
理劉德賢親自接待各代表團。當地政府更批出土地予新
成立的馬來西亞分會用作興建會所以示鼓勵，並期該會
在區內積極推廣宗教文化，教化居民。值得一提的是，

當地政府相當重視宗教組織和宗教信仰的推
廣，是次批出的土地政府每年只會象
徵式地收取一元的地稅和一元的水、
電費。

該用地位於柔佛巴魯甘拔士太子
嶺（Taman KempasUtama），面積達
七千平方呎，將興建一座三層樓高的
分會會址及宗教活動場所，預計於
2014年年底竣工。大樓初步構思第一
層將設計為道教神廟，第二、三層則
為活動室、道教學術培訓室、宿舍、
辦公室等，預計耗資 500 萬馬來西亞
元（約1290港元），有關資金現正進
行籌募工作，該會希望得到各宗教界
的支持以及熱心人士慷慨解囊，共同
為推廣宗教信仰出一分力。

為舉辦和參與是次盛會，世界道教法師聯誼會特別
組織了一連五日的星馬之行，由會長溫國平、理事長敦
偉文，副會長林建剛，秘書長徐德明等率團，連同隨團
記者一行約三十人於本月八日出發前往馬來西亞，並於
當天晚上出席歡迎晚宴；第二日（九日）參與上午舉行
的第五屆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期間舉行論壇大會及
授祿儀式，向分會會長侯國光授與祿篆；下午出席分會
會址奠基禮；晚上則出席 「千人宴」，宴會上除有道教
音樂及閭山服飾表演外，還進行了分會旗幟移交儀式，
更舉行聖品拍賣和支票捐贈儀式，溫國平伉儷於現場帶

頭捐出十萬港幣，當晚共籌得約六十萬港元善款，將用
作分會會址興建基金。

澳門法師代表團星馬行
此外，行程期間澳門代表團聯同台灣、香港、內地

代表團在當地同道組織的陪同下，參觀了柔佛巴魯華族
歷史文物館、柔佛古廟、柔佛巴魯廣肇會館和烏魯槽天
靈殿等地，與當地社團組織進行交流。其後還前往新加
坡遊烏敏島及拜訪島上的韋陀法宮、遊聖淘沙島、參觀
新加坡歷史悠久的觀音廟等。

澳代表團出席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澳代表團出席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
「 『財』 會散盡， 『道』 則用無止境，因此，我們應為下一代留傳 『道』 。」 簡單的一句子

說明了道教之所以能夠傳承千年、循環不止的原因。為推廣道教文化、弘揚道教精神，加強世界
各地道教的交流，世界道教法師聯誼會連續五年舉辦 「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 ，並於日前在馬
來西亞圓滿舉行。數百名來自不同國家的道教法師、教徒聚首一堂，在參會的同時，見證世界道
教法師聯誼會首個馬來西亞分會的成立，以及分會會所奠基的喜悅時刻。 記者 丁曉萍

代表團於新加坡烏敏島上的韋陀法宮前合照留念

大會向澳門代表團致贈紀念品 世界道教聯誼會會長、創會會長溫國平

第五屆世界道教法師交流大會場面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