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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 團 成 員 名 單

▲邱長喜在登峰村學校捐款五十萬元，支持當地建校修路

▲普寧市占隴鎮全景圖

揭陽行程
總 結

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以 「愛國、愛港、愛
鄉、愛僑」為宗旨，自二○○八年成立了來，為增

進擴大會員之間的友誼，發展商貿、豐富生活，關心
福利等做了大量有益和有建設性工作。訪問團沿途誦

讚揭揚美麗風光，祝賀偉大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凝聚鄉情，桑梓情深。團員四天馬不停蹄訪問幼稚

園、敬老院、兒童康復訓練中心，訪問家鄉，問候老少，
榮譽團長王錫廷、陳木和；名譽團長陳裕偉、陳禮明、王勤
發、團長邱長喜，副團長彭少衍尤其關心家鄉建設發展，植
樹、捐資、贈藥，關心福利，回饋社會，熱心公益，實為後
輩之學習典範。

團隊組織性強，四天行程走遍粵東。逾八十名團友不辭
勞苦，由揭陽榕城區，揭東縣、揭西縣，一直走到普寧市、
占隴鎮、惠來縣，四天行程緊密有序，全賴秘書長鄭玉林、
車長陳彤、張佳圓，副車長唐梓軒周詳策劃，細節安排到
位。

梟梟鄉音，領導讚揚。四天訪問行程，聯誼會安排合唱
團歌舞表演，團隊以一曲《美麗的揭陽》為宴會揭開序
幕，讚揚揭陽美麗風光，再以壓軸歌曲《歌唱祖國》，祝
賀偉大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合唱團每支歌曲，鄉音
梟梟，緬懷故鄉情懷，為聯繫家鄉，締結友誼橋樑發

揮積極作用，期待再次欣賞揭陽的美麗風光。

訪 問 團 行 程

聯誼會關心支持家鄉建設
訪問團於出發當天下午即抵達第一站——揭陽

市，受到市委常委、統戰部長黃耿城，市政協副主席
陳朝盛，省僑聯副主席、市僑聯主席黃慶華，市僑聯
副主席林蔚彬、郭蘇丹、揭陽僑務外事局局長張繼
欽、中共揭陽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委台辦主任鄧榮
賢等領導高規格接待。其後即往揭陽市婦聯第一幼稚
園參觀，捐款十三萬元支援學校發展，之後馬不停足
拜訪了揭陽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了解家鄉及僑務發
展，晚上出席由揭陽市政府舉行的歡迎晚宴。

翌日，訪問團早上往榕城區揭陽中心幼稚園參
觀，捐贈三萬元以增添教學設施；前往西郊村僑誼林
植樹，捐款五萬元，築起僑胞與家鄉的友誼橋樑，意
味深遠。榕城區政府又設午宴招待訪問團，下午團員
往揭東縣訪問新亨敬老院，捐贈十三萬元助院舍擴建

工程，到訪揭西縣福利院，捐款三萬元。晚上，揭西
縣政府設宴歡迎訪問團。席間，合唱團隊長劉洺銘帶
領隊員合唱《美麗的揭陽》、《歌唱祖國》等歌唱，
掌聲滿堂。

會上，團長邱長喜感謝市政府領導的關懷和高規
格接待，並介紹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成立概況稱：聯
誼會於2008年由葉樹林創會主席成立至今四年多，積
極關心國家及各地事務，現有會員二千多人，其中由
會員組成的合唱團備受各界好評。去年十月及十二
月，聯誼會成功舉辦了 「第一屆僑聯杯武術公開
賽」，贊助陸智夫國術總會舉辦 「世界龍、獅文化共
融交流大滙演」，積極推動體育和武術發展。

邱長喜家鄉捐款五十萬
第三天早上，訪問團轉往普寧市，期間獲揭陽僑

務外事局局長張繼欽，普寧市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

蘇澤平，普寧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陳裕民等領導熱情接
待。期間一行更特地到訪團長邱長喜的故鄉──普寧
市南溪鎮，於登峰村學校出席支票交接儀式。鎮長謝
憶權致辭時表示，感謝僑胞關心家鄉發展，而作為當
中的表表者，邱長喜先生除於是次捐贈五十萬元支持
家鄉外，兩年來先後捐資一百多萬元為家鄉建校、修
路、建醫院，深受家鄉人民愛戴。

陳木和捐款家鄉三百萬
其後，訪問團續往 「南岩古寺」，捐款五萬元支

持古寺擴建。中午和普寧市燎原鎮人民政府領導圍坐
一起，品嘗燎原鎮風味午宴後，前往榮譽團長陳木和
故鄉──光南村，出席 「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會長陳
木和捐款交接儀式」。陳木和以個人名義捐款三百萬
元，捐助當地興建鄉門、修建道路。燎原鎮光南村村
委主任陳卓鵬在儀式上致辭，讚揚陳會長情繫桑梓，
熱心公益事業，為家鄉捐資至今達 500 多萬；而作為
揭陽市委政協委員，陳會長積極參政議政，在 「建設
和諧新揭陽」起到積極模範的帶頭作用，是光南村人
的學習榜樣。陳木和則期望藉是次訪問敦睦鄉誼，擴
大商貿發展空間，改善民生，讓家鄉經濟發展更見成
效。

同日下午，訪問團到訪普寧市啓星兒童康復訓練
中心，捐款二十五萬元並送贈毛毯。隨後，一行前往
「莊世平博物館」參觀，向莊老致以崇高敬意和表示

深切懷念。晚上，訪問團獲普寧市政府設宴款待，期

間該會合唱團的高超歌唱水平技驚四座，掀起晚宴高
潮。

聯誼會十五萬助鐵靈寺擴建
行程到了最後一天，訪問團往訪占隴鎮，並特別

參觀了永樂皇帝封號賜匾的明朝古寺——鐵靈寺。占
隴在鎮委、鎮政府帶領下正以迅速的發展步伐，為打
造成為粵東富裕城鎮而努力。當中， 「鐵靈寺」去年
底逐步完成各項配套建設工程，今年建好前殿——
「三寶佛」殿主體工程，殿內的三十六尊鑄銅貼金佛

像，定於冬至前從福建蒲田運到鐵靈寺。據介紹，該
寺還準備籌建三山大正門、天元殿等建設大項目。

與鎮領導會面期間，榮譽團長陳木和、名譽團長
陳裕偉、陳禮明、王勤發、陳輝宏代表香港揭陽僑聯
聯誼會，捐款十五萬支助寺院擴建工程。占隴鎮委書
記肖輝生、普寧市鐵靈寺理事會會長陳大軸對香港同
胞的盛情捐贈表示衷心感謝。之後，訪問團又到訪占
隴鎮老人院，陳裕偉和陳禮明代表該會捐贈五萬元予
老人院，祝願家鄉長者身體健康、生活安康。最後，
訪問團在惠來縣政府的歡迎午宴上捐款三萬元，支持
北山小學發展，為家鄉教育添加熱暖。

一連四天的行程，在訪問團全體成員的熱情參與
下，洋溢着醇厚的家鄉濃情、熾烈的愛國熱情，以及
溫馨的桑梓人情。總結下來，大家紛紛表示此行極具
意義，日後當繼續積極參與，為家鄉建設、會務發展
作出貢獻。

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本月二日至五日組織 「揭陽市訪問團」 由中聯辦
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擔任榮譽顧問、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任名譽顧問，團長
邱長喜，榮譽團長孫振光、王錫廷、陳木和等領導率團八十多人前往揭陽、
普寧兩市，受到市領導的高規格接待，期間參加植樹，到訪敬老院、幼兒
園、兒童康復訓練中心等地，累計捐款達六百九十萬元，彰顯該會敦睦鄉
誼、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愛國情懷。

本報記者 黃穎雅

榮譽團長 林興識 孫振光 王錫廷 陳木和

名譽團長 陳裕偉 陳禮明 王勤發 王偉壯 陳輝宏 楊少輝

副 團 長 曾祥裕 林少華 彭少衍 鄭玉林

秘 書 長 鄭玉林(兼)
總務部長 詹楚京

財務部長 洪榮檳

秘 書 潘潔云
團 員 羅金生 王通釗 唐梓軒 林深強 黃譯瑩 林俊生

張佳圓 張育民 盧世雄 張少民 陳紹榮 林中泉
陳 彤 郭榮華 紀南莊 張輝然 盧榮香 吳玩卿
林佩喬 王延秋 林如明 陳新文 許繼昌 劉洺銘
吳潔雯 古 麗 王 麗 岳 萍 葉友妹 楊成玲
李怡霖 唐國琴 李秋香 何廷婉 鄭惠娟 彭玉嬋
蘇小棓 董易紅 杜曉華 林秋莎 胡偉忠 吳笑英
鄭曉英 蔡榮宗 許輝峰 馮 冬 陳 錦 戴娥英
陳妙英 陳嬋珠 顧文娟 呂玉蓮 王靜芳 吳玉梅
孫穎若 邱偉明 邱松峻 邱松江 羅建先 張烈強
盧秀尖 盧榮禧 盧鴻興 廖瑞綺 林尾英 陳愛芹
翁建萍 伍永康

攝 影 師 陳紹榮

錄 影 師 王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訪問團榮譽團長、香港揭陽
僑聯聯誼會會長陳木和對是次
「揭陽市訪問團」訪問行程安排

十分滿意，他衷心感謝家鄉各市
領導們的熱情接待，以及家鄉鄉
民的熱烈歡迎，讓訪問團成員到
訪家鄉，倍感溫馨。

陳木和心繫家鄉燎原鎮光南
村，期望為家鄉的公益事業和經
濟建設多作貢獻。陳木和多次為

家鄉學校、祠堂、道路等捐資約
200多萬元，到今累計為家鄉捐資
已 達 500 多 萬 。 是 次 回 到 光 南
村，捐資三百萬，為家鄉修建鄉
門（牌坊）、興修道路，盡顯香
港僑胞們拳拳的桑梓情懷。

家鄉捐款三百萬
「敢於拚搏，吃苦耐勞，勤

儉節約、樂善好施」是陳木和從

事二十多年貿易，事業取得巨大
成就的真實寫照。陳木和說，內
地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推行開放改
革，他於八十年代由家鄉來港尋
找機會，從事貿易二十多年艱苦
創業，用雙手打拚創出一片天，
事業逐步邁向成功。陳木和時刻
關心家鄉發展，興學育才，捐寺
築路，貢獻良多。

敢拚先贏 邁向成功
陳木和捐款三百萬 建鄉門 修道路

陳木和感謝各
領導的熱情接待

榮譽顧問
吳仰偉

團 長
邱長喜

名譽顧問
陳恒鑌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訪
問團團長、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主席邱長喜總結行程
時表示，組織是次訪問團，目的是發動鄉親支持家鄉
各項事業發展，為建設 「幸福新揭陽」作出新貢獻，
他對行程達到預期目的相當滿意，特別感謝榮譽團長
王錫廷贊助訪問團住宿兩晚特美思大酒店，三位名譽
團長贊助團友入住碧輝園酒店，副團長彭少衍在行程
贊助衍生行產品開奶茶、舒眠茶、活絡油予幼兒及長
者。

捐款五十萬助家鄉建校修路
團員先後參觀幼兒園，探訪敬老院及兒童康復中

心，捐資贈藥，慰問老人，為殘障兒童送上祝福。邱

長喜是次回到登峰村，捐款五十萬支持家鄉興建學
校、修築道路。邱長喜謙虛地表示，登峰村是他的
根，期望為登峰村發展，培養社會棟樑盡一分綿
力。

「一粥一飯，當思來得不易」這句至理明言，對
從事糧油食品進出口貿易的團長邱長喜尤具意義。邱
長喜在香港艱苦創業，從事糧油、食米、冷凍肉類產
品、麵粉、豆製品、油精飲料、茶、咖啡、嬰幼兒食
品等進出口業務，事業奠下穩固根基後，不忘桑梓情
誼，過去兩年先後捐資一百多萬元為家鄉興建學校、
醫院、興修道路，邱長喜敦睦鄉誼，積極發揮橋樑紐
帶作用，為旅港僑胞樹立好榜樣。

團結鄉親支持家鄉發展 邱長喜：訪問團達到預期目的

邱長喜表示，
團員熱心支持家鄉
發展，達到訪問家
鄉目的

榮譽團長、香港揭陽僑聯聯
誼會副主席王錫廷表示，是次訪
問團取得圓滿成功，有賴家鄉各
部門領導的積極支持，在此向各
位領導致以衷心感謝。訪揭期
間，王錫廷捐款揭陽婦聯第一幼
稚園、揭東縣新亨敬老院、南岩
古寺、啓星兒童康復訓練中心，
支持北山小學教學發展，關心教
育，慰問老人，盡現崇根報本之
心，深為各界稱許。

揭東縣新亨鎮碩聯村是王錫

廷的家鄉，少時家貧培養了其刻
苦耐苦，勤奮上進的性格，事業
迅速發展，更要支持家鄉發展，
多年來捐款逾千萬，為家鄉發展
貢獻良多。

捐款千萬 崇根報本
王錫廷來香港後由泥匠學徒

做起，為其後來建築事業打下鞏
固基礎。事業有成的他不忘家鄉
民生困苦，支援家鄉揭東縣新亨
鎮的各項發展：回鄉投資收購特

美思大酒店，發動酒店員工捐
款，以酒店名義捐資二十萬支援
四川汶川災後重建，在災區建設
一座 「特美思村」，為災後重建
貢獻力量。幫助惠來縣金東村修
復水井並配套相關設施；扶貧賑
濟，捐款支持青年醫治白血病
捐，捐贈揭陽市人民醫院一輛救
護車；支持新亨鎮興建藍田中
學。熱心公益，興學育才，貢獻
良多。

崇根報本 扶貧賑濟 王錫廷收購特美思支持家鄉發展

王錫廷熱心公
益，訪問期間捐款予
各幼兒園、敬老院

支 票 交 接 儀 式

▲訪問團與揭陽市婦聯第一幼稚園師生大合照 ▲訪問團到訪市僑聯大廈，團長邱長喜（左九）
送贈紀念獎座予市僑聯有關領導

▲訪問團到訪西郊村僑誼林植樹，與領導互送錦
旗

▲榕城區政府設宴招待訪問團，團員與領導
大合唱《歌唱祖國》

▲訪問團到訪揭西縣敬老院與領導大合照 ▲團長邱長喜捐款五十萬助家鄉登峰村
建校修路。眾團長與領導在登峰學校合照

▲訪問團參觀南岩古寺，與領導
大合照

▲訪問團出席陳木和捐款儀式後與揭
陽、普寧領導合照

▲訪問團到訪啓星兒童康復中心，
欣賞小孩精采的歌唱表演

▲訪問團在莊世平紀念館大合照
▲普寧人民政府贈送寫上 「大展鴻圖」 紀

念牌匾，邱長喜（左四）、陳木和（左五）、
陳恒鑌（左六）、王鍚廷（左一）代表訪問團
接受

▲合唱團穿上全新的團隊服，
在普寧市政府宴請的晚會上合唱
《美麗的揭陽》

▲訪問團在惠來縣政府宴請的歡迎
宴會上大合唱

▲訪問團到訪揭陽市後，前往參觀揭陽市婦聯第一幼稚園，並代表
聯誼會捐款十三萬支援學校發展

▲陳木和代表聯誼會捐贈三萬元助榕城區中心幼兒園教育
發展

▲行程第二天，訪問團往西郊村僑誼林植樹，為旅港揭籍鄉親與
家鄉搭建友誼橋樑，團長邱長喜代表聯誼會捐款五萬元支持

▲眾團長代表聯誼會捐款十三萬元，支持揭東縣新亨敬老院院舍擴建工程 ▲訪問團到訪揭西福利院慰問老人，陳禮明（左）、王勤
發代表聯誼會捐款三萬元予揭西福利院

▲眾團長代表聯誼會捐款五萬元，支持南岩古寺擴建維修 ▲陳木和積極支持家鄉光南村，以個人名
義捐款三百萬元，助當地建鄉門、修建道路及
社會公益事業

▲眾團長代表聯誼會捐款二十五萬
元支持普寧市啓星兒童康復訓練中心

▲陳木和、陳禮明、王勤發代表聯誼會，捐
款十五萬支持普寧市鐵寧寺擴建工程

▲名譽團長陳裕偉代表聯誼會捐贈五萬元予占隴
鎮老人院

▲王錫廷代表聯誼會捐贈三萬元，支
持惠來縣北山小學拓展教育

教育 大公園 文化 新園地 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