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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星期五B13社團新訊責任編輯：黃秀娟

旅遊僱員總會新屆就職

澳博名釀拍賣籌457萬

日前，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在百樂
潮州海鮮酒家歡宴中華海外聯誼會副
秘書長高衛東率領的 「中華海外聯誼
會第25期研討班」 一行30多人，賓
主開懷輰敘，現場氣氛輕鬆愉悅。

本報記者 黃 閩

【本報訊】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於
日前在黃大仙御苑酒家，舉行第七屆
理事會就職聯歡晚會，三百多名會員
及同業友好等出席。新當選之理事長
梁芳遠致詞表示，香港具有自然生態
、文物和人文環境等豐富旅遊資源，
然而如何更有效地整合和再發展，使
香港的旅遊業得以持續健康發展，都
有待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

出席主禮的嘉賓有：中央駐港聯
絡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李福運、工聯
會副會長梁富華；及工聯會會長林淑

儀和香港旅遊界代表、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鄧家彪、郭偉強等。

該會第七屆理事包括：名譽會長
周錦標、鄧建民、劉育；理事長梁芳
遠；副理事長林志挺、劉啟明；會務
主任陳兆麟、副主任翁佩玲；財務主
任何蓮卿、副主任余莉華；公關主任
張樂、副主任 黃秀娟；康樂主任胡
彩娟、副主任黃英俊；候補理事唐寧
、李漢洪；總幹事林志挺；會務顧問
董耀中、馬良佑、黃智美；法律顧問
王吉顯及義務核數師林淑芬。

澳亞衛視總裁訪大公報

佛門泰斗本煥長老舍利榮歸故里
【本報記者史利偉湖北電】2 日下

午，佛門泰斗本煥長老指骨舍利回報恩
祖庭供奉祈福大典在湖北省新洲報恩寺
廣場隆重舉行。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弘法寺方丈、本煥長老衣缽傳人印順大
和尚，親自率領 106 位護法居士，將本老
舍利從深圳弘法寺護送至新洲報恩寺，
這是今年 4 月 2 日本煥長老在深圳弘法
寺往生後，其舍利首次在內地公開供奉
瞻禮。

2012 年 12 月 2 日凌晨 5 點左右，
深圳弘法寺舉行了本煥長老舍利告別儀
式。然後在兩序大眾的護送下，舍利塔
到達深圳北站；7 時整，在中國佛教協
會副會長、弘法寺方丈、本煥長老衣缽
傳人印順大和尚的帶領下，數十位僧眾
和 106 位護法居士護送舍利塔，直奔武
漢。11時50分左右，舍利塔到達武漢，
受到新洲政府及當地群眾隆重接待，數
十輛大小車輛組成的車隊，載着本老舍
利塔及兩序大眾，浩浩蕩蕩駛向新洲報
恩禪寺。14時30分，本煥長老舍利護送
團抵達報恩禪寺現場，逾萬各地信眾自
發前來迎接和瞻禮，整個現場佛號縈繞
、清淨莊嚴。到場觀禮的兩序大眾雙手
合十，虔誠祈願，共同見證這一莊嚴神
聖的歷史時刻。接着， 「知恩報恩 慈
光普照本．煥長老指骨舍利回報恩祖庭
供奉祈福大典」在新洲報恩禪寺廣場隆
重舉行。本次迎請供奉的長老指骨舍利

除原有的保護裝置外，還安置了一座特
製的舍利塔，並放置在特製的防彈玻璃
罩中。舍利塔安放於鮮花裝飾的彩車上，
在法師儀仗隊的簇擁下前往供奉法壇。

15點左右，舍利登壇完畢，與會湖
北省及新洲地方領導分別致辭，對本煥
長老對中國佛教事業的偉大貢獻作出了
高度的評價，並共同祈願本老舍利瞻禮
供奉大典活動功德圓滿。最後，印順大
和尚在大典現場進行開示，讚揚本煥長
老一生 「始終不忘弘法利生，利益大眾
，為中國乃至世界佛教事業做出了巨大
的貢獻」；作為本老的衣缽傳人，印順
大和尚表示會繼續為了弘法利生的偉大
事業努力奮鬥。最後，現場兩序大眾依
次瞻仰長老舍利。見舍利如見長老，在
莊嚴的經聲佛號聲中，本老彷彿乘願再
來，慈悲加持，祈福世界，讓大眾想起
他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的濟世情懷。瞻禮長老舍利後大眾依
序退場，活動圓滿結束。

另悉，此次供奉的本煥長老指骨舍
利將安放於報恩寺東南側 「萬佛寶塔」
中。該寶塔設計 11 層，高 81 米，底座
徑圍60米，塔內將供奉包括釋迦牟尼佛
在內的 1 萬尊貼金佛像，並設夾牆上下
觀光電梯直通塔頂。萬佛寶塔之高度和
規模，均為華中地區佛塔之最。2012年
9 月 21 日，萬佛寶塔建設的動工儀式舉
行，預計建設周期為13個月。

世界茶文化協會慶十周年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日前

， 「世界茶文化交流協會成立十周年
慶典」，在廣州市迎海國際茶都隆重
舉行。世界各地包括港、澳、台及內
地的茶友、茶商和該會會員紛紛齊聚
一堂，參加慶典。創會會長王曼源、
永遠榮譽會長白水清、應屆會長林修
源、副會長兼秘書長李世平在場熱情
迎迓來賓。安溪縣副縣長鄭清花，四
川省旅遊局巡視員孫前等出席主禮。

本次慶典一連舉辦多個活動。大
會在首日上午，舉辦了 「中國茗茶研
討會」，會上邀請了多個著名茶葉專
家和國家高級評茶師進行講座，其中
包括杭州茶葉研究所研究院專家、國
家一級評茶師趙玉香發表 「科學飲茶
與人體健康」主題講座，這次講座讓
參加的嘉賓受益匪淺，趙玉香從茶
葉的健康成分分析，到人體體質分
類，喝茶與人體體質的關聯性等方面
教授大家在平時難於學到的茶葉專業
知識。

當晚， 「世界茶文化交流會成立
十周年慶典晚會」假歧東酒店二樓隆
重舉行，現任會長林修源、創會會長
王曼源、永遠榮譽會長白水清皆參加

了此次晚會並分別致詞。
林修源致詞時表示，當前茶與人

類的健康日益備受關注，茶產業經濟
蓬勃發展，當屆世界茶文化交流協會
的全體同仁深知責任重大而光榮，定
加倍努力，發展會務，再接再厲，為
推動中國茶產業發展再創輝煌。

王曼源表示， 「以茶導和，廣交
朋友」，創會十周年來，該會先後招
待來自四川雅安、雲南普洱市、福建
省安溪縣、吉隆茶商會、杭州、廣州
等各地茶協會、茶葉界團體，在聯絡
茶鄉情誼，加強學術交流方面取得
一定成績。他冀望該會在林修源會
長的帶領下，秉承創會宗旨，發揚
團隊精神，為茶文化的發展做更大貢
獻。

白水清指，回顧過去十年，該會
廣交朋友，積極參與茶文化學術交流
，開展茶葉論壇、講座等一系列茶文
化交流活動，為業界及茶葉愛好者提
供交流平台，增強相關理念和系統知
識。他希望該會在未來的發展中，將
茶文化的傳播作為己任，廣泛聯絡業
界茶友情誼，交流經驗，共同為推動
中國茶文化的發展續做努力。

【本報訊】澳門消息：澳
門博彩股份於本月5日在澳門
新葡京成功舉辦 「2012 極品
名釀慈善拍賣晚宴」。三組珍
貴的法國名釀於慈善拍賣中供
嘉賓競投，拍賣所得善款合計
澳門幣四百五十七萬元，悉數
捐贈澳門九間慈善團體。

九間慈善團體分別為同善
堂、鏡湖醫院慈善會、母親會
、澳門特殊奧運會、仁慈堂、
澳 門 日 報 讀 者 公 益 基 金 會
（2012 年公益金百萬行）、
澳門明愛（2013 年度慈善園
遊會）、逸安病態賭徒輔導中
心，以及澳門社會服務中心。
支票捐贈儀式於拍賣後進行，
各慈善團體均有派出代表出席
接受捐款。

慈善拍賣中最名貴的一組
拍品由一瓶六公升裝 1995 年
Imperial of Petrus 及一瓶六
公 升 裝 1988 年 Methusalem
of La Tache 組成，由澳博
董事蘇樹輝、梁安琪和吳志誠
代表澳博以澳門幣三百二十萬
元成功投得。

澳門博彩控股行政總裁蘇
樹輝表示： 「澳博很高興成功
投得慈善拍賣中最名貴的一組
名釀，通過捐資慈善與社會分
享喜悅，為澳博十周年的誌慶
活動增添意義。一直以來，我
們秉持何鴻燊博士 『取諸社會
，用諸社會』的宗旨，將回饋

社會的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積
極投入各項公益事業。」

是晚的星級饗宴以 「中西
合璧」為主題，由新葡京 「天
巢法國餐廳」（米芝蓮三星法
國餐廳）、 「8 餐廳」（米芝
蓮兩星中餐廳）、 「當奧豐素
1890 意式料理」（榮獲南意
大利最高評價的米芝蓮星級餐
廳），以及葡京 「桃花源小廚
」（米芝蓮一星中餐廳）的主
廚聯手主理，深受讚賞。出席
嘉賓包括港澳名人、領事及接
受捐款的慈善機構代表。拍賣
於晚宴後進行，三組珍貴的法
國名釀供嘉賓競投，組一包括
一 瓶 六 公 升 裝 1995 年
Imperial of Petrus 及一瓶六
公 升 裝 1988 年 Methusalem
of La Tache，組二為一瓶
750 毫 升 裝 1929 年 Pommard
Rugiens，組三為一瓶三公升
裝 2009 年 Jeroboam of
Musigny。

蘇樹輝代表澳博衷心感謝
出席嘉賓及旗下各娛樂場對慈
善拍賣的大力支持，他說：
「澳博很高興繼特約贊助澳門

格蘭披治大賽車後，為澳門帶
來全城首創的 『2012 極品名
釀慈善拍賣晚宴』。我們十分
樂見慈善拍賣中所得善款悉數
捐贈澳門的慈善機構，令整個
盛會變得更有意義、更為難忘
。」

▲本煥長老指骨舍利回報恩祖庭供奉祈福大典現場
本報攝

▲世界茶文化交流會
成立十周年慶典晚會
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左起白水清、王曼
源、林修源、劉正慶
帶領全場舉杯祝酒

本報記者方成攝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第七屆理事會成員與嘉賓合影

▲馮新民總裁（左三）、王曉煒總經理（左二）、何月秋新聞總監（左
一）與盛一平總經理（右三）、鍾麗娟總經理（右二）及朱漢光助理總
經理（右一）合照 本報攝

【本報訊】澳亞衛視總裁馮新民
、澳亞衛視有限公司（香港公司）總
經理王曉煒、澳亞衛視香港新聞中心
新聞總監何月秋昨日來訪大公報，大
公報總經理盛一平、大公盛世公關公
司總經理鍾麗娟、大公報助理總經理
朱漢光熱情接待來賓，雙方就宣傳報
道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發展進行了深
入探討，氣氛融洽。

馮新民總裁表示，今次到訪的目
的是希望促進澳亞衛視與大公報各自

領域的長處、如新聞報道、經營策略
等方面作出合作，共創雙贏。

盛一平總經理表示，大公報與澳
門僅一水之隔，關係密切，澳亞衛視
總部設於澳門，極有利兩者的交流和
合作，加上一方是電子媒體，一方是
傳統媒體，兩者互有優勢，也可互補
不足。

他希望通過大公報這間國際百年
報業及大公網，與澳亞衛視共同推動
兩岸四地的文化及商務合作交流。

▲澳博成功投得慈善拍賣中最名貴的一組拍品，由一瓶六公升裝1995年
Imperial of Petrus及一瓶六公升裝1988年Methusalem of La Tache組
成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榮譽主席
林廣兆，永遠名譽主席林長榮，副主席周安達
源、顏純烱、王明洋、姚加環、陳聰聰、楊集
文、施維雄、吳換炎、郭二澈，常務秘書長劉
與量，副秘書長兼駐會總幹事周珊珊等。

加強聯繫 互相支持
林樹哲致歡迎辭，很高興有機會和在座的

好朋友、老朋友和新朋友歡聚一堂。他表示研
討班一行講座上聽了副主席周安達源有關香港
社團的介紹，相信有助推動香港愛國社團和各
省市的往來，彼此加深了解。他稱回歸十幾年
來，香港面臨很多機遇和挑戰，未來還需背靠
祖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更多的支
持配合。他也借此機會感謝在座對他們所在地
的福建鄉親和港澳鄉親的關愛和支持，盼大家
日後加強聯絡，互相支持。

高衛東致辭稱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周
安達源的精彩講座獲益匪淺，對大家日後工作
有助益有啟發。他讚揚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務
發展得非常好，團結香港各界閩籍鄉親，積極
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及香港和內地的交流

交往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香港社團中地位
越來越重要，影響力越來越廣泛。他繼指出閩
籍鄉親本着愛拚敢贏的精神，不僅在香港闖出
一片天地，對福建和很多省市的經濟社會發展
貢獻良多。

他表示十八大後，國家將更發展也蘊藏着
更多的機遇，歡迎該會同仁經常組團到內地各
地走一走，看一看，各地政府部門一定會給予
更好的服務。

與宴的 「中華海外聯誼會第 25 期研討班
」一行來自各省海外聯誼會領導，尚包括：班
長熊春寒、副班長潘建，秘書長白靜，學員郭
舒、吳寶通、李文傑、孫建軍、米新、包晶華
、譚謀、周慶、亓同秋、張利芳、劉愛黨、鄧
煥生、陳明、李聯軍、張天斌、昌達、王家春
、陳元龍、蘭德明、楊傳鵬、章正樣、楊魁、
王高瞻、楊珍和隨團工作人員何秀珍、唐俊輝
、劉明等。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宴 「中華海外聯誼會第25期研討班」 ，賓主互贈紀念品
本報記者黃閩攝

悉數捐贈澳門九慈善團體

▲本煥長老舍利塔在四眾弟子的護送下前行 本報攝

▲澳博董事蘇樹輝（左七）、梁安琪（左八）及吳志誠（左二）將善款支
票遞交予澳門慈善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