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三寶杯乒
乓球邀請賽」由三寶
鐘表珠寶、保良局及
佳鋒乒乓球中心主辦
，由九龍倉集團有限
公司牽頭的 「學校起
動」計劃擔任支持單
位，並假沙田大圍保
良局朱敬文中學舉行
。賽事邀請15歲或以
下青少年賽手分男女

組（13至15歲）與男女組（12歲或以下）進行比賽， 「
三寶杯全港青少年分齡乒乓球大獎賽」已於上月舉行，
並邀請全港學校派出隊伍參與賽事。

在 「三寶杯全港青少年分齡乒乓球大獎賽」頒獎禮
及 「三寶杯國際城市青少年乒乓球邀請賽」開幕當日，
開幕禮儀式以三寶鐘表珠寶副首席執行官黃英飛致歡迎
辭作開端，黃英飛表示： 「乒乓球是一種健康而且具競
爭性的運動，對於發展青少年的體魄與心理健康有莫大

的裨益，非常值得支持及推廣。三寶鐘表珠寶於今年第
三度主辦 『三寶杯乒乓球邀請賽』，再度集合本地及來
自不同地區的青少年球員，除了能讓同學們體驗到激烈
的比賽競技外，更使他們有機會與其他學校以至外國隊
伍交流心得，擴闊視野。」

國際青少年代表同場較量
在比賽正式開始之前，大會先進行頒贈紀念品儀式

，由黃英飛贈送紀念品給予主辦單位的代表，包括支持
單位代表 「學校起動」計劃委員會委員陳家耀、保良局
教育事務部中學行政事務教育總主任楊健忠、保良局朱
敬文中學校長龍德義及佳鋒乒乓球中心總教練羅佳佳，
以感謝各單位對三寶杯的支持。

其後，大會舉行了頒獎禮，頒贈獎項給予各得獎隊
伍以作鼓勵。 「三寶杯全港青少年分齡乒乓球大獎賽」
得獎隊伍眾多，每組別多達四隊並列第五、兩隊獲得季
軍、一隊獲得亞軍及一隊獲得冠軍。頒獎儀式後，大會
邀請榮獲冠軍的隊伍分享得獎感受。

另外，同日舉辦的 「三寶杯國際城市青少年乒乓球

邀請賽」，邀請了來自北京、廣州、深圳、河北、西安
、日本、台灣及新加坡的青少年代表隊來港參賽。 「三
寶杯國際城市青少年乒乓球邀請賽」正式開始之前，大
會邀請黃英飛、陳家耀、 「學校起動」計劃秘書處秘書
長鄧家鳳、楊健忠在場主持開球禮。在簡單而隆重的開
球禮開始之後，比賽正式開始，各健兒都為獎項而努力
，在場氣氛熱烈，觀眾紛紛為各健兒吶喊打氣。 「三寶
杯國際城市青少年乒乓球邀請賽」的頒獎禮亦於同日順
利舉行，並由三寶鐘表珠寶首席執行官李永安擔任頒獎
嘉賓。

寒冬將至，不少市民都
喜歡與三五知己或家人溫馨
相聚，圍着飯桌一同分享暖
胃佳餚。奇華餅家深知傳統
臘味是不少香港人冬日至愛
的美食，因此特別推出三款
季節限定的滋味食材，包括
「奇華鮮肉臘腸」、 「奇華

鮮鴨肝腸」及奇華 「極上珠
姐XO醬」，讓大家不論是作
家常小炒或節日盛宴，均能
在烹調時加以入饌或佐餐，
使菜餚味道更上一層樓。

「奇華鮮肉臘腸」特別
以經過嚴格挑選的頂級豬上
肉作材料，日日新鮮運到香
港奇華廠房，即日由經驗豐
富的師傅以香醇玫瑰露酒和
頂級醬油自家調配及鮮製，
再注入天然豬腸衣中，使醇
厚濃郁、肉味鮮美的臘腸入
口更爽脆彈牙。即使簡單地
配以白飯，臘腸油潤甘香的
味道也能令人食指大動。而
「奇華鮮鴨肝腸」則以優質

進口鴨肝新鮮炮製，肉質細
緻嫩滑，烹調過後酒香撲鼻

，鮮鴨滋味齒頰留香。
XO醬是一款別具香港特色的尊貴優質醬

料。為追求更香、鮮、辣的極致味道，奇華餅
家創辦人的長女黃碧珠特別選用了頂級瑤柱、
金華火腿、蝦米及蝦籽等矜貴材料，配以其自
家秘方調製出奇華 「極上珠姐XO醬」。淺嘗
一口，陣陣濃郁海鮮鮮味及幼滑甘香的蝦籽瞬

間在齒間四溢，
其辣度適中、香
濃惹味的醬汁充
分刺激着您舌頭
上的每個味蕾。
把奇華 「極上珠
姐XO醬」加入不
同佳餚或伴以白
飯、粥品麵食，
更能帶出平凡菜
式中的 「不平凡
」鮮味。

奧迪香港正式推出專屬雜誌香港
版《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登場
的Android及iOS應用程式版本，務求
透過創立一個專屬的資訊平台與奧迪
車主及車迷有更直接的溝通，更貼近
讀者生活脈搏。《Audi Magazine》於
去年10月推出，是奧迪以文字和圖片
細訴 「突破科技、啟迪未來」的另一
方式。《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更
將體驗提升至另一層次，將雜誌濃縮
至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上，以藝術及
設計、文化、旅遊和科技等的題材，
貼近讀者生活脈搏。定期更新本地及環球巿場的最新生
活時尚資訊及品牌嶄新資訊，以更互動及創新形式，讓
讀者於彈指間將內容一覽無遺。

奧迪香港董事總經理Reinhold Carl表示： 「全新香
港版《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於2014年推出市場，現
在全球有8個地區（包括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塞爾
維亞、南非、丹麥、日本和香港）推出了這個《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而香港是繼日本
後推出這個《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
》的亞洲地區。香港豎立整個南中國
的文化和設計基調，並領導潮流，因
此這次推出《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
》，我們希望將奧迪的文化理念更緊
扣讀者生活，並藉他們對理想生活方
式的追求，讓他們充分演繹奧迪尊貴
、動感及進取的品牌特質。」

《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亦可讓
讀者下載及搜尋最新內容，於沒有網
絡連接時隨心閱覽，更可隨意轉換語

言。應用程式同時提供更便捷的瀏覽體驗。若讀者對新
車介紹中的型號或人物訪問主角有興趣時，只需點擊感
嘆號圖標，新車規格及詳細資料即時一目了然。讀者亦
可透過點擊專題故事內的播放鍵以收看與內容相關的短
片。全新《Audi Magazine應用程式》，適用於iPhone及
Andriod手提電話及各種平板電腦，現可於Google Play及
Apple Store免費下載。

2014三寶杯乒乓球邀請賽順利舉行

冀促進國際交流擴闊視野
「2014三寶杯乒乓球邀請賽」 已於日前於保良局朱敬文中學順利舉行，多位來自亞洲的

健兒們施展渾身解數，為奪取獎杯而努力。大會更邀請了不少嘉賓到場為健兒們打氣加油並頒
發獎項。出席的嘉賓包括三寶鐘表珠寶副首席執行官黃英飛、 「學校起動」 計劃委員會委員陳
家耀、 「學校起動」 計劃秘書處秘書長鄧家鳳、保良局教育總主任（中學）楊健忠及保良局朱
敬文中學龍德義校長。

奧迪香港推專屬雜誌香港版《Audi Magazin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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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杯國際城市青少年乒乓球邀請賽」 的頒獎禮上，
參賽健兒與頒獎嘉賓合影

三寶鐘表珠寶首席執行官李永
安頒獎予勝出健兒

奧迪香港董事總經理Reinhold
Carl介紹全新《Audi Magazine
App》應用程式

奇華鮮肉臘腸及鮮鴨肝腸

奇華秘製極上珠姐XO醬

第三屆短期出家（南傳）體驗營舉行
入營日期：2014年
12月20日至2015年
1月1日
出家地點：大嶼山
東 涌 翔 東 路 22 號
香港佛教聯合會東
涌活動中心
*受戒儀式將於灣仔（香港國際法身寺）舉行*
營前課程：2014年12月6、7、13、14日

共4節（必須全部出席）
參加資格：男性，15-55歲（需經面試）
活動導師：香港及海外法身寺長老法師
報名查詢：9881 5808

《南傳托缽日》歡迎大眾隨喜布施供養
九龍城城南道：2014年12月25日（9:30 AM）

《守持八戒體驗營》
歡迎女眾參與（需要面試） 日期、地點與上述相同

姚茂龍蟬聯泰州同鄉會長
六年來辦交流團讓子弟認識祖國家鄉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B11社團新訊．工商資訊

典禮在歡樂的氣氛拉開序幕，姚茂龍會長、楊
峰副書記、該會青年委員會主任姚秋琪、婦女委員
會主任施莉分別於儀式上致辭。姚茂龍首先代表該
會全體同仁，對各位領導親臨主禮、各位鄉親同胞
的熱情參與，表示衷心的感謝。

凝聚才俊釋放正能量
他指出，泰州旅港同鄉會自2008年成立以來，

一直遵循着愛國、愛港、愛鄉的宗旨，並得到鄉親
的擁護和支持。過去6年以來，該會為讓年輕一代
的鄉親子弟認識祖國，認識家鄉，曾舉辦多次 「青
少年學生交流團」，透過參觀交流，讓在香港土生
土長的子弟，親身感受祖國高速發展及家鄉的美好
生活，從中了解中國的治國之道。

姚茂龍續稱，在香港大是大非的政改問題上，
同鄉會發動了擺街站簽名活動；組織了200多位鄉
親參加了 「8．17反佔中大遊行」等活動，堅定支
持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的
決定推動政改，為愛國、愛港、愛鄉盡力。

他又相信該會順利組建了青年和婦女兩個委員
，凝聚了大批泰州籍的居港青年才俊和婦女精英，
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在香港目前比較混亂的形勢下
，釋放出更大的正能量。

「榮譽勳章有你們一半」
剛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的姚茂龍MH再次

感謝家人親友及鄉親的支持， 「榮譽勳章，有我的
一半，也有你們的一半！我深深地感到，這既是一
份榮譽、一份鼓勵，同時也是對我們日後工作的一
分使命，一分承擔，我們要藉着這一契機，將同鄉

會的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在愛國、愛港、愛鄉的
工作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市委副書記楊峰認同，泰州巿旅港同鄉會致力
家鄉的建設和發展，在擴大兩地交流合作等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功不可沒。他呼籲泰州旅港鄉親以
全巿新一輪轉型升級為契機，積極為家鄉建設與發
展貢獻智慧和力量，另外亦期望青年人要胸懷理想
，勇於擔當，嚴防被境內外反動勢力所用，做一個
清醒理智的香港公民。

姚秋琪及施莉表示，作為首屆青年委員會及婦
女委員會主任、覺任重道遠，將一如既往，遵循同
鄉會宗旨，進一步做好各項會務工作，為團結廣大
鄉親，增進同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積極參與香港
社會事務作出新的貢獻。

【大公報訊】東井圓佛會及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再度合辦 「
民族復興與全球倫理」2014全城德育發展計劃，從今天起一連三
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1號足球場舉行系列活動，以喚起香港下
一代對他人、社會乃至世界的責任感，亦可令他們明白尊重與包
容在生活的重要。

全城德育發展計劃於2014年10月24日至26日在香港維多利亞
公園1號足球場舉行系列活動，包括：民族復興與全球倫理展覽
、敬老慈善匯演、恭賀濟公活動聖誕祈福法會、國際濟公文化展
覽、尊師開筆禮暨推廣弟子規活動、 「慈善行．建仁心」飄色巡
遊暨慈善步行籌款。

相關活動的儀式安排如下：10月24日（星期五）下午5時 「
民族復興與全球倫理」展覽開幕暨比賽頒獎儀式；10月25日（星
期六）上午10時恭賀濟公活動聖誕祈福法會暨國際濟公文化展覽
開幕典禮、下午3時半尊師開筆禮暨初小組弟子規朗誦比賽；10
月26日（星期日）下午2時15分 「慈善行．建仁心」飄色巡遊暨
慈善步行籌款，這步行籌得善款將用於東井圓林東慈善診所，在
觀塘區提供中醫義診和免費施藥服務。

江蘇省泰州巿旅港同鄉會日前（10
月21日）在旺角雅蘭中心稻香酒樓，舉
行 「第二屆理事就職暨青年委員會、婦
女委員會成立典禮」 。泰州巿委副書記
楊峰，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羅智毅，泰
州巿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部長仲建生、
副部長朱廣聯，泰州巿外貿辦公室主任
張坤應邀主禮。剛獲特區政府頒發榮譽
勳章（MH）的姚茂龍蟬聯會長，他強調
將進一步凝聚鄉親力量，更多參與社會
事務，為愛國、愛港、愛鄉盡力，用實
際行動共同攜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社會繁榮穩定作出更大的貢獻。

大公報記者 溫寶生 圖／文

【大公報訊】香港廣告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暨
香港廣告業聯會成立40周年聯歡晚會日前在北角富臨皇宮舉行，
特區政府官員和中聯辦領導、各大社團首腦，以及廣州、深圳、
珠海、湛江、澳門的同業協會代表到賀，場面熱鬧。

主禮嘉賓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中聯辦經濟
部副處長李旭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第一副會長陳淑芬、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馮洪章、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
成鑫、香港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
張國良、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楊祖坤、香港資深廣告
人、聯合公共關係公司董事長韋基舜、香港食品業總會副理事長
李廣林、香港中小企促進協會會長林國雄、九龍總商會監事長黃
熾雄、香港玉器批發零售商協會會長陳榮欣、廣東省廣告協會會
長龐玉娟、澳門廣告商會主席黃義滿等。

大會主席徐霆致詞表示，今年恰逢香港廣告業聯會成立40周
年。40年來，該會在各屆執委會的領導下，帶領廣告業者開展眾
多有益於會員開拓視野、增進交流的活動，與內地同業建立了緊
密的合作關係，並與國家行業主管部門積極溝通，努力帶領香港
廣告業者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得到業界的認同。新一屆執委會將
秉承創會精神，不斷加強與廣告同業的交流合作，通過各種形式
了解不同市場環境下廣告業者的現狀與需求，團結本港廣告業者
，團結協作，創造香港廣告業新的輝煌。

廣告業賀國慶暨40周年會慶

▲廣告界國慶兼香港廣告業聯會籌委會主席徐霆致詞

東井圓今維園辦德育活動

◀姚茂龍
會長拿出
榮譽勳章
與鄉親分
享

▲泰州巿旅港同鄉會第二屆理事與主禮嘉賓合照留念

▲泰州巿
旅港同鄉
會青年委
員會成員
與主禮嘉
賓留影

責任編輯：譚澤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