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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左)親切接見胡劍江會長。

P27 潮總潮商宴賀榮任六大慈善機
構要職鄉彥，兩會首長合照。

P23 歡迎深圳市潮青創業促進會，賓主合照。

楊曉君 擅長工筆花鳥畫
楊曉君，揭西縣人。先後畢業於廣

東藝術師範學校、廣東教育學院。研習

中國畫，主攻工筆花鳥。現為揭陽市美

術家協會理事，揭陽市女子美術協會理

事，揭陽畫院青年畫師，嶺東書畫院書

畫家。作品多次參加省展並獲獎。出版

有書畫作品集《工筆花鳥設色技法》，

《當代畫家技法表現叢書——楊曉君工

筆花卉》，《芙蓉工筆畫法》，《蔌

園——石雲．曉君作品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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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汪洋親切接見胡劍江會長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左)親切接見胡劍江會長。

今年3月14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選舉政協第十三

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胡

劍江會長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了全國政協十三

屆一次會議，並且榮幸地獲得汪洋主席的親切接

見。

汪洋主席對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寄以厚望，希

望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團結廣大的香港市民，為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決策，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為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穩定貢獻力量。胡劍

江會長對獲得汪洋主席的親切接見十分興奮，表示

將盡職做好全國政協委員的工作，與香港廣大市民

一道，為國家、為香港作出更大的貢獻。

特 別 報 導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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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奮鬥 前途光明
今年全國政協十三屆一

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第四次全體會議，我以全

國政協委員身份出席了會

議，並且榮幸地獲得汪洋主

席的親切接見。我表示將盡

職做好全國政協委員的工

作，與香港廣大市民一道，

為國家、為香港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會舉行第五十屆第二年度會員大會，我作了會

務報告，全面詳細介紹了第五十屆會董會兩年來的工

作及成績，包括本會訪京團獲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接見，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

成功訪問美國、加拿大，參加全國兩會，支持愛國愛

港人士參選立法會，舉辦解讀全國兩會系列活動等。

本會與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設宴慶賀榮任本港六大

慈善機構要職的潮籍鄉彥，我與陳幼南主席聯同兩會

首長，向受賀鄉彥致贈祝賀紀念品，希望透過活動，

把潮汕人為善最樂的精神傳揚開去，擴及不同族群，

令社會更包容和諧、平穩安定。

我前往潮州會館中學，向學校師生介紹國家科技

創新成就。我在演講中引用智能手機、遊戲產品等大

量實例，向同學們闡述創新科技對社會，乃至國家的

重要意義。指出科技是一個國家強盛的基石，而創新

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在當前內地科技創新事業取

得飛速發展的形勢下，香港亦應當緊追步伐，推動創

新科技產業成為香港長遠發展的新引擎。

林宣亮副會長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舊金山灣區華人

社區舉辦的慶功晚宴，慶祝布里德榮任舊金山市長。

他熱烈祝賀布里德市長，表示布里德市長作為舊金山

首位非裔女市長，希望推動舊金山和香港的友好關

係，增進兩地華人特別是潮籍人士的交流合作。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創會會長蔡文川率團到訪本

會，我和副會長林宣亮等熱情接待訪問團一行，雙方

就加強深港兩地潮青交流合作進行深入的探討。我向

訪問團介紹了本會，表示在歷屆會長帶領下，本會同

仁積極把握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機遇，將香港先進的技

術、人才、管理經驗引進內地，推動內地經濟高速發

展作出貢獻。蔡文川創會會長暢談了今次到訪本會的

三個目的：向香港潮州商會學習、介紹潮創會發展歷

程、聘請我為深圳潮創會創業導師。對此，我代表本

會及我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前往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探訪會長蔡東士及

該會各位首長，並與他們進行座談，就加強粵港兩地

交流合作，共同推動粵港潮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等事宜暢所欲言。我代表本會向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

會成立三十周年表示熱烈的祝賀，對蔡東士會長長期

以來對本會的關愛表示感謝。

我以本會會長、國際潮青聯合會執行會長身份，

與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各位年輕有為的

才俊會談，我們就雙方加強全球潮籍青年聯誼、交流

等事宜進行了交流。我讚賞該會青委繼承潮汕優秀傳

統文化和美德，踐行社會責任，發揮新時代新特色，

不斷創新發展。

President's words
Continue to fight for a bright future

This year, 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PPCC, I was honored to attend the four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13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ld in People’s Great Hall and received the cordial reception of President 
Wang Yang. I pledged that I would do my best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and work with Hong Kong 
people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and Hong Kong.

At the secon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50th session, I gave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 report of the work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50th 

sess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cluding organizing the Chamber’s delegation to visit Beijing where we received the reception of Yu Zhengshen, 
the then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PPCC, holding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th great success, participating in the two National Conferences, supporting those who 
love the country and Hong Kong to run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organizing a series of seminars to interpret the publish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PPCC an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banquet to celebrate the Chiu Chow natives serving the leading positions of six major charities in Hong Kong was jointly held by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Chiu Chow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Hong Kong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President Chan Yau Nam and I, 
together with leaders of the two associations, presented congratulatory souvenirs to those Chiu Chow natives who are honored with the leading 
posi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event, the spirit of philanthropy of Chiu Chow people will be spread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o that our 
society will become more tolerant, harmonious and stable.

I went to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to give a speech on the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my speech, I quoted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such as smartphones and game products, to explain to the 
students how importance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re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untry. I pointed out that technology is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and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a nation’s progress.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hould keep in pace by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which are the new engine 
of Hong Kong’s long-term development.

Vice president Lin Sun Leung attended the congratulation banquet hel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elebrate Breed to be the mayor of San Francisco. He warmly congratulated Mayor Breed on her being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female mayor in San Francisco and hoped that she would promot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Hong Kong and enhance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in particular Chiu Chow people,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nzhen Chaoshan Youth Entrepreneurship Promotion Association delegation, led by founding president Cai Wenchuan, visited our 
Chamber of Commerce. Vice president Lin Sun Leung, myself, and other directors gave them a warm welcome. The two parties held a discuss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u Chow young people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Hong Kong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pointing out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evious presidents, our fellows actively graspe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reform and openness and brought Hong Kong’s advanced technology, talents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to 
the mainland to give a push to China’s economy. Founding president Cai Wenchuan talked about the three purposes of their visit. First, to learn 
from Hong Kong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Second, to introduce Shenzhen Chaoshan Youth Entrepreneurship Promotion Association. 
Third, to invite me to be the entrepreneurial tutor of Shenzhen Chaoshan Youth Entrepreneurship Promotion Association. I, hereby on behalf of 
our Chamber,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is association.

I went to Guangdong Chao Ren Overseas Friendship Union to visit chairman Cai Dongshi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held 
a meeting with them. We talked about how to make joi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 on behalf of Hong Kong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expressed our congratulations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dong Chao Ren Overseas Friendship Union 
and my thanks to chairman Cai for his long-standing care for our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capacity of the president of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Teochew Youth Federation, 
I met with the young people from the Youth Commission of Guangdong Chao Ren Overseas Friendship Union. We shared our views on 
strengthening friendship and exchanges among Chiu Chow you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 appreciated the great efforts the young members 
of the Youth Commission in inheriting Chaoshan’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irtues, practi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being creative, 
innovative and typical of this new era.



  香港潮州商會成立於1921年，是香港一百多萬潮籍鄉親中歷史最悠久
及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會員均來自香港各行各業的潮籍精英。本會的宗
旨是：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救災。
第50屆的會長為胡劍江，副會長依次為林宣亮、陳智文、馬鴻銘、黃書銳、
高佩璇及鄭敬凱。商會共有136名會董，下設15個部及委員會。
  商會積極為會員及鄉親拓展商機，推動國際貿易。同時，在香港開辦學
校，在各大專院校及商會屬下學校設立獎助學金，興建潮州義山，編印潮州

文獻，積極參與各項社區活動，推動公益及慈善事業，建立及資助各種文教
基金。多次捐贈巨款支援各地賑災，動員會員及鄉親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促進與內地及海外工商團體之間的緊密聯繫。在潮汕家鄉及內地各省巿偏遠
地區捐辦多間光彩學校，並捐資助建各種文教體育、醫療衛生等大型建設。
  商會亦於1981年與東南亞各同鄉團體創辦「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並
先後主辦首屆及第八屆年會，使潮籍鄉親從地區性合作走向國際性合作。本
會青年委員會亦於1999年主辦首屆「國際潮青聯誼年會」，並發起創辦「

國際潮青聯合會」。商會同時亦協助「國際潮團總會」常設秘書處及「國際
潮青聯合會」秘書處的工作。
  商會為了全方位促進會員及鄉親攜手團結、共同建立一個繁榮安定的香
港，先後在1992年及2012年增設了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公民事務委
員會及文化事務委員會，在保持商會優良傳統特點的同時，亦貫徹商會與時
俱進的新作風。
  商會廣納各界英才，並積極參與香港和國家的政治事務。現時商會有4

位成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有17位成員當任全國政協委員，有5位會員當選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他們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向中央政府、香
港特區政府反映香港社情民意，為保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為推動香港與
內地的交流合作貢獻良多。展望未來，香港潮州商會將不忘初心，繼續參與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家鄉發展，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不斷向專業化、年青化及國際化邁進，為家鄉、為香港、為國家做出
新的更大貢獻。

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會務報告精華版（架構篇）

法 律 顧 問 陳維樑 馬清楠 周卓如 莊月霓 高明東 陳志強

會董兼各部委副主任 胡炎松 張敬慧 姚逸明 陳	 強 蕭成財 陳建年 陳建源 高明東 馬清楠 蔡少洲 周厚立 蕭楚基 陳愛菁 陳偉泉 張詩培 張敬川 周博軒 陳澤華

林秀鳳 蔡敏思

會   董 馬照祥 廖鐵城 劉宗明 林赤有 陳德寧 唐大錦 廖坤城 林世豪 胡楚南 林宣中 柯成睦 魏偉明 陳厚寶 黃華燊 劉文文 鄭捷明 羅永順 黃志建

羅少雄 嚴震銘 朱鼎健 許平川 許崇標 陳欣耀 王文漢 林大輝 胡澤文 楊劍青 張少鵬 陳育明 彭少衍 葉年光 吳宏斌 李志強 林本雄 林燕勝	

紀英達 莊健成 許禮良 陳正欣 陳志強 黃楚標 劉鑾鴻 鄭毓和 史立德 林月萍 林佑武 馬清揚 張植煒 莊小霈 陳生好 陳建明 陳偉香 楊玳詩

劉偉光 鄭俊基 賴偉星 顏吳餘英 魏海鷹 羅志豪 王漢興 史理生 吳泰榮 李威儀 周駿達 邱麗英 馬瑞昌 許章榮 許義良 陳志明 彭榮武 黃	 強

廖偉麟 廖德昭 鄭會友 盧瑞蘭 謝錦鵬

名 譽 會 董 張安德 蔡宏豪 林世鏗 蔡	 堅 邱子成 余潔儂 陳	 熹 鄭合明 丁志威 許慶得 吳少溥 林松錫 林樹庭 趙錦章

會 務 策 略 顧 問 林楓林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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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捷貴 周卓如 張俊勇馬清鏗

李焯麟 章曼琪 林鎮洪林建岳

陳蕙婷 馬僑生 吳哲歆

謝喜武 莊偉茵 吳茂松

蔡少偉 唐大威 黃進達

鄭錦鐘 陳振彬 馬介欽

黃楚標

林建名

陳鑑林 楊海成

廖鐵城

紀文鳳

羅嘉瑞

陳振彬

陳茂波 陳振東

馬清煜

江達可

鄭維志

李澤鉅

林大輝 葉國華

黃士心

鄭翔玲

馬時亨

姚思榮

陳智思 林順潮

歐陽成潮

王再興

方 正

劉炳章

胡定旭 蔡德河

馬亞木

張賽娥

鄭維健

陳鑌

梁劉柔芬 黃光苗

林廣明

許漢忠

羅康瑞

陳經緯

林建岳 劉文龍

倪少傑

謝賢團

黃松泉

呂高華

方 平

陳健波

葛珮帆

蔡志明 謝中民

姚中立

林輝耀

劉宗明洪克協

柯創盛

陳有慶 饒宗頤

馬介璋 藍鴻震

劉奇喆 吳康民

許學之 劉遵義

周厚澄 李業廣

陳幼南 徐 淦

陳偉南

周振基 廖烈智

蔡衍濤

張成雄 汪正平

陳智文 馬鴻銘 黃書銳 高佩璇 鄭敬凱



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會務報告精華版（建言獻策篇）
  踏入2018年，香港潮州商會成員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良多。
  目前，本會有4位成員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有17位成員擔任全國政協委
員。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本會諸位代表、委員悉心準備人大議案和
政協提案，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為推動香港和內地的交流合作作
出應有貢獻。本會會董在國內各省市出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者為數不少，他

們發揮港澳地區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今年的全國兩會結束後，本會趁熱打鐵，在香港舉辦解讀全國兩會活動，
邀請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職務的商會成員交流座談，分析全國兩會給香港
帶來的發展機遇。今次討論也廣邀青年企業家代表出席，增進他們對國家的了
解和認同。胡劍江會長等商會首長亦走進校園，向學生介紹國家的經濟發展成
就，傳遞了愛國愛港的正能量。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兼常務會董 陳振彬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胡定旭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陳智思

    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非常重
要，是將港澳融入整個區域的大發
展之中。但區域內各城市之間也存
在競爭因素，故一定要理順每個城
市的優勢，否則會浪費很多不必要
的資源。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州商會
常務會董 張俊勇

    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發展要從青
年人開始，大灣區為香港青年提供
了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們的學業、
就業、創業、置業都可以在大灣區
裡面發生，香港青年與內地人互相
包容，用同一個制度和方式去發展
大灣區。「一國兩制」的優勢將在
大灣區得到充分發揮。從國家的角
度來說，擁有制度優勢，可以集中
高效做事情；從香港角度來說，擁
有工作制度優勢，比較自由，將二

者的優勢結合，讓大家在互相包容和互相尊重的環境下實現創
新，產生新的標準和制度，並將其輻射到全世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副會長 高佩璇

    今年首次參加「兩會」，感受
到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重視。香
港應充分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機遇，加強同澳門和廣東在醫療、
安老、教育、住屋領域的合作，舒
緩現時香港醫療資源、安老、教
育、住屋資源不足的問題，讓更多
長者可以在大灣區享受優質安老、
醫療服務，同時讓更多港人在大灣
區享受優質教育及住屋環境。

    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
過程中，如何做好民心相通是非常關
鍵的一步， 藉助愛國華僑的力量開展
「民間外交」將能發揮積極有效的作
用。建議支持香港成為國家民間外交
的平台和中心。因為獨特的地緣和歷
史因素，香港與眾多海外華僑有深入
地聯繫，通過香港來全盤統籌，加強
交流，將對僑務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此外，網絡社交媒體在香港較
為暢通，可以通過加強網絡社交媒體
建設，提升國家形象，消除外界對中
國的負面認識，讓香港成為國家軟實
力宣傳大使。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劉炳章

    香港的專業服務十分領先，但
在香港本土市場已經基本飽和，大
灣區建設為香港專業服務進一步發
展提供了廣闊領域，而大灣區中第
三產業發展略緩，企業對於法律、
會計、工程等專業服務需求較大。
內地部分企業「走出去」在「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發展中，大部分缺
乏前期可行性研究及風險評估，而
香港在這方面經驗豐富。另外，香
港與英語國家的制度、體系較為接

近，此優勢能更好幫助企業對外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黃楚標

    涉及香港與內地的事件中，
要更好發揮政協委員作用，例如在
「一地兩檢」問題上，在港的政協
委員可以向市民解釋具體安排是為
方便兩地居民。希望中聯辦及香港
特區政府在兩地重大問題方面，可
以建立與委員通報的機制，達致定
期、及時的通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名譽顧問 許漢忠

    國家機構改革中新設立的國家
監察委員會，除了介入調查貪污受
賄的案件外，亦會進行防腐教育，
相信能有效遏止貪腐。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會 董 周厚立

    自己深刻體會到中央高度關
心香港青年發展，期望香港青年借
助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自己的事
業。粵港澳大灣區一個特點是重視
科技創新發展，香港青年可以關注
如何將科技和文化產業相結合，相
信大數據發展、互聯網+、文化創
作、人工智能，將會是新一輪文化
產業發展的新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息息相
關，在大灣區發展中內地和香港是
互惠合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指明了戰略方向和路徑，並不單
是經濟發展，還涵蓋科學、教育、
文化和體育等領域，所以大灣區不
僅創造商機，亦為廣大香港市民，
特別是年輕人帶來發展機會。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香
港和內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為香港帶來
新的發展機遇。香港應把握「粵港
澳大灣區」的機遇，充分發揮自身
優勢，加強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
協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胡劍江

    粵港灣大灣區建設，惠及人口
6500多萬，其中醫療服務業的發展也
是重要的一環。對比紐約灣、東京灣
等的醫療水平，粵港澳大灣區還要加
大力度引進國際醫療人才，解決民眾
看病問題。內地現時引進國際醫療人
才手續繁瑣，正常辦理整個過程需要
3個月左右時間，手續過於繁瑣，耗
時過長，且每年就要辦理一次，不利
於提高醫療單位引進國際醫療人才的
積極性。為此，他建議為粵港澳大灣

區國際醫療人才引進開闢綠色通道，簡化手續，並將國際醫療
人才內地行醫許可一年一審改為三年一審。

    十九大對全面開放作出新的
重大部署，明確提出「探索建設
自由貿易港」，香港作為百年自
由貿易港，在貿易發展、城市管
理、法治環境等方面，都能為國
家深化改革開放繼續作出貢獻。
汕頭作為內地第一批經濟特區，
在體制機制上率先與國際接軌，
在汕頭建設自由貿易港，可以充
分發揮汕頭僑鄉在血緣、地緣、
商緣等方面獨特優勢，集聚海內

外「三個潮汕」的資本、人才。

    目前內地醫改主要涉及兩
個方面。一是醫院管理的改
革，香港的醫院管理和國際水
平比較接軌，可以為內地醫院
提供借鑑。二是醫療體制，內
地以三甲醫院為主，建議建立
分級醫療體系。香港除了大型
醫院以外，還有很多專科基層
和家庭醫學的門診，從而形成
一個連貫性的醫療體系。香港
應該配合內地醫改，希望之後

能與內地同道有更多交流。

    粵港澳大灣區不只是一個商
業性的工作平台，更為香港年輕人
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應該加深他們
對大灣區的認識。粵港澳大灣區有
182所高校，其中有6所「雙一流」
大學，而香港有5所世界排名前一
百的大學，希望兩地政府和教育
部讓交流與互動合作常態化、制度
化，讓香港學生了解灣區的發展，
為自己創造更多的發展機遇。

    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
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同發展、共
繁榮」的受益者，粵港澳大灣區列
入國家發展戰略，對於香港未來的
長期持續發展是重大利好。香港應
該緊緊把握住這次歷史性機遇，積
極、主動發揮自身優勢，提供產
業、技術、人才等多方面的輸出，
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帶動香港就
業、財政收入、經濟增長，助推香
港經濟邁上新台階、再創新輝煌。

    吸引和留住國際人才成為未來
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制勝法寶。這
就需要發揮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的
橋樑作用，向海外講好中國故事，
將海外人才引進來。

    參加今年「兩會」，十分強烈
地感受到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理
念已深入人心。他相信未來國家將
更加法治，彰顯民主。

    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是灣區內
各城市之間的「融合」，需要明確
各自分工和職能定位，避免惡性競
爭和重複建設。建議明確香港在大
灣區中的功能定位，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和自由港，擁有高度市場
化、法治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的先
發優勢，被公認為是人流、物流、
服務流、資金流、資訊流等「五
流」最融通的地區，故應充分發揮
所長，強化香港在金融和國際物流

方面作為灣區龍頭的功能。

    香港樓價高企，但無人有水
晶球，在土地供應缺少情況下，
相信樓市應該會向好，希望政府
盡快增加供應，才是長遠之計，
樓始終是用來住。

    現在內地發展日新月異，在
體育方面亦是如此。作為來自香
港的體育界別委員，希望香港的
體育能與內地共同發展。希望體
育主管部門能幫幫香港的忙，多
派一些教練指導香港運動員。我
們也能派一些運動員到內地學
習，提升運動水平。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潮州商會
名譽顧問 林順潮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林建岳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高永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名譽顧問 朱鼎健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會 員 紀海鵬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會 員 洪明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會 員 李偉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名譽顧問 江達可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李澤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 林大輝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會 員 黃蘭茜

    我認為香港精神是每一位香港同
胞身上的奮鬥精神和同舟共濟的團結
精神，以及仁人志士的愛國精神。香
港經濟得以飛速發展，離不開香港精
神的主導。我們的老一輩大多是身無
分文來到香港，白手起家，通過自己
的努力拼搏，共同創造了香港今日的
輝煌。作為新一輩的接班人，我們在
時代前沿尋求創新的同時，更應秉承
先輩們艱苦奮鬥的精神，團結在一起
共創前路。同時，我們感謝祖國大陸

在「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決心與信心下給予香港的關懷與扶
持，我們更應讓愛國情懷在香港薪火相傳。



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會務報告精華版（紮根香港篇）
  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會董自2016年就任以來，在胡劍江會長
的帶領下，秉承先賢優良傳統，團結帶領廣大會員擁護「一國兩
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保持香港社會繁榮穩

定貢獻良多。
  2017年，本會邀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到會演講，成功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

活動，令社會各界更加了解旅港潮人的發展歷程，進一步提升本
會的影響力。2018年本會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蒞臨演講，促進特區

政府同社會各界人士的溝通和友誼。與此同時，本會亦透過舉辦
新春團拜、香港潮州節等活動，將傳統潮汕文化發揚光大，世代
傳承。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丁酉年新春團拜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晚宴
恭賀27位潮籍鄉彥榮獲2017年度勳銜及嘉獎

香港潮州商會慶祝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系列活動啟動禮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潮湧香江藝術展覽」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感謝梁振英先生晚宴
    2017年2月4日，香港潮州商會舉辦丁酉年新
春團拜。商會同仁及嘉賓近200人歡聚一堂，同
賀新春。當日更邀得時任行政長官候選人林鄭月
娥、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新界工作部
副部長張肖鷹，食物及衛生局署理局長陳肇始，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等嘉賓蒞臨主禮，
場面喜慶，氣氛熱烈。會長胡劍江率副會長林宣
亮、黃書銳、高佩璇、鄭敬凱向居港潮籍鄉親
及全港市民拜年，祝大家新年生意興旺、前程似
錦、家庭幸福。
    會長胡劍江在致辭中表示，期待商會「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發揚「敦睦鄉誼、促進
工商、弘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救
災」宗旨，一心一意做好會務，繼續關注及做好

經濟、民生、扶助弱勢社群等事務，繼續密切與
家鄉的關係，為廣大鄉親包括商界和市民搭橋開
路，爭取更大成績，令商會繼續朝專業化、國
際化和年輕化的道路前進。

    2017年9月26日，香港潮州商會在潮州會館
十樓舉辦恭賀2017年度榮獲頒授勳銜、嘉獎及委
任太平紳士鄉彥晚宴。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
等商會首長出席晚宴，並向授勳鄉彥頒發「潮人
之光」嘉許狀，以表彰他們對香港社會所作的
貢獻。
    會長胡劍江在致辭中表示，各位鄉彥今次
受勳，充分證明潮籍鄉親是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的
中流砥柱。他衷心希望大家不忘初心，在事業上
再攀高峰，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繼續向社會發放
愛國愛港強大正能量。香港潮州商會願同各位攜
手並肩，精誠合作，繼續書寫獅子山下的不朽傳
奇，共同創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今年共有27位潮籍鄉親榮獲勳銜，其中獲
頒大紫荊勳章的鄉親有3位，金紫荊星章5位，銀

紫荊星章1位，香港警察卓越獎章1位，銅紫荊星
章6位，榮譽勳章6位，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1
位，獲委任太平紳士4位。受勳人士來自社會不
同行業，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拼
搏，為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貢獻良多。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香港
潮州商會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藉以弘揚潮汕文
化，展示潮人精神。2017年5月23日，香港潮州
商會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系列活動啟
動儀式舉行，為活動打響頭炮。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社聯部部長李
文、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中聯辦新界工
作部副部長張肖鷹以及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旭斌等擔任本次活動的主禮嘉賓。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香港潮州商會特意
籌畫一系列包含傳統文化、音樂藝術、商貿拓展
等主題的慶祝活動，與潮籍鄉親和市民大眾分享
喜悅之餘，更傳揚潮州人的拼搏精神，為香港注

入了正能量。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表示，商會一向
致力於推廣潮汕文化，商會希望透過一系列的慶
回歸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到商會近年的多元化發
展，從商業開拓到社會關懷等範疇均有涉獵。與
此同時商會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到獨特的潮汕文
化，讓社會各界共同走進潮商，認識潮商。

    由汕頭市港澳事務局、汕頭市文化藝術界
聯合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潮州商會慈善基金
主辦，廣東潮劇院承辦，汕頭市美術家協會、汕
頭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國際潮汕書畫總會協辦的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之潮湧香
江藝術展覽」，於2017年11月6日在香港大會堂
隆重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何靖、汕頭市委常
委、宣傳部部長周鎮松、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
成、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汕頭市港澳
事務局局長陳鵬、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
偉南、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潮州商會永
遠榮譽會長陳幼南、香港潮州商會榮譽顧問高永
文、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等政商界翹楚蒞臨
主禮，並參觀展覽。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表示，作為香港
知名的工商團體，香港潮州商會自1921年成立至
今，始終關心、支持潮汕家鄉的經濟發展，重視

傳承和發揚潮汕文化。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香港潮州商會精心準備了一系列文化盛
事，推廣潮汕文化，與民共樂，增進社會各界對
潮汕文化的了解。早前商會舉辦「潮汕文化同樂
日」，邀請市民到潮州會館體驗潮汕文化的獨特
魅力，增進了社會各界對潮汕文化的了解，並取
得良好的社會效益，相信透過今次的「潮湧香
江藝術展覽」，將進一步向各界推廣、普及潮汕
文化。展望未來，香港潮州商會將繼續同社會各
界攜手並肩，舉辦更多的文化活動，向香港社會
發放更多正能量，為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新
貢獻。

    2017年4月7日，香港潮州商會邀請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到會，並舉行晚
宴，感謝他對本會的關懷和指導。會長胡劍江、
副會長林宣亮、陳智文、高佩璇、鄭敬凱，親自
迎接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晚宴的商會成員以熱
烈的掌聲表達對梁振英的歡迎和感謝。
    會長胡劍江在歡迎辭中感謝梁振英百忙之中
撥冗光臨本會，同時恭賀梁振英擔任全國政協副
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感
謝本會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應有的努力和貢
獻。他鼓勵本會同仁繼續為香港的發展當好溝通
海內外潮籍商界、鄉親的平台和橋樑，利用「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難得機遇，為國

家、為香港發揮更大的作用。

▲ 出席丁酉年新春團拜的商會首長及各界友好
人士合影留念

香港潮州商會二○一八年新春團拜隆重舉行
    2018年2月24日（農曆大年初九），香港潮
州商會隆重舉辦二○一八年新春團拜。香港特區
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中聯辦社聯部副
部長黎寶忠、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中聯辦港島
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以
及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林宣亮、黃書銳、鄭敬
凱、永遠榮譽會長陳偉南、許學之、陳幼南、張
成雄、榮譽顧問及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恆鑌、榮譽
會長梁劉柔芬等多位首長及各界代表蒞臨主禮。 ▲ 2018新春團拜全體大合照

香港潮州商會成功舉辦「2017潮商論壇」
    由香港潮州商會主辦，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
員會承辦的「2017潮商論壇」，已於2017年11月
23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成功舉行。國務院僑務
辦公室黨組書記、副主任許又聲、香港特別行政
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
任陳冬、中央駐港聯絡辦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
中央駐港聯絡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亞洲
金融集團總裁陳智思、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
裁朱鼎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副會長林
宣亮、鄭敬凱等嘉賓蒞臨主禮。
    是次「潮商論壇」邀請了六位分享嘉賓，他
們同現場觀眾分享奮鬥經歷和營商之道，暢談在
人工智慧、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時代，在「粵港
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的政策下，如何把握
機遇，迎接挑戰。
    是次論壇亦安排了香港首個以「僑夢苑」為
主題的展覽。「僑夢苑」是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與內地地方政府聯合打造的國家級僑商產業聚集

區、華僑華人創業聚集區。香港潮州商會十分關
心、支持「僑夢苑」的發展。2017年9月，香港
潮州商會同安徽省海外交流協會簽署協定，全力
支持安徽合肥「僑夢苑」。隨著汕頭「僑夢苑」
於2017年12月正式啟動，胡劍江會長相信汕頭
「僑夢苑」將會進一步帶動更多華僑華人，特別
是潮籍人士回國創業。香港潮州商會將加強同國
務院僑辦的合作，向世界各地的僑胞，宣傳、推
廣「僑夢苑」，吸引更多的海外華人回國創業，
為國效力。

▲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2017潮商論壇」

香港潮州商會首長
出席香港潮屬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八周年酒會
    2017年9月21日，香港潮屬各界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酒會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盛
大舉行。香港潮州商會胡劍江等商會首長出席酒
會，並同現場的潮籍同鄉交流互動，共襄盛舉。
    是次潮屬各界國慶酒會，賢達雲集。出席酒
會的嘉賓包括：香港特區政府署理行政長官張建
宗、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副主任陳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港
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
工作部部長劉林、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陳國基、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團聯絡部副部長

陳小兵、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旭斌等知名人士亦出席了酒會。

▲ 會長胡劍江等商會首長出席香港潮屬各界國
慶68周年酒會

▲ 會長胡劍江等商會首長與榮獲勳銜的潮籍鄉
親合影留念

▲ 香港潮州商會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
年系列活動啟動禮

▲ 主禮嘉賓為「潮湧香江藝術展覽」剪綵

香港潮州商會全力支持
「2017/2018年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暨中西區百業慶回歸」活動
    由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主辦，
中區街坊福利會、西營盤街坊福利會、西環街
坊福利會、摩星嶺街坊福利會合辦，香港潮州
商會等十七間機構擔任主題嘉年華合辦機構的
「2017/2018年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暨中西區百
業慶回歸」活動，於2017年12月10日起正式啟
動。活動為期8日，透過18個別具香港本地特色
的互動遊戲攤位，重現香港中西區舊街道、辦
館、藥材鋪、米鋪等各行業的經營場景，讓社會
各界重溫香港中西區各行業的發展歷史。活動
當日邀請社會各界賢達蒞臨主禮，包括：香港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中西區區議
會主席葉永成、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
「2017/2018年秋冬上環假日行人坊」顧問葉振
南、中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文志華、西營盤街坊
福利會副理事長李豐年、西環街坊福利會會長羅
清平、摩星嶺街坊福利會理事長夏中健、香港潮

州商會會長胡劍江等。
    活動開始前，胡劍江會長陪同劉江華局長等
主禮嘉賓來到香港潮州商會籌劃的8號攤位—米
「洗」「煮」意，一同了解過去的家庭洗米、煮
飯的場景，並同市民互動交流，並到香港潮州商
會的展板前參觀，了解商會近期的會務工作。香
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呂慶森、會董陳建
年和林世豪作為資深米商，向市民介紹米的種類
以及用途。副會長林宣亮、鄭敬凱、會董張詩培
等香港潮州商會成員也出席了活動。

 會長胡劍江陪
同劉江華局長等主
禮嘉賓參觀香港潮
州商會的攤位

▲ 梁振英到訪商會與會長胡劍江等商會首長親
切交談

香港潮州商會支持「一地兩檢」本地立法
    2018年2月25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
等商會首長出席由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舉辦的「支
持『一地兩檢』本地立法花車大巡遊」活動。會
長胡劍江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的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一地兩檢」方案無論是
在國外，還是國內均不是先例：英法兩國的海
底隧道，以及深港交界的深圳灣口岸均採用「一
地兩檢」方案，多年來始終保持順暢運作，證明
「一地兩檢」方案具有強大生命力。香港和內地
同屬一個國家，實施「一地兩檢」方案完全可

行。香港潮州商會堅決擁護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方案所作的決
定。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以廣大香港市民的福祉
為依歸，支持「一地兩檢」本地立法通過，為香
港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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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州商會全力支持第二屆「香港潮州節」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潮汕文化同樂日

香港潮州商會成功舉辦「潮劇文化晚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蒞臨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潮州商會支持愛國愛港人士參加2018年香港立法會補選 香港潮州商會動員選民投票支持愛國愛港人士

    2017年12月6日至10日，第二屆「香港潮州
節」隆重舉行。香港潮州商會作為協辦機構之
一，全力支持「香港潮州節」。12月10日，香港
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出席閉幕式，並同主禮嘉賓
及商會成員合影留念。
    第二屆「香港潮州節」以「不忘初心潮拼香
江」為主題，一如既往地向廣大市民和旅客展示
了代寫書信、米舖、雜貨舖、銀行、線面等多個
潮人從事傳統行業，設立美食攤位及表演舞台，
吸引市民和旅客品嘗新鮮的潮汕美食，體驗博
大精深的潮汕文化。活動立足香港，貼近生活，
讓廣大市民和旅客緬懷艱苦的奮鬥歲月，描劃了

香港的發展歷程，展現了潮人團結一致、勤奮踏
實、自強不息的精神。

    2017年5月25日，香港潮州商會舉辦「潮汕
文化同樂日」，作為該會其中一項慶祝香港回歸
的活動。是次活動首次開放予公眾入內參觀，更
安排了一系列潮州文化活動供市民參與，旨在讓
更多市民認識潮商，了解潮汕文化。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表示，舉辦活動
既是慶回歸，也希望能表達潮州人團結的精神，
通過與眾同樂，期望參與市民能深入了解香港潮
州商會先賢的奮鬥史，一同「走進潮商，認識潮
商。」
    活動當日安排三場導賞團介紹商會和會館
的歷史，市民可遊走整棟「潮商會館」學習潮州
話、品嘗潮汕美食，還可以參加功夫茶工作坊、
雲片糕工作坊、講座、展覽、攤位遊戲等，多方
面了解潮汕文化。

    由汕頭市港澳事務局、汕頭市文化藝術界
聯合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潮州商會慈善基
金主辦、廣東潮劇院協辦、香港潮文化發展總會
支持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之
潮劇文化晚會」，於2017年11月6日至7日在香港
大會堂音樂廳隆重舉行。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
江、汕頭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周鎮松、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中西區
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
成、汕頭市港澳事務局局長陳鵬等嘉賓蒞臨觀賞
晚會。
    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黃書銳在致辭中表示，
香港潮州商會作為近百年歷史的工商團體，自
1921年成立至今，秉承「敦睦鄉誼、促進工商、
弘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救災」的
宗旨，為香港和國家的繁榮穩定貢獻良多。香港
潮州商會十分重視文化事業，在傳播和發揚以潮
汕文化為重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不遺餘力。
是次舉辦「潮劇文化晚會」，將進一步向香港社

會宣傳潮汕文化，讓更多的人感受獨具韻味的潮
汕文化，力求讓香港回歸祖國的歡欣與活力，傳
遞給更多的市民。展望未來，香港潮州商會將繼
續帶領廣大旅港潮汕鄉賢，將「愛國愛港愛鄉」
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為保持香港社會長期繁榮
穩定，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
出新的更大貢獻。

    2018年1月15日，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蒞臨香港潮
州商會，並發表主題演講，分享本
屆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以及推動
香港經濟發展及民生建設等領域所
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2018年2月26日晚，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
江、副會長林宣亮、高佩璇等商會首長先後前往
海怡半島及深水埗，支持香港島4號候選人陳家
珮、九龍西2號候選人鄭泳舜參選2018年香港立
法會補選。

    2018年3月11日，香港潮州商會首長以各種
形式，動員本會成員以及一百多萬旅港鄉親，全
力支持港島4號候選人陳家珮、九龍西2號候選人
鄭泳舜參選。身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會長胡劍
江、副會長高佩璇、榮譽顧問陳智思、高永文、
常務會董張俊勇等首長，利用寶貴的休息時間，
透過電話、短訊等方式聯絡旅港親友，鼓勵他們
將選票投給真正關心香港發展的人士。副會長林
宣亮則留守香港，帶領商會成員到陳家珮、鄭泳
舜的票站加油打氣，派發傳單，鼓勵市民將選票
投給他們，支持愛國愛港人士。

▲ 香港潮州商會全力支持第二屆「香港潮州節」

▲ 2017潮汕文化同樂日活動現場

▲ 香港潮州商會舉辦「潮劇文化晚會」慶祝香
港回歸20周年

 2月26日，商會首長支持九龍西2號候選人
鄭泳舜參選。（右起：林宣亮、陳鑑林、高佩
璇、鄭泳舜、胡劍江、周厚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蒞臨香港潮
州商會並與商會首長及會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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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天 津

安 徽 上 海

廣東省

  香港潮州商會不僅是國家改革開放的見證者，也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受
益者。近年來，香港潮州商會也加強同內地各級政府、工商聯和企業家的交流
合作。先後到訪北京、天津、安徽、上海、廣東、深圳、澳門等地，尋找機
遇，推動合作。展望未來，香港潮州商會將繼續不忘初心，將愛國、愛港、愛
鄉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繼續帶領會員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為進一步推動家鄉和國家的發展，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
更大貢獻。

北 京北 京北 京

天 津天 津

北 京

上 海

廣東省

天 津

安 徽

天 津

安 徽安 徽

廣東省

會長胡劍江等香港潮州商會成員
出席全國兩會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分別於2018年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
召開。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等商會成員參加全國兩會。兩會期間，各位參會首長、會員積
極履行職責，充分發揮港人獨特優勢，向中央政府提出多項具有建設性的意見，為香港和國家
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李克強與胡劍江
親切握手

    2017年6月12日，香港
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赴北
京出席第二屆世界華僑華
人工商大會，並獲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親切接見。

汪洋接見胡劍江會長
    2018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本會會長胡劍江
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期間，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合影留念。

香港潮州商會參訪團
參觀天津「僑夢苑」

    2016年12月12日，香港潮州商會參訪團到訪
天津武清區「僑夢苑」。

香港潮州商會
成功舉辦上海商務訪問團
    2017年10月15日至17日，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
為團長，副會長林宣亮、黃書銳為副團長，常務會董李焯
麟為秘書長的香港潮州商會上海商務訪問團，拜訪上海市
潮汕商會、上海市委統戰部、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等機
構，拜訪上海市政府官員、工商界人士，以及在滬潮汕鄉
賢等各界代表，旨在加強香港潮汕鄉賢同上海潮汕鄉賢的
交流聯繫，推動滬港兩地經貿合作。

俞正聲接見香港潮州商會參訪團
    2016年12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釣魚
台國賓館接見了香港潮州商會參訪團全體成員。

安徽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劉莉
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7年8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劉莉率領代表團到
訪香港潮州商會，受到會長胡劍江、副會長林宣亮等商會首長的熱烈歡
迎。雙方就未來加強兩地經貿合作，攜手發展海內外商機達致共識。

香港潮州商會與安徽省海外交流協會
簽署安徽「僑夢苑」項目合作協議書

    2017年9月12日下午，安徽省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信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得到
了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副會長林宣亮等成員的熱情接待。雙方就加強兩地經貿合作
等話題展開深入交流，並簽署安徽「僑夢苑」項目合作協議。未來香港潮州商會將為安徽
「僑夢苑」做好宣傳推廣工作，向海內外潮商推介安徽「僑夢苑」項目。安徽省亦將為落
戶「僑夢苑」的海外潮商提供優質服務。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稱讚安徽「僑夢苑」是海外華人華僑，以及海外高層次人才
回國創業的好地方。希望各位旅港潮商能夠仔細了解項目情況，把握機遇，在安徽「僑夢
苑」實現事業新的突破。他亦相信，今次安徽「僑夢苑」項目合作協議的簽署，將令雙方
的友好合作關係再上新的台階。

胡劍江會長
到訪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

    2018年7月9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到訪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並同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會長蔡東士、常務副會長林惠俗、陳英松、鄭盛廷，副會
長兼執行秘書長笵思斌、副會長兼《時代潮人》雜誌社社長陳俊鳳等領導交流座
談。雙方就加強粵港兩地交流合作，共同推動粵港潮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議題暢所欲言。

深圳市潮汕青年商會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8年5月16日，深圳市潮汕青年商會會長李
奕標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胡劍江、副會長林宣亮、高佩璇等商會首長熱情
接待了訪問團一行。雙方就加強兩地潮籍鄉賢的
交流，推動深港合作深入交流。

胡劍江會長會見
深圳市潮青聯誼會
趙利生主席一行

    2017年7月25日，本會會長胡劍江會見了深
圳市潮青聯誼會趙利生主席一行。雙方就加強深
港潮青交流合作廣泛探討。

會長胡劍江
出席汕頭「僑夢苑」揭牌儀式
    2017年12月14日，2017僑商汕頭
行暨「僑夢苑」揭牌儀式在廣東省汕
頭市舉行。胡劍江會長作為旅港汕頭籍
商界人士中的傑出代表，發表題目為
「新時代僑商與『僑夢苑』建設」的
主題演講。

胡劍江會長出席
「汕頭市建設自貿港調研座談會」
    2018年3月11日下午，汕頭市政府在北
京潮商會館舉行「汕頭市建設自貿港調研座
談會」，旨在為申建自由貿易港進行探討交
流。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榮譽顧問黃
楚標、常務會董張俊勇、會員紀海鵬等商會
首長出席座談會，對汕頭申建自由貿易港、
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徐樂江
率團到訪本會

    2018年6月26日，中共中
央統戰部副部長、中華全國
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常
務副主席徐樂江率中華全國
工商業聯合會訪問團到訪香
港潮州商會。雙方就加強兩
地經貿合作深入交流。

香港潮州商會考察潮汕三市
    2017年2月7日至9日，由會長胡劍江為團長，副會長林宣亮、黃書
銳為副團長的香港潮州商會訪問團，前往汕頭、潮州、揭陽三市參觀
訪問。

胡劍江會長
會見澳門潮州同鄉會

創會會長劉藝良
    2018年3月，胡劍江會
長在北京會見澳門潮州同鄉
會創會會長劉藝良。

胡劍江會長會見
汕頭市僑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林少華一行

    2017年5月12日，本會會長胡劍江會見了汕頭市僑商投
資企業協會會長林少華一行。雙方就加強汕港經貿合作展
開深入討論。

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澳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出席全國兩會

 香港潮州商會與安
徽省海外交流協會簽
署安徽「僑夢苑」項
目合作協議書

 胡劍江會長同廣東省潮人海外聯
誼會會長蔡東士合影留念

 徐樂江率全國工商聯訪問
團到訪本會

 會長胡劍江出席汕頭「僑夢苑」揭牌
儀式，並發表主題演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
（左）發言

 胡劍江會長與劉藝良創會
會長合影留念（左）發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會長
胡劍江親切握手

 胡劍江會長向深圳市潮汕青年商會會長李奕標
致送紀念品

 雙方合影留念

▲ 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本會部分成員出席民建聯酒會

 賓主雙方合影留念

▲ 本會成員到訪天津「僑夢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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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潮州商會作為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工商團體，一直
致力於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第50屆會董就
職以來，胡劍江會長帶領本會同仁到訪美國、加拿大、泰
國等國家，並接待來自馬來西亞、美國、澳洲、英國等地
的潮團代表，加強了旅港潮人同海外鄉賢的交流合作。未
來，香港潮州商會還將繼續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全方位
合作，建立「省對接省」、「城市對接城市」、「企業對
接企業」、「大學對接大學」、「協會對接協會」的合作
格局，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做出新的貢獻。

加拿大

美 國

澳 洲

智 利

新西蘭

菲律賓

馬來西亞新加坡

泰 國

英 國

法 國

  香港潮州商會作為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工商團體，一直  香港潮州商會作為擁有近百年歷史的工商團體，一直
致力於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第50屆會董就致力於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第50屆會董就
職以來，胡劍江會長帶領本會同仁到訪美國、加拿大、泰職以來，胡劍江會長帶領本會同仁到訪美國、加拿大、泰
國等國家，並接待來自馬來西亞、美國、澳洲、英國等地國等國家，並接待來自馬來西亞、美國、澳洲、英國等地
的潮團代表，加強了旅港潮人同海外鄉賢的交流合作。未的潮團代表，加強了旅港潮人同海外鄉賢的交流合作。未
來，香港潮州商會還將繼續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全方位來，香港潮州商會還將繼續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全方位
合作，建立「省對接省」、「城市對接城市」、「企業對合作，建立「省對接省」、「城市對接城市」、「企業對
接企業」、「大學對接大學」、「協會對接協會」的合作接企業」、「大學對接大學」、「協會對接協會」的合作
格局，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做出新的貢獻。格局，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做出新的貢獻。

英 國

致力於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第50屆會董就致力於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第50屆會董就
職以來，胡劍江會長帶領本會同仁到訪美國、加拿大、泰職以來，胡劍江會長帶領本會同仁到訪美國、加拿大、泰
國等國家，並接待來自馬來西亞、美國、澳洲、英國等地國等國家，並接待來自馬來西亞、美國、澳洲、英國等地
的潮團代表，加強了旅港潮人同海外鄉賢的交流合作。未的潮團代表，加強了旅港潮人同海外鄉賢的交流合作。未
來，香港潮州商會還將繼續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全方位來，香港潮州商會還將繼續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全方位
合作，建立「省對接省」、「城市對接城市」、「企業對合作，建立「省對接省」、「城市對接城市」、「企業對
接企業」、「大學對接大學」、「協會對接協會」的合作接企業」、「大學對接大學」、「協會對接協會」的合作
格局，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做出新的貢獻。格局，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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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創會科技考察團
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7年4月10日，由加拿大多倫多市議員、多倫多市
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Michael  Thompson、加拿大華
創會會長張麗君率領的加拿大華創會考察團到訪香港潮
州商會。會長胡劍江代表本會分別與多倫多市政府經濟
發展及文化委員會簽
署戰略合作協議，與
加拿大華創會簽署締
結友好商會，標誌著
本會與多倫多市政府
及加拿大華創會將展
開更多的交流合作。

加拿大「一帶一路」代表團
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7年9月10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在香港會見了前
來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加拿大「一帶一路」代表
團，並同加拿大駐香港和澳門總領事南傑瑞、加拿大「一帶一
路」代表團團長、北美運輸物流學會總裁、港加商會前任全國主
席暨特許物流及運輸協會主席羅伯特．阿姆斯特朗、香港貿易發
展局駐多倫多辦事處總監芮紹能、加拿大華創會會長張麗君等加
拿大各界人士深入交流。

美國潮商會會長林志斯
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8年2月28日，美國潮商會會長林志斯率團到訪香港潮州
商會，並得到了會長胡劍江、副會長林宣亮、鄭敬凱等商會領
導的熱情接待。 香港潮州商會組團考察美國加拿大

    2017年5月28日至6月5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率團出訪美國、加拿大。在加拿大期間，一行拜訪當地
潮屬社團，與加拿大部份潮籍僑領、鄉親座談，走訪當地政府、科研機構、中資企業，洽談合作事宜。在美國
期間，會長胡劍江率團到洛杉磯訪問美國潮商總會，並拜會當地多間企業，就各種高科技項目進行深入溝通對
談。是次考察美國、加拿大，對促進港、美、加三地經貿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潮州商會與美國潮商總會
締結為友好協會

    2017年3月3日，由美國潮商總會主席團主席歐佳霖任團長，主
席團主席陳育昭任執行團長的美國潮商總會龐大代表團，專程到訪
香港潮州商會，雙方舉行隆重的締結友好協會儀式。 智利前總統弗雷

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7年9月5日，智利前總統、亞太地區特命全權大使弗雷．魯伊
斯．塔格萊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林宣亮、高
佩璇博士攜一眾常董會董出席接待，與智利友人深入交流。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親切接見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

    2017年12月6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廣州親切接見了香
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
    胡劍江會長向特魯多總理介紹了香港潮州商會的基本情
況。他表示，香港潮州商會還將繼續推動中國與加拿大的全
方位合作，建立「省對接省」、「城市對接城市」、「企業
對接企業」、「大學對接大學」、「協會對接協會」的合作
格局。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請胡劍江會長轉達他本人對於全體香
港潮州商會成員和旅港加國民眾的問候，並且感謝香港潮州
商會為推動加中兩國經貿合作所作的努力。

胡劍江會長訪問泰國
    2018年4月28日至29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訪問泰
國，拜會泰國華人青年商會會長李桂雄等旅泰潮籍鄉賢，並
出席泰國潮州會館成立八十周年慶祝活動。

胡劍江會長會見
菲律賓潮汕總商會

會長陳慎修
    2017年5月9日，香港潮州商會胡劍江會長會見
到訪的菲律賓潮汕總商會會長陳慎修。雙方就加強
兩地潮人合作深入交流。

英國潮汕聯誼會客人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7年1月13日，英國潮汕聯誼會會長李澤霖率團到訪
香港潮州商會，同會長胡劍江等商會首長親切交流。雙方
在交流中均希望加強香港與英國兩地潮籍鄉親的聯繫，為
促進全球潮團的發展而共同努力。

胡劍江會長會見法國潮州
會館永遠名譽會長陳文雄

    2018年2月，本會會長
胡劍江在廣州會見法國國
會議員、法國潮州會館永
遠名譽會長陳文雄。雙方
就加強兩地潮人交流合作
等議題深入探討。

胡劍江會長訪新加坡
潮州八邑會館

    2016年9月10日，香港潮州商會長胡劍江
赴新加坡拜訪當地潮團首長及國際潮青首長。
胡會長走訪了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拜會了主
席郭明忠，國際潮青聯合會前會長吳南祥，國
際潮青第八屆聯誼年會主席陳明輝。

馬來西亞柔佛笨珍潮州會館會長黃偉通
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8年5月21日，馬來西亞柔佛笨珍潮州會館會長
黃偉通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得到了胡劍江會長、林
宣亮副會長等商會首長的熱情接待。雙方就加強兩地潮
人、潮團交流合作等議題深入討論。

澳洲潮州同鄉會董事局主席周光明
一行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2017年5月12日，澳洲潮州同鄉會董事局主席周
光明一行到訪香港潮州商會，賓主雙方進行了友好
的會談，就雙方共同締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為旅
居澳洲和香港的潮籍鄉親和潮商提供更多的商貿平
台，並發揮雙方的優勢，共同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貢
獻智慧和力量。

胡劍江會長會見新西蘭潮屬總會
董事會主席張乙坤

    2018年4月29日，本會胡劍江會長與國際潮團總會主席、
新西蘭潮屬總會董事會主席張乙坤在泰國會面，商討中新潮
人事業的發展方向。

▼會長胡劍江代表本
會與多倫多市政府經
濟發展及文化委員會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 胡劍江會長同到訪美國及汕頭客人合影留念。（左起：江培
斯、張勁林、譚石明、林宣亮、胡劍江、林志斯、胡衛林、林
福慶、鄭添榮）

▲ 胡劍江會長與美國潮商總會主席團主席陳育昭交換締結友好協會證書

▲會長胡劍江（前排中間）率團考察美國 ▲會長胡劍江（後排左三）率團考察加拿大

▲胡劍江會長到訪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向敦明忠會長（右七）、吳南祥前會長
（右八）致送紀念品

 會長胡劍江和加拿大
總理特魯多合影留念

 胡劍江會長拜會泰國華人
青年商會會長李桂雄

 會長胡劍江（右二）與英國潮汕聯誼會會長李澤霖（左
二）、英國潮汕聯誼會副會長蕭克（左一）合影留念

 胡劍江會長向泰國潮州會
館主席黃迨光（左三）致送
紀念品

 胡劍江會長與法國國會
議員、法國潮州會館永遠
名譽會長陳文雄合影留念

 胡劍江會長代表香港潮州商會向馬來西亞柔佛笨珍潮
州會館致送紀念品

 胡劍江會長與張乙坤主席合影留念

 會長胡劍江（中）等商會首長向澳洲潮州同鄉會
董事局主席周光明一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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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會務報告精華版（青委、婦委篇）
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 簡 介

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成立於1992年底，是當年商會正副會長及會董為吸收青年一輩加入商會，增加商會活力，促進持續發展的高瞻遠矚的長遠策略。

香港潮州商會第三屆婦女委員會 簡報

青委成立的宗旨為：
（甲）：組織各項活動以聯絡本會青年會員；
（乙）：推動本會青年會員關心會務；
（丙）：接受會董會或常務會董會之委派，協助組織各項活動；
（丁）：聯絡本港及海外青年工商專業團體；
（戊）：吸納本港潮籍青年工商專業人士加入本會為會員。
    青委由商會會員中學有專長、事業有成而熱心服務的青年組成。成員除來
自工商各界外，還包括律師、醫生、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具
有廣泛的代表性。歷屆青委主任為莊學山先生、林孝信太平紳士、陳幼南博士
SBS,MH、葉志光博士、高永文醫生GBS,BBS太平紳士、劉文文BBS,MH太平紳
士、張俊勇先生MH、陳光明先生、葉振南BBS,MH太平紳士、馬鴻銘博士BBS 
太平紳士。現第十三屆青年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章曼琪女士，副主任委員陳澤華
先生、林秀鳳女士、丁志威先生、呂慶森先生、龔雅璇女士。

    香港潮州商會第三屆婦女委員會自2016年10月
1日履任以來，在莊偉茵主任帶領下，為貫徹香港
潮州商會的宗旨「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揚文
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救災」，推動婦委
會會務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由本委員會製作，邀請前香港政府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先生示範烹飪潮州菜，資深傳媒人曾
智華先生撰寫文稿，介紹潮州文化及美食的「食玩
王」於2017年1月20日隨星島日報免費派送。另加
印5000本寄給潮州商會全體會員及本港各機構。
    香港潮州商會慶祝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二十週年
系列活動之潮汕文化同樂日於2017年6月23日在會
所舉行。本委員會於當天舉行健康講座，邀請永健
坊營養師主講，得到一致好評。
    2017年8月26日，本委員會邀請資深傳媒人曾
智華擔任演講嘉賓，暢談退休後的快樂人生。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於2017年12月6-10日在中環

遮打花園舉辦第2屆香港潮州節，以「不忘初心，
潮拼香江」為主題。本委會員負責表演一個節目「
名人廚房」，烹調潮州美食，該節目受到市民熱烈
歡迎，座無虛席。
    由莊偉茵主任率領的香港潮州商會婦委會訪問
團，與曾智華慈善同學會聯合舉辦潮汕慈善之旅，
於2018年1月13日-14日赴潮汕進行為期2天的參觀訪
問。訪問團第一天參觀了汕頭大學最新的醫學院及
圖書館展覽廳。在汕頭大學院長助理徐宗玲的陪同
下，婦委會訪問團參觀了李嘉誠基金會中國公益項
目展覽，包括中國婦女項目。之後，還參觀了新開
幕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大學校園，這是以色列理工學
院在中國開設的第一間分校。第二天由汕頭市外事
僑務局副局長陶小平等陪同，訪問團先參觀了汕頭
開埠文化館，之後到潮汕市福利院及汕頭市兒童福
利院探訪長者及兒童。今次訪問，婦委會不但做公
益，還讓慈善同學會加深對潮州商會工作的認識。

婦委會已將慈善同學會籌得的善款四萬元捐贈潮州
會館中學及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2018年5月26日，本委員會組團前往中華電力
龍鼓灘發電廠參觀，受到既是本委員主任，又是中
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的歡迎和接待。團員通過參
觀該發電廠及發電輪機，對該廠以天然氣發電，致
力減排有更多的認知，並樂於為環保工作出一分
力。
    為了充分體現婦委會的團隊精神，本屆婦委會
訂製制服。高佩璇副會長兼婦委會榮譽顧問表示支
持並贊助制服費用。由莊吳時名譽顧問及劉美珍委
員負責策劃。
    習近平主席今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中說過 
「雖已走過萬水千山，我們仍要不斷跋山涉水」。
兩年來，全體委員積極參與及支持婦委會的活動，
期盼各位再接再厲，大家團結一心，共同為社會、
為鄉親作出更大貢獻。

    青委成立至今，在歷屆委員的共同努力下，積極參與商會會務，開展了商
務、公共事務、慈善公益、文化康樂等多方面的活動，形式多種多樣，深受青
年人歡迎。委員會不斷發展壯大，受到社會各界好評。午餐演講會是青委最常
舉辦也很受歡迎的活動之一，演講嘉賓涵蓋本港政商、文化科技等各界知名
人士、專家學者。為加強與內地及海外的聯繫，青委不斷組團到內地及世界各
地進行友好訪問和交流，也多次組團到內地進行投資考察。青委還自行編輯出
版了潮語教學光碟，舉辦各種潮語班、茶道班、潮汕文化興趣交流班，並舉辦
潮汕文化體驗團、潮汕飲食文化之旅等，在弘揚潮州文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
力。
    青委積極參與國際潮青事務，1999年在香港成功舉辦首屆國際潮青聯誼年
會，隨後並組團出席了分別於法國巴黎、加拿大蒙特利爾、深圳、泰國曼谷、
汕頭、澳門、新加坡、天津等地舉辦的歷屆國際潮青聯誼年會。並積極牽頭籌
備，於2004年創辦了國際潮青聯合會，一直以來大力協助該會秘書處工作，成
為團結全球潮青的紐帶。在天津舉行的國際潮青聯合會第六屆2016年度周年大
會暨選舉大會上，本會會長兼青委榮譽參事胡劍江被推舉為第七屆聯合會的執
行會長，章曼琪主任被委任為秘書長。

潮商青委午餐座談 盛智文朱鼎健分享
    2017年2月17日，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於中環香港會舉行午餐會。青委主任章曼琪等潮籍青年共聚一堂，一同總結過往會務，以及計劃未來
會務工作；更邀得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觀瀾湖集團主席朱鼎健，與一眾委員分享香港的經濟前景，以及成功心得。 潮商婦委訪問潮汕

    由香港潮州商會婦女委員會主任莊偉茵率領的婦委會代表團，與曾智華慈善同學會聯合舉辦潮汕慈善之旅，於
2018年1月13至14日赴潮汕參觀訪問。訪問團在汕頭的行程融合歷史文化、知識、慈善及美食於一爐，是一次充實又有
意義的旅程。

本會婦委委員接受「食玩王」專訪

「潮人廚房」亮相
第二屆「香港潮州節」

潮商青委午餐會
邀請港鐵主席馬時亨主講

    2017年10月19日，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舉辦午餐會。香港潮州商會
榮譽顧問、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馬時亨出席午餐會，並以「高鐵香港」為
題作專題演講，介紹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建設情況，以及高鐵通車給香
港帶來的發展機遇。

潮商青委午餐會
邀請警務處郭蔭庶主講

    2018年3月8日，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警務處長郭蔭庶出席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
員會午餐會，介紹香港員警如何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犯罪，保障香港市民安全。

潮商青委與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合辦講座
邀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主講

    2018年5月28日，由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主辦、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合辦的
「認識香港」系列午餐演講會在上海總會圓滿舉行。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主席丘璟
珊、香港潮州商會副會長林宣亮、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主任、金紫荊女企業家
協會常務副主席章曼琪等出席活動。活動邀請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蒞臨主講，向與會人士介紹自願醫保計劃。

潮商青委午餐會
邀請廉政專員白韞六主講

    2018年2月17日，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日前舉行2月午餐會，邀得香
港廉政公署專員白韞六作題為「以誠營商維護廉潔香港」的演講，與一眾會
員分享了廉署近年來在維護香港的廉潔營商方面所面對的挑戰及應對方法。

潮商婦委會邀曾智華
談退休人生

    2017年8月26日，香港潮州商會婦女委員會舉行午
餐演講會，邀請退休前任職香港電台、主持《晨光第
一線》的曾智華擔任演講嘉賓，暢談退休後的快樂人
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香港潮州商會署理會
長林宣亮、婦委會主任莊偉茵等亦有出席，并與一眾
姊妹分享樂活心得。

潮商婦委會訪龍鼓灘發電廠
    2018年5月26日，香港潮州商會婦女委員會組織會
員參觀龍鼓灘發電廠，吸引約30名會員出席。在香港
潮州商會副會長林宣亮、婦女委員會主任及中華電力
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帶領下，商會成員參觀發電廠行
政大樓，並透過觀賞紀錄片、巴士環廠遊，加深對中
電以及本地電力產業的認識。

▲ 本會婦女委員會邀請高佩璇副會長（前排右）、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前排左）、莊偉茵主任（後排左）、曾智華（後排右）接受「食玩王」專訪

▲ 本會婦女委員會主辦的「潮人廚房」亮相第二屆「香港潮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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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宣亮當選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本會經選舉產生第五十一屆會董會，並進行了新

舊會董會交接儀式，由永遠榮譽會長陳有慶、陳偉南

及蔡衍濤主持。林宣亮當選新屆會長，陳智文、馬鴻

銘、黃書銳、高佩璇、鄭敬凱、蔡少偉任副會長，新

屆會董會將於9月1日起視事。

本會成立於1921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

代表性的潮籍工商團體。會員均是來自香港各行各業

的潮籍精英。九十餘年來，本會不斷朝專業化、年

青化及國際化的方向發展，第五十一屆會董會在保持

本會優良傳統的同時，亦貫徹與時俱進的新作風，將

以「潮商潮創，邁向百年」為主題，加強世界各地潮

籍商貿交流合作。

林宣亮表示，當選新任會長，深感任重道遠，將

繼續推廣「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揚文化、服務社

會、興學育才、扶貧救災」的宗旨，盡心竭力為本會

服務，帶領商會與時俱進，引領創新科技，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加強與

世界各地潮籍鄉親的商

貿交流。

第五十屆會長胡劍

江感謝各位資深會長

及名譽會長的指導、

各部委主任及副主任

積極配合和各位會董

及會員的鼎力支持，

希 望 繼 續 發 揚 本 會

光榮傳統，共同為香

港和家鄉做出更多貢

獻。他表示，第五十

屆會董會加強了與內

地、香港及海外友好

▲	 胡劍江（中）將印信移交予新任會長林宣亮（右三）。

▲	 林宣亮會長代表本會向胡劍江會長致送紀念品。

▲	 向資深會長致送紀念品。

▲	 新舊會董會交接儀式上，全體來賓合影留念。

▲	 胡劍江希望新屆會董會能繼續
發揚光榮傳統，共同為香港和
家鄉做出更多貢獻。

▲	 林宣亮表示，將繼續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

▲	 陳偉南勉勵同仁繼續保持熱
情，一同促進會務發展。

團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加強了

相互之間的聯繫，為推進中外經

濟合作與文化交流發揮了積極的

作用，希望新一屆會董會繼續向

這一方向前進。他續說，本會十

分關注內地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

對世界經濟帶來的影響，積極配

合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陳偉南為大會民主討論的氛

圍所感動，他勉勵本會同仁繼

續保持熱情，一同促進會務發

展。

新一屆會董會成員包括：永

遠榮譽會長兼當然會董陳有慶、

劉奇喆、陳偉南、蔡衍濤、莊學

山、馬介璋、許學之、陳幼南、

周振基、張成雄、胡劍江；常務

會董吳宏斌、吳茂松、吳哲歆、

李焯麟、周卓如、林鎮洪、胡炎松、唐大威、馬介

欽、馬清鏗、馬僑生、張勇、章曼琪、莊偉茵、莊健

成、陳振彬、陳偉泉、陳捷貴、陳蕙婷、黃進達、蕭

成財、謝喜武、林建岳；會董王文漢、王漢興、史立

德、史理生，朱鼎

健、吳序平、吳泰

榮、吳漢忠、李志

強、李浩德、杜亨

棟、周厚立、周博

軒、周駿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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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作會務報告。

▲	 本會首長共同打開票箱（左起：張成雄、蔡衍濤、林宣亮、胡劍江、黃書銳、許
學之）。

▲	 胡劍江會長、林宣亮副會長打開投票箱。

各會董和委員之大力支持。儘管會務工作

繁忙，但憑藉會董會各部各司其職，分工

合作，使會務得以順利進行。本會會務能

有條不紊地進行，更要多謝一眾秘書處職

員同事任勞任怨、全力以赴、齊心合力，

發揮出團隊精神。他又表示，過去一年，

本會同仁沉痛告別永遠榮譽會長廖烈武、

周厚澄及榮譽會長饒宗頤三位前輩。三位

前輩多年來十分關心本會的發展，對本會

的發展貢獻良多。展望未來，本會同仁要

將前輩們愛國、愛港、愛鄉的光榮傳統傳

承下去，再創新猷。

最後，胡劍江會長代表第50屆會董會

向全體會員致以衷心的感謝，並表示，本

會今年已進入第97年個年份，近百年來，

歷屆同仁齊心協力，默默耕耘，見證了

香港和國家的發展變遷，也為社會的進步

做出卓越貢獻。面對新的挑戰和機遇，希望各

位同仁繼續不忘初心，在新時代把握新機遇，

推動本會繼續向著「專業化」、「年青化」、

「國際化」的方向邁進，繼續為香港、國家做

出新的更大貢獻。

會員大會結束後，隨即進入第51屆會董選

舉環節。秘書處同事負責唱票、點票，常務會

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第二年度
會員大會圓滿舉行

▲	 7月31日，本會舉行第50屆第二年度會員大會。

2018年7月31日，香港潮州商會第50屆第二年

度會員大會在潮州會館十樓禮堂舉行。會長胡劍江等

46位本會首長出席會議，符合法定人數。會議主要

議程有：通過2017年度工作報告，審核通過2017年

度財務報告，通過繼續聘請關詒蓀、關永樂會計師事

務所為本會下個年度核數師等。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向大會作了

會務報告，全面詳細地介紹了第50屆會董

兩年來的工作內容及成績，包括本會成員

獲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接見、舉辦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系列活動、成功訪

問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參加全國兩會、

支持愛國愛港人士參選立法會、舉辦解讀全國兩會系

列活動等等。

胡劍江會長表示，第50屆會董會將於8月31日完

成使命。兩年任期內，會董會同仁團結奮進，精誠合

作，令本會取得了不少成績。能夠取得這些成績，離

不開各位資深會長的指導，各副會長及常董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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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屆會董選舉環節，在常務會董吳茂松（右）監督下，工作人員唱票點票。

▲	 第51屆會董選舉環節，在常務會董陳捷貴（左）監督下，工作人員唱票點票。

▲	 會員大會現場。

董陳捷貴、吳茂松認真監督，本會第51屆

會董順利產生。

出席第50屆第二年度會員大會的本

會成員還包括：副會長林宣亮、黃書銳、

永遠榮譽會長蔡衍濤、許學之、張成雄、

常務會董陳蕙婷、蔡少偉、謝喜武、周卓

如、馬僑生、馬清鏗、吳哲歆、黃進達、

章曼琪、林鎮洪、會董胡炎松、張敬慧、

陳建年、高明東、馬清楠、蔡敏思、馬照

祥、林赤有、林世豪、鄭捷明、黃志建、

陳欣耀、胡澤文、張少鵬、李志強、林本

雄、許禮良、陳正欣、馬清揚、陳生好、

王漢興、吳泰榮、周駿達、馬瑞昌、彭榮

武、鄭會友。副秘書長詹培勛等一同出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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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劍江會長出席「共享偉大榮光——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港澳同胞參與
改革開放奉獻祖國大型圖片展覽」

▲	 胡劍江會長同出席展覽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親切握手。

▲	 胡劍江會長同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合影留念。

▲	 「共享偉大榮光——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港澳同胞參與改革開放奉獻祖國大型圖片展覽」隆重舉行。

▲	 胡劍江會長同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合影留念。

▲	 胡劍江會長同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合影留念。

2018年8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

會長胡劍江以主禮嘉賓身份出席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主辦、香港潮州商會等多間團體協辦的「共享偉

大榮光——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港澳同胞參與改革

開放奉獻祖國大型圖片展覽」。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楊健等逾450位政商界人士出席了

開幕典禮。

展覽為期三天，共設近300塊展板，展出逾千張

珍貴相片，分為「波瀾壯闊大時代」、「團結一致向

前看」、「命運共同體」、「超級聯繫人」、「昂首

再上新征程」等多個部分，內容豐富。展覽通過回顧

港澳同胞40年來為祖國作出的無私奉獻，向每一位

改革者致敬。作為協辦機構，香港潮州商會亦精選多

張珍貴相片，展示旅港潮商為家鄉、為香港、為國家

的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

香港特別行政區林鄭月娥在致辭中表示，每一張

照片背後都是一個激勵人心的故事，都是香港同胞為

國家改革開放貢獻的點點滴滴。看到這些照片，可以

充分感受到香港同胞的愛國情懷。為慶祝國家改革開

放四十週年，特區政府已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督

導委員會，並已開展各項工作，包括舉辦重點慶祝活

動，以及鼓勵社會各界舉辦全港性和地區性的活動，

讓香港巿民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和機遇有更深入的

認識。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在致辭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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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劍江會長同本會榮譽顧問劉炳章（右）合影留念。

▲	 本會會長胡劍江（中）、永遠榮譽會長馬介璋（右）出席展覽，並
獲頒感謝狀。

▲	 左起：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詹耀良、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
劍江、香港潮州商會副秘書長詹培勛。

示，舉辦此次展覽目的在於，通過系統回顧和展示，

以民族復興的歷史標尺來衡量改革開放的超凡意義，

頌揚四十年來港澳同胞情繫中華、魂牽桑梓的無私奉

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在參觀

完展覽後表示，香港潮州商會作為一個擁有近百年歷

史的工商團體，見證了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的滄桑

巨變。本會同仁不僅是國家改革開放事業的參與者，

貢獻者，也是受益者，傳承者。因此協辦是次展覽，

對本會具有重要意義。展望未來，香港潮州商會將繼

續加強同內地的交流合作，繼續發揮「國家所需，香

港所長」，為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做出新

的更大貢獻。

本會永遠榮譽會長馬介璋、榮譽顧問劉炳章等商

會首長亦出席是次活動，副秘書長詹培勛等陪同出

席。

2018年8月8日，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創會會長

蔡文川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本會會長胡劍江、副

會長林宣亮等商會首長熱情接待訪問團一行。雙方就

加強深港兩地潮青交流合作深入交流。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向訪問團介紹了本會基

本情況，並表示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在歷屆會長

的帶領下，本會同仁積極把握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機

遇，將香港先進的技術、人才、管理經驗引進內地，

不僅幫助企業做大做強，更是為推動內地經濟進入

快車道高速發展而做出貢獻。2016年，本會到訪北

京，得到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親切接見。俞正

聲主席對本會過往的工作成績予以高度評價，讓本會

成員信心倍增，也為本會的壯大提供強大動力。本會

素來同深圳潮籍團體保持著密切接觸和良好友誼。相

信蔡文川創會會長此次率團到訪本會，將進一步增進

雙方的共識，深化兩地企業家之間的友誼，推動深港

交流合作邁向新紀元。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創會會長蔡文川介紹該會發

展的情況，並表示今次到訪有三個目的：一是向香港

潮州商會學習、二是介紹潮創會的發展歷程、三是聘

▲	 賓主雙方合影留念。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創會會長
蔡文川一行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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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本會會長胡劍江為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創業導師。他又表示，深圳潮

青創業促進會突破了潮商傳統的家族培養和傳承的教育模式，重點培養

18至35歲的創業青年；通過在全球設立孵化基地，連結海內外創業青

年發展、合作、共贏；每月執行輪值活動，走進名企獲得知名企業家面

對面指導；堅持慈善公益，幫助兔唇寶寶恢復容顏等等。他希望未來同

香港潮州商會加強聯繫，推動兩地潮籍青年攜手合作，互利共贏。

座談期間，本會首長帶領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成員參觀了十樓潮州

會館禮堂，觀看本會宣傳片，雙方亦互相致送紀念品，並合影留念。到

訪本會的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成員還包括：名譽會長周楚龍、許建洲，

常務副主席、陳澤琨、王森梓，副主席王劍、周柏霖、吳澤慶、葉澤

鴻、巫鑠豪、陳嘉男，執行秘書長謝錫龍、副秘書長張曉玲。本會常務

會董李焯麟、會董姚逸明、張詩培、張少鵬、副秘書長詹培勛等一同參

加接待。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創會會長蔡文川率團到訪香港潮州商會。

▲	 胡劍江會長歡迎蔡文川創會會長帶團到訪。

▲	 蔡文川創會會長發言。 ▲	 本會會董張詩培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森梓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常務副主席陳澤琨發言。

▲	 本會會董姚逸明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副主席周柏霖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副主席陳嘉男發言。

▲	 本會會董張少鵬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副主席葉澤鴻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執行秘書長謝錫龍發言。

▲	 本會常務會董李焯麟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副主席吳澤慶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副主席巫鑠豪發言。

▲	 本會副會長林宣亮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名譽會長許建洲發言。 ▲	 深圳潮青創業促進會副主席王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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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總潮商賀鄉彥任六大慈善機構要職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2018年8月7

日在潮州會館設宴，慶賀榮任本港六大慈善團體要職

的潮籍鄉彥，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蒞臨

主禮。陳幼南主席、胡劍江會長，聯同香港潮屬社團

總會、香港潮州商會各位首長，向受賀鄉彥致贈祝賀

紀念品，希望透過活動，把潮汕人為善最樂的精神傳

揚開去，擴及不同族群，令社會更包容和諧、平穩安

定。

今年榮任六大慈善機構要職的潮籍鄉彥包括：東

華三院第一副主席蔡榮星，第四副主席馬清揚，總理

蔡加怡、陳黃燕君、徐明華；保良局主席蔡李惠莉，

副主席馬清楠、陳正欣，總理廖偉芬；博愛醫院第六

副主席周駿達、總理王文漢；仁濟醫院第二副主席周

松東，總理吳春秀、鄭斯堅、潘蘇凱欣、許夏林、張

貽輝；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郭予宏，第三副主席彭志

宏；仁愛堂第二副主席連卓鋒，第十副主席張敬慧。

是晚出席的受賀鄉彥有：東華三院蔡榮星第一副主

席、馬清揚第四副主席，保良局馬清楠副主席，博愛

醫院周駿達第六副主席，仁濟醫院許夏林總理，仁愛

堂張敬慧第十副主席等。

陳幼南主席致辭，他對今年多位潮籍鄉親擔任六

大慈善機構要職感到高興，他指出，香港六大慈善機

構作為非政府組織，在扶助弱勢社群、推動社會和諧

穩定所起的作用不但明顯，而且巨大。二十一位潮籍

鄉彥以報效社會的仁心仁德，加入到六大慈善機構，

這種為善先於他人的奉獻精神，十分難能可貴，也是

潮人的光榮和榜樣。

胡劍江會長致辭時稱讚受賀鄉彥，在發展事業的

同時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出錢出力，扶貧濟困，

廣受社會各界認同。他希望透過活動弘揚潮汕人「為

善最樂」的精神，亦希望各位受賀鄉彥與同仁一起努

力，繼續樂捐舉善，利益社會，為香港廣大的潮籍鄉

親樹立榜樣，帶領潮人繼續為社會貢獻力量。

馬清楠代表受賀鄉彥致辭表示，多年來，六大慈

善團體得到各界善長、企業機構和廣大市民的支持，

透過捐款和做義工等善行，從各個不同地區層面和專

業範疇服務社會，體現香港人共襄善舉、服務社會的

真誠心意。他指出，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和香港潮州商

會在支持慈善事業方面不遺餘力，一直以來為香港公

益事業作出重大貢獻。他說，目前香港社會仍有不少

社群需要持續關心和幫助，希望各界熱心人士攜手共

同構建善心關愛的家園。

出席宴會的兩會首長還有：潮屬社團總會永遠名

譽主席蔡衍濤、馬介璋、許學之，潮屬社團總會名譽

會長、潮州商會副會長黃書銳，潮州商會副會長鄭敬

凱，潮屬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莊學海、馬介欽、陳振

彬，潮屬社團總會副主席許瑞勤、林鎮洪、莊健成，

潮州商會副會長林宣亮、鄭敬凱，以及吳哲歆、陳賢

▲	 陳幼南主席致辭。

▲	 胡劍江會長致辭。

▲	 馬清楠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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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屬潮商首長合照。

豪、姚思榮、紀明寶、胡楚南、劉炳章、

謝喜武、林超英、吳宏斌、周卓如、高明

東、陳香蓮、陳偉香、章曼琪、黃進達、

王綿財、吳春靈、吳靜玲、李志強、林凱

璇、林裕添、張少鵬、陳德寧、彭少衍、

彭榮武、楊俊興、楊劍青、劉思漢、謝俊

平、羅少雄、龔雅璇、柯成睦、吳泰榮、

史理生、林赤有、張詩培、鄭會友、蕭成

財方文利、柯家洋、林倩如、李相國、周

緒強、蔡志鵬等。

▲	 左起：陳幼南、陳積志、胡劍江。

▲	 陳幼南主席(左1)、胡劍江會長(右1)、陳積志副局長(右2)向蔡榮星
頒授賀狀。

▲	 陳幼南主席(左1)、胡劍江會長(右1)、陳積志副局長(右2)向馬清楠
頒授賀狀。

▲	 陳幼南主席(左1)、胡劍江會長(右1)、陳積志副局長(右2)向馬清揚
頒授賀狀。

▲	 陳幼南主席(左1)、胡劍江會長(右1)、陳積志副局長(右2)向許夏林
頒授賀狀。

▲	 陳幼南主席(左1)、胡劍江會長(右1)、陳積志副局長(右2)向張敬慧
頒授賀狀。

▲	 .陳幼南主席(左1)、胡劍江會長(右1)、陳積志副局長(右2)向周駿達
頒授賀狀。

▲	 左起：周駿達、蔡榮星、陳幼南、陳積志、胡劍江、馬清楠、馬清揚、張敬慧。 ▲	 兩會首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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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劍江會長到訪潮州會館中學
介紹國家科技創新成就

▲	 胡劍江會長介紹國家科技創新成就。

▲	 胡劍江會長到訪香港潮州會館中學，介紹國家
科技創新成就。

▲	 現場氣氛活躍。

2018年7月3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到訪

香港潮州會館中學，向學校師生介紹國家科技創新成

就。

胡劍江會長在演講中引用智能手機、遊戲產品等

大量實例，向同學們闡述創新科技對社會，乃至國家

的重要意義。他指出，科技是一個國家強盛的基石，

而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當前內地科技創新事

業取得飛速發展，香港亦應當緊追步伐，推動創新科

技產業成為香港長遠發展的新引擎。

高鐵、支付系統、共享單車、網購，被譽為中國

「新四大發明」。對此胡劍江會長表示，內地重視高

鐵建設，大力將高鐵技術出口海外，不僅對自己有

利，亦令相關國家的民眾受惠。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令香港接入國家高速鐵路網絡，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

選擇。隨著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方案，未來港人

前往內地工作、旅行將更加便利，同學們也可以選擇

乘坐高鐵到內地參觀交流，拓展視野和發展機會。

在介紹網購時，胡劍江會長引用知名網購平台

「天貓」以及「雙11」活動的銷售數據，讓同學們

體會到科技不僅改變消費形態，而且創造出巨大的消

費市場。他指出，2017年11月11日舉行的「雙11全

球狂歡節」，全日成交額1682億元人民幣，而當年

香港地區生產總值達26626.37億港元。「雙11」活

動一日的生意額就相當於2017年香港全年生產總值

的7.6%，足以證明內地市場的巨大潛力。網購的火

爆刺激內地民眾踴躍消費，亦帶動跨境電商、互聯網

科技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當前世界經濟及科技飛速

發展，希望同學們好好學習，把握內地發展的廣闊機

遇，將香港的優勢與內地的優勢結合起來，努力成為

國家和香港的棟樑之材。

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在內地得到廣泛研發及運

用。胡劍江會長介紹了人工智能翻譯軟件，以及模仿

人體撰寫書法的機器等，讓同學們大開眼界，興趣濃

厚。

在問答環節，胡劍江會長亦悉心回答同學們提出

的問題。香港潮州會館中學校長曾永康博士、副校長

胡維強亦

作總結發

言，並且

表示，內

地發展日

新月異，

希望同學們把握機遇，努力裝備自己，把握國家發展

機遇，發揮港人優勢，在推動香港和內地交流合作中

實現個人理想。香港潮州商會副秘書長

詹培勛在發言中表示，香港科技大學在

深圳孵化無人機品牌「大疆」，是香港

和內地合作的成功範例之一，證明兩地

在創新科技領域的合作大有可為。希望

同學們能多點了解內地的科技發展和發

展優勢，鼓勵同學們未來有志向到內地

求學立業，在拼搏中努力實現個人成才

和社會進步。

演講結束後，胡劍江會長與學校師

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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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宣亮副會長（前排左一）同舊金山各界慶祝布里德（前排右四）當選舊金山市長。

林宣亮出席
美國舊金山華人社區慶功晚宴

美國當地時間2018年7月13日，香港潮州商會

副會長林宣亮在美國舊金山受邀出席由舊金山灣區

華人社區舉辦的慶功晚宴，慶祝布里德（London	

Breed）榮任舊金山市長。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羅林泉、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邱信福、前舊金

山市長勃朗（Willie	 Brown）、舊金山市議會議長郭

嫻（Mal ia	 Cohen）、舊金山市議員湯凱蒂、舊金

山市估值官朱嘉文、舊金山樓宇檢查局局長許子湯伉

儷、舊金山中華總商會會長區國雄、邁珍（Marjan	

Philhour）、世界日報舊金山社社長駱焜祺、美國潮

商會會長林志斯等嘉賓蒞臨主禮。

作為主辦本場晚宴的共同主席之一，林宣亮副會

長向布里德榮任舊金山市長表示熱烈祝賀。他表示，

布里德市長作為舊金山首位非裔女市長，令大家對舊

金山未來的發展充滿期待。希望她能推動舊金山和香

港的友好關係，增進兩地華人特別是潮籍人士的交流

合作。

美國潮商會會長林志斯表示，舊金山作為國際都

會，每天有大量的遊客到訪，市容和安全工作十分重

要。他說，舊金山的治安問題需要重視，增加警力和

治安設施是當務之急，住房、遊民和教育問題也需要

去解決。他對布里德市長未來的施政充滿信心。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在致詞中感謝林宣亮等多位共

同主席的支持，表示上任後將努力解決當地的遊民問

題，保證進一步增加巡邏警力以確保社區安全，並將

重視教育，讓年輕人看到光明的前景。
▲	 胡劍江會長同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會長蔡東士親切握手。

胡劍江會長到訪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

2018年7月9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到訪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並同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

會長蔡東士、常務副會長林惠俗、陳英松、鄭盛廷，

副會長兼執行秘書長范思斌、副會長兼《時代潮人》

雜誌社社長陳俊鳳等領導交流座談。雙方就加強粵港

兩地交流合作，共同推動粵港潮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議題暢所欲言。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會長蔡東士表示，今年正

值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成立三十周年，非常感謝胡

會長在重要的歷史時刻給我們提供支持。希望今後雙

方共同努力，讓香港的潮商和廣東的潮商聯繫更加緊

密。

香港潮州商會胡劍江會長代表本會同仁向廣東省

潮人海外聯誼會成立三十周年表示熱烈的祝賀。他真

誠地希望雙方的密切關係一直延續下去，特別是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大形勢下，雙方更應該加強交流。他對

蔡會長長期以來的關愛表示感謝，並邀請廣東省潮人

海外聯誼會的各位領導到香港潮州商會指導。

座談會結束後，雙方互贈紀念品並合影留念。香

港潮州商會副秘書長詹培勛一同出席。

▲	 賓主雙方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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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劍江會長到訪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	 胡劍江會長和劉裕興主任參觀廣東省潮
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	 雙方出席人員合影留念。

▲	 胡劍江會長向劉裕興主任贈送紀念品。 ▲	 胡劍江會長和劉裕興主任合影留念。

▲	 胡劍江會長到訪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2018年7月9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國際潮青聯合

會執行會長胡劍江到訪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

會，並同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主任、國際

潮青聯合會副會長劉裕興，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

委員會副主任、國際潮青聯合會副秘書長鄭凱雄等舉行

會談。雙方就加強全球潮籍青年聯誼、交流等事宜深入

交流。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主任、國際潮青

聯合會副會長劉裕興對胡劍江會長的到來表示熱烈歡

迎。他說，國際潮青聯合會致力拓展全球潮籍青年溝

通、聯誼、合作、發展的新空間，努力推動潮人事業的

新發展，為國際潮青事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廣東

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在國際潮青聯合會的指導

幫助下，凝聚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廣東省潮人海外

聯誼會青年委員會將繼續與國際潮青聯合會保持密切聯

繫，加強溝通。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國際潮青聯合會執行會長胡劍

江高度讚揚了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近年來

所取得的成績。他表示，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

員會在繼承潮汕優秀傳統文化和美德的基礎上，踐行社

會責任，發揮新時代新特色，不斷創新發展。他希望雙

方加強互動合作，商定8月中旬在香港再次進行會晤，並

誠邀劉裕興主任率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代

表團參加11月在香港召開的第十屆國際潮青聯誼年會。

會談結束後，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國際潮青聯合會

執行會長胡劍江向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主任、國際潮青聯合會副會長劉裕興贈送紀念品，並合

影留念。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秘書長李桂

玲、副秘書長徐宏，香港潮州商會副秘書長詹培勛一同

出席。



39

議 事 堂

38

本 會 要 聞

2018年8月18日，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

委員會主任劉裕興一行到訪香港潮州商會。本會會

長胡劍江等商會首長接待了訪問團一行。雙方就加

強兩地潮青交流合作深入交流。

胡劍江會長首先向劉裕興主任一行介紹了本會的

基本情況，並表示本會第50屆會董就職以來，更加

重視香港同內地的交流合作。本會同廣東省潮人海

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保持著密切接觸和良好友誼。

早前他本人到訪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

會，得到劉裕興主任等同仁的熱情接待。今天劉裕

興主任率團到訪本會，將進一步增進雙方的共識，

深化兩地潮青之間的友誼，推動粵港交流合作邁向

新紀元。希望同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攜手向前，帶領會員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作出新

的貢獻。

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劉裕興主任

胡劍江會見粵潮聯會青委主任
感謝胡劍江會長等本會首長的熱情接待。他表示，

香港潮州商會是百年商會，精英輩出，為促進香港

潮籍鄉親攜手團結、共建繁榮香港做出重要貢獻，

是全球潮人的翹楚，是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

委員會學習的榜樣。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

員會將繼續與香港潮州商會保持密切聯繫，加強溝

通，攜手搭建潮籍青年學習交流平台，共同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

隨後，胡劍江會長帶領劉裕興主任一行參觀了香

港潮州會館十樓禮堂，了解本會及旅港潮人的發展

歷程。雙方亦互致紀念品，並合影留念。到訪本會

的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成員還包括：

秘書長李桂玲，委員蔡曉新、周樂衡、王曉明、陳

奕昂、林盛、許志鴻、黃桂洪、林立光、蔡昌瀾、

詹鴻宇。本會常務會董張俊勇、章曼琪、會董張敬

慧、林秀鳳、陳德寧、劉文文、張少鵬、林本雄、

林月萍、副秘書長詹培勛等一同接待。

黨」是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破壞中國

穩定的棋子。	

基本法第一條指

出，香港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這是包括700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國人以及

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特區政府順應民意，以國家的

主權、安全以及全體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依法禁

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是對香港市民負責的表現，

也是對國家及全體中國人負責。	

隨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香港將進

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回

歸21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堅守「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香港才能保持平穩發展，香

港市民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港獨」在香港沒有任何生存空間，鼓吹「港

獨」的組織必將被歷史的洪流淘汰。廣大市民，特別

是青少年，應擦亮雙眼，頭腦清醒，自覺抵制「港

獨」，做「一國兩制」事業的堅定捍衛者。

「香港民族黨」鼓吹「港獨」不能容忍
胡劍江

▲	 胡劍江

保安局根據《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作為香港市民的一分子，本人認同並支持特區政

府的決定，相信能有效遏制「港獨」氣焰，切實維護

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家安全。	

「香港民族黨」的所謂創黨宗旨聲稱，「旨在集

結香港各界及海外的力量，徹底驅逐中國殖民者，捍

衛香港人的生存空間，並最終建立民族的主權國家，

令香港再次成為東亞偉大的文明國家。」將內地同胞

醜化為「中國殖民者」，將分裂國家包裝成建立「主

權國家」，這樣的分裂言行，令人震驚憤怒。	

近年，「香港民族黨」透過其所謂的「中學政治

啟蒙計劃」，在本港校園內宣揚「港獨」，企圖透過

教育散播違法行為，荼毒青少年。	

不僅如此，「香港民族黨」還公然勾結「台獨」、

「藏獨」、「疆獨」勢力及英美政客，對國家安全構

成嚴重危害，違反基本法、《刑事罪行條例》、《社

團條例》等條例，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分裂組織。特

區政府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消息公佈後，

英國外交部隨即發表聲明為其辯護，更證明「香港民

族黨」有外部勢力撐腰，也讓市民相信，「香港民族



40 41

議 事 堂

要千方百計融進去。

她說，港深簽約河套

發展創新及科技園亦

是中央送給香港的大

禮，香港土地資源缺

乏，河套地區可以吸

引很多內地人才來港

發展。香港在本世紀

初曾錯失與深圳高科技方面的合作，現在要迎頭趕

上。

她認為，「香港成為亞投行新成員」，更能發揮

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金融優勢，香港與內地城市

應該互補共贏，而不是互相取代。香港在金融、法

制、人才等方面有優勢，有好的機制及完善的公務員

制度，是國家走向國際的良好平台，暫時不是內地任

何一個城市可以取代的。

王惠貞說，交通對於一個地區的發展是非常重要

的，內地的高鐵網可謂世界之冠，西九站的開通是香

港加入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大

好機遇。她認為，「一地兩檢」沒有侵犯到香港的土

地完整性，在「一國兩制」下對香港無侵損，一小部

分人的擔心是不需要的。

展望香港經濟，王惠貞認為將穩中向上。國際雖有

不穩因素，利息有上升趨勢，但影響不會太大。「新

時代一定要有新思維、新目標和新定位。」她以自己

公司在廣州的商品批發市場和小商家合作為例，提供

線上線下的一條龍電商服務，令小企業經營好轉了。

「要與時俱進，這樣大家才能並存、共贏。」

香港要搭上中國發展快車
王惠貞

▲	 王惠貞

王惠貞認為，金融、法制、人才和簡單的稅制是

香港發展的基石，香港未來一定要搭上中國發展的快

車，參與到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中，行

穩致遠，只要一心一意謀發展，定能開創更美好的明

天。

王惠貞憶說，現場聆聽了習主席在慶典上的講

話，非常感動，「習主席走上台之後並不是直接開始

講話，而是先久久地望向大家，那一刻感覺到香港

真的回歸到祖國的懷抱。」她認為，習主席的講話對

香港的發展很重要，我們一定要維護國家主權，堅持

「一國兩制」不動搖，聚焦發展，維護和諧穩定，反

對泛政治化。她說，「十九大報告將『一國兩制』放

進了十四條治國方略中，亦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重視

和關愛。」

「作為女性，林太當選特首，是婦女界的驕傲，

她凡事親力親為，幹練，盡責。」王惠貞於2009年

擔任九龍城區議員時，林太時任發展局局長，已感覺

她很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很投入工作。

王惠貞指出，大灣區的經濟總量接近全國GDP的

20%，這麼大的餅我們不去，還去哪裡？香港一定

▲	 王惠貞憶說，在現場聆聽了習主席在回歸廿周年慶典上的講話，非常
感動。

張俊勇談港青融入國家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經民聯執行委員兼青

委會顧問、「就是敢言」主席張俊勇接受中評

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香港年輕人一定要把握好

融入國家發展的機會，並在融入過程中把香港

的優勢呈現出來，同時學習內地的優勢。他亦

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幾十年來不斷發

展、有生命力的完整論述，是對中國有益的，

香港年輕人一定要多去理解、多去看、多去感

覺、多去參與。 ▲	 張俊勇接受香港中評社訪問。

記者：作為港區人大代表，您最關注香港哪些領

域的問題？

張 俊 勇 ：港區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有著不同的專

長，並關注著不同的領域，可以說大家是在以團隊的

形式分工做事情。我過去的工作主要是在年輕人及技

術、科技創新方面。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未

來五年裡，讓年輕人更加了解憲法和《基本法》，所

以我一直在做推動《基本法》的教育工作。	

此外，我希望年輕人可以在未來能夠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當中，在我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是把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內地進行同步走的一個試

驗點。香港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共同制定一些創新的

模式和標準，這些創新的模式和標準在大灣區中實現

後，可通過「一帶一路」走向全世界，影響全世界。

所以，香港年輕人一定要把握好融入國家發展的機

會，並在融入過程中把香港的優勢呈現出來，同時學

習內地的優勢，這將成為一個互動的過程。還有就是

怎樣從技術、科技創新的角度去推動整體的融入，讓

年輕人再享受到一次騰飛的機會。	

如何在未來五年內打好基礎，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融入國家發展，在大灣區內建立起互信制度，並將一

些制度應需要進行改造和創新？作為新一屆港區人大

代表，我感到責任很重。希望我們未來的工作可以營

造出一種條件，讓更多的人在「9＋2」城市圈找到

他們的夢，共同創造出有利於世界發展的東西。	

記 者 ：剛剛過去的2017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

年，您對目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作何評價？	

張俊勇：回歸二十年，「一國兩制」在香港一步

步得到落實。但在過去二十年中，依舊可以看到很多

爭拗，這些爭拗主要圍繞著「兩制」中的一些矛盾

點。我認為，這些矛盾點的源頭是對法律制度、法律

執行方式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理解。這些矛盾點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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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嚴重呢？我認為只要依法合法，就可以在最大程

度上重建信任，很多大問題都可以化解為小問題。

「一國兩制」可以說是一個偉大亦具有前瞻性的

發明，香港人應該用客觀、包容、尊重的心態去看待

這個制度中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我覺得「一國兩

制」是一個很好的工具，能夠讓香港為國家、為民族

的復興作出自己的貢獻。	

記者：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您認為香

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發揮

了怎樣的作用？	

張俊勇：香港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在思想、

創造性等方面過去都有著很大的優勢，四十年改革開

放，香港對國家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不單單是投資

的角度，制度、思想的變化過程香港亦發揮了很大作

用。未來香港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會在過去的

基礎上更前進一步。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

國，這是建立在經濟實力基礎上的，未來我們要在文

化、文明、制度上都變成數一數二的強國。香港要有

充分的自信，但不能炫耀自己的優勢，要在轉變的過

程中與時俱進，不斷進步。	

在互聯網時代，在共用經濟時代，有很多東西都

要進行微調，需要有新的法律系統和制度將其協調、

監管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我正在做有關區塊鏈的工

作。區塊鏈其實就是一個工具，我希望在區塊鏈中可

以實現對一些規則和法規的重新定義，這是香港可以

扮演的角色，香港要做一個領頭羊，把制度創新放在

發展計劃之中，這就是香港未來的定位。	

記者：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蓮塘口

岸三項重要基建將於今年陸續完成，再加上「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您認為這些項目會給香港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張俊勇：香港目前面臨著很大的發展機遇，不能

離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而廣深港高鐵會把香港變

成大灣區和國家的一部分，香港人在大灣區內可以建

立起「一小時生活圈」。港珠澳大橋則是把粵西比較

偏僻的地區，通過大橋與香港聯繫在了一起。	

所以我認為，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趕快去做，因

為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對國家下一步的發展都非常重

要，一定要有敢去承擔、敢去做的精神，去嘗試新的

東西，希望未來有更多的連接，將大灣區建設得更完

整、更完美。	

記者：您在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有沒有什

麼具體意見？	

張俊勇：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從

教育、醫療、安老等方面展開工作，作為行業試點和

切入點。香港的安老經費、教育醫療補貼是否可以在

大灣區內使用？香港人與內地人結婚如何處理子女教

育、就業的問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年輕人在大灣

區置業的問題。要讓年輕人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就要

讓他們看到置業的機遇。我們應該用同理心去理解香

港年輕人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思考能用什麼方法

協助他們，讓他們看到希望和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就

是一個機遇，香港年輕人在香港置業的壓力很大，我

下一步在大灣區的工作就是從年輕人置業的角度，提

出一些新方案，讓他們有機會享受到土地增值、資產

增值的機會。

記者：可以說今年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非常

重要的一年，您如何看待兩地融合的前景？有何相關

建議？	

張 俊 勇 ：我認為兩地融合的前景很好，機會很

多。過去四十年中，香港對內地影響很大，從制度創

新到推動很多不同板塊的發展，香港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現在中國可以對全世界說，我們的經濟成果

不只是一個目標，經濟成果是我們必經的過程，我們

的目標是要把國家建立得更好，而中國已經找到了對

的路，這條路不只是為了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

更是為了全世界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夢想。未來香港

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怎麼樣讓國家在這條路上走得更

好，香港人有這樣的義務去做這樣的工作。	

國家給了香港一把劍和一個盾，就是「一國兩

制」，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發揮出劍和盾更多的優

勢，這個就是現在要做的。西方國家經常使用戰爭的

方法去改變別人，但「一國兩制」是讓我們用共贏的

心態將大家的矛盾點融化，把能夠共同發展的優勢放

大。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政策也非常明確，就是要

經過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香港，大灣區將是經濟生產大

區，但這不應該是我們最終的目標，我們應該追求的

是文化大區、文明大區、制度創新大區，讓粵港澳大

灣區成為影響全世界的灣區。	

希望未來更多的香港人都能明白，我們的劍和

盾，不是用來攻擊和防範，而是創新、尋找突破點的

劍，把矛盾淡化的盾，因為只有重建信任，才能在制

度中尋找到最適合香港和國家發展的方式，這些制度

經過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個別驗證後，能夠成為

內地與香港都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和遊戲規則，然後再

去影響正在發展中的很多國家和地區，讓他們亦可以

享受到國家發展的紅利，實現共同發展的願望。	

記者：請您談談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	

張俊勇：香港的發展一直處於比較先進的水準，

發展空間不是很明顯。內地城市發展超過香港是必須

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內地城市過去的發展比較滯

後。內地應該感謝香港在過去形成的這種衝擊，讓兩

地在發展的過程中互相推動。過去二十年，香港也是

在不斷進步當中，只是進步比較緩慢。	

香港與內地發展的著重點不同，經濟發展的規模

和要求也不同，香港畢竟是一個只有七百萬人口的

城市，不能與內地的城市相比，所以很多內地人說

香港沒有發展，我覺得是不對的。國家在過去幾十

年獲得長足發展，人民在生活、收入、素質等方面

有了高度提升，香港人應該感到開心，感到自豪，

因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香港人不能自滿，要有一

顆平常心、同理心，繼續推動發展。希望更多的香

港年輕人可以投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去，真正

融入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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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青 專 欄

青委出席深圳潮青會年會暨喬遷盛典

青委舉行例會暨慶賀晚宴

青
委
出
席

陳
浩
濂
出
席
青
委
午
餐
會

由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主

辦、香港菁英會、本會青委合辦

「麗智人生」系列演講午餐會，

邀請啟明創投主管合夥人梁穎

宇蒞臨主講，主任章曼琪、名譽

參事葉振南

等出席。梁

穎宇表示，

投資金標準

時，主要看

投項目的優

點。她預測

未來五至十

年後，中國

▲	 兩地潮籍首長合照。

▲	 慶賀晚宴合照。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出席本會青年委員會午餐會。（左起：林秀鳳、陳澤
華、章曼琪、陳浩濂、胡劍江、龔雅璇）。

▲	 出席「麗智人生」系列演講午餐會賓主合照。

2018年7月24日，青委邀請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副局長陳浩濂擔任午餐會的主講嘉賓，以「金融

科技及『一帶一路』為金融業帶來的機遇」為主題，

剖析香港金融服務業未來發展方向。會長兼青委榮譽

參事胡劍江，青委主任章曼琪等出席午餐會，青委副

主任陳澤華主持午餐會。

陳浩濂副局長表示，政府將從推廣、

支援、規管、資金等方面幫助金融科技發

展，並搭建良好的金融基建，推行條例、

發牌制度等，完善法例，引入競爭，為市

民提供更多服務。他又指出，香港有「超

級聯繫人」的優勢，可幫助內地金融科技

企業擴展業務，無論是集

資、業務運作，香港都是內

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

胡劍江表示，本會加強與許

多商業團體的聯繫，為潮青

帶來新機遇。章曼琪表示，

本屆青委舉辦了一系列午餐

會活動，邀請本港政商界潮

籍精英蒞臨演講，令諸位青

委獲益良多。

會有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和企業參與到醫藥健康領域。

她希望慢慢培育一些國內的醫藥公司，讓國內的企業

不但成為中國最好的，也是全球實力頂尖的公司。梁

穎宇也回答了本會青委的提問，並接收主任章曼琪和

名譽參事葉振南致送的紀念品及合照。

2018年7月22日，青委出席深

圳潮青會2018年會暨會館喬遷盛

典。本會青委同深圳潮籍青年共襄

盛舉，增進友誼。青委永遠名譽參

事陳幼南，青委名譽參事、第十屆

國際潮青聯誼年會主席張俊勇，青

委主任、第十屆國際潮青聯誼年會

副主席兼秘書長章曼琪等出席。章

曼琪表示，本會青委向來與深圳潮

青會保持密切聯繫，未來希望加

強兩地潮青的友誼，推動合作，共同提升潮籍青年的影

響力。她指出，今年由本會主辦的第十屆國際潮青聯誼

年會將在香港舉行，期望與全球潮籍青年一起辦好這屆

﹁
麗
智
人
生
﹂
午
餐
會

年會。出席的還有：參事吳茂松、陳德寧、召集人楊應

玉、委員姚逸明、李嘉莉、杜亨棟、周靄儀、林澤鑫、

馬竣耀、陳楚冠、李蔚敏、陳美恩。

20 1 8年8月17日，青委舉

行第13屆第23次例會暨慶賀晚

宴，恭賀永遠名譽參事陳幼南

獲頒銀紫荊星章，委員黃進達

獲委任太平紳士。名譽參事林

宣亮、張俊勇，主任章曼琪等

出席。林宣亮表示，第13屆青

委在章曼琪主任帶領下，會員

不斷增加，活動豐富多彩，提

升了青委的影響力。張俊勇介

紹了第十屆國際潮青聯誼年會

的籌備情況。他歡迎潮青積極

參與，共同辦好這一屆年會。章曼琪表示，過去

兩年來，在全體委員的努力下，青委的工作得到

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和稱讚。她相信未來會越辦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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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育 英 才

本校榮獲《鏡報》第一屆「學校社會責任獎」，

《鏡報》並撰文讚揚「香港潮州會館（保業）有限公

司」致力履行機構社會責任，捐資辦學，每年津助本

校發展，為學生提供優質及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學校

社會責任評選標準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A.	教育承諾	50%(對教育的承諾)

1.	 培養「意志、道德、智慧」全面發展的、德才兼備

的、有社會責任的接班人。

2.	 教育資質	 -	可持續發展的、優質的教育管治及領導

力。

B.	社會承擔	50%(對社會的承擔)

1.	 對學生及教職員的關愛

2.	 對學生、家長及社會的聯繫，促進社會和諧共融。

3.	 社區服務	 -	 組織義

工隊，服務社群。

4.	 對中國文化及歷史

的傳承

5.	 履行辦學實踐及辦

學理念

6.	 推動環保教育及承

擔

本校同學們一向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其中12位表

現卓越的同學包括5A李靜、李煦怡、張顥譯；5B彭

佩雯、陳煌亮、李思龍；4A陳家希；4C陳德揚；3C

陳泳常；1C葉郗彤、王琬婷及1B黃秋華，獲香港潮

州商會婦女委員會頒發「積極服務社群獎勵計劃」獎

項，表揚他們在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超卓表

現，獎項金額合共6000元。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Sheung School, Hong Kong

香港潮商學校
第八十七屆畢業典禮

The 87th Graduation Ceremony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校董到訪本校

本校榮獲《鏡報》第一屆「學校社會責任」獎 「積極服務社群獎勵計劃」

▲	 同學對演講內容深感興趣，並在答問環節
踴躍發問。

▲	 12位同學們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貢獻社會，獲頒獎項。

▲	 演講氣氛輕鬆，完畢後胡會長、嘉賓與師
生齊來大合照。

▲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到校演講，並向
同學們提問，現場反應熱烈。

香港潮州商會胡劍江會長於7月到訪本校，向同學們

進行演講，介紹國家科技創新成就，並闡述創新科技對社

會及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胡會長並向同學們介紹人工智能

翻譯軟件，以及模仿人類撰寫書法的電子裝置，藉此喚起

同學們對現代嶄新科技的興趣。同學們在答問環節踴躍發

問，胡會長亦耐心地回答他們的提問，讓他們獲益良多。

▲	 本校女子籃球隊在本年度小學校際籃球比
賽中表現優異，奪得女子組季軍。

▲	 嘉賓、老師與畢業生大合照。

▲	 本校交通安全隊第八次勇奪港島及離島總
區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小學組總冠軍，獲
冠軍獎盃一座，由校監代表接受。

▲	 畢業生為大家獻唱三首歌曲，包括‘Count	
On	Me’、‘A	Million	Dreams’及由李樂
恩老師親自編曲填詞的‘我們的歌’，感
謝校長和老師六年來的教導與栽培。每位
同學都用心獻唱，場面感動。

主禮嘉賓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專業發展顧問及潮州會館中學校長曾永康博士為畢業生授憑。

▲	 校長曾永康博士陪同本校同學領取
「學校社會責任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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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 潮 聲

內地經濟改革開放的規模

越大、速度越快，給香港帶來

的發展機會也就越大。粵港澳

大灣區是香港與內地深度融合

的戰略平台，這也是國家開放

度最高、經濟能力最強的地區

之一，香港必須抓住建設大灣

區的機遇，與粵澳一同實現多

贏共榮，在資源上互利互補，便能擁有更多元化、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香港是改革開放的推動者和受益

者，香港要抓住「一帶一路」機遇，利用香港國際

化，人才集中，管理模式先進等優勢，繼續擔當內地

擴大對外開放的門戶。我們有責任讓香港年輕人更加

深入理解「一國兩制」優越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的優勢，呼籲大家更積極地宣傳和表達國家政治制

度的優越性。

俗語有云：「創業難，守業

更難。」顏吳餘英與丈夫白手興

家，創業立志，顏吳餘英憑著專

注本業及創新的精神，在業界做

出了成績之餘，更積極為業界出

力，她以「取諸社會，用諸社

會」為己任，認為企業第一代捱

出頭來，所以期望第二代能夠把新思維及創新科技注入

業界，推動革新，以保持品牌及市場競爭力。自創業以

來，顏太與丈夫一直採用「垂直生產」模式，投放資源

在更新自動化生產設施方面，研發新產品、生產及銷售

等均由企業自行管理，避免了受制於人的弊病。她特別

看好粵港澳大灣區，認為大灣區未來的發展，配合香港

推動「再工業化」政策，一定前景秀麗。

自從發生大埔巴士車禍慘劇

之後，社會不少人都關注巴士司

機的質素、健康等問題。鄭敬凱

為冠忠巴士集團董事，他表示，

現在聘請司機有一定困難，一來

司機的工作苦悶，二來好多人希

望工作自由，有的甚至情願做兼職，覺得相對自由，所

以他要親自較難跟進司機的培訓、編更等情況。他說，

一些司機喜歡選擇吸煙來提神，但他認為，已經有醫學

研究報告指出，吸煙會抽走大腦的氧分，結果令司機更

眼困，更覺得有睡意，所以他不鼓勵公司的司機用吸煙

來提神，還會主動協助有需要的司機戒煙，希望令司機

工作更安全，身體更健康。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跟內

地進行了更頻繁的合作和互動，

經貿往來方面不斷取得新成果，

鞏固了香港國際經貿和金融中

心地位。香港未來必須抓住國

家三大機遇：「一帶一路」倡

議、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前海自貿

區發展，為香港開拓新的發展空間。他也指出，汕頭作

為內地第一批經濟特區，率先與國際接軌，又是著名僑

鄉。在汕頭建設自由貿易港，可以充分發揮汕頭僑鄉在

血緣、地緣、商緣、文緣等方面的獨特優勢，集聚海內

外「三個潮汕」的資本、人才，打造支持香港同胞、海

外僑胞、歸僑僑眷關心和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發

展平臺。

黃書銳 與粵澳實現多贏

顏吳餘英 大灣區前景秀麗鄭敬凱 吸煙無助提精神

林建岳 抓住國家三大機遇 陳欣耀 鼓勵學生融入社會

陳家義 推動畫聯不斷前進

陳丹丹 緊跟時代展風采

陳曉鋒 智庫是治港要素

陳丹丹在加拿大留學八年後

回港發展，被父親派到上海從事

房地產開發工作。她和同事們堅

守在工地上臨時搭建的辦公室

裡，全程參與並主導完成了六千

個住宅單位的建設，從一個懵懂

女孩成長為極具實幹精神的企

業家。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通

車，在新的征程中，她視上海的八年歷練為打開一扇更

為寬闊的窗口，令她更深入瞭解內地社會，為投身社會

事務和公益活動提供了寶貴的力量源泉。她還受邀擔任

數十個社會職務，在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的頭五年，她

提交超過五十份提案，去年她提交的《關於加強粵港澳

青年智庫建設，深化粵港澳青年交流合作的提案》榮獲

年度優秀提案獎。

為了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

務，九龍城青年協進會每年還會

舉辦「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獎

勵計劃」和「探索中華文化之

旅」。「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

獎勵計劃」旨在表彰為學校和社

會作出服務及貢獻的青少年。陳

欣耀作為主席，他指出，該計劃獲得區內大比數學生參

與，令人高興，也是提高學生對社會認知的一種行之有效

方法。他表示，未來將繼續舉辦基本法推廣活動，希望藉

此加強青少年法治意識及關注自身權益。他說，城市定向

比賽的形式推廣基本法是一項創新，在比賽過程中不僅增

進區內青少年彼此了解和認識，也令社區更團結，讓學生

在比賽中體會團體精神及服務社會的重要。

近年，香港掀起了一股

「智庫熱」，有些有自己的政

治目的，既非研究，也無倡

議，只喊政治口號；有些旨

在透過選舉「造王」、「卡

位」，到處拉攏，舉辦聯誼活

動；有些則由幾個年輕人、幾

個專業人士、幾個高管湊在一

起，顯擺陣容。看似百花齊放，其實存在許多「掛羊

頭，賣狗肉」的偽智庫，真正潛心做研究的少之又

少，更不用說智庫人才向管治人才轉化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要持續地發展，就需要智庫組織

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未來的趨勢是，會有更多的智庫

人才加入到政府成為管治人才，智庫人才和管治人才

的交叉重疊將對香港特區管治產生深遠影響，並在一

定程度上影響政策制定與決策。

香港畫家聯會主辦多次香港

畫家聯展，在社會產生很大迴

響，畫家的創作種類廣泛，涉及

水墨、水彩、油畫、素描等個範

疇。會長陳家義表示，香港畫聯

積極吸納老中青優秀畫家，年

輕畫家能夠推動畫聯的發展與進步，集合老中青三代藝

術家的作品，既為回顧建會以來取得的藝術成就，也希

望承先啟後，透過畫作展現時代氣息。陳家義有兩幅作

品甚具時代意義，其一是巨幅水墨作品《百年香江》，

描繪一百年前的香港碼頭，其二是水彩作品《「遼寧」

號》，他說，看到國家強盛，有感而發創作作品，表達

對國家、對香港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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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韻樓今昔
你到過土樓嗎？像地下冒出的「蘑菇」，像從天

而降的「飛碟」⋯⋯民間傳言，早年，西方國家解讀

衛星圖片，曾把閩粵的大量圓形土樓誤判為導彈發射

基地。	 無論如何，土樓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神話般

的民間建築，是東方文明的一顆明珠。2008年第三

十二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福建土樓被正式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	

人們只知有福建土樓，殊不知，在潮州境內，大

大小小分佈著七百多處土樓。其中還有「國寶」呢！

經不起百堅兄再三慫恿，難得有一個清閑寧靜的

周末，到潮州會合黃挺及錫銘兩教授，前往饒平縣探

訪世界上最大的八角形土樓道韻樓(建於1587年，國

家級保護文物)，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圓形土樓新韻樓

(建於1651年)。	

在深圳北乘搭最後一班動車，凌晨時分到達潮

州，上午八時驅車離開潮州市區，一個鐘頭後，已經

到達饒平三饒鎮，來到了曾經到此一遊的不算陌生的

道韻樓。

土樓，顧名思義，以土、木、石、竹為主要建築

材料，用夾牆板將沙土夯築而成的樓房。源於宋元，

盛於明清。數十戶、幾百人同住一樓，聚族而居，乃

「天、地、人」三者完美結合。

道韻樓的修建前後歷經三代人一百一十年，土樓

的設置大多與八卦相

關，建築物都是八的

倍數，寨內有飲水井

三十口，中廳左右兩

口水井，就像是八卦

的兩儀。土樓具多種

功能：防水、防火、

防獸、防震、防賊等。

數年前的道韻樓，門庭若市，遊人如鯽，那時的

我踏著狹窄昏暗的樓梯，上到二樓，感受土樓的上下

左右四通八達。今次到了道韻樓，杳無人煙，門前冷

落車馬稀，顯眼處豎立著「搶修期間，謝絕參觀」的

紅牌，拒人於千里之外。原居住在土樓裡的七十二家

房客，不知所歸何處，十室九空，柴門深鎖，殘磚碎

瓦，斷壁頹垣，一派荒涼景象。庭院裡，堆砌著一堆

堆的石材木料，看樣子，也是閑置著，未見動工的影

子。	

我們來到已經關閉的遊客中心，聞訊趕來晤面的

黃生，請我們入內品起工夫茶，喝茶用的青花陶瓷茶

具，別出心裁，製作成道韻樓的八卦模型，看來已有

一定的年頭。談起土樓的滄桑，土樓的崩塌及修復，

他顯得無可奈何。遊客中心裡，留下了不少名人騷客

的墨跡，雖然年代並非久遠，但亦顯得凋謝零落。泰

國詩琳通公主墨寶「土樓神韻」以及她的相片，掛在

牆壁上，題詞落款時間是2006年4月。曾供職中國駐

泰國大使館的錫銘兄說，是鍾愛中國文化的公主主動

提出要到此參觀的。那一年，恰好道韻樓被評為國家

級文保單位，轉眼間已經十一年了。

離開道韻樓，我們又來到一箭之遙的新韻樓，其

建築年代比道韻樓晚了近百年，居住其中的村民，同

樣姓黃，從其樓名，望文生義，新韻應來自道韻。遺

憾的是，儘管新韻年輕了很多，但欠缺了「國寶」的

頭銜，其樓房倒坍得更為厲害。留守其中的婆婆告訴

我們，六十多間房，現在只有十二戶人家住在其中，

房屋坍塌的很多，尚存的也變成危房，關門大吉。

與我們同行的「長光裡」一群熱愛潮汕文化的年

青人航拍兩幢土樓，航片即時呈現在我們眼前，兩大

廢墟的全貌清晰可見，可說是相當震撼。「長光伯」

說，新韻樓的外圍直徑是一百零五米，而道韻樓的八

角型的外切圓直徑是一百零一米，新韻樓恰好將道韻

樓緊緊箍住了。

毫無疑問，道韻樓是世界上最大的八角土樓，新

韻樓是世界上最大的圓形土樓，但後者非文物保護單

位，沒有得到任何基本的保護，如今，它正在漸漸

地默默地坍塌著。或許不久的將來，它將成為一丘黃

土。「一座在任何地方都會引以為榮的世界第一的傳

統民居的瑰寶，只能是這樣一種命運嗎？」長光伯發

出的感嘆，使我們陷入了深深的惆悵之中。

▲	 潮州三饒土樓。

回到潮州市區，我們約了啟綿兄等幾位資深文化

人共用晚膳，話題當然離不開「國寶」，大家談了不

少「保護」辦法，除了政府的撥款支持，也提到了眾

籌。突然間我異想天開，何不仿傚開平碉樓的認養模

式，讓有心人都來「佔據」一個土樓，潮州有不少

「土豪」，相信他們為善不甘人後，或許由此可以殺

出一條血路，對當地旅遊經濟有所裨益。

還是帶著一份惆悵的心情，登上了返深的夜班

車。動車尚未到達深圳，啟綿兄就來了電話，文物部

門出身文思敏捷的他輕車熟路，諮詢過相關人士，他

說，潮州主要領導對國寶相當重視，年前專門上京求

助，現在已形成修復方案，國家也撥了款了。

黑暗中終於看到了一線光明！

▲	 林楓林

林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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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頭小公園綵燈又亮起來
郭一鳴

▲	 孫文手書「天下為公」橫匾在小公園亭重見天日。

▲	 郭一鳴

林建岳等多名潮汕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人

大代表，在北京兩會期間聯名提出申建汕頭自由貿

易港的提案，在潮汕地區及海外潮人圈引起頗大反

響，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黃孟復指，汕頭申建自貿區

的最大優勢是有實力雄厚、在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潮商」。從改革開放前廣東第

二大城市、改革開放後全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到

淪為三四線城市，經濟總量僅排全省中游，幾乎被

邊緣化，沉寂逾十年的汕頭，又一次新的發展機遇

到來了嗎？

這個提案讓我想起春節回汕頭的見聞。聽說老市

區小公園「四永一昇平」一帶正在展開保育工程，

我趕緊抽空去懷舊一番，拍了一輯照片，留住往日

的記憶。我將部分照片發上微信朋友圈和FB，有老

汕頭的地標南生公司（百貨大樓）、小公園亭，還

有鮀江旅社、大光明戲院、汕頭開埠陳列館、外馬

路郵電局、永泰路騎樓等，短短一兩個小時，竟然

有幾百個點讚和留言，當中不少是身在外地或港澳

和海外的潮汕同鄉，看到自己熟悉的家鄉、熟悉的

街道和大樓，感到格外親切，也有好幾位從未到過

汕頭的朋友留言讚歎：「哇！想不到汕頭老市區這

麼洋氣這麼繁華，一定找機會去看看」。

是的，汕頭曾經是一個很洋氣很繁華的海濱城

市，開埠一百多年形

成獨特的海上貿易歷

史文化，對國內外遊

客 絕 對 有 賣 點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近 年 汕

頭在城市形象宣傳方

面 的 投 入 似 乎 十 分

吝嗇。汕頭之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與深圳、

珠海、廈門並列為中國四大經濟特區，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汕頭與海外的歷史淵源。饒宗頤總纂

《潮州誌》大事記：「咸豐十年（1860），英國設

領事府於汕頭」，而在汕頭開埠兩年前，恩格斯在

《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便提到「汕頭是遠東唯

一具有商業意義的港口」，汕頭的國際知名度可見

一斑，當年的香港在哪兒呢？中國早年的海上貿易

包括海上絲綢之路，汕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上世紀初至二三十年代，汕頭港貨物吞吐量在全國

名列前茅，大批透過海上貿易或在東南亞、歐美甚

至南美等地創業發了財的潮汕商人，在汕頭蓋起一

座座洋樓，形成以小公園為中心、包括「四永一昇

平」一帶的繁華市中心，這些洋樓多採用羅馬希臘

風格的圓柱，又不乏潮汕文化的元素，與北方城市

如大連的西洋建築的風格不一樣，站在小公園四

望，每一條街和幾乎每一座洋樓都各具特色，與今

天很多城市建築物千樓一面大異其趣。而「四永一

昇平」街道兩旁的騎樓風格，則與新加坡吉隆坡曼

谷等東南亞城市老城區建築一脈相承。當年「四永

一昇平」的居民大多有海外關係，改革開放後不少

人移居港澳和海外，隨市區發展重心東移，慢慢

地這一片代表百年商埠的小公園和「四永一昇平」

一帶繁華不再，後來更幾乎成為空城。有一年我重

遊故地，從老媽宮步行到志平路海員俱樂部，一座

座舊樓人走樓空，有的搖搖欲墜，街上行人寥寥可

數，幾盞昏黃的街燈在寒風中搖晃，一片破敗的景

象令人不忍卒睹。我擔心的是，當局會不會像當年

拆掉紅磚樓、紅亭、舊市府門樓一樣，把這片全國

獨一無二、全球三千萬潮人集體記憶的老市區建築

群拆毀推平，變成房地產工程？

一年又一年，終於看到老市區保育工作正式展

開，「文革」中「破四

舊」燒掉的小公園亭已

按原圖重建，孫文手書

「天下為公」橫匾重見

天日，百貨大樓的黃色

外牆油漆一番，安裝了

射燈，愛西乾麵的舖面

如舊食客大排長龍。聽

說春節期間小公園一帶

入夜每一幢老建築物都

張燈結綵，遊客擠得水泄不通。我趁夜幕未完全降

臨之前，拐到老潮興街街口，在「古舊書門市部」

的殘破招牌下拍一張照，就趕快撤退。

臨離汕回港前，約了幾位潮汕籍的香港朋友聚

會，話題離不開對汕頭近年發展的看法，大家對擔

任市委書記不到兩年、剛剛宣布升任副省長的陳

良賢，和前任市長劉小濤（不久前調任潮州市委書

記）拍板啟動老市區保育工程的魄力大表讚賞，期

望繼任者能夠把這項功在潮汕的保育工程繼續進行

直至完成，可以相信，這項工程未來可產生的經濟

和文化效益，將不可估量。如果這次港澳地區的潮

籍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申建自貿港的提案

得到批准，加上汕頭至香港高鐵即將通車，汕頭將

迎來上世紀初開埠大發展和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區

之後的第三次黃金髮展機遇，小公園和「四永一昇

平」，將再次成為汕頭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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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油
炸
檜

米糍是一種潮汕小吃，以糯米磨

粉，加水攪拌成軟塊狀，煮熟後再反復

揉拌，作為皮，以加油的甜豆沙作餡，

再用扁圓體木模印製而成。外形類似於

湯圓之類的。還有一種蓮陽等地出產的

米糍，不加餡，只用上述糯米粉軟體捏

成圓粒狀或圓扁狀的一口大小的團塊，

外撒芝麻油和芝麻花生糖粉。兩種米糍

皆香、甜、柔、滑。因為是糯米粉做

的，所以米糍又稱糯米糍，也有人稱米

糍粑。但和糍粑有點不同，米糍是成型

的。

糯米糍在吃法上也頗有特色。吃糯

米糍時，還要配上一種香味濃烈的佐

料——「麻豆

砂」。麻豆砂

是由芝麻、花

生仁、白砂糖

等 研 磨 而 成

的。

製作時，

將花生仁放入鹽水中浸泡一天後曬乾，把從河裡取來

的乾白細沙放在鼎中炒熱，再把花生仁倒進去炒至金

黃酥脆，然後起鍋篩取，將花生仁脫膜壓碎，加上白

砂糖和另外炒熟的芝麻，一同研末即成。

品嚐時，用筷子夾一小塊軟粘香甜的糯米糍，再

蘸些麻豆砂，慢慢細嚼，真的會叫人甜得說不出話

來。

說起潮州小食「油炸檜」，其實就是小油條。可

是它的味道卻又和普通的油條略有不同，喜愛在菜式

上精耕細作的潮州人，在和麵的時候加上了搗碎的蒜

泥，這就使「油炸檜」吃起來更香更爽

口。而且，它的形狀比油條小巧，吃多

吃少悉聽尊便哦。配上豆漿或是白粥，

那就是很地道的潮州早餐了。

油炸檜是用麵團子炸成的。有兩

種：一種是發過酵的，吃起來酥脆；一

種是先用豬油和過麵，吃起來脆而鬆，

格外的香。潮州人喜愛吃「油炸檜」，

尤其喜歡早餐用它蘸甜醬油就稀飯吃；

也喜歡喝工夫茶時在旁邊擺上一碟子，

邊喝茶邊嚼「油炸檜」。

▲	 米糍

▲	 油炸檜

從「磅磅叫」到「比磅弄叫」
吳構松

潮州話語音系統比較複雜，形態豐富，表現力

強，狀物摹聲、表情達意細膩、精確。單就像聲詞音

節的重疊便可表達豐富的含義，用「繪聲繪影」、	

「聲情並茂」來評價一點也不為過。

潮州話的像聲詞形態多樣、靈活。形容聲音只

響一下，形式是「×一叫」，如「咚一叫」「噝一	

叫」。如果聲音是持續重複的，可將音節重疊起來，

變成	 「××叫」，如放鞭炮：「磅磅叫」，爬木樓

梯：「東東叫」，高壓鍋洩氣：「噝噝叫」，風吹

樹葉：「哈哈叫」、「啦啦叫」、「沙沙叫」，機

器發動：「隆隆叫」，摩托車：「湯湯叫」、「途途	

叫」，木工幹活：「乓乓叫」，心跳劇烈：「卜卜

叫」，冬天的大風：「呼呼叫」，開關老式木門：	

「艾艾叫」，火燒柴草：「那那叫」，敲木魚：「酷

酷叫」，山羊：「咩咩叫」。潮州話像聲詞「叫」之

前的音節大多念近似第七聲或輕聲，「噝一叫」的	

「噝」讀音近似「示」，少量模擬短促聲音像「酷酷

叫」、「咩咩叫」的念入聲。

有意思的是，這類重疊式像聲詞在具體使用時，

並不一定簡單讀成疊音，而是常常改變前一個音節的

韻母，這樣描摹聲音更逼真，更生動。這種改變看

似複雜，其實有規律可循：一、擬聲的音節不帶鼻音

的，重疊後前一個音節韻母變成	 i，如：「磅磅叫」

變成「比磅叫」，「東東叫」變成「地東叫」，「啦

啦叫」變成「利啦叫」；二、擬聲的音節帶鼻音的，

重疊後前一個音節韻母變成in（i鼻化），如「艾艾

叫」變成「圓艾叫」，「那那叫」變成「尼那叫」；

三、擬聲的音節屬入聲的，重疊後前一個音節韻母常

變成ih或ig，如「咩咩叫」變成「乜咩叫」，「酷酷

叫」變成「氣酷叫」。	

潮州話像聲詞經過重疊和變韻，能生動描摹日常

生活中持續、雜亂、有強弱等變化的聲音。不過有人

編者按：潮州方言被譽為一種豐富多彩的語言，對潮州方言的語言現象進行描寫、分析，探

尋潮州方言與古漢語的內在聯繫，一直受到不少潮州學者的和發掘，希望從中挖掘潮州方言的深

厚文化內涵，探討潮州方言在現實生活和文學創作中所發揮的獨特性和藝術性。本期刊出的這篇

文章，從某個方言角度展示了潮州方言的情趣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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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方言書

還不過癮，描繪鞭炮聲，不說「比磅叫」，而說「比

磅弄叫」。這就從「××叫」式擴展為「×××叫」

式了。實際上是用三個音節重疊起來，前一個音節按

上述規律改變韻母，最後一音節改變聲母：「弄」

的韻母與「磅」相同，但聲母變成了l。三個音節重

疊、變音後就成了這個樣子：中間的音節既與前一音

節同聲母，又與後一音節同韻母。上文所舉例子多能

照套這個樣式成為三音像聲詞：「地東啷叫」、「希

哈啦叫」、「噝沙啦叫」、「啼湯卵叫」、「啼途嚕

叫」「比乓隆叫」、「比卜錄叫」、「希呼嚕叫」、

「圓艾乃叫」、「氣酷洛叫」。

聊到這裡，敏感的讀者可能想到四個字：雙聲疊

韻。對，就是雙聲疊韻！所謂「雙聲」，是指相連的

兩個音節聲母一致，「疊韻」，是指相連的兩個音節

韻母一致。漢語自古以來十分重視音韻美，雙聲和疊

韻運用音色對立統一來形成聲韻律節奏，產生音樂美

感。雙聲或疊韻在漢語連綿詞中佔有相當的比例。

《詩經》的開篇《關雎》裡「參差」、「輾轉」、

「窈窕」都是雙聲或疊韻的連綿詞，為詩歌增色不

少，至今還很常用。潮州話「×××叫」像聲詞將雙

聲和疊韻套接起來，在音韻上既有承接又有變化，契

合了描摹物件雖聲聲相似又非簡單重複的特點，達到

逼真、傳神的效果。

某些時候，重疊式像聲詞並不純粹描摹聲音。

「阿姆堵著久無見面個老厝邊過歡喜，牽著我個手噝

嗦叫。」這裡運用像聲詞生動地描寫說話者激動的情

狀，並非說阿姆的聲音「噝嗦叫」。說某人待人過度

熱情，常用雙聲疊韻的「噝嗦囉叫」作強化。如：

「伊唔管見著乜人都噝嗦囉叫。」這裡的「噝嗦囉

叫」還帶有輕微的貶義。形容人行為匆忙、舉止不沉

穩常用「癡撮叫」和「癡撮落叫」，在潮語中多表示

舉動匆忙、緊張。「癡撮叫」和「癡撮落叫」沒有一

點兒描摹聲音的成分，似乎可看作是了套用重疊式像

聲詞的用法。

潮州人不論是否上過學，都能在口語中不自覺

的、自然而然地運用這些「高大上」的音韻形式，讓

人嘖嘖稱奇。

(原載《潮州日報》，本刊有刪節)

魚　(3)第六道菜：護
國菜羹	 (4)第七道
菜：油泡鮮魷　(5)第
八道菜：清湯魚丸
六、潮州筵席(下)
	 	 (1)第九道菜：生
醃鹹蟹	 (2)第十道
菜：清炒芥藍	 (3)第
十一道菜：煎菜頭粿
(4)第十二道菜：甜番
薯芋
七、糜與主食
　　(1)一鍋好糜	 (2)幾碟雜鹹　(3)番薯歲月　(4)香
糜春秋
八、粿和小吃
　　(1)小吃飄香　(2)人神共用　(3)茶食泰斗　(4)邊
走邊吃
九、潮食理念
　　(1)注重食材　(2)崇尚本味　(3)講究養生
十、潮菜天下
　　(1)三大流派　(2)現代潮菜

歡迎新會員

好書介紹

姓名 性別 籍貫 任職機構及職銜
黃清敏 女 普寧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分行經理

張曉濱 男 普寧 上谷集團有限公司	 	 業務總監

林鍾嬌 女 汕頭 LGT	Bank	(Hong	Kong)	 	 Managing	Director

馬美蘭 女 潮陽 文玩家國際有限公司	 	 經理

馬澤強 男 汕頭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香港)	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主任

余文妍 女 潮州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理財顧問

廖韋璣 男 潮陽 第一太平戴維斯	 	 物業顧問

林趣玲 女 潮陽 ABC	Group	 	 創辦人

郭榮民 男 汕頭 友邦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分區經理	

陳筠霖 女 潮安 Swan	Group	Asia	Limited	 	 市場部副經理

杜林森 男 汕頭 麗生珠寶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倪德順 男 潮陽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資產管理總監

李仲康 男 汕頭 Karting	Empire	 	 Chief	Executive

2018年7月至8月	排名不分先後

  《潮汕味道》堪稱潮汕美食的指南書，書中介

紹的是潮汕美食而非潮汕飲食，充分地將食物背後

所隱藏的鄉土文化、飲食習俗和歷史細節挖掘展現

出來。

一、初嚐潮菜
　　(1)潮汕滷鵝　(2)巴浪魚飯　(3)香煎蠔烙
(4)鮮炒薄殼　(5)煮雜魚仔　(6)益母草湯　(7)潮式撈
麵　(8)牛肉火鍋　(9)宵夜風光
二、奇異食俗
　　(1)蟲是美味　(2)魚生誘人　(3)河豚兇猛
(4)煮海傳說　(5)苦瓜美德　(6)甜食戀歌　(7)美味謠
諺　(8)嗜茶如命
三、與神同桌
	 	 (1)食桌禮記　(2)遊神賽會　(3)三牲敢食　(4)圍
爐過年　(5)做桌廚師　(6)食桌情景
四、潮州筵席(上)
　　(1)經典食單　(2)第一道菜：滷味拼盤　(3)第二
道菜：白灼螺片　(4)第三道菜：橄欖螺頭
五、潮州筵席(中)
	 	 (1)第四道菜：豆醬煽蟹	 (2)第五道菜：生炊鯧

潮汕美食的指南書
《潮汕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