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極考察團 2009

活 動 回 顧活 動 回 顧

會於 2009 年 12 月 5-22 日舉辦了一次難能可貴的南極考察團，團員包括容永祺

會長伉儷、胡曉明常務副會長伉儷和其公子、羅范椒芬副會長和夫婿、黃偉雄副

秘書長、鍾志平理事、李樂詩理事以及會員林宜龍先生、余錦雄先生、王英偉伉儷、羅

遠茂伉儷及工作人員一行共 19 人。是次旅程重點是了解氣候變化對極地以至全球生態造

成的影響。考察團在登上南極庫佛維爾島 (Cuverville Island) 時，與國旗及香港區旗一同

合影，相信是國旗與香港區旗首次同時在南極飄揚，極具歷史意義。考察團探訪了中國

南極長城考察站，了解我國在南極的科研工作；回程時，又順道拜會中國駐阿根廷大使，

了解我國在當地的外交工作及經貿合作計劃。

考察團於 12 月 5 日晚上出發，飛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稍作休

息及遊覽後，於 12 月 8 日乘機往阿根廷南部，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烏斯維亞

（Ushuaia），有「END OF WORLD」之稱，人口約有七萬，是一個美麗寧靜的小城。團員

隨即登上「POLAR STAR」號考察船，正式展開南極考察之旅。

進入南極洲前，要經過長達 60 小時的航程，橫穿有 970 公里長的德雷克海峽 (Drake Passage) 。

由於受到極地旋風的影響，德雷克海峽以風急浪高著稱，在正常情況下，浪高約有 5-6 米，情況

惡劣時，更可達 10 米、甚至 20 米高。所以，團員均需適應天氣、風浪的急劇變化。在考察船上，

隨行的專家舉辦了多場講座，讓團員了解企鵝、海豹、極地植物的生態、南極開發史、南極條約

及氣候變化對生態造成的影響等。沿途團員亦有機會觀賞得到不少南極珍貴野生動物，如信天翁、

南眼海鷗、賊鷗等其它南極的海鳥。

考察團的行程主要圍繞着南極洲的南雪蘭群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南極半島 (Antarctic 

Peninsula) 和中國南極長城站的所在地——喬治王島 (King George Island)。並先後登陸半月島

(Half Moon Island)、捕鯨灣 (Whaler
,
s Bay) 等不同大小的島

嶼，穿越南極洲最為壯觀的德雷克海峽 (Drake Passage) 和

紐馬雅水道 (Neumayer Channel)。行程中，考察團更有機會

乘搭極地小船登陸南極洲，腳踏冰雪覆蓋之地，觀賞巍峨

的冰川。同時，更探訪了金圖企鵝、帽帶企鵝及阿德莉企

鵝、食蟹海豹和威德爾海豹等聚居的地點，並尋得駝背鯨

的蹤影，令人畢生難忘。

考察團還專程探訪了中國南極長城站，非常榮幸與站長陳波

先生及長城站的科研專家們進行交流，了解到國家在南極進

行科研考察的成果。長城站於1985年建成，經過多次擴建，

共有25座建築，可用總面積達4200平方米。中國南極考察隊

員在長城站全年開展探研南極生態及氣候變化現象的工作，並將相關數據提供予其他國家的科研隊伍作參考。可見國家

對保護自然環境的科研工作極為重視，並致力為地球的環境保護作出貢獻。

11 天的南極考察行程，團員們皆收穫豐富，於 12 月 20 日返回阿根廷時，順道拜會了中國駐阿根廷大使曾鋼先生，

了解中國、香港與阿根廷三地的經貿情況，實屬難得。回程途中在南非約翰尼斯堡

轉機時，考察團亦遊覽了這個即將舉行 2010 世界杯足球賽的城市，了解當地的社

會文化。

全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而南極的氣候及自然環境，

正是認識全球暖化問題的最佳據點。各團員均認為

此旅程不單了解到海洋、動物等生態及氣候變化

情況，更提升了個人環保的意識，認定愛護地球

資源的重要性。

團員在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巿烏斯維亞合照。

考察團團員出發前於香港機場合照。

考察團登上南極洲 Cuverville Island，並與國旗及香港區旗一同合影。

( 後排左至右 ) 鍾志平理事、李樂詩理事、黃偉雄副秘書長、林宜龍會員、
胡曉明常務副會長、容永祺會長、王英偉會員、羅延康醫生 ( 羅范椒芬夫婿 )、
羅遠茂會員 ( 前排左至右 ) 余錦雄會員、羅范椒芬副會長、梁子慧女士 ( 胡曉明
夫人 )、姚鳳卿女士 ( 容永祺夫人 )、簡美蓮博士 ( 王英偉夫人 )、呂兆娥女士
( 羅遠茂夫人 )

本

考察團與中國南極長城考察站的科研工作人員座談交流。

考察團由南極特別為會員寄來的明信片考察團由南極特別為會員寄來的明信片

拜會中國駐阿根廷大使曾鋼先生(右四）。拜會中國駐阿根廷大使曾鋼先生(右四）。

駝背鯨在考察隊的小

艇旁遊過，黃偉雄副

秘書長近距離觀察鯨

魚動態。

駝背鯨在考察隊的小

艇旁遊過，黃偉雄副

秘書長近距離觀察鯨

魚動態。

會址：香港銅鑼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9樓C室

電話：+852 3620 2918   傳真：+852 3620 3106   電郵：office@hkpasea.org   網址：www.hkpasea.org
《非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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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香港青少年科學基金會、多間大學以及多個青年團體聯合主辦之「科學與青年 — 專題演

講」，已於 2010 年 1 月 3 日成功舉行。本會容永祺會長、胡曉明常務副會長、羅范椒芬副會長等多位理事會成員聯

同五十多位會員出席，其他出席的還有本港的中學生、大學生等近六百人，場面壯觀。

當天的主講嘉賓為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國家納米科技指導協調委員會副主任 / 首席科學家白春禮院士。白院士為

世界級的納米科學研究專家，現任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及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先後從

事過晶體結構、分子力學和 EXAFS、納米技術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獲國家及院部級二等獎以上科研成果獎共七項。

白春禮院士講述了我國在科研及納米科技的發展情

況，內容主要圍繞近年科學界關注的物資科技（即硬

質材料學、閉合管道學、有機材料學、光學技術、能源

固化技術、彈藥學、電腦運算科技可發展物資的科技）以

及科技創新對生活的影響。白院士也分享了其成為世界頂級科

學家的心路歷程，及與香港青少年發明家「星之子」陳易希同學和近六百位在場的朋友真

情交流，勉勵香港青年應經常保持好奇心，不斷探索，才能有創新的機遇，並要善於掌握，

便有機會成為一位出色的科學家。出席論壇的青年均表示是次講座令他們獲益良多，印象

深刻的包括運用於 2008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納米綠色製版技術，完整的巨幅畫卷魔幻般

地出現了立體活字印刷體。還有，60 周年國慶，在天安門城樓、中南海、國慶閱兵指揮部

等關鍵地點之間構建絕對安全的即時語音加密量子通信熱線，使他們明白到如加深對科學

的認識，便有機會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從而帶動各產業的發展。

白春禮院士表示︰「香港並不是科技沙漠。我過去經常跟香港多間大學有合作，它們在某些

範疇表現非常出色。香港的大學管理理念都是世界級的，並具備國際化的優勢，積極吸收國際優秀科學家，推動香港的科研成就。」白院士認為，香港青年

是具備條件成為科學專才，只要不斷努力追求理想，成功往往會出現在堅持與努力之後！

2010
Jan
3

「科學與青年 — 專題演講」
  主講嘉賓：國際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院士

本

出席講座的嘉賓與青年人近六百名大合照。

容永祺會長（左六）與主禮嘉賓中聯辦王志民副主任（左八）、白春禮院士（左九）及其他合辦機構代表合照。

( 左至右 ) 論壇客席主持于常海教授、羅范椒芬副會長、「星之子」

陳易希、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龍子明主席及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張

學理處長。

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

院士講述我國的科研及納米科

技的發展情況。

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

院士講述我國的科研及納米科

技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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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滬港大都巿發展研討會

會應上海海外聯誼會之邀請，協辦於 1 月 19 日假上海舉行的

第五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會。本會謝偉銓秘書長聯同十多

位會員代表出席。研討會主題為「國際貿易中心 —— 合作發展新機

遇」，吸引了滬港兩地各行業協會領導、知名企業高層主管以及相關

專家學者 350 餘人參加。

上海海外聯誼會楊曉渡會長在致辭中指出，歷屆滬港大都市發展研討

會在推動滬港兩地交流融合、互動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角色。本屆研

討會將再次建構平台，進一步催化滬港兩地和長三角地區民間組織的

聯動作用，在CEPA框架下探討更廣泛、更深入的合作，從而發揮各自

的比較優勢，形成互補發展的合力，提升在國際中的競爭力，開拓新

商機，謀求新發展，對於推動滬港兩地緊密聯繫、推動長三角地區聯

動發展和共同繁榮具有積極意義。上海正面臨著新的挑戰，如何按照

中央「五個更加注重」的要求，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上海建設國

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文件要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

造業，加快重點領域改革，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開放型經濟水平，促

進城鄉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改善生態環境，著力提高經濟發展的

質量和效益，確保經濟方式轉變取得新進展。不斷改革及發展當中，

迫切需要借鑒香港的寶貴經驗，需要大家群策群力，貢獻智慧，為國家和上海經濟社會的發展提出更多具建設性的意見。而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催生了前所

未有的機遇，需要我們把握機遇，拿捏準確、合作共贏、共謀發展。 

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周亦卿會長在致辭中亦指出，上海在建設國際經濟、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的步伐越來越快，香港正朝著進一步優化城市發展環境、

進一步提高城市綜合發展實力的目標前進，滬港經濟合作發展正開展前所未有

的新機遇。只要我們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努力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勇於開拓，扎實推進，滬港經濟合作發展就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主席王新奎先生在研討會上亦作了主題演講。國

家商務部台港澳司副司長孫彤，香港貿發局華東、華中首席代表鍾永喜先生和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等也於大會中作出分享。而香港、上海、

江蘇、浙江等地領導、商會負責人還圍繞當前的合作機遇、存在的主要問題、

解決問題的建議和發展的願景等方面進行了深入交流。

作分享的香港嘉賓包括同為本會會員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先生、香港

工業總會主席孫啟烈先生等。他們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滬港國際貿易中心

建設發表真知灼見，令與會者獲益匪淺。蔡冠深先生以「相互借鑒、相互合作」

為題作出分享，他表示上海比香港擁有更廣大的腹地，是世界上以人民幣為本

幣、擁有齊全的證券、外匯、期貨等多類金融巿場的城巿；而香港則擁有國際

化的先機及經驗，擁有較完善的制度和法規，金融人才，資金自由進出，國際化程度高。因此，滬港兩地金融業可以同時快速發展。另外，他提到香港是

全球最活躍的首次招股集資巿場，香港可以為更多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多資金、經濟和技術。而上海與長三角融合可為香港加強與珠三角的融合提

供借鏡，滬港在發展金融業務上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最終獲得「雙贏」 局面。而孫啟烈先生則以「香港國際貿易主體發展的經驗和新的發展動向」為題，

指出過去半個世紀，香港由一個轉口港，逐漸發展本身的工業，及後把握國家改革開放的機遇，廠商把大部份的生產搬到珠三角，整體的產出和貿易額同

時大幅增加，而香港更成為區內主要的國際貿易中心。2008 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受金融海嘯沖擊，出現了十分嚴峻的衰退，海外巿場需求大幅放緩，港商的

出口銳減，一批中小企業被迫結業，而繼續營運的則須應付多種風險和挑戰。展望未來，香港的國際貿易會繼續受歐美巿場及內地產業政策所左右。雖然

短期的發展充滿挑戰，但中長期該會因為國際經濟快速增長，而有所提升。

2010
Jan

19

本

本會出席研討會的有謝偉銓秘書長及十多位會員，包括 (左至右) 羅君美會員、陳勤業

會員、林光宇會員等。

謝偉銓秘書長擔任本會代表，旁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孫啟烈先生。

第五屆滬港大都巿發展研討會現場盛況。謝偉銓秘書長及羅君美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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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考察團分享晚宴
2010
Feb
4

會於去年 12 月舉辦的南極考察團已完滿結束。行程豐富、驚喜處處，考察團

成員皆表示印象難忘。為了能與全體會員分享是次精彩的旅程的得着，特別於

2 月 4 日晚假香港大學校友會餐廳舉行分享晚宴，當晚擔任隨團顧問的李樂詩理事偕同

考察團的成員，一一分享旅程中的見聞，與會者反應熱烈，氣氛酣暢。

考察團團長容永祺會長致歡迎辭時表示是次旅程收獲豐碩，除了增廣見聞外，更增進了

團員彼此之間的感情。接著團員各自分享了自己的感想體會，當中時有趣事「爆料」，

引得滿堂笑聲連連，團員的歡樂回憶感染著每個與會者。部份團員更預先製作影片及簡

報，一幕幕精彩的極地風光、珍貴南極動物的影像，令與會者彷如置身其中，目不暇給。

黃偉雄副秘書長更特別分享了一段影片，記錄其乘坐小艇出海與駝背鯨近距離接觸的難

忘時刻。

最後李樂詩理事特別播放了一段有關中國南極考察站建立的訪問記錄片，讓與會者了解

我國在南極科研工作的歷史以及所作出的貢獻。正如羅范椒芬副會長表示，她十分尊敬

中國南極考察站的科學家，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下為了人類的知識領域拓展而不斷努力，其中更

有很多年輕的科研工作者，他們都是自願到南極參與研究的。同時，也對我國在南極研究投入

大量的資源，致力為環保作出貢獻感到由衷的敬佩。

最後擔任晚宴司儀的考察團副團長胡曉明常務副會長總結表示，今次旅程非常珍貴難得，將來如

繼續舉辦類似的極地考察團，希望大家能踴躍參加，並呼籲與會者積極支持李樂詩博士創辦的

「極地博物館基金」，也支持我國在極地的科研工作，協力為環保工作作出貢獻。

研究報告
       回應意見
2010年1月 「香港電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 

公眾諮詢文件意見書

2010年2月 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諮詢文件意見書

2010年2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0至11年度財政預算案

之意見書

（註：文件詳細內容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hkpasea.org）

本通訊由撰稿、編輯、排版以至付梓皆力臻

完善，惟仍難免有所誤漏及不盡人意之處，

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令本通訊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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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曾其鞏

委員： 陳紹雄 黃偉雄

 伍山河 林國興

 劉勵超 潘國城

本

胡曉明常務副會長擔任晚宴司儀。

李樂詩理事分享其投身極地工作之原因及體會。

李樂詩理事（右）送上禮物予華慧娜會員及鍾志斌會員，感謝他

們給予之呵護支持。

與會者觀賞短片時有如身歷其境。

余錦雄會員將所拍之精彩照片製成光碟贈送給與會者。

團員興奮地分享南極之旅的所見所聞，左起為黃偉雄副秘書長、鍾志平理事、林宜龍會員。團員興奮地分享南極之旅的所見所聞，左起為黃偉雄副秘書長、鍾志平理事、林宜龍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