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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國常務副會長於10月9日早上擔任「專資

閒聚」主講嘉賓，分享古琴的一些知識。本

身為工程師的盧偉國常務副會長，原來亦是一名 

「音樂人」，自小喜愛音樂，除自學口琴、簫、

笛、二胡、秦琴，更學習琵琶、色士風、喉管等

樂器，並投入研習古琴、粵曲唱腔、拍和，以及

南音、龍舟等地方說唱藝術和西洋聲樂。

盧偉國常務副會長表示古琴又稱「七弦琴」，是中

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有說由虞舜發明，在《禮記

樂記》中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詩經》關雎篇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句、鹿鳴

篇亦有「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句，記載古人用古

琴追求心儀女子或以琴瑟音樂招待朋友，證明古琴

已有三千年歷史。 

古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崇高地位，是琴棋書

畫眾藝術之首，在2003年古琴藝術已獲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宣布為第二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

代表作」，實在值得我們努力傳

承，發揚光大。

古琴結構與大自然關係密切，琴面

有鳳眼、額、頸、肩、腰等部份，

而琴底則有龍池、鳳沼等兩個以大

自然事物命名的共鳴位。古時的文

人、士大夫喜愛彈奏古琴陶冶性

情，並視之為與大自然溝通的工

具，而天子祭天時，古琴是宮廷樂

隊的重要部份，用以奏樂。

時至今日我們仍能欣賞到古

琴醇厚低沉的千年之樂聲，

盧常務副會長認為有賴古人

把樂曲編撰成樂譜，流傳至

今。他指最早的古琴譜以文

字記載，常以20字至30字來

描寫一個音節，其後才出現較

簡潔的「減字譜」。相傳孔子

所作之古琴曲《幽蘭》便是

文字譜，現為日本所收藏。

內地近十年經濟發展迅速、人民富裕，對古董、藝

術品的需求不斷上升，古董價格已飈升至天價，

例如古琴拍賣價可高達億元。盧常務副會長憶述

1999年到北京的拍賣會看書畫時，巧遇一台清朝

古琴，最後以約五萬元人民幣購得，今天要以這

個價錢購買同類古琴是不可能了。

隨著生活質量改善，人們將追求精神上的滿足與享

受，盧偉國常務副會長欣悉

近年內地越來越多學生主動

學習彈奏古琴，相信有助古

琴藝術傳承下去。他指出音

樂藝術反映歷史不同階段，

值得香港學生學習及欣賞，

從中尋找興趣，一方面可培

養修養，另一方面亦為保存

中國寶貴的音樂藝術文化貢

獻一分力。

《非賣品》

會址：香港銅鑼灣渣甸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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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資閒聚」之「古琴淺談」

新疆考察團

疆考察團於2012年9月22日至29日舉行，

由本會與香港科技協進會(香港科協)合辦，

本會會長謝偉銓測量師擔任團長、香港科協會長李

樂詩博士任常務副團長，而本會創會會長容永祺先

生, SBS, MH, JP及上屆會長胡曉明先生, BBS, JP

則任考察團顧問，一行38人

遠赴中國西北邊陲

的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區，考察當地

民族文化、自然

風貌、石油天然

氣等能源開發現

況。考察團亦與

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黨委書記張春

賢先生會面及交

流。

考察團於23日在烏魯木齊與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

賢先生、人民政府常務副主席

黃衛先生、人民政府副主席史

大剛先生會面。張春賢書記歡

迎考察團到訪，希望考察團通

過是次考察調研，深入了解新

疆在各方面的發展，將對新疆

的感受帶回香港，以至中國各

地，並發揮橋樑作用，促進香

港與新疆緊密交流與合作。

其後考察團分別前往吐魯番、庫爾勒、和田，遊

覽新疆多個名勝古蹟及能源設施，包括靜謐的天

山天池、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等，更

深入中國第一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

探索大自然受氣候變化的影響。

考察團更邀請到石油地質專家梁狄剛教授任特別

嘉賓隨團指導，梁教授曾任塔里木石油會戰指揮

部副總地質師、總地質師、副指揮，進行油氣勘

探及相關研究工作。梁教授與考察團團員深入石

油開發基地，參觀守衛森嚴的塔中油田，並講解

當地石油天然氣等開發情況。

行程中考察團拜訪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學技術

協會、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及中國

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等多個機構，了解當地的環

境保護及能源發展，互相交流。

謝偉銓會長指出

是次考察讓團員

欣賞到新疆獨特

的自然風貌，也

加深對新疆能源

發展與環保工作

的了解，協會將

繼續支持珍惜資

源及保護環境的

工作。

盧

新疆考察團前往吐魯番、庫爾
勒、和田等地，遊覽多個名勝古
蹟及能源設施。創會會長容永祺
夫人(左)與楊素珊理事(右)於吐魯
番火焰山騎乘駱駝合照。

盧偉國常務副會長(右二)擔任「專資閒聚」分享嘉賓，分享近年鑽研古琴心得。

旁為謝偉銓會長(右三)、容永祺創會會長(右四)、陳紹雄副會長(右一)。

左起：何緯豐會員、容永祺創會會長、廖家瑩新會員、樊潔芳

新會員及陳記煊財務長。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先生(後排左九)會見本會新疆考察團。旁為本會

謝偉銓會長(後排左八)、容永祺創會會長(後排左十)、胡曉明上屆會長(後排左六)。

2012
Sep

22-29

新

新疆考察團於天山天池留影。

新疆考察團前往中國最大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探索
大自然受氣候變化的影響。

梁狄剛教授(中)擔任新疆考察團特別
嘉賓隨團指導，與團員深入石油開發
基地，參觀塔中油田。旁為謝偉銓會
長(右)及李樂詩理事(左)。

2012
Oct
9

盧偉國常務副會長(左)帶來古琴與會員交流，更
講解彈奏古琴的方法。旁為陳紹雄副會長(中)及
陳勤業會員(右)。

左起：陳勤業會員、謝偉銓會長及楊志雄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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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晚南丫島對開海面發生沉

船嚴重海難後，更多人關注到海上

交通安全及相關航行規則。本會於10月25

日早上之「專資閒聚」請來林力山理事擔

任分享嘉賓，講解海洋知識及交通規則。

林力山理事為一位土地及物業設施測量

師，亦是國際海道測量組織甲級水文測

量師。水文測量主要涉及測量海床深度

及水底地形資料等工作，亦要測定水流、測繪水中的大石塊、沙洲、導航燈

與浮標等，確保海上航行及水下建築工程安全地進行。

林力山理事指出，陸上有井然有序的道路，海洋亦具有條不紊的航道，不同

之處在於海上航行不如道路上有清晰的路徑。船隻在海上航行靠的是導航

及定位，利用差分全球定位系統(Differential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DGPS)，再結合香港海事處海道測量部提供的數據，定位的準確度可以縮減

至只有1米的誤差。

為了確保航行安全，船上的駕駛員必須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並要遵守1972

年修訂之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的規定。至於晚上能見度較低時，林力山理事

表示船隻須亮起該公約所規定的船上號燈，有關燈號是指船隻左邊的紅色燈、

右邊的綠色燈，讓海上其他航行船隻識別其方向及位置，確保晚間航行安全。

林力山理事亦提到海洋法所

述的經濟專屬區域是指岸邊

對出200海里，相關國家或

地 區 可 於 該 區 域 內 捕 魚 及

探 油 ， 然 而 不 同 國 家 對 岸

邊的演繹各異，故引發不少

爭議，例如釣魚島、南海島

嶼、裡海等爭議。

本會與嶺南大學合辦的『卓育菁莪』計劃，自2011年計劃推出以來，同學反應踴躍。會

員透過經驗的分享，讓同學們有機會了解專業領袖們的人生經驗、事業成就和領導技巧，導師

們（mentor）親身指導，相信對個人成長及未來的事業發展均有所裨益。

嶺南大學於11月7日舉辦Career Empowerment Programme (CEP)，當日邀請到趙汝為會員擔任嘉賓，

分享面對商業社會激烈的競爭時，如何保持大方得體的儀表，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提升個人形

象和增加競爭能力的重要性。趙汝為會員現任香港灣仔維景酒店總經理，於酒店業擁有十多年經驗，

向同學講解社交及商務場合需要注意的

禮儀及如何在商業的會面中展示自信的

姿態，自然是極有說服力。

會與香港科技協進會合辦

的新疆考察團已於9月圓

滿結束，行程非常豐富充實。

本會特別於10月25日晚舉行分

享會，有多位團員及會員出席，

一同重溫行程中的點滴。

分享會由團員林力山理事擔任

司儀，在謝偉銓會長精簡的介

紹後，播放了特別製作的短片，

包括考察團活動行程與團員訪

問。短片長約10分鐘，由考察團常務副團長李樂詩理事及何緯豐會

員旁述，介紹考察團所到之處，有壯觀的達坂城風力發電場、守衛

森嚴的塔中油田等。短片也訪問考察團團長謝偉銓會長、顧問容永祺

創會會長及胡曉明上屆會

長等，分享他們在行程中

的感受。

分享會更特別邀請溫文蕙

會員講解玉石的小知識，

除了新疆的和田玉，溫文

蕙會員也帶了一部份珍貴

的玉石，增加大家對玉石

的知識。

上屆會長胡曉明致辭時特別感

謝謝偉銓會長及李樂詩理事帶

領考察團完成是次意義重大的

考察活動。他指出是次考察讓

團員欣賞到新疆的自然美景，

更了解到當地在能源開發、環

保發展上鮮為人知的一面，同

時亦期望與香港科技協進會未

來有更多合作機會。

自

本

左起：李煥明會員、黃偉雄副會長、林力山理事、謝偉銓會長、賴顯榮新會員及余俊豪新會員。

左起：林力山理事、鄭毅誠會員、謝偉銓會長、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處長葉水球先生及

陳建源會員

「專資閒聚」之「海洋知識淺談」

『卓育菁莪』計劃   院校：嶺南大學

新疆考察團分享會
2012
Oct

25

左起：杜嘉儀新會員、林義揚副會長(中)
及黃顯榮會員

是次考察團乃首次與香港科技協進會合
作，該會前任會長唐偉國博士特別送贈紀
念品予本會，由謝偉銓會長代表接受。

左起：林苑會員、黃偉雄副會長、林力山理事及
姚寶隆會員

左起：「野外動向」陳嘉俊先生、李樂詩理事、
何緯豐會員及胡曉明上屆會長

溫文蕙會員當晚分享玉石鑑賞，並展示多款
珍藏古玉，出席者紛紛向溫文蕙會員請教。

2012
Oct

25

2012
Nov
7

超過60位同學出席聆聽趙汝為會員的分享

由

嶺南大學高級就業發展經理孫景良先生(左)送贈紀念品予趙

汝為會員(右)

出席之同學即場參與中西餐桌禮儀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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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譚惠儀女士(右二)於11月30日

到訪本會，互相交流。譚主任於會面中介紹，政府將加強對

香港人及企業於內地發展的支援措施，期望與本會保持聯繫，拓展

更多合作機會。謝偉銓會長(左二)、容永祺創會會長(左一)及胡曉

明上屆會長(右一)於本會秘書處歡迎譚主任。

育菁莪 ─ 新視野大比拼」已於2012年10月28日完成初

賽，由大學生組成的參賽隊伍以「假如你是香港特首，你

認為改善香港現況的首要工作是甚麼？」為題，提交了書面建議，

為特首「獻計」。

「卓育菁莪 ─ 新視野大比

拼」籌委會召集人楊素珊

理事在傳媒聚會中介紹，

初賽要求參賽隊伍就上述

題目以英文撰寫1,000字

的文章，5位初賽評審以

作品的內容及行文質素評

分，選出10隊表現較佳的

隊伍晉身2013年1月5日舉行的準決賽。她稱初賽的作品水準甚

高，各隊均指出值得社會關注的議題，包括特區政府管治現況、

房屋需求、香港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的廢物管理等，並就上述議

題為特首提出改善建議，盡顯創意。

活動籌委會成員胡曉明上屆會長指出，大部份入圍準決賽的隊伍

均關心香港未來發展，認為特首首要工作應推出措施促進社會和

諧。他舉例有隊伍提議特首推出措施增加公共房屋，讓市民能安

居樂業；亦有隊伍提出積極推廣香港特有的傳統文化及習俗，例

如中秋節舉行之「大坑舞火龍」等，有助凝聚香港市民，增強對

香港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楊素珊理事補充，關注香港社會民生亦是一個重要課題，她指有

參賽隊伍建議特首支持新產業成長，促進香港多元化產業發展，

提升香港競爭力。至於環保方面，有隊伍關注香港現有堆填區將

於數年後飽和的問題，促請特區政府推出措施進一步減少廢物，

例如推出適合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支持回收產業、教育市

民源頭廢物分類減少廢物等。

此外，謝偉銓會長表示本會透過是次比賽了解到年輕人是充滿理

想和關心香港發展的，能正面地為特區政府提供改善現況的建議，

達到是次比賽的目的 ─「擴闊視野，啟發思維，帶動創意，達成

夢想」，期望社會各界及特區政府日後能積極聆聽及了解年輕人對

香港特首的期望及建議。

會參與協辦的「第

二屆蘇港澳青年精

英論壇」已於12月6日圓

滿結束。謝偉銓會長、容

永祺創會會長及林力山理

事等會員出席是次活動。

「第二屆蘇港澳青年精英

論壇」由江蘇省人民政府

港澳事務辦公室、江蘇省

青年聯合會及港澳多家青

年組織合辦，主題為「文

化產業與青年責任」，探

討江蘇、香港、澳門等三地的文化產業發展，以及三地青年的責任。江蘇省副

省長傅自應先生及江蘇省政府港澳辦副主任周暐先生等領導專程來港出席活動。

容永祺創會會長獲邀代表香港青年於開幕禮上致辭，容創會會長表示江蘇省人才

匯聚，發展迅速，國內生產總值(GDP)過去20年間每年均保持雙位數字的增長，

是一個了解國家發展及情況的最佳地方。另外，何緯豐會員亦有出席論壇，並就

文化產業議題作分享。

界社團聯會一行9人，於12月7日到訪本會，互相認識交流，雙方均希望

未來有更多合作的機會。新界社團聯會到訪代表有溫悅球榮譽會長(前排

右二)、王庭聰名譽會長(前排右一)、陳勇理事長(後排右二)及陳鳳翔先生(後排

右一)等。其中陳勇理事長及陳鳳翔先生亦為本會會員。而本會出席歡迎的有謝

偉銓會長(前排中)、容永祺創會會長(前排左二)、胡曉明上屆會長(後排左三)、

盧偉國常務副會長(後排左四)、李鏡波副會長(後排左一)、黃友嘉副會長(後排

左二)及華慧娜理事(前排左一)。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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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主禮嘉賓於典禮上合照

香港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
譚惠儀女士到訪

「卓育菁莪 — 新視野大比拼」
  初賽後與傳媒聚會

第二屆蘇港澳青年精英論壇

新界社團聯會到訪

楊素珊理事及胡曉明上屆會長回應記者提問

本會於12月5日舉行傳媒聚會，多位記者出席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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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蘇省副省長傅自應先生會見容永祺創會會長等港澳青年代表

謝偉銓會長、容永祺創會會長及林力山理
事出席是次活動

江蘇省青年聯合會秘書長龔親華先生、何緯豐
會員及林力山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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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歡迎2012年10月至12月份新入會之會員

恭賀本會榮譽顧問、理事會成員、會員
當選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主席團於12月9日

公佈參選名單，欣悉本會榮譽顧問、理事會成員及會員共

十五人參選。而擔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選舉會議成員之本會

顧問及會員則有133位。

政治及公共行政

委員會統籌本會

就港區第十二屆

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的相關事宜，

並 於 1 2 月 1 0 日

中午舉辦交流聚

餐，讓參選之本

會榮譽顧問、理

事 會 成 員 及 會

員，與擔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之本會會

員互相認識交流。

謝偉銓會長衷心感謝主席容永祺創會會長籌備有關活動及宴請出

席人士，本會的宗旨是關心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鼓勵及支持更

多會員投身社會服務，包括參加立法會、區議會、港區人大代表

等選舉，發揮所長，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貢獻。謝會長謹向參

選之會員熱心服務香港的熱忱及努力，表示敬意。

育菁莪 ─ 新視野大比拼」於2013年1月5日舉行

準決賽，題目是「夢想社區」，要求參賽隊伍以多媒體

表達方式演繹其建議。本會於初賽後分別安排30名會員擔任入

圍準決賽隊伍的導師，以三人為一組，為每支隊伍提供意見。

而準決賽取得評分最高的三隊將進入1月26日舉行的總決賽，總

決賽將誕生冠、亞、季軍隊伍。

籌委會為鼓勵各參賽隊伍，決定增加對同學們的獎勵，冠軍隊伍

除參與熱帶雨林考察活動外，亦將獲得2萬港元獎學金，亞軍隊

伍亦可獲2萬港元獎學金，而季軍隊伍則可得到1萬港元獎學金。

● 「癸巳年新春團拜酒會」已定於2013

年2月22日(正月十三)傍晚五時半假

銅鑼灣世貿中心38樓世貿會舉行。活

動籌委會主席李惠光秘書長與多位

成員現正密鑼緊鼓展開籌備工作。

十分榮幸已得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太平紳士應允擔任主禮嘉賓，希望

各位預留時間出席，新春一同迎接

財神(爺)。

● 2013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將於2013年

2月26日(星期二)晚上六時半假銅鑼

灣世貿中心38樓世貿會舉行，敬請

各位踴躍出席。會後亦將舉行「與

司•局長有約」晚宴，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太平紳士將擔任主講嘉賓。

詳情請留意稍後發出之通告。

午餐交流聚會 — 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

「卓育菁莪－新視野大比拼」準決賽

2012
Dec
10

2013
Jan

5

港

部份出席之理事會成員及會員於聚會後合照 左起：區永熙理事、羅祥國會員、鄔滿海理事及陳勇
會員

廖長江會員與謝偉銓會長
左起：廖長江會員、蔡毅會員、容永祺創會會長、陳一華
會員、楊位醒理事及陳鳳翔會員

「卓

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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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輯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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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位醒

報告書
1. 「2012社會和諧指數」研究報告

2. 「成立金融發展局」建議書

3. 「2013施政報告及2013-14財政預算案」建議書 

欣悉本會共有11名榮譽顧問、理事會成員、會員於12月19日舉行的港區第十二屆

人大代表選舉成功當選，謹代表本會全體同仁致以熱烈祝賀。

當選港區第十二屆人大代表之本會成員包括 ：

榮譽顧問： 陳智思議員, GBS, JP

上屆會長： 胡曉明先生, BBS, JP

副 會 長： 黃友嘉博士, BBS, JP

會 員： 蔡毅先生 羅范椒芬議員, GBS, JP 顏寶鈴女士, BBS

 陳振彬先生, SBS, JP 廖長江議員, JPP 姚祖輝先生, JP

 陳勇先生, JP 雷添良先生, BBS, JP

 (依本會之職位及英文姓氏排序)

姓 名 公 司 職 務

1 蔡毅先生 成盛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2 陳振彬先生, SBS, JP 寶的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3 鍾耀文先生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流動電訊技術總裁

4 李芳樂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前任主任

5 司徒昌先生 Glorious Group 財務總監

6 杜嘉儀測量師 地政總署 土地測量師

7 黃勁大律師 ACADEMY大律師辦事處 大律師

8 王偉雄先生 Ever Creation Ltd 董事

9 姚潔凝女士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經理

10 楊德斌工程師 香港科技園公司 企業拓展及科技支援副總裁

11 姚珩先生 振豐(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