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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奇山

China’s Most Grotesque Mountain

今期焦點「文化與自然遺產——黃山」
Feature of This Issue 

“Mount Huangshan – A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黃 山位於中國安徽省，曾在古揚子海

下，兩億年前在「印支地殼運動」中

變為陸地。此後，經過幾次造山運動，花崗

岩體從地殼中隆出地表。黃山亦曾經歷第四

紀冰川的洗禮，形成了豐富及奇特的地貌。

明朝旅行家兼地理學家徐霞客兩次登臨黃

山，讚歎道：「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

看嶽」。

黃山的自然遺產

群峰疊翠：黃山號稱有「三十六大峰，三十

六小峰」──主峰蓮花峰高一千八百六十四

米，光明頂高一千八百四十米，天都峰高一

千八百二十九米；周圍還有七十七座千米以

上的山峰。山體主要由花崗岩構成，侵蝕切

割強烈，斷裂和裂隙縱橫交錯，長期受水浸

蝕，形成瑰麗多姿的洞穴、孔道、山嶺峽谷、

關口。

溪水飛瀑：黃山是錢塘江和長江兩大水系

的分水嶺，水資源十分豐富，自中心

向四周放射分佈著眾多的山澗溝

谷，匯入二十四條溪水。山水迸

瀉，形成飛瀑，著名的有「人字

瀑」、「百丈泉」和「九龍瀑」。

黃山稱有五絕：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冬

雪。

松是黃山最奇特的景觀，百年以上的黃山松

就數以萬計，多生長於岩石縫隙中，盤根錯

節，傲然挺拔，玉女峰下的迎客松更是黃山

的象徵。

黃山的山頂、山腰和山谷等處廣泛分佈著花

崗岩石林和石柱，奇石怪岩鬼斧神工。

黃山是雲霧之鄉，尤其是雨雪後的初晴，日

出或回落時的霞海最為壯觀。

蓮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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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瀑 黃山的冬雪

黃山溫泉，由紫雲峰下噴湧而出，傳說軒轅

黃帝就是在此地沐浴七七四十九日後羽化升

天的。	

冬季，百里黃山一片雪白，銀花滿樹，冰雕玉

砌。明人潘旦遊後贊嘆：「玉柱撐天，瓊花滿

樹，恍入冰壺，不知人世復在何處」。

	

黃山的文化遺產

道觀道場：黃山是道教聖地。唐代道教古籍

載有關於軒轅黃帝和容成子、浮丘公來山煉

丹、得道升天的仙道故事。至今還留下與道

教神仙故事有關的山峰名稱，例如：軒轅峰、

浮丘峰，以及煉丹峰、仙人峰、上升峰、仙都

峰、道人峰、望仙峰等。唐朝時在九龍峰下

建九龍觀，同期還建有浮丘觀。宋代道士張

尹甫在黃山修煉，創建松谷道場。

佛教寺廟：據《黃山圖經》記載，佛教早在南

朝就傳入黃山，歷代先後修建寺廟近百座。

其中祥符寺、慈光寺、翠微寺和擲缽禪院，

號稱黃山「四大叢林」。

摩崖石刻：自古以來，文人雅士遊覽黃山、歌

詠黃山，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	 摩崖

石刻──這些石刻大多刻於風景奇特的峭

壁之上。現存摩崖石刻約三百處，其中碑刻

四十餘處。眾多題刻中，少則一字，多則上百

字。最大的摩崖石刻是青鸞峰上每字六米見

方的「立馬空東海，登高望太平」。而一處

「雲海」的石刻以四個象形「日」字作為落

款，是黃山千古字謎之一。

黃山於1 9 9 0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2 0 0 4年入選《世界地質公園》。

詞彙註釋：

印支地殼運動 (Indosinian Tectonic Setting)
二億五千萬年前至二億年前的地殼運動。由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得名。該時期形成的

褶皺帶稱印支褶皺帶。印支運動對中國古地理環境的發展影響很大，它改變了以前「南海北

陸」的局面，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大部分已由淺海轉為陸地。從此中國南北陸地連為一

體，使中國四分之三的陸地完成了合拼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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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Huangshan mountain range compr ises 
many sharp & steep peaks, some more 

than 1,000 meters high. The three tal lest  and 
best-known peaks are Lotus Peak (Lian Hua 
Feng, 1,864 m),  Br ight  Summit  Peak (Guang 
Ming Ding, 1,840 m),  and Celest ial  Peak (Tian 
Du Feng, 1,829 m). 

The mountains were formed in the Mesozoic, 
about 200 mi l l ion years ago, when an ancient 
sea disappeared due to upl i f t  of  the granite 
mass. The landscape was fur ther shaped 
by glac iers dur ing the Quaternary Per iod. 
Huangshan has become a wonder land of 
grotesque peaks, steep creeks, t ranqui l  r ivers 
and howling water fal ls.       

Huangshan is also known for i ts pecul iar ly-
shaped granite rocks,  hundred years old pine 
t rees, sea of  c louds, hot spr ings and winter 
snow.

詞彙註釋：

第四紀冰川期 (Quaternary Glacial Period)
全球氣候在漫長的地質年代中曾有數次冷暖變化，氣候寒冷時，降雪量增加，發育大規模的

冰川，巨大的冰蓋掩蓋地球，稱為冰川期；當氣候變暖時，冰川大規模消退，叫做間冰期。

大約是人類剛出現在地球的兩百萬年前，地質史上出現第三次冰川期，稱「第四紀冰川期」。

全球各地氣溫開始下降，北半球的歐洲、北美洲和格陵蘭，都被北極一路延伸過來的大冰蓋

所覆蓋。這段期間，歐洲共發生了五次冰川期、四次間冰期，北美洲及中國大陸則發生了四

次冰川期、三次間冰期。

冰川期和間冰期對地貌的影響：冰川滑動會對侵蝕地表，又挾帶輸送岩塊、岩屑，並在末端

或邊緣堆卸岩塊、岩屑。冰川消退之後，留下了大規模的河流、溪澗、湖泊。

世界地質公園 (Global Geoparks)
世界地質公園是以其地質科學意義、珍奇秀麗和獨特的地質景觀為主，融合自然景觀與人文

景觀的自然公園。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出，此計劃在2000年開始推行，目標是選出超過五

百個值得保存的地質景觀並加強保護。

黃山的摩崖石刻

黃山的道教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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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註釋：

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
世界遺產是一項由聯合國支持、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負責執行的國際公約建制，以保存對全世界人類都具有

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為目的。世界遺產可分為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文化與自

然雙重遺產。

文化遺產在概念上分為「有形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形文化遺產」即傳統

意義上的「文化遺產」，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包括歷史文物、歷史建築、人類文化遺

址。「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定義，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

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

藝品和文化場」。

自然遺產必須符合下列情形一項或多項：

（1）代表地球演化歷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

（2）代表地質演化過程中、生物演化過程中以及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關係的突出例證；

（3）獨特、稀有或絕妙的自然現象、地貌或具有罕見自然美地域；

（4）尚存的珍稀或瀕危動植物棲息地。

Cultural ly,  Huangshan was a si te for  Taoist  & Buddhist 
temples.  Scholars and poets who were impressed by the 
beauty of  Huangshan had lef t  their  poems and autographs 
inscr ibed in the granite rocks. 

Today, Huangshan is a UNESCO Wor ld Her i tage Site and 
l isted as one of  the Global  Geoparks. 

黃山慈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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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及開發的平衡–黃山的生態旅遊

Ecotourism of Mount Huangshan – Striking the Balance

生 態旅遊自提出以來，一直被認為是

在保育及旅遊開發兩者之間的最佳

平衡點，以遊客「帶走的只有回億，留下的只

有腳印」為口號，希望達到走進自然、感受自

然的旅遊方法。然而有報導指出，內地有近

2 2 %的自然保護區由於過份開發而令保護對

象受破壞，生態旅遊，名不副實。黃山乃國

家5 A級自然保護區，又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的自然及文化雙重世界遺產，有沒有出

現類似的生態破壞？《民胞物與》派員遠赴

黃山，實地考察，並訪問黃山市旅遊委員會

副主任王勇先生，探討生態旅遊與保育的問

題。

據王主任提供的資料，黃山市範圍內總共有

五十二處境點，包括黃山風景區，上年全市

接待旅客量就有一千六百萬人次。王主任認

為，生態旅遊是一個大概念，要保護的不僅

是自然生態，還有文化生態。黃山的自然景

觀再美都不竟只是軀殼，徽州文化才是其靈

魂。要盡量達至保護自然及文化生態，黃山

市旅委實行的措施就是開發鄉村旅遊。此項

政策的宗旨在於將有開發價值的旅遊點，由

政府鼓勵當地居民復建、修緝及經營，但在

過程中保持地區的原有容貌。王主任希望此

政策能達到三個目的：首先，能加強黃山市

旅遊業；其次，提升農民的生活質素；最後，

保護原有的自然及文化生態。

鄉村旅遊的一個較成功的例子，是休寧縣

的宏村。宏村始建於南宋紹興年間（113 1 -

11 6 2年），距今已有近千年歷史。村內建築

屬於典型徽派風格，並在20 0 0年成為世界文

化遺產。宏村雖然是黃山市的熱門旅遊點，

卻是一條「活」的村。村內仍然住有三百多

戶，接近一千三百多名村民。宏村的建築，全

都是保留着原有的容貌，商業活動盡可能減

至最低，只有村民必須的商業（例如銀行）及

少量精品販賣和民宿。宏村並沒有因開發為

旅遊點而成為廢村，村民可以自給自足，依

靠旅遊業為生之餘，保持村的生命活力，充

分發揮鄉村旅遊的好處。

然而，鄉村旅遊並非適合所有地方發展，徽

州古城就是一個受過份開發的例子。古城

位於歙縣，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城牆之內

是幾百年前古徽州府的政治經濟核心區。可

黃山市宏村前的池塘

宏村所保留的典型徽派建築風格：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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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徽州古城除了石坊、城牆及少量建築是

原有之外，大部份都是後期加建的彷古物。

更甚者是，古城內的主要街道兩旁全都是販

賣各類商品的店舖，非常商業化，失去古味，

成了一個本地人聚集的市場。即使城內有歷

史價值的建築或景點，都被人們冷落。例如

陶行知紀念館，內裡空空如也，風頭都被店

舖搶光。

黃山風景區方面，管理當局亦有不同措施，

以減低居民和遊客對風景區的生態破壞。黃

山兩大主峰蓮花峰及天都峰，每五年輪流開

放，減少遊客到訪兩峰，這不但能減低人為

破壞，例如垃圾等，更能讓兩峰休養生息。因

為人類呼出的二氧化炭對黃山的動植物會做

成一定的影響，愈多遊客登峰，對自然生態

的影響就愈大。封峰五年，控制遊客數量，

可以讓生態自然修復。除了封峰措施，風景

區內亦有不同設備，方便遊客外，也減低對

景觀的破壞。黃山之險峻，比得上西嶽華山，

所以路徑旁會有扶手拱遊客使用，以策安

全。為配合黃山的原有容貌，扶手的設計很

特別，用水泥倒模成樹幹形狀，加上棕色油

漆，混然天成，絕不像人工製造。路徑旁不

時會有垃圾收集箱，與扶手一樣，垃圾箱的

設計會配合黃山自然景觀，以四塊石板拼合

而成，加上一個細小的標誌，不會破壞其原

有容貌。

發展旅遊的規模必須經過慎重計劃，方能達

到保育及旅遊之間的平衡。一方面，發展對

保育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當地居民缺乏保育

知識，發展可以保護真正有自然及文化價值

的資產。經黃山實地考察所知，在黃山市內

還有很多像宏村有幾百甚至千年歷史的古

村，尚未開發成為旅遊點。正因如此，很多古

村建築都因日久失修而荒廢或面臨清拆的命

運；另一方面，過份開發則會有反效果，令文

物變質，損害自然及文化生態。無可否認，中

國發展的速度對黃山將造成很大壓力。旅遊

業仍黃山最重要的經濟支柱，黃山市政府在

旅遊有關的發展上投放的資金每年增加。除

着改革開放後國內人民漸趨富有，來自國內

的遊客亦愈來愈多，加上中央政府近年積極

發展高速鐵路，黃山市更是高鐵網絡覆蓋的

城市之一，鐵路網絡全面開通之時，旅客勢

必大量擁至黃山及其周邊旅遊點。

當有那麼龐大的壓力時，鄉村旅遊或生態旅

遊概念，能否負荷得到呢？這是一個值得深

思的問題。

過多的遊客會影響古蹟的歷史價值 文化大革命對古蹟做成的傷害

特別鳴謝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贊助《民胞物與》人員赴黃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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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otour ism is a concept aimed to str 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 -environment 

protect ion and tour ism.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Mount Huangshan and 
the City of  Huangshan have implemented 
di f ferent pol ic ies in pract ic ing ecotour ism 
in order to conserve i ts natural  scenery and 
cultural  r ichness. The City of  Huangshan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V i l lage 
Tour ism, by which v i l lages or communit ies 
that  are of  histor ical  value are encourag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rebui ld and 
reconstruct ,  whi le keeping the communit ies 
as less commerc ial ized as possible.  At 
Mount Huangshan, di f ferent fac i l i t ies 
such as rai l ings and garbage bins are 
special ly designed not to af fect  i ts  natural 
scenery.  However,  du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v is i tors to Huangshan every 
year,  and the area’s heavy dependence on 
tour ism, ecotour ism wi l l  be fac ing greater 
chal lenges ahead.

Academic Term:

Ecotour ism
Ecotour ism could be def ined as responsible t ravel  to natural  areas that conserves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s the wel l -being of  local  people.  Responsible ecotour ism would 
aim at  minimizing the negat ive aspects of  convent ional  tour ism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integr i t y of  local  people.  In addit ion to evaluat ing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 integral  par t  of  ecotour ism would be promot ing recyc l ing,  energy 
ef f ic iency,  water conservat ion,  etc.

Source: The Internat ional  Ecotour ism Society

伸延閱讀：

Ecotour 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Mary Honey.
Ecotour ism: Pr inc ip les and Pract ices by Agnes M.K. Nowaczek.

《生態旅遊：全球觀點與中國實踐》宋瑞著

垃圾箱的設計刻意配合天然環境

徽州古城內商舖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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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 – 孔夫子的酒店

Huangshan Scholars Conference Hotel 
– Confucius’ Hotel

踏 入大堂，首先見到的是一個孔夫子木

雕像；步進房間，牆上寫着「禮之用，

和為貴」。這不是一所孔子學院，而是位於

黃山的學而會議中心酒店。酒店的名稱由創

辦人「保華生活教育集團」主席葉國華教授

親提，出自《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酒店於2 0 0 5年開始規劃，2 0 0 7年開業至今

已超過三年。總經理劉榮基先生認為，學而

會議中心酒店乃結合中西文化，以遊學及退

修人士為主要入住對象。單是酒店的名稱，

便知道它是一所具文化氣息的場所。酒店有

近六十個房間，每間房的牆上都寫上不同論

語的句子。而每間房內都放有不同書籍，包

括黃山旅遊及中西文學等，供住客閱讀，希

望每位旅客都會有所得着。

《論語‧學而篇》除了是酒店大名的出處外，

更重要的是反映其管理模式。劉總經理覺得

身為服務性行業，員工的培訓非常重要，所

以「學而精神」乃培訓員工的理念。「學而時

習之，不亦說乎？」酒店希望員工能夠不斷學

習，而應用的地方不單是在工作方面，而是

包括生活的每一方面。當這種精神能夠貫穿

工作環境，員工受這種正確的態度薰陶時，

就會成為一種習慣，從而影響生活和周圍的

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前線員

工最重要。「學而精神」相信服務是一種對

等的道理，服務員不應把自己看成低人一等，

因為今天自己是服務員，他日到別處時就受

人家的服務，是相對的道理。「學而精神」

提醒員工要對待客人像朋友一樣，因為當身

份對調時，亦會希望人家以這種態度對待自

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則是後

台員工的宗旨。雖然後台員工往往不會被客

人見到，但他們仍會抱着這種君子的態度去

工作。執行自己的崗位，不是要受人讚嘆，而

是要負責做應份的事，為之君子也。所以「

學而精神」不單是一種工作態度，而是一種

自我修為的概念，增強員工的個人修養和品

德。

學而會議中心酒店現正進行擴建工程，新翼

將會為酒店增加四十間房，總房數增至一百

間。酒店亦正與新翼則的一塊農地業主商

量合作，實行葉教授提倡的耕讀概念。耕讀

者，不僅由書本上得到知識，更應身體力行，

從勞力中尋找喜悅。入住學而會議中心酒店

的旅客，可以體驗耕讀，嘗試在田裡耕種、收

割，最後品嘗自己親手摘下的菜，是一件銘

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夜景

《論語‧學而篇》主導酒店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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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事情。酒店這種服務，是希望能在比較乾淨及舒服的環

境下，讓住客體驗農田的感覺。這種田野風光，不僅是欣賞

花草樹木，而是更實在的耕耘體驗。新翼預計本年四月可以

投入運作，到時入住旅客就可以親身成為真正的耕讀者。

學而會議中心酒店，不但只是以聖賢的教導為經營宗旨的

企業，更希望在黃山這個自然、歷史及文化豐富的地方，能

為發揚中華文化出一分力，宏揚高尚的儒家思想。

H uangshan Scholars Conference Hotel  is  a hotel 
located in the City of  Huangshan. I ts name is der ived 

f 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 ius.  Master Confuc ius says, 
“ Is i t  not  a joy to be able to pract ice whi le learning? Is i t 
not  a pleasure to have f r iends vis i t ing f rom afar? Even 
though no one knows about me, I  wi l l  not  feel  unhappy. 
Is i t  not  that  the act  of  a gent leman?” These words 
are not only the operat ing pr inc iples of  the hotel,  but 
also the work ethics of  the staf f  members of  the hotel. 
Huangshan Scholars Conference Hotel  has around 60 
rooms, and with the complet ion of  the new wing in Apr i l 
2011, there wi l l  be 100 rooms in ful l  operat ion.  The goal 
of  Scholar Hotel  is  not only to br ing a cultural  impact to 
those who stay at  the hotel,  but  also to spread the spir i t 
of  Confuc ianism and the spir i t  of  Chinese culture.

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

位置	 中國安徽黃山市休寧縣黃山北	

	 路一號

聯絡電話	 + 8 6 	 (0 5 5 9) 	 7 5 0 	 8 8 8 8

傳真	 + 8 6 	 (0 5 5 9) 	 7 5 0 	 8 8 8 9

聯絡人	 劉榮基先生（總經理）

	 黃琦先生（業主代表）

Huangshan Scholars Conference Hotel

Address 1 Huangshan Beilu, Xiuning 
 County, Huangshan, Anhui, China 
Telephone +86 (0559) 750 8888
Fax +86 (0559) 750 8889
Contact Mr. Anthony Lau (General Manager)
 Mr. Wang Qi (Owner’s Representative)

黃山市簡介
黃 山 市 位 於 中 國 安 徽 省 南

部，由屯溪區、黃山區、徽

州區、休寧縣、歙縣、祁門

縣及黟縣七個行政區組成。

人口達一百四十萬，中國著

名 風 景 區 黃 山 ， 屬 市 境 之

內。

黃山市是一個有豐厚歷史及

文化的城市。休寧縣，有「

中國第一狀元縣」之稱。由

隋唐至清末，共有十九位文

武狀元來自該縣。歙縣則是

古代為徽州府治所在地，置

縣 之 期 可 追 溯 至 秦 始 皇 年

間。不同徽派文化，都以歙

縣為產地，包括新安理學及

國粹京劇等。

每一間房間都有不同出自《論語》的句子

興建中的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新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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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華生活教育集團活動訊息

News & Activities of B & P Group

太 平洋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香港）周

年會議暨研討會	–	2 0 11年2月26日

Paci f ic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Research Associat ion (Hong Kong) Annual 
Meeting cum Seminar – 26 February 2011

保華生活教育集團董事暨耀中國際學校校

監陳保琼博士，以個人名義贊助太平洋區幼

兒教育研究學會（香港）於2 0 11年 2月2 6日

舉辦的周年會議暨研討會。該學會旨在建

立一個平台，給各個領域的教育工作者和專

家，分享幼兒教育研究成果和經驗。會議邀

請到 Iram Siraj-Blatchford教授為演講嘉賓。Siraj-

Blatchford教授於倫敦大學教育學會研究幼兒

教育，並分別擔任英國幼兒教育協會會長及

香港教育學院訪問教授，在研討會上以「成

人如何在家中及校園支援幼兒學習」為主題

發表演說。

Dr. Bet ty Chan, Director of  B & P Group 
and Director of  Yew Chung Internat ional 
Schools,  sponsored the annual  meet ing 
cum seminar of  the Paci f ic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Research Associat ion (HK) 
held on 26 February 2011. PECER A 
aims to create a plat form for al l  the 
di f ferent educat ional  professionals and 
pract i t ioners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f indings and exper iences in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The annual  meet ing 
featured Prof.  I ran Siraj -Blatchford as 

guest speaker,  who is Professor of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t  the Inst i tute of 
Educat ion,  Universi ty of  London, and at 
the seminar,  she talked about how adults 
could suppor t  young chi ldren’s learning 
at  home and at  pre -school.

葉 國華教授與香港中學校長分享	

–	 2 0 11年2月24日

Prof.  Paul  Yip Spoke to Secondary School 
Pr inc ipals – 24 February 2011

應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之邀，保華生活教育

集團主席葉國華教授向近二十多位香港中學

校長演講及分享。葉教授以「國家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與香港教育發展」為演說題目，重

點分析今後三十年的政治經濟大形勢、今後

中國經濟的預測、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

展規劃綱要，以及與教育有關的討論，認為

「國情教育」是瞭解中國之路的教育，不是

簡單的愛國教育。

Invi ted by the Educat ion Bureau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Prof.  Paul  Yip, 
Chairman of  B & P Group, spoke to a 
group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pr inc ipals.  Prof.  Y ip talked about the 
Twelf th Five -year plan of  China and 
i ts impl icat 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 ion inHong Kong. 

幼兒教育研究會周年會議 葉教授與中學校長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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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華基金會及其資助機構活動訊息

News & Activities of B & P Foundation Limited
and its Sponsored Organizations

香 港政策研究所成員大會暨週年晚餐

會	–	 2 0 11年1月11日	

HKPRI AGM cum Annual Dinner & Dinner 
Talk – 11 January 2011

香港政策研究所於2 0 11年1月11日召開成員

大會暨週年晚餐會，當晚有近六十人出席，

包括董事、資深會員、會員及會友。週年晚

餐會主題為「葉國華教授與八十後對話」，

邀請到「八十後反特權青年」成員林輝先生

及R o u n d ta ble 	 Pio n e e rs總幹事崔偉恒博

士與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教授討論「

十二五規劃與香港未來發展戰略」，對話會

由董事沈旭暉博士主持。林輝先生及崔偉恒

博士均是「新社會運動」及學術界的積極份

子，與葉教授的討論令當晚氣氛生色不少。

Hong Kong Pol icy Research Inst i tute held 
i ts AGM cum Annual Dinner & Dinner 
Talk on 11 January 2011. Over 60 people 
inc luding directors,  fe l lows, members 
and f r iends par t ic ipated in this event. 
The theme of the Dinner Talk was “Dialog 
between Prof.  Y ip and Post- 80 Youth”, 
with Chairman of  HKPRI Prof.  Paul 
Yip,  Mr.  Fred Lam, and Dr.  Danny Tsui 
debat ing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12th 
Five -Year Pla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ong Kong. Mr.  Lam and Dr. 

Tsui  are both act ive in soc ial  af fairs and 
academia, the dialog with Prof.  Paul  Yip 
was def ini te ly the highl ight  of  the ent i re 
evening. 

R oundtable	青年學術會議	
–	 2 0 11年1月15日

Roundtable Youth Summit – 15 January 2011

Roundtable Inst i tute and I ts Network於
2011年1月15日舉辦「青年學術會議」，探討

青年最切身的議題，希望為社會各界提供一

次交流意見的契機，共同思考香港的未來。

除了近二十名來自不同界別的講座嘉賓進行

六場圓桌會議外，還邀請到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先生就香港的新世代進行主題演講，並與

智經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先生共同擔任主

禮嘉賓，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先生作

開幕演講。

Roundtable Inst i tute and I ts Network held 
a Youth Summit  on 15 January 2011. The 
goal  of  the Summit 
was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youth pol icy 
d i s c u s s i o n 
a m o n g s t 
young people 
in soc iety. 

耆青兩輩，談笑風生

goal of  the Summit 
was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youth pol icy 
d i s c u s s i o n 
a m o n g s t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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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mmit  inc luded six roundtable 
discussion forums with exper ts in di f ferent 
f ie lds of  study, as wel l  as featur ing Chief 
Secretary Henry Tang as a keynote 
speaker and Chairman of  HKPRI Prof. 
Paul  Yip as an opening speaker. 
	

沈 旭暉博士會見各國訪問人士	

–	 2 0 11年1月6日、2月23日及3月1日

Dr. Simon Shen’s Meet ings with Var ious 
Visi tors – 6 January,  23 February and
1 March 2011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保華基金會義務行

政總監沈旭暉博士於2 0 11年1月6日、2月2 3

日及3月1日分別會見訪港的學者和政要，包

括韓國的牟鍾麟教授和金鍾奭教授、日本的

金子恭子議員及挪威的 Torbjørn Røe Isaksen

議員。沈博士向各到訪者介紹香港政策研究

所的理念及工作，並就不同政治及國際關係

議題互相交流。

Dr. Simon Shen, Director of  Hong Kong 
Pol icy Research Inst i tute and Honourary 
Chief  Execut ive of  B & P Foundat ion, 
met with var ious v is i tors on 6 January, 
23 February and 1 March 2011, inc luding 
Prof.  Mo Jong- r yn and Prof.  K im Jong-
seok f rom Korea, Hon. Yasushi  Kaneko 
f rom Japan, and Mr.  Torbjørn Røe Isaksen 
f rom Nor way. Dr.  Shen introduced to 
var ious v is i tors the object ives and scope 
of  act iv i t ies of  HKPRI,  and they exchanged 
views on var ious topics of  Internat ional 
Relat ions. 

溫 燦榮博士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展開

幕典禮	–	 2 0 11年3月1日

Dr. Frank Wan at tends Centenary 
of  China’s 1911 Revolut ion Opening 
Ceremony – 1 March 2011

應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邀，香

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溫燦榮博士於20 11年 3月

1日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展開幕典禮。開幕

禮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並由行政長官曾

蔭權先生、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先生、湖北省

文化廳廳長杜建國先生等官員聯合主禮。是

次展覽陳列約一百四十組展品，讓參觀者認

識香港在革命事業中作出的重大貢獻。

Invit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 tment of  HKSAR Government,  Dr. 
Frank Wan, Director of  Hong Kong Pol icy 
Research Inst i tute,  at 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entenary of  China’s 1911 
Revolut ion Exhibi t ion on 1 March 2011. 
Chief  Execut ive Donald Tsang and 
numerous of f ic ials f rom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of f ic iated the ceremony. 

約 翰．奈思比先生晚宴	

–	 2 0 11年3月2日

Dinner with John Naisbit t – 2 March 2011

香港政策研究所於2 0 11年 3月2日設宴款待

來港訪問的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 t t）先

生及夫人。奈思比先生是美國著名作家及

溫博士於辛亥革命百周年展開幕禮

奈思比先生及夫人與陸博士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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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家，著作包括 Megatrends，該書更連續

兩年成為《紐約時報》最佳銷售書之一。晚

宴由陸人龍博士主持，除香港政策研究所董

事外，還有六十多位學者、其他智庫的成員

及中國觀察員出席。參加者與奈思比先生討

論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及奈氏最新著作

China’s Megatrends。

Hong Kong Pol icy Research Inst i tute 
organized a pr ivate dinner for  Mr.  and 
Mrs.  John Naisbi t t  on 2 March 2011. Mr. 
Naisbi t t  is  a wel l -known Amer ican author 
and publ ic speaker.  His books inc luded 
Megatrends, which wa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 ler  l ist  for  two years. 
The dinner was hosted by Dr.  Michael 
Luk. Par t ic ipants of  the dinner inc luded 
HKPRI Directors,  members of  other think 
tanks and China observers.  Par t ic ipants 
exchanged views with Mr.  Naisbi t t  o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i ts impact on 
the wor ld,  as wel l  as on Mr.  Naisbi t t ’s 
new book China’s Megatrends. 

中 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兔年新春團拜暨

第四及五次文化沙龍	–	2 0 11年2月

17日及3月10日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 ion: Year of the Rabbit  Celebrat ion 
and Four th and Fi f th Cultural  Salon – 17 
February and 10 March 2011

辛卯兔年，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於2 0 11年2

月17日，正月十五元宵佳節舉辦新春團拜暨

第四次文化沙龍。今次新春團拜，連同 3月

10日舉辦的第五次文化沙龍，邀請到耀中出

版社社長鄭偉鳴先生，娓娓道來藏傳佛教形

成、特點、與漢傳佛教的異同及對文化的影

響，讓各參與者對藏區宗教與歷史的關係有

全面的認識，進而加深對西藏文化的了解。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 ion celebrated the Year of  the 
Rabbit  and held the four th Cultural  Salon 
on 17 February 2011, and held the f i f th 

Cultural  Salon on 10 March 2011. Both 
Salons featured a talk by Mr.  Terr y 
Cheng, Execut ive Director of  Yew Chung 
Publ ishing House, about Tibetan culture, 
histor y,  Buddhism,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ibet .

R oundtable Community「全人培育」先
導計劃	–	 2 0 11年

Roundtable Community ’s 2011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Scheme

「 全 人 培 育 」先 導 計 劃 為 R o u n d t a b l e 

Community舉辦之全年活動之一。自2 0 0 9年

計劃舉辦以來，參加者反應理想，多間傳媒

亦曾採訪有關活動。承接過往一年口碑，本

年將繼續讓在天水圍區的中學生透過本活動

作全人培育。計劃分三部份，包括工作坊、師

友計劃及具特色的本地旅遊團，並由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資助。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Scheme 
is a comprehensive scheme for the 
Tin Shui  Wai teenagers organized by 
Roundtable Community in the year 
2011. With var ious programmes and 
act iv i t ies,  inc luding workshops, f ie ld 
t r ips,  pract ical  t raining, tours organizing 
and mentorship programme, this Scheme 
aims to encourage teenagers to learn to 
be an Eco- tour and cultural  tour guides, 
and at  the same t ime, to deepe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broaden their  hor izon and increase their 
compet i t iveness.

耀中出版社社長鄭偉鳴先生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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