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愛  融入  參與

時間似乎真的在飛！二〇〇九
年年初對金融海嘯的憂慮，七
月海學聯貴州紅色之旅的心靈
激蕩，十月共和國六十周年國
慶大閱兵的萬丈豪情，十二月
維多利亞港東亞運動會開幕式
的璀璨煙花，仿佛都還在眼
前！新年節日提前的熱鬧，
讓我們聽到了二〇一〇年的元
旦，正帶著新的希望，新的挑
戰，一陣風似地向我們跑來。

我們海學聯的每一個成員在這裡的生活又數到了一個新的
年頭。香港充滿活力和效率，帶給我們方便和安全。東西
文化在這裡交匯，天下美食在這裡彙聚，於是我們選擇了
這裡，在這個社會落腳，成長，發展，建功。一年又一
年，這個社會真的給了我們很多很多；又是新的一年，我
們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呢？

主動些，讓我們真正地貼近這個社會，關愛這個社會吧。
在新的一年裡，針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幾大支柱，如旅遊，
物流，金融，服務，以及社會創意，海學聯將組織一些交
流會。我們還將積極與國內和香港的一些機構或企業合
作，組織跨境交流。在這些活動中，以期讓海學聯發揮
它獨特的作用。我們會更進一步與香港的青年組織加強合
作，走進他們，帶著我們的學識，經驗，見解，幫助內地
來的年輕人更好地理解並融入香港，幫助香港長大的年輕
人更好地瞭解內地。

再主動些，讓我們認真做一個新香港人吧。讓我們將目光
投向社會發展的那些熱點問題吧。香港怎樣發展她的創意
文化？怎樣在世界拯救地球的行動中做出自己的貢獻？港
珠澳大橋的興建將會怎樣改變香港的經濟？政制改革的路
向到底會通向何方？這些看起來似乎並不關乎我們自己的
事，其實真的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呢。我們享受著香港
的天空、呼吸著香港的空氣；香港的任何支出都帶著你我
的貢獻；香港特區首長以及立法局成員的選出與構成更是
關係到這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海學聯一定會進一步適時
發出我們適當的聲音的。　

和著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海學聯在成長，在進步。海學
聯的每一個成員，也漸漸在這裡適應，紮根，開拓，並茁
壯成長起來。海學聯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海學聯的活
動得到越來越多朋友的參與。在新的一年裡，海學聯會繼
續擴大，會更加貼近我們的會員，會更細緻地與社會交
融。

做一個新香港人，我們匯聚至獅子山下，落腳在維港兩
岸，我們就應該義無反顧，也責無旁貸地背負起一份責
任。一起對香港的歷史負責，對香港的社會負責，對香港
的未來負責。憑著一份對祖國和香港的熱愛，海學聯一定
會交出一份上對蒼天，下對父老的合格答卷的。

閻洪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第二屆理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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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二零一二年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檔》，徵
集社會各界對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選舉產生辦法的意見，引起了全港
的普遍關注和廣泛討論。居港大陸海
外學人聯合會（海學聯）於2009年12
月12日在灣仔維景酒店舉辦了2009年
政制發展論壇，邀請嘉賓、海學聯會
員同普通市民一起就香港政改的相關
問題共同探討。本次論壇海學聯邀請
了四位對話嘉賓為與會者分享他們就
香港政制發展的所思所想，分別是全
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譚惠珠大律師，香港立法會梁美芬議
員，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胡偉
星教授，以及鳳凰衛視知名時事評論
員李煒先生。

海學聯會長閻洪教授在歡迎致辭中指
出，香港的政制發展應該「對歷史負
責，對社會負責，對未來負責」。他
表示，希望討論可以超越黨派和個人
利益，真正的為推進香港民主體制健
康有序向前發展提出對香港好、對國
家好的可行之策。也希望通過這次論
壇，有更多的人可以更好地瞭解香港
政改新方案，同時參與到香港政制發
展的討論中來。

譚惠珠委員首先介紹了香港選舉立法
的歷史沿革，香港立法會的構成以及
香港政府的政改新方案。譚委員指
出，港英時期，由於英國政府對聯合
國公約部分條款的保留，致使香港沒
有建立也沒有試圖建立普選的政治制
度。《基本法》首次提出了有利於香
港特區民主發展的政治制度發展方
向。本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原則，《基本法》中對香港特區特首
及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既作了方
向上的明確指示，也為香港政治制度
的發展給港人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發展
空間。她認為，現在政府提出的新政
改方案，不僅可以保證立法機關代表
市民對行政機關的有效制衡，也可以
保證在立法和行政工作中充分考慮各
領域專才的意見，是一個更有利於各
方接受的方案。

梁美芬議員從法律專業和個人經歷兩
個方面，分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現
狀，並講解了引起最多爭論的幾個核
心問題。她說，現階段香港政改爭論
主要集中於選舉門檻的設定、功能組
別的合理性以及普選的最終時間表之
上。香港特首選舉的選舉門檻，通過
增加提名者人數而有效設立，有利於
提高參選者的競爭成本，有利於一

個高效、穩定的選舉。立法會功能組
別的存在，不僅在國際社會中有廣泛
參照物，也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通過對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改革，
而不是一味否定，可以在保證普通市
民利益的同時，更好的發揮專業人士
的專長，以保持並發展香港的競爭優
勢。她提出，香港政改的時間表和路
線圖，完全掌握在香港人手中，港人
應該廣泛討論，積極對話，以期早日
確立適合香港的民主政治制度。

香港大學胡偉星教授，從政治學專業
的角度，向與會者提出了他對香港政
制發展的幾點思考。第一，政改方案
的諮詢與討論需要更多傳媒和公眾的
關注。現時，香港媒體的關注點集中
於泛民的五區總辭，卻忽略了政改諮
詢檔本身，致使討論失焦。第二，香
港政改時間表與路線圖已經非常清
楚，至於何時實現則完全決定在香港
人自己手中。只需要港人統一認識，
達成一致意見，即可交由中央政府批
准。第三，破壞永遠比建設容易。香
港不同政治派別，與其進行破壞性的
對抗，不如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理性
溝通，給廣大市民一個認真瞭解、討
論政改方案的機會。

李煒先生通過對英美選舉制度之深入
淺出的比較，指出了世界上沒有哪個
制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讓所有人滿
意。選舉制度在英國和美國，是歷史
延續，是既得利益的平衡，也都不盡
如人意。他提出，香港民主發展的大
框架離不開國際背景以及經濟發展的
影響。不考慮香港特色，不僅不利於
香港發展，也是不成熟和非理性的。
他認為，要理性地看待問題，如果香
港沒有經過理性的選擇，就沒有今天
的繁榮，所以今天我們大家要做一個
理性的選擇，也就是政改不能動搖香
港的繁榮。

週末星期六的晚上，全體香港人沸騰
了，因為香港足球隊第一次在大型國
際比賽中奪得金牌，實現了全球華人
的足球夢。國際足球賽中，中國國歌
第一次為香港人的成就而奏響，香港
大球場的球迷沸騰歡呼，球員們也相
互擁抱，觀眾們也相互祝賀。在歡呼
人群的隊伍裏，有一批從大陸來的新
香港人，他們都是在國外和香港完成
深造學業，定居在香港的學人。他們

服務在教育界、金融界、商業和傳媒
等各行各業中，已經成為了香港知識
份子隊伍中的新核心力量。他們看到
香港足球取得的成就，聯想到另外一
個話題，那就是，香港能不能成為大
中華區政治改革的典範？

作為香港大陸「海龜」民間組織「居
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在星期六的
時候舉行了一場關於「香港政改」的
座談會。他們邀請了參加過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的成員，現任立法局的議
員，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的教授等
幾十名專業人士，大家坐在一起，
一起回顧了英國和美國民主制度的
由來，一人一票在英美兩國具體操作
方式，基本法對政改的規定，中國對
於香港政改的歷史作用和現實影響，
這次香港政府政改的提議，以及泛民
主派意見的變化，等等眾多話題。座
談氣氛是自由坦誠的，也是非常學術
的。大家不約而同地盼望，香港的政
治改革能夠邁出實質性的一步，增加
政治的民主性和廣泛性，而且希望香
港的政治改革，也能像香港在本屆東
亞運動會拿到足球金牌一樣，給全球
的華人做出一個理性的典範來！

香港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兼顧到三個方
面的利益：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立
法會，缺一不可。2005年的時候，當
時政府也嘗試進行一次政治改革，但
是由於三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員沒有支
持，那次民主改革的機會就喪失了。
現在一個新的機會又來了，如果方案
能通過的話，民主就會向前邁出一小
步；如果方案不能通過的話，民主
的進程就會繼續原地踏步，其結果跟
2005年一樣，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
的。

回顧歷史，不管香港從清朝政府跑到
了英國人的手裏，還是香港從英國人
手裏回歸到中國政府手裏，不管是英
國人留下一個沒有民主但有法制的社
會，還是由香港精英們制訂的基本
法，100多年來，任何一個階段轉折性
的大事都沒有徵求過香港絕大多數小
市民的意見，都是實力在話事，今天
的實力又在誰手上呢？

抓住歷史的機遇，支持政治民主的進
步，承擔歷史的責任，這是每一個有
理想和有理性香港人的願望，絕不可
以把爭取民主權利的過程當成政客們
的玩具！

政制經緯，你我籌謀——「海學聯」2009年政制發展論壇

靠香港人實現全球華人的夢    
《新報》，2009年12月13日
李煒  海學聯副會長

在四位嘉賓的發言後，與會者紛紛就
關心的問題向嘉賓提問，進行了熱
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普遍認
為，對話比對抗好，港人應抓住難
得的歷史機遇，各派政治勢力也應本
著對香港民眾負責的態度，在妥協中
求合作，使香港政治向著全社會期盼
已久的民主方向穩步前進。與會人士
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加大政改諮
詢檔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管道保證
香港民眾的知情權以及對政改發展的
瞭解程度，使香港社會對政制發展的

關注可以聚焦於政改方案，而非政治
紛爭。香港各界，也應該繼續廣泛溝
通，理性協商，以對話代替對抗，改
變香港政改停滯不前，原地踏步的窘
境。

如今的世界，是一個希望的世界。一
位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年輕參議員，
可以因為民眾對變革的希望，而成為
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我們也盼望，
香港的政治人物，可以因為香港社會
對民主政治持續發展的希望，推動香

港政制發展向前邁進一步。只有依靠
全社會的力量，團結合作，政黨與
政治人士才能跨越分歧，超越個人得
失，為全社會謀求最大權益。相信香
港各界一定能夠找出香港政改發展的
破局之道，使香港市民保有對未來經
濟繁榮、政治穩定、民主自由的香港
的希望，而不會再次讓香港市民品嘗
對政制發展因政治鬥爭而停滯不前的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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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海歸風采，匯學人生態
——海學聯官方網站全新改版 
海學聯官方網站已全面改版完成。新網站板塊更加清晰明朗、
內容更為及時豐富，亦包含各類分享模塊，希望切實為會員提
供交流的平臺。

歡迎您登陸官方網站www.amorshk.org獲取更多海學聯及在港

海歸相關資訊。

全球及中國的經濟形勢與香港未
來發展研討會
9月28日，海學聯常務副會長胡偉星教授代表本會出席了香港特
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在香港君悅酒店大禮堂舉辦的「全球及中國的
經濟形勢與香港未來發展」研討會，香港社會各界代表、內地及
海外駐香港各機構代表及政府高層官員等共有超過500名人士出
席該研討會。

最新動態

來香港已經七年，耳濡目染地融入香
港，更是開始與香港社會同呼吸、共
命運，自然而然，除了不得不關注的
股價和樓價之外，越來越多地會關心
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最近這段時
間，除了關心2012年諾亞方舟的船票
哪裡有賣之外，還關注了一下2012年
香港政改諮詢方案，心想萬一2012年
地球不毀滅，還是要在香港堅強地活
下去的。

上週六，一群內地背景、國外留學、
在港工作多年的海歸朋友以「居港大
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的名義搞了一個
政改論壇，名為論壇，實為聚會，在
酒店café，請幾位嘉賓，喝喝下午
茶，聊一聊「香港政改」這個在我們
頭腦中都有些不清不楚的問題。為我
們介紹香港政改的嘉賓有全國人大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慧珠大律師，以及
香港立法會的梁美芬議員。兩位嘉賓
都是律師出身，講話條理清晰，深入
淺出，聽完之後，我真是覺得收益匪
淺，對於香港基本法的來龍去脈，以
及政治制度改革的歷史和發展，有了
更加清晰的認知，為香港2012政改方
案投贊成票，我願意。

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際化都
市，作為擁有一定自治權利的特別行
政區，市民百姓們就好比坐在一輛飛
駛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車裏，進行政制
改革，就是要換汽車，甚至換司機，
其目的是好的，希望能夠在未來的
道路上跑的更快、更穩、更舒適。
誰都知道這麼做是有風險的，可能
換了一輛更差的汽車，也可能換了一
個酒駕的司機，當然，也可能換總比

不換強，美國人民不就說嘛，我們要
「Change」！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
誰也都知道的事實，換車換司機，也
得把現在開著的車減速、靠邊、停穩
了，然後問哪些乘客有興趣來做下一
個司機，接著要對申請做司機的人進
行技能測試、心裡測試、領導力測試
等，最後還要讓選出來的司機在停車
場裏把新造的車跑一跑，磨合磨合，
油門不行還得換零件，座椅不舒服還
得再設計，這樣開出去再上路的車和
司機，恐怕作為乘客的我們才能放
心。

但是，現在發生了一些狀況，極少數
乘客威脅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踩急殺
車，不然就要跳車，擺出一副不惜車
毀人亡的姿態，同時還要求每位乘客
一人一票選出來一位司機來開車，不
管此人會不會開。如果你是車上的一
位乘客，你會怎樣做呢？當然，在這
種時候，不能要等著乘客挺身而出，
司機、乘務員、甚至交通管理部門都
需要站出來履行責任，為車輛和乘客
的安全，付上120%的責任。因為，我
們是付了車錢的！

政改如換車，試好才放心上路    
《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12月21日
耿春亞   海學聯副會長

瘋狂的脫口秀
12月20日周日晚在深圳市民中心禮堂上演了一場瘋狂脫口秀，
演出嘉賓為海學聯理事胡野碧先生及深圳麻辣俏主播丫丫小姐。
一位是香港金融界知名投行的董事会主席，曾蔭權特首的智囊團
成員；一位是深圳十佳主持人，飛揚971電臺最熱辣的脫口秀節
目女掌門，兩位來自不同行業和背景的主持人在現場進行腦力激
蕩，掀起陣陣幽默的熱浪，現場氣氛high翻天，觀眾在歡笑之中
亦飽享智慧的盛饌。

耿春亞秘書長獲民政事務局局長
委任「香港公共事務論壇」成員
本會耿春亞秘書長，日前被香港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委任為「
香港公共事務論壇」成員，任期由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
30日。公共事務論壇（Public Affairs Forum）是香港特區政府根
據行政長官在2004年《施政報告》的建議，于2005年3月10日設
立，其設立的目的是收集香港中產階級人士對本港政治及公共事
務的意見，并向行政長官及政府施政提供建議，目前該論壇約有
500名官方委任成員。公共事務論壇網址：www.forum.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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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掠影

海學聯隆重舉行六十週年國慶慶祝晚會
9月26日晚，海學聯六十週年國慶慶祝晚會，在南洋酒店隆重舉行。本次晚會以「迎中秋，慶國慶」為主題，文藝節目精
彩紛呈；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因此這次慶典與往屆相比規模最大，參加者以海學聯骨幹成員為主，包括來
自香港各大學的教授；香港各大傳媒和鳳凰電視著名主持人；香港商界、金融界精英；香港文化、攝影界名人等。近百人
齊聚一堂，共襄盛事。 

晚會一開始全場起立，高奏國歌。 海學聯會長閻洪教授首先發表國慶致詞，他回憶中國人民走過六十年滄桑坎坷、风雨艱
辛, 以及迎來了六十年迅猛發展、巨變騰飛。他表示，新中國成立六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來之不易, 海
學聯在未來會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的建設和發展事業。 

中文大学林琿教授等幾位海學聯會員還分享了自己當年上山下鄉的經驗以及在海外留學的奮鬥歷程，每一段的故事都辛酸
和艱難，都與國家發展步伐息息相關，從貧困、動亂到改革開放，記憶伴隨著國家的成長。過去幾年，海學聯每年暑期都
會組織會員去中國西部參觀交流，很多會員用自己的鏡頭拍攝了祖國大好河山的美麗風景、文化風情。晚會上，頒發「光
影神韻——海學聯第2屆攝影比賽獎項」，並設拍賣環節，還有歌唱演出，美妙的歌聲表達了海學聯全體會員對新中國60
歲生日的無限祝福。

2009年12月25日至28日

本屆專才團由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與居港大陸海外
學人聯合會組織召集，團員共計107人，囊括海歸居港
的學術、金融、科技、法律及其他專業屆別的優秀人
才，以及留學香港的優秀學子。

專才們與來自30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800名留學人員相
聚廣州，在電子資訊、生物科技、先進製造、環保能
源、現代服務和國際政治經濟等六大領域瞭解了祖國
各地的發展狀況，接觸了近5000個高層次崗位的人才
需求，更有人才獲邀赴廈門、珠海、江陰等城市進一
步洽談。

游珠江、觀花都、訪高科技圓、探回國發展機會、交
朋友、識夥伴……與會代表滿載而歸，更待明年留交
會再相逢。

香港海歸專才組團參加第12屆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

在海學聯理事賈倍思和張岩峰的大力推動下，11月27日晚海學
聯會員一行數人參加了香港佳士得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2009秋季拍賣會的預展，第一站參觀的是玉器瓷器館，會員們
跟隨理事賈倍思教授，按照瓷器的年代先後，觀賞了從元代晚
期的青花瓷器到清代晚期的景泰藍瓷器，瞭解了從青花瓷、鈾
裏紅鈾瓷，到五色鬥彩，再到粉彩的發展過程和相互間的差異
關系，這些精美的瓷器令會員們嘖嘖稱奇，大開眼界。

而在中國傳統書畫展館，會員們欣賞了古代名人名家的字畫以
及近現代書畫，這些作品相互輝，體現了是中國傳統文化精
髓的延續和傳承。除了內容較為嚴肅的傳統的山水植物、花鳥
魚蟲，展品中也不乏一些詼諧幽默之作，譬如黃永玉的《貓頭
鷹》和《野豬小品》等作品。

一年兩次的佳士得香港拍賣會參觀活動，在連續舉行了多次之
後，已經成為海學聯日常藝術活動的「例牌」，也總能吸引到
一群喜愛藝術的朋友匯聚到一起，相互探討學習藝術品的鑒賞
知識並各抒己見。而本次拍賣會的拍品超過2000件、總估值達
10億港元，包括古代中國書畫、傳統工藝品、東南亞地區當代
藝術品、頂級珍貴名酒、華麗珠寶以及精緻名表等多個類別的
收藏珍品。

2009 佳士得秋季香港拍賣會
2009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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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這一天，上帝正在天堂上打盹，突

然聽到地球上傳來喧鬧聲，睜眼一看，

原來是人類聚集在一個地方嚷嚷著要一

致行動來改變地球的氣候變化。上帝一

聽笑了，改變地球的氣候變化？那是我

的事啊，你們改得了麼？再說了，你們

人類啥時候一致行動過啊？

人類可以改變地球的氣候變化趨勢麼？

如果可以，人類應該如何來做？這個問

題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科學的範疇，成

為科學、政治、經濟、道德價值觀等多

個領域交織在一起的問題，從而也是難

以簡單回答的問題。我們先拋開人類的

政治、經濟因素不談，從科學的角度看

一看這個問題。 

首先，全球氣候暖化是客觀事實麼？如

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可以就

此打住，不用談了。不幸的是，大量科

學證據表明這是客觀事實，現在地球大

氣層的平均溫度高於歷史上大部分時間

的平均溫度，地球處於相對溫暖的階

段。在過去100年，地球平均氣溫大約

上升了1度，見下圖（1961-1990的平

均溫度為基準0）。

這種溫度升高的趨勢會繼續麼？讓我

們來看看更長的歷史上地球氣溫的變

化，見下圖（1961-1990的平均溫度為

基準0）。在地球的歷史上，大部分時

期是冰河期，溫度比較低。過去 45 萬

年間，一共發生了五次間冰期，以歷史

上幾次間冰期的溫度標準來說，現在的

溫度又屬於正常。歷史上的溫度高點比

現在要高出2-3度。這一次的間冰期比

往常要長，而且比較穩定，而人類就是

在最近的這一次間冰期中，靠著這種穩

定溫暖的氣候，發展出了農業和現代文

明。

從地球的歷史來看，在有人類以前，地

球已經經歷了幾個週期的溫度變化。看

來除了人類以外，還有其他重要的自然

因素影響著地球的氣候變化，比如有人

認為是太陽輻射的週期變化。但也有人

認為，這一次和以前都不一樣，這一次

有了人類的因素，人類的活動會使全球

氣候暖化嚴重惡化並能夠持續下去。 

那麼，這一次的全球氣候暖化是人類活

動造成的麼？如果不是，而是人類以外

的因素導致了這一次全球氣候暖化，人

類基本無能為力，可以就此打住，不用

談了。有些科學家認為是。理由是人類

活動導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而溫

室效應導致了全球氣溫升高。 

但是這個觀點在科學界仍有爭論。有科

學家認為，在大氣層中，由水蒸氣造成

的溫室效應占95%，二氧化碳對於溫室

效應的總貢獻僅為3.62%。另外，二氧

化碳在大氣裏的含量大約是370ppm，

其中自工業化以來，人類燃燒石化燃料

大概使二氧化碳增加了12ppm。因此

實際上人類活動對全球溫度的影響非常

有限。 

當然，這不是當今科學界的主流觀點，

現在的主流觀點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增

加和溫室效應是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

既然全球暖化這個問題是人類搞出來

的，那麼人類就應該想辦法解決。而正

因為此，人類現在在討論如何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來遏制地球溫度的進一步升

高。 

為了使地球未來溫度升高不會超過2

度，從而保障地球的安全，人類的目標

是在202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減少到440

億噸，2050年減少到200億噸。現在估

計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大約有470億

噸。如何實現長遠的減排目標呢？就要

依賴於全人類的一致行動了。那人類這

一次會一致行動麼？ 

上帝歎了口氣，搖了搖頭，估計不會。

佳文共賞
人類能改變地球的氣候變化麼？
作者：王永  海學聯理事

沁園春
己醜中秋夜
葛惟昆  海學聯名譽會長 
   
皓月當空，夜幕幽幽，遐思無窮。 
念蒼茫宇宙，渺然無垠；時光荏苒，無始無終。 
人生苦短，匆匆過客，誰寫千秋萬古風？ 
猶未老，懷壯志圖酬，不減豪情。 

歷史大劇恢宏，歎艱難時勢造英雄。 
展英才大略，威武奇雄；運籌帷幄，千里決勝。 
滾滾洪流，勢如破竹，沉舟病樹不足憑。 
真風流，必隨波逐浪，秀舞長空。 

附注：
時值祖國六十華誕，舉國歡慶。然亦嘗聞怨恨之詞，或囿於私憤偏見、
或拘泥細枝末節。須知歷史大潮，既有主流澎湃，也難免傷及無辜；古

有秦皇一統，近有法國革命。宜大處著眼、開拓胸懷，與時代共。

浪淘沙 龍人正道：
六十周年國慶有感
2009年9月26日

劉建華  海學聯會員  

留洋學子驕，異國爭豪。
香江故土領風騷。 
古韻今潮屬東方，華夏首翹。 

正奇皆是招，依勢則高。 
坦然滄桑依運繞。 
天涯海角總歸祖，龍人當道。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第9座G05A單位

電話：852-35830186  
傳真：852-30139857
電郵：secretariat@amorshk.org
網站：www.amorshk.org

設計製作：
巔峰傳媒有限公司
8848 Media Limited

電郵：info@8848media.com
電話：852-81982438

海學聯理事 王永   

海學聯名譽會長 葛惟昆

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