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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國際級諾貝爾獎學人、中聯辦多部門領導、香港政商要員及各界精英參與

亞洲知識峰會香港圓滿舉辦成功
由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和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的亞洲知識峰會，2月25至27日
在香港順利展開及圓滿舉辦成功，香港歷史上首次兩位諾貝爾得主一起做論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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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國際宗教領袖如意白瑪奧色法王和殿堂級藝術家張鐵林院長同場參與，四位領袖
歷史性聚會震撼亞洲；活動開創了香港歷史性先河，邀請到諾貝爾獎得主艾達尤娜
特教授和根岸英一教授，國際宗教領袖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和中國著名藝術家張鐵
林院長主講。四位領軍級人物從科學創新、技術發展、宗教哲學、文化藝術四大方
面舉辦聯合論壇。為期三天的峰會，以全部免費的多元化方式精彩呈現，並且透過
網上直播至互聯網，覆蓋全港百餘所中學和青年人。

■四位主禮嘉賓在主禮台上合影（左起）：如
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艾達尤娜特教授、根岸英
一教授及張鐵林院長。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永遠榮譽院長根岸英一教
授（右）頒授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委任
狀予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左）
。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張鐵林、朱全華、鍾樹根、鄭松岩等於酒會中合影

■嘉賓於酒會中合影，左起：葉毅生（左二）
、
羅民念、陳其富、張鐵林、如意寶白瑪奧色法
王、鄭松岩（右四）
、張耀成、葉毅邦、邵偉賢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永遠榮譽院長艾達尤娜特
教授（右）頒授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董事委任狀
予張鐵林（左）
。

■嘉賓於酒會中合影（左起）：鄭松岩（左
一）
、李演政（左四）
、張鐵林（左五）
、如意寶
白瑪奧色法王（左六）、朱全華（左四）、楊凱
程（左二）
、張俊勇。

■前排左起：石井哲也、張錦輝、葉樹榮博
士、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廖湘琨博士、吳克
儉、根岸英一教授、艾達尤娜特教授、邊陳之
娟博士及史記卡爾尼。

「諾貝爾獎學人晚宴」 激發思想智慧交流 燃點文化創意花火
25日第一天，「諾貝爾獎學人 於董事局校董，並親自揮毫致送予亞洲管 主、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永遠榮譽院長艾達 創院院長廖湘琨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2月 晚宴」匯聚國際級諾貝爾講學 理學院和兩位諾貝爾獎得主。
尤娜特教授；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 陳新滋教授；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施雅德
人、中聯辦多部門領導、香港政商要員及
各界精英400餘人，共同激發思想智慧之
交流，燃點中西文化合璧之創意花火。亞
洲知識管理學院迎接新一屆董事局成員，
諾貝爾獎得主艾達尤娜特教授和根岸英一
教授作為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董事局永遠榮
譽院長，為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頒授董事
局榮譽院長。著名藝術家張鐵林院長授聘

「諾貝爾獎學人晚宴」主要嘉賓：聯合
國南南交易峰會特邀專家、世貿聯合基金
總會創會主席、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
長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世貿聯合基金總
會榮譽主席兼形象大使、廣州暨南大學藝
術學院院長、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董事張鐵
林；諾貝爾獎得主、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永
遠榮譽院長根岸英一教授；諾貝爾獎得

■各嘉賓於酒會中合影（左起）：溫悅球、李明、莫錦強、葛珮帆、楊小嬋、李薊
貽、張鐵林、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李慧 、王小靈、陳晴、朱全華、桂嵐、謝偉俊
及關俊華。

員、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李慧 ； 教授；公開大學副校長黃錫楠教授；香港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主席、世貿 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香港國際關
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陳晴；以色列駐華 係學者沈旭暉教授；天津市政協委員、世
大使史記卡爾尼；日本副領事石井哲也； 貿聯合基金總會名譽主席兼資訊科技委員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全國政協委員、世貿 會顧問陳其富；江西省政協委員、北京青
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社 聯副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名譽主席張
會服務基金主席溫悅球；中聯辦九龍工作 俊勇；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名譽主席、紫金
部部長何靖；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巡視員謝 礦業董事長楊凱程；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第
偉民；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 一副主席兼秘書長、中銀香港副總經理鄭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莫錦強；中聯辦 松岩；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常務副主席兼資
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楊小嬋；中聯辦九龍工 訊科技委員會主席、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
作部副部長王小靈；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 司執行董事葉毅生博士；世貿聯合基金總
巡視員桂嵐；中聯辦協調部處長李明；立 會副主席葉毅邦博士；世貿聯合基金總會
法會議員、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名譽主席葛 （美國）秘書長張鑫麒；國家一級演員、
珮帆博士；立法會議員、世貿聯合基金總 文化部十傑青年劉玉婉；全國青聯委員、
會名譽主席鍾樹根；立法會議員、世貿聯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義務法律顧問陳露博
合基金總會名譽主席謝偉俊；立法會議 士；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世貿聯合基
員、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常務院長黃定光博 金總會愛心大使楊一；朱德公益基金會副
士；朱德公益基金會執行主任朱全華；知 主任周彥；福建省政協委員、世貿聯合基
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金總會副秘書長、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創

會會長羅清源；福建省政協委員、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勇生；博愛
醫院主席張伍翠瑤；南洋商業銀行執行董
事兼副總經理、國際信息系統審計協會(中
國香港分會)會長陳思明；國際青年商會香
港總會會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長
關俊華；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長葉樹
榮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邊
陳之娟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常務副院
長胡本仁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常務副
院長蔡榮星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常務
副院長文肇偉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常
務副院長姜延良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常務副院長沈洋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副院長梁耀霖博士；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副
院長熊宏海博士及香港才子陶傑等。

各界領袖學子對話 分享科研成果經驗

2月26日第二天，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與張鐵林
院長主講的「佛學與科學演講論壇」於香港科技
園進行。科學技術的沿革發展與開拓創新，與人
類的成長進步息息相關。長期以來，佛法的真實
教義並未普及與眾，受到了封建迷信思想傳播的
影響。將佛教本質的宣導引領和健康效應，正代
表 人類文明進程與文化未來，更有效的提高青
年一代的國民素質和道德的力量。論壇以圖文視
頻解說和現場交流互動的方式，引領香港高校的
青少年通過現代科學的普及性和重要性，探討和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左）與張鐵林院長（右） 研究佛學與科學，從不同視野和角度帶來更深刻
分別從科學的角度及從演藝事業吸取豐富的人生 和嶄新的認知。
經驗，輕鬆生動地一一解答現場的提問。
「佛學與科學演講論壇」主要嘉賓：聯合國南南
交易峰會特邀專家、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創會主席、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兼形象大使、廣州暨南
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董事張鐵
林；全國人大代表、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
委員會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陳晴；世
貿聯合基金總會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中銀香港副
總經理鄭松岩；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校長莫仲輝及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主席陳晴(站 )在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校長郭民亮。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邀請下成為首位發問嘉賓。

■科技園高錕會議中心座無虛設，出席人數近三百人。

■張鐵林院長與出席交流會的近兩百位
年青人祝酒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左）與張鐵林
院長（右）於交流會上暢談人生。

■前排左起：鄭君旋、邵律、李薊貽、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張鐵林、楊德斌

■（左起）李薊貽、如意寶白瑪奧色法
王、陳晴、張鐵林、王小靈。

2月27日第三天，由兩
位諾貝爾獎得主艾達尤娜
特教授及根岸英一教授主
講的兩場「諾貝爾獎學人
青年講座」。透過近距離
的交流對話與各界領袖及
香港學子一同分享其科研
成果及個人經驗，傳遞諾 ■諾貝爾獎學人青年講座
貝爾精神，為香港灌輸正能量。以諾貝爾獎得主 極作用。
「皇阿瑪張鐵林暢談人生」交流會主要嘉賓：
的現身說法，聆聽他們的追夢故事，鼓勵青年人
用夢想跨出改變世界的步伐，牢固和樹立遠大理 聯合國南南交易峰會特邀專家、世貿聯合基金總
想。借此引導廣大青年堅持艱苦奮鬥，以自立自 會創會主席、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如意寶
強的精神擔當起國家未來發展的重任，為中國的 白瑪奧色法王；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兼形
科學技術發展做出貢獻。在「皇阿瑪張鐵林暢談 象大使、廣州暨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亞洲知識
人生」的演講中，來自新港青年會的百餘名在港 管理學院董事張鐵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
留學就業的內地青年與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和張 員會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席陳晴；中
鐵林院長展開了熱烈的交流與互動。法王和張院 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中聯辦九龍工作
長分別就中港融合、人生價值、理想信仰、社會 部副部長王小靈；香港科技園副總裁、世貿聯合
發展等多方面進行了積極而有效的宣導與分享， 基金總會資訊科技委員會顧問楊德斌；原九龍總
並且希望兩岸青年在共同體認中華悠久文化中積 商會理事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長鄭君
累共識，在共同傳承中華優秀文化中增進感情； 旋；香港青聯科技協會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
希望兩岸青年精英在創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層 資訊科技委員會副主席楊全盛；世貿聯合基金總
次、探索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出有益探索、發揮積 會青年部副主席、新港青年會副主席喻濤等。

■主禮嘉賓，前排左起：莫仲輝、陳晴、張鐵林、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
陳勇、鄭松岩、郭民亮。

■前排左起：李薊貽、邵律、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張鐵林。

■中排左起：陳晴、劉玉婉、如意寶白
瑪奧色法王、張鐵林、楊德斌、邵律。
後排左起：鄭君旋、李薊貽、王小靈、
朱向。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前排左四）及張鐵林
（前排左五）與新港青年會副會長喻濤（前排左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前排左三）及張鐵林
二）及其他理事、嘉賓合影。
（前排左四）與年輕人合影。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坐左）與張鐵林院長（坐右）在演講會回答場內的發
問。司儀楊一（站）代表讀出問題。

■諾貝爾獎得主艾達尤娜特教授演講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中）與多位邀請嘉賓
合影（左起）：桂嵐、陳晴、謝偉民、王小
靈、楊小嬋及溫悅球。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如意寶白瑪奧色
法王致謝辭

■嘉賓合影（左起）：張俊勇、葉毅邦、莫錦
強、鄭松岩。

■嘉賓合影（左起）：羅民念、葉毅邦、葉毅
生、關俊華。

■嘉賓合影：楊凱程、李演政、陳勇生等。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張鐵林與眾嘉賓合
影。

▲▼張鐵林院長贈送親筆墨寶予諾貝爾獎得主艾
達尤娜特教授及根岸英一教授。

■張鐵林院長（右）贈送親筆墨寶予亞洲知識管
理學院，由常務副院長胡本仁博士代領。

■部分出席晚宴的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理事與諾
貝爾獎得主合影，後排左起：楊凱程、葉毅
生、鄭松岩、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根岸英
一、張鐵林、陳勇生、羅清源。

科學技術沿革發展 人類成長息息相關
■諾貝爾獎得主根岸英一教授演講

■嘉賓合影（左起）：陳露、楊一、周彥、張
鑫麒、李少霞、達吉及劉玉婉等。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邀請嘉賓與諾貝爾獎得主
合影

「諾貝爾獎學人青年講座」

「佛學與科學演講論壇」

■嘉賓合影（左起）：陳其富、葉毅生、羅民
念、張耀成、陳細明、陳煒國、鄭振華及王志
強。

■左起：蔡榮星博士、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及
何靖

如
意
寶
白
瑪
奧
色
法
王
：

代 ■中排左起：李薊貽、劉玉婉、王小靈、張鐵林、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邵偉賢、何
代 珍宜、葉毅邦。前排左起：馬瑞瑛、周愛嫻、陳露、曾德豐。後排左起：梁潔瑩、吳
逸儒、張鑫麒、沈朝陽、洪宏傑、江卓文、葉毅生、曾德松、劉佩思、曾寶 。
香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席、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表示，一
江 個多世紀來，無論香港政治風雲更替變換，行進之路跌宕起伏，始終激蕩 青年的聲
香港的發展。當前，香港的政治
青 音、青春的力量。一代代香江青年的拚搏奉獻推動
經濟和社會發展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機遇與挑戰，求穩定、求和諧、求發展已經成
年 為當前香港的主流民意。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加強香港與內地青年的交
重要的作用，凝聚更大力量推動兩岸
拚 流合作，對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諧，起
關係和平發展、共圓中國夢。青少年需要以諾貝爾及其獲得者所具有的責任、自信、
搏 智慧、勤奮、創新等精神，激勵青少年鍥而不捨的精神，愛國主義的精神和無私奉獻
奉 的精神，只有弘揚這種精神，廣大青年才能激發出經久不息的奮鬥熱情，中國青年才
獻 能獲得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亞洲知識峰會的主旨是針對香港青年一代的教育與未
來，理想與創新的實踐活動。青年是重要的國家力量，為青年參與創造便利條件，是
推 社會平等和進步的重要標誌。諾貝爾精神「創新、求實、獻身」，鼓勵科學創新和年
動 輕人首創權與中華民族理念文化的融合發展，將有力地帶動香港青年成為社會的中堅
力量。豐富青年的參與方式，擴大青年的參與範圍，提高青年的參與水平，使發達國
香 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青年都真正成為全球化、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港 近日舉行的亞洲知識峰會結合了科學技術、宗教文化、道德傳承發展等多方面，普
發 及了中華優秀文化和人類文明成果，這正是現代青少年在成長經歷中需要正確了解和
認知，樹立正確意識的重要方面。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青年的命運就
展 是中華民族的命運，青年的未來就是國家的未來。人類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
明全面發展，把道德文化建設、科學理論創新思維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全社
會形成講誠信、講責任、講良心的強大輿論氛圍。廣大青年才能朝 正確方向奮勇前
進，中國青年才能沿 正確道路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