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Ed Royce之代表頒授美國國會及加

州合桃市表彰給世貿基金成員

■美國加州參議員Bob Huff和余胤良博士頒授加州參議院表彰給世貿

基金成員

■美國加州立法會議員Curt Hagman頒授加州立法會表彰給世貿基金

成員

■美國加州參議員Ed Hernandez之代表頒授加州參議院嘉許狀給世貿

基金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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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美國洛杉磯新春行

美國新春展望會

「世
貿聯合基金總會(歐美)—美國新春展望會」於美國洛杉
磯隆重舉行，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加州參議員、洛杉磯

市市長等20餘位民選官員出席並頒發賀狀，美國知名僑領、兩
岸三地企商界精英人士、各國分會代表，300餘人共襄盛舉。

晚宴上，回顧了美國分會2013年成立至今的大事記。其中包
括，有效推動中美經貿交流的世貿聯合基金總會2013年春茗晚
宴；600餘人到場祝賀的基金總會（美國）成立大典；以多元化
方式成功舉辦基金總會12周年慶典；引導正能量新風尚潮流的
全球大型巡迴演講論壇；2014年發展計劃年會；推動香港成為
國際資訊科技產業的樞紐的資訊科技委員會晚宴論壇；開創了
歷史性先河的亞洲知識峰會，四位領袖級人物首聚香港：由諾
貝爾獎得主艾達尤娜特教授、根岸英一教授、國際宗教領袖如
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和殿堂級藝術家張鐵林院長，從科學創新、
技術發展、宗教哲學、文化藝術四大方面聯合論壇。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致辭表示，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自古就是世界文化歷史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也
是世貿組織尋求穩定發展、互利互榮的精神所在。通過精神與
物質結合的多元化活動交流，基金總會將「和平、博愛、希望」
的理念達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推廣新階段。新的一年
裡，將在經貿合作方面持續促進中美互聯作用，成為互助互益
互補的有效溝通管道。將繼續促進香港以至國內外在資訊應
用、科技產品和服務創新方面作出更加有益的探索，創建其重
要的合作與交流平台。將更廣泛的展開慈善事業的進程，在深
入各國地區民眾和走訪弱勢群體的同時，在澳大利亞等亞洲地
區更進一步開展公益專案，並在2015年聯合國千年計劃到來之
際，為新一步的發展制定更加完善的方針。

第一副主席兼形象大使張鐵林院長和執行副主席聶澤英分別致
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長楊禕晨、基金總會愛心大使李慧
玲、陽蕾、琪琪格擔當主持。由可愛的少兒們表演民族舞蹈，琪
琪格和陽蕾也分別獻唱，現場還進行了別開生面的抽獎活動，大
獎為法王監製的鑄金千足財神，使晚會氣氛推到高潮。

會晤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
訪美期間，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與中

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副總領事孫偉德、文化參贊車兆和進行會
晤。副總領事孫偉德表示，洛杉磯在中美貿易中發揮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去年中美兩國間的貿易總額達到5000億美元，其中
超過30%是通過洛杉磯地區實現的。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在美國
成立以來，更有效地持續推動中美貿易往來與交流，為中美間
的經貿活動作出極大的貢獻。並對基金總會此次於美舉辦的系
列活動給予了極高的肯定，表示將繼續支持和參與基金總會未
來的活動。

文化參贊車兆和表示，經貿和文化是中美間 重發展和交流
的環節，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在經貿和文化間的並行發展，是中
美和諧發展的全新的突破，是未來發展的新模式和新潮流；同
時希望基金總會更多地參與美國當地的經貿活動，更廣泛地開
展文化交流活動。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表示，世貿對全
球極具重要性。中美是世貿對抗保護主義和貿易歧視，使較貧
窮和弱勢地區脫離經濟困境的核心力量。相信在中國駐洛杉磯
總領館的支持與合作下，基金總會將會更多元化地展開於美的

經貿文化活動，為中美乃至世界的繁榮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探訪全球最大老人中心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是宣導「世界大同、人間和美」的踐行

者。2013年成功於美舉辦「世界和平祈禱大會」，進行了慈善千
人宴、慈善演唱會、慈善敬老等系列活動；在港主辦了破健力
士紀錄的3萬多人新春盆菜宴和多場千人盆菜宴；長期資助青
海、四川等地數百位孤兒，支援幫助貧困殘疾人士；首批救助
200餘隻流浪狗，並對患有狗疾的流浪狗進行救治護理；第一時
間給予受災地區物資救助和心理輔導，幫助重建家園。

本次，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於全球最大的老人中心—洛杉磯天
使公寓進行新春慰問活動。天使公寓匯集了全美各種族、1800
餘戶的60歲以上老人居住，基金總會代表團的到來，受到了500
餘位華裔長者的熱烈歡迎。公寓負責人為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
法王、第一副主席兼形象大使張鐵林院長頒發表彰證書；公寓
合唱團獻歡迎歌的同時，為主要來賓獻花。

基金總會一行20餘人為每位長者派發了象徵無限祝福的新春
吉祥米，安排了豐富的抽獎環節。愛心大使們獻上了精彩紛呈
的節目，北京電視台主持人李慧玲和陽蕾主持活動，著名蒙族
歌手琪琪格和著名青年歌手陽蕾獻唱；親善大使中國東方歌舞
團國家一級演員劉玉婉與形象大使張鐵林院長的合唱，贏得了
現場掌聲不斷。活動在祥和愉悅的氛圍中落下帷幕，長者們久
久不願離去。法王特別承諾，下次赴美時會再探訪天使公寓，
並捐助一套音響設備改善現狀。

2014年羅省秉公堂春茗
2014年羅省秉公堂春茗晚宴，來自奧克蘭、波特蘭、西雅圖

等美洲13個支堂元老前來慶賀，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作為羅省
秉公堂最高榮譽顧問受邀出席。當晚在加州蒙特利公園市NBC
海鮮酒樓舉行的春宴席開33桌，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處長令狐
榮達、洛僑中心主任丘昌生、副主任莊博智、中華會館四大首
長等南加地區政、商、僑界代表與鄉親共逾300嘉賓共襄盛舉。

羅省秉公堂主席馬培道表示，秉公堂有128年歷史，最早是洪
門子弟創立的革命團體，先賢也曾支持辛亥革命。副主席聶澤
英也透露，新春之際舉行春宴是海外僑民不忘故土，維持傳統
的表現。傳統僑社正經歷 新老交替，吸納年輕賢才將是未來
秉公堂的主要任務之一。

在慶祝春茗之際，最高榮譽顧問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將親自
監製的千足鑄金孫中山金像贈予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和13個支
堂，將千足鑄金壽桃贈予羅省秉公堂元老伍韋亨，並將財神金
像致送予13個支堂元老代表。

日前，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

一行在美國洛杉磯舉辦了「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歐美)

—美國新春展望會」、「新春慈善敬老慰問」等系列

慈善活動，與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進行會晤，受邀出

席了羅省秉公堂春茗晚宴等文化交流活動。受到了美

國國會、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加州參議員、洛杉磯

市市長、新老僑僑領等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國會議

員、州議員及市長等頒發賀狀予如意寶白瑪奧色法

王、張鐵林院長和劉玉婉等世貿基金總會成員。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美國新春展望會
出 席 名 單

■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

法王致辭

■第一副主席兼形象大

使張鐵林院長致辭

■美國加州參議員

Bob Huff致辭

■美國加州參議員

余胤良博士致辭

■ 公 寓 負 責 人 為 主 席

如 意 寶 白 瑪 奧 色 法 王

頒發表彰證書

■公寓負責人為第一副

主席兼形象大使張鐵林

院長頒發表彰證書

■賓主合影：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前左8)、江珍妮(前右8)、張鐵林(前左7)、聶澤英(前右7)、劉玉婉(前左6)、伍偉亨(前右6)、Bob Huff(前左5)、蘇王秀蘭(前

右5)、黃維剛(前右4)、陳贊新(前右3)、Vivian Romero(前左1) 等出席美國新春展望會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一行在探訪全球最大的

老人中心期間合影

■前排左起文化參贊車兆和，第一副主席兼形象

大使張鐵林院長，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副

總領事孫偉德，親善大使劉玉婉；后排左起愛心

大使琪琪格，秘書長張鑫麒，副秘書長楊禕晨，

愛心大使陽蕾、李慧玲，常委沈朝陽

■羅省秉公堂主席馬培道、最高榮譽顧問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和來自奧克蘭、波特蘭、

西雅圖等美洲13個支堂元老等在春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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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創會主席、聯合國南南交易峰會特邀專家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
美國加州參議員余胤良博士
美國加州參議員 Bob Huff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Ed Royce之代表加州核桃市
市長蘇王秀蘭
美國加州參議員Ed Hernandez 之代表加州柔斯密市前嘉偉校
區主席 江珍妮
加州蒙特利公園市市長 黃維剛
加州蒙特利公園市議員 陳贊新
加州蒙特貝羅市市議員 Vivian Romero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第一副主席兼形象大使、中國暨南大學藝
術學院院長 張鐵林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常務副主席 聶澤英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主席 伍偉亨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主席 張自豪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主席 馬培道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主席 蔡啟光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主席 蔡成華
中華會館顧問 譚汝熙
中華會館顧問 陳健邦
中華會館顧問 黃堯政
聖谷林肯俱樂部主席 何美湄
美國軍事學院總統任命客席董事 Bob J. Archuleta
蒙特貝羅市聯合學區教育委員 Hector A. Chacon
艾爾蒙地高中學區董事Maria-Elena Talamantes
民選官員協會創會會長 黃趙企晨
美國洛杉磯和統會會長 劉健民
越華會聚義堂堂主 招銘棋
中華福僑會會長 胡卓球
龍鋼公所元老 劉子鎮
龍鋼公所元老 關崇律
加聯醫療網總裁 林樹鴻
洛杉磯著名律師 林玉森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秘書長 張鑫麒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常務副秘書長 羅淑珍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長 賈韻珍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親善大使、中國東方歌舞團國家一級演員
劉玉婉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愛心大使、北京電視台主持人 李慧玲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愛心大使、北京電視台主持人 陽蕾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愛心大使、中國著名蒙族歌手 琪琪格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長 楊禕晨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長 耿新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常委 沈朝陽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老年中心主任 徐象天
美華總會秘書長 李立
江蘇經貿文化聯合會長 王勝生
華僑商務交流協會會長 呂芳哲
美國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學會會長 周媄媄

版面有限、未能盡錄。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率團　政府及僑界高度重視

■羅省秉公堂主席馬培道、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和來自奧克

蘭、波特蘭、西雅圖等美洲13個支堂元老等在羅省秉公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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