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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僑聯青委辦兩地創業法講座 港基愛心粽贈獨居長者

澳
門
龍
舟
競
渡

標
準
龍
澳
博
稱
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吳靖澳門報道)由澳門體育發展局和中
國澳門龍舟總會主辦，民政總署及行政公職局協辦的「2015
澳門國際龍舟賽」，14日於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順利舉行，
澳門賽標準龍公開組及女子組500米經一輪角逐後，最後分別
由澳博金禧及澳門青華文娛體育會稱王封后。
「2015澳門國際龍舟賽」上演多場好戲，矚目的標準龍公

開組激戰連場，最後總決賽階段，甫起步澳博金禧、澳門美高
梅與消防局一直緊守前三甲，進入400米澳博金禧稍為帶出，
隨後的消防局、加義體育會與澳門美高梅步步進逼，最後100
米澳博金禧開始甩開其他隊伍，結果順利以1分58秒繼小龍後
於標準龍公開組封王。
賽後，澳門體育發展局局長戴祖義、立法會議員梁安琪、中

國澳門龍舟總會理事長鍾漢權、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
黃有力等出席了頒獎儀式。

端午龍舟競渡加文藝表演
經過兩日激烈賽事後，6月20日端午日將上演澳門大學生邀

請賽及澳門國際龍舟邀請賽。多支實力強勁的隊伍，包括衛冕
邀請賽公開組冠軍的印尼隊、女子組冠軍的南海九江隊及中國
澳門代表隊、還有來自天津、中國香港、美國三藩市、菲律
賓、葡萄牙、泰國的隊伍將同場角逐，爭奪殊榮。
此外，為提高賽事氣氛，主辦單位將於端午日邀請多個澳門

民間團體進行文化藝術表演，並以大巡遊活動形式向市民獻
技。表演節目集合了不同形式的舞蹈、音樂、步操、魔術和雜
技，讓觀眾在觀賞龍舟競渡之外，同時感受澳門多元的文化旅
遊娛樂元素，歡度端午佳節。

兩岸青少年基金赴海峽論壇
姚志勝率團 李堅怡盧金榮同行 獲俞正聲會見

此次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代表團
成員包括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

會長姚志勝、中聯辦台務部副部長李堅怡，香
港菁英會候任主席盧金榮等一行人。論壇期
間，姚志勝獲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的親切會見，全體團員獲邀出席海峽
論壇大會。

林軍提兩岸僑聯合作三建議
代表團還參加了2015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及

圓桌峰會。中國僑聯主席林軍在致辭時就推進兩
岸僑聯進一步合作發展提出三點建議：引導兩岸
僑界同胞凝心聚力，為「一帶一路」建設發揮獨
特作用；團結兩岸僑界同胞同心同德，鞏固和發
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加大兩岸青年
交流合作的力度，為青年一代實現人生夢想搭建
廣闊舞台。
姚志勝表示，兩岸民間基層的深層次交流與

合作是實現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條件，具有重
大意義。他指出，要進一步加強兩岸青少年的

各項交流，促進兩岸青少年文、科、教、體等
方面的交流。他認為，加速推進兩岸青少年交
流活動，對實現「兩岸和平發展」具有深遠的
意義。

信仰文化宗親文化促兩岸互信融合
「海峽兩岸血同緣、書同文、語同聲，應充分

發揮地緣、血緣、親緣的優勢，要圍繞兩岸共有

的信仰文化、宗親文化等方面進行，促進和增進
兩岸文化、經濟和青少年人士的政治互信和情感
融合。」姚志勝認為，「九二共識」是兩岸建立
互信的基礎，是兩岸關係的寶貴資產，只有認同
「九二共識」，堅持「九二共識」，才能為台灣
海峽開太平，為兩岸人民謀幸福。可以說，中共
十八大為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刻畫出宏偉藍
圖，描繪出美好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

道）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

日前由會長姚志勝率團，赴福建省廈

門市參加第七屆海峽論壇。作為兩岸

最大的民間基層交流互動平台，本屆

論壇以「關注青年、服務基層」為主

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子京)香港僑界社
團聯會青委會日前假灣仔會展中心舉辦
內地與香港系列法律講座，以「兩地創
業法務須知」為主題，邀請香港資深執
業律師王楚雲和暨南大學副教授宋耀紅
主講。中聯辦協調部部長高級助理艾志
鴻，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青委會
主任廖宇軒等出席。

余國春向青年提出3點希望
余國春致辭，向在座青年提出了3點

希望：一是把握國家「一帶一路」發展
戰略帶來的大好機遇，開拓事業，努力
為推動國家和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作出
貢獻；二是不斷擴大視野，應有寬闊的
眼光，看到內地的商機，並關心國家、

關心香港，參與到國家發展的大藍圖
中，實現自我提升；三是發揚香港人勇
於拚搏、堅韌不拔的獅子山精神，面對
困難要有信心，鍥而不捨。
余國春並呼籲青年人應為6月 17日

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決議案表
決站出來發聲，為香港政制前途凝聚
正能量，努力推動香港社會發展作出
貢獻。

廖宇軒：助青年認識「一國兩制」
廖宇軒介紹，自2013年來，青委會已

連續舉辦了3屆「內地與香港法律講
座」，就青年人關心的「婚姻法」、
「合同法」及「創業法務須知」等課
題，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解。他表

示，青委會的工作旨在幫助青年人深入
認識「一國兩制」，進一步了解內地與
香港的法律異同，促進青年人事業、家
庭等多方面發展。
鑑於現今市場競爭激烈，內地市場龐

大，創業者要能認識和了解內地與香港
法律制度的差異及最新的投資政策及程
式，方能突圍而出成功於內地開展業
務，王楚雲律師講解了兩地創業和經營
的重要考慮事項和常見法律違規問題，
宋耀紅教授則向香港青年人生動地介紹
了內地的投資環境，指導創業者如何善
用「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和挑
戰，成功開拓商機。
當日，34個青年團體及其會員逾200

人參加講座，受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子京)端午佳節將至，港
基愛心義工隊日前探訪馬鄭淑英安老院，並在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安排下，
探訪約40戶獨居長者，令獨居老人及安老院的
長者感受到社區的關愛及節日的氣氛。
活動當日，港基愛心義工隊獲安排探訪李鄭屋

邨的獨居長者。探訪前，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
心的社工教導港基義工一些與長者相處技巧及需
注意事項，包括了解服務對象需要，再以兩人為
一小隊的形式進行探訪，並送上愛心粽子。
港基愛心義工隊在探訪馬鄭淑英安老院時，

除為現場50多位長者預備精美茶點外，亦準備
一連串精彩遊戲節目及大派禮物，與在場「老
友記」提早慶祝端午節。
由於部分獨居長者缺乏社區支援，亦有長期

病患者或缺乏家人照顧，極需要別人關心及渴望
跟別人傾談。港基愛心義工的探訪令他們都很高
興。義工一句親切問候及一份小禮物，已讓長者
感受到社區的關愛。他們樂意分享自己生活上的
瑣事，雖然只是短暫的相處，港基愛心義工已盡

量發揮敬老、愛老和服務社群的精神。
港基愛心義工隊成立至今10周年，將籌辦一

系列慶祝活動，當中包括於7月11及12日舉辦
的「港基30周年暨義工十載愛心賣物會」，為5
間慈善機構—麥當勞叔叔之家、信義會、明
愛、扶康會及匡智會籌募經費，以幫助更多有
需要人士。

父親節將至，梅港青年交
流促進會會長張宏基(右一)、
主席巫辰冬(左三)、副主席何
嘉明(左一)、秘書長謝惠玲
(左二)，日前率多名義工到葵
青區葵盛東邨探訪獨居長
者。長者高伯伯更與義工們
分享其生活點滴。他表示，
香港今天的繁榮來之不易，
期望年輕人多為香港做實
事、多建設。張宏基亦表示，
年輕人應為香港未來作出努
力、為和諧社區作出貢獻。

梅港青年交促會探長者

■港基愛心義工隊探訪多個獨居長者及派發愛
心粽子，共慶端午佳節。

■■余國春余國春（（左六左六）、）、廖宇軒廖宇軒（（左五左五））等代表該會致送紀念品予主講者王楚雲律師等代表該會致送紀念品予主講者王楚雲律師（（右七右七）。）。

■標準龍公開組得獎隊伍代表與嘉賓合影。

■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會長姚志勝（左六）與李堅怡（左五）、盧金榮（右五）一行出席
廈門第七屆海峽論壇。 米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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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6:00 星光少女．美夢成真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7:45 香港早晨及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30 滬港互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楚留香
10:30 建元風雲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貓屎媽媽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誰家灶頭無煙火
3:50 閃電十一人GO及交易現場
4:20 幪面戰士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Battle Spirits小霸王
5:50 財經新聞
5:55 封神榜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議事論事
7:30 東張西望及

揭開中醫藥新一頁
8:00 愛．回家
8:30 潮拜武當
9:30 武則天
10:30 食平3D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及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5 他來自江湖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誰家灶頭無煙火
4:20 現代愛情戀曲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及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及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及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奇妙小海灣
4:30 愛心熊寶寶
5:00 天煞撞正怪怪獸
5:25 英倫小廚神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出位餐廳
7:00 丈量亞洲的腳步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天橋驕子
8:55 環球趣事
9:00 港生活．港享受及話說當年
9:30 祝君健康: 無肉不歡？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法網危情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0 靈感探案
12:55 解開魔法陣終極篇
1:45 音樂熱點
2:00 祝君健康 : 無肉不歡？
2:55 港生活．港享受
3:25 天橋驕子
4:1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6:30 觸電情緣
7:30 安樂茶飯
8:30 環遊世界
8:45 ATV亞洲小姐競選25th

亞姐百人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諸葛亮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區瑞強擁抱大自然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廟街豪情
2:30 天南地北及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代代平安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勁爆倉鼠樂隊
5:00 Thomas & Friends

湯馬仕小火車
5:30 ATV粵曲會知音 :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0 經濟快訊及體育快訊
6:30 天氣報告
6:35 方草尋源IV
7:00 老米家的婚事
7:30 天南地北
8:00 天上花園
9:00 木府風雲
9:30 六合彩
9:35 木府風雲
10:00 區瑞強擁抱大自然
10:25 當年今日 /

復興新生系列 - 世說論語
10:30 夜間新聞 / 馬上全接觸
11:00 把酒當歌
11:35 環遊世界
11:50 台灣好味道II
1:15 老米家的婚事
1:45 天南地北
2:10 把酒當歌
2:40 街市忍者
3:35 樓下伊人

6:00 Music 120
7:00 新財富
7:30 文化報道
8:00 嶺南尋根之旅
8:30 廣東黃金海岸遊
9:00 動物通通識
9:30 文化奇遇記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嶺南尋根之旅
12:30 廣東黃金海岸遊
1:0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寶貝Q 嘜
4:30 搖滾寶寶
5:00 歷史知多D
5:30 知識小百科
6:00 文化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30 新聞/天氣報告/

財經匯報
7:50 漫遊嶺南綠道
8:00 尋找他鄉的故事
8:30 六星級水療
9:00 悠遊亞洲
10:00 翱翔天際間
11:05 夜間新聞
11:20 六星級水療
11:50 尋找他鄉的故事
12:20 文化報道
12:50 方草尋源
1:50 香港人在故鄉 II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6:25 鳳凰觀天下
6:55 騰飛中國
7:00 鳳凰早班車
9:00 鳳凰大視野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10:55 娛樂快報
11:00 完全時尚手冊
11:25 健康新概念
11:30 鳳凰觀天下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35 騰飛中國
1:40 鳳凰焦點關注
2:00 魯豫有約: 說出你的故事
2:55 娛樂快報
3:00 資訊快遞
3:30 金曲點播
3:40 鳳凰衝擊播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完全時尚手冊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7:20 地球宣言
7:25 鳳凰觀天下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鳳凰衝擊播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完全時尚手冊

6: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7: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3:55 無綫網絡電視精
4: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5:15 真愛找麻煩
6: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7: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1: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杜拉拉之似水年華
4:00 亞洲星劇場 - 李敏鎬:

花樣男子
5:15 真愛找麻煩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4:31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0 生活早參考
9:00 人與自然
9:27 精彩一刻
9:40 電視劇 絕地刀鋒
10:26 電視劇 絕地刀鋒
11:12 電視劇 絕地刀鋒
12:00 新聞30分
12:31 今日說法
1:00 電視劇 新洛神
1:46 電視劇 新洛神
2:32 電視劇 新洛神
3:18 電視劇 新洛神
4:06 動物世界
4:36 生活提示
4:42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39 焦點訪談
7:55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電視劇 怒放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怒放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2 粵語劇場 闖關東
11:18 粵語劇場 闖關東
12:05 動物世界
12:35 電視劇 媽媽的花樣年華
1:21 電視劇 鋼的琴
2:07 正大綜藝
2:57 請您欣賞
2:59 電視劇 徐悲鴻
3:45 電視劇 徐悲鴻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8:00 中國新聞
9:00 天天飲食
9:10 中文國際
9:15 雙語劇場 我在北京，挺好的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雙語劇場 我在北京，挺好的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天天飲食
2:20 中文國際
2:23 雙語劇場 井岡山
3:04 雙語劇場 井岡山
3:46 中文國際
3:47 雙語劇場 井岡山
4:31 雙語劇場 井岡山
5:13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薈萃節目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中國文藝
12:45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0 天天飲食
1:20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