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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泰綁架案 有嫌犯疑潛逃回港

浴佛大典 祈港繁榮
智慧長老寬運法師譚鐵牛劉江華主禮 7000人共沐佛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庇佑海上人家的譚
公神明與佛祖同一天生日，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誕
節，筲箕灣譚公誕巡遊都吸引近萬名香港市民和遊
客。今年是71年來天氣最熱的譚公誕，香港天文台
錄得34.8度高溫，但無阻市民參與大巡遊的熱情，
近百龍獅隊各展絕藝，大批市民和遊客擠滿巡遊路
線，爭相撫摸龍獅以求來年好運。
大巡遊由22日上午10時許開始，一直延續至傍

晚。香港五行小商販福利會的巡遊啟動禮，主禮嘉
賓在震天鑼鼓聲中為龍獅掛紅點睛，拉響禮炮。在
譚公神位和譚公御車帶領下，開始巡遊。
相傳由於譚公是少年得道，法相保持童子樣貌，
因此每年坐在譚公御車的「譚公爺」，都由童子擔
任。今年的「譚公爺」仍是4歲的鄧凱峰小朋友扮
演。做譚公爺並不容易，要在酷暑之下坐在御車上
兩三小時，不能亂動，要保持莊嚴，面帶微笑，還

不能打瞌睡。鄧凱峰已是連續第二年被選為「譚公
爺」。
在旁指導的歐陽善師傅，多年來一直負責挑選譚
公候選男童的職責。他說要小朋友在酷暑下乖乖坐
幾小時並不容易。別看鄧凱峰只有4歲，他已習武
近兩年。雖然平時「跳跳紮紮」，但一坐上御車就
氣定神閑保持微笑。

5歲童表演疊羅漢：我不怕
每年譚公誕大巡遊都成為香港醒獅隊的「武林大
會」，眾武師舞動龍獅，爭相表演高難度動作，或
者紮馬揮拳，當場表演拳腳絕藝。疊羅漢表演亦吸
引眼球，三名武師一個接一個站在最壯碩武師肩頭
前進，頂層武師還擺出各種威風凜凜的武術造型。
今年5歲的李傲琳小朋友站在最頂層，毫無懼色。
她說，我不怕，我練過好多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一年一度
的佛誕節公眾假日，全港各區都有不少
慶祝佛誕活動。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及
香港佛光道場昨在銅鑼灣維園舉辦大型
的「佛誕嘉年華」，今年的主題為「忠
義傳家」，除了傳統「浴佛」外，還設
祈福許願區、素食區、攤位遊戲、綜藝
節目演出等。現場逾千位義工協助，主
辦方估計全天有超過10萬市民參與。

慧紀法師陳積志張強主禮
「佛誕嘉年華」充滿嘉年華的歡樂氣
氛，活動在早上10時以大型獻供典禮開
始，由108位穿着漂亮民族服飾的青年、
青少年及兒童誠心獻上各式供品出場。
佛光山慧紀法師，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
積志，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佛光山
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國際佛光會香
港協會黃勤道會長，忠義傳家佛誕嘉年華
2018籌委會宋海西主席等主禮。
慧紀法師致辭時，代讀心保和尚開

示，指佛誕具有四項意義：國際性，不
同佛教團體可互相連繫聯誼；和諧性，

不同信仰的人士相互尊重融合；文化
性，凝聚多元文化共濟一堂；工作性，
民眾內心充實可提升工作效益。
陳積志指出，很高興能與眾同慶佛
誕，現場有百多個包羅萬有的活動攤
位，希望參與者將這份歡喜祥和帶給身
邊的人。
參加者絡繹不絕，排隊浴佛禮佛、祈

福許願、欣賞綜合演藝節目、共享精美
素食、攤位遊戲、各項義賣，以及參與
人間佛教生活廊等。

義工烹亞洲美食最受青睞
近年素食日漸普及，今年嘉年華特設
「亞洲美食坊」，並由義工親手烹調亞洲
各地美食，加上多款特色冷飲為參加者解
暑降溫，成為嘉年華最受歡迎的攤位。
另外，香港普門基金會在元朗的寺內
筵開35席，與居民共沾佛恩，並為香港
誦經祈福。會長梁志祥、主席李月民均
希望大家珍惜現時和諧的社會氛圍，感
恩祖國及特區政府的付出，為港人創建
大灣區發展的契機。

「佛誕嘉年華」逾10萬人捧場

浴佛大典於22日下午3時在莊嚴的佛樂聲
中揭幕，寬運法師在佛誕獻辭中表示，

佛聯會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隨順時代因
緣，匯集信眾力量，致力服務社會，利益眾
生。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將佛誕
定為公眾假期，這不僅是肯定佛教對社會的貢
獻，同時也希望藉着這個特別的節日，藉着佛
教安頓人心的力量，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散播
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市民更幸福。

寬運法師：佛陀慈悲普施大眾
寬運法師也指，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的誕

生為世間帶來清涼的佛法，為迷失的眾生找到
一條解脫之道。今天，我們藉由浴佛憶念佛
德，不僅沐浴有形的佛像，更重要的是以佛法
的甘露滋潤我們的心田，以清凈的法水洗滌我
們內心的貪嗔癡，提醒我們時時保持一顆清淨
心，進而啟發內心的慈悲和智慧，將佛陀慈悲
濟世的本懷，普施有緣大眾。

劉江華：佛聯會弘法淨化人心
劉江華致辭時表示，佛教源遠流長，導人向
善，是中國文化的根源之一，影響遍及宗教、
文學、哲學、藝術等多個範疇。佛聯會秉承佛
教無緣大慈、眾生平等、尊重包容，積極舉辦
弘法活動淨化人心、利益社會；同時致力發展
教育、醫療、安老等服務，回應社會上的需
要。
他又說，佛聯會與時並進，今年舉辦了
「『一帶一路』——追尋玄奘的足跡」計劃，
值得大力推動。佛教東傳正是沿着絲綢之路而
來，唐朝玄奘法師亦沿着絲綢之路往取西經，
玄奘法師當時作為一個20多歲的青年人，翻山
涉水進入印度，經歷近20年的磨練，帶回無數

佛教經書返回祖國，翻譯詮釋，影響之深，無
可估量，其堅毅的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多國駐港總領事應邀出席浴佛儀式，包括美
國駐港總領事Kurt W Tong、緬甸駐港總領事
Myat Thuzar Than、緬甸駐港領事Phyo Thu-
zar Aung、加拿大駐港領事Derry McDonell、
老撾駐港副領事Boualyvone Phoxay等。
為紀念佛陀釋迦牟尼誕生2562年，與市民共
慶佛誕佳節，佛聯會於5月20日至22日在紅館
舉行多元化的佛誕節慶祝活動，除了浴佛大
典、萬人皈依大典、大悲懺吉祥法會、金剛經
吉祥誦經法會，今年焦點活動還有慈善音樂法
會「禪院的一天」、佛學講座「正知、正念、
正行」暨傳吉祥燈法會。

一連3天共慶佛誕佳節
一連3天的多場慶祝活動，估計吸引逾10萬
人次參與，共慶佛誕佳節。大會希望廣大市民
一同追隨佛陀的足跡，展開覺知正念之旅，通
過各項活動啟發智慧，並透過修行覺悟真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22日是佛誕吉祥日，香港佛

教聯合會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慶祝佛曆2562年佛誕節吉祥

大會」，活動重要一環是舉行浴

佛大典，香港政商名人、佛教信

眾7,000人共沐佛恩。佛聯會榮

譽會長智慧長老、會長寬運法

師，聯同主禮嘉賓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一同主持鳴鐘並浴佛，

祈求國泰民安、香港繁榮。
佛聯會一連 3 天在紅

館露天廣場設立公眾浴
佛區，供市民以香花淨

水浴佛。「浴佛」寓意去塵離垢，清淨煩
惱，主辦方希望市民可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洗滌心靈，使內心得以清淨祥和。22日現場
所見，公眾浴佛區吸引大批信眾虔誠浴佛，
商界名人、普通市民說起心中願望，都是祈
求香港社會和諧安定。

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今年是首次參加浴佛
節，慶祝佛誕。他說，佛教是很好的信仰，
整個浴佛大典非常莊嚴，令人感到很舒服，
希望社會同樣保持和諧安定。

陳勇冀帶來正能量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佛教是導人

向善，符合正道正氣，通過浴佛，冀能為社
會帶來正能量。

亞洲木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朱
銘泉偕太太一同浴佛，指自己每年都會來誠
心禮佛。「佛陀非常偉大，能夠團結很多
人，希望社會大眾發揮佛陀精神，令香港更

和諧、更安定。」
博愛醫院主席李鋈發偕全家人齊來浴佛，他說，

佛陀是智慧的象徵，自己兩名兒子自小已信奉佛陀，
今次特別帶他們一起來禮佛。他覺得香港現時社會氛
氛良好，希望能夠保持下去。

市民盼分享喜樂
市民陳燕玲表示，自己浴佛時，最希望世界和

平，希望香港充滿正能量，也希望港人能夠將快樂、
喜樂與他人分享。

曾在佛教中學就讀的施小姐第一次來浴佛，她指
感覺整個浴佛節氛氛很好，希望大家智慧增長，人人
平安喜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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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昨在紅館舉行「慶祝佛曆2562年佛誕節吉祥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左起：寬運法師、劉江華、譚鐵牛、智慧長老主持鳴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小朋友「浴佛」後開懷大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筲箕灣譚公誕
巡遊每年都吸引
大批香港市民和
遊客觀看。

■■55歲的李傲琳歲的李傲琳
（（最頂層最頂層））表演表演
疊羅漢疊羅漢。。

■108位青年獻上供品，為「佛誕嘉
年華」揭開序幕。 ■三好兒童又唱又跳

■案發當日中國女遊客在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遭
匪徒強行挾持離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再有港人
懷疑涉及外地嚴重罪案。早前一名中國女遊客在泰國
曼谷機場遭人綁架，其間綁匪向她丈夫連番索要巨額
贖金，丈夫報警，泰國警方接報經調查，最終綁匪釋
放女事主。消息稱，涉案共有5名綁匪，其中一人持
香港特區護照，部分綁匪可能已經逃離泰國。由於香
港與泰國並無引渡協議，換言之，若疑犯潛逃返港，
將不會被移交泰國受審。
這宗泰國發生懷疑涉及港人匪徒的綁架案件，就

泰國當局是否有向香港警方尋求協助及懷疑涉案港
人是否已潛逃返港，警方2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回覆：「警方不作評論。」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香港與泰國並沒引渡條例，

理論上疑犯返港後不再踏足泰國，原則上是不會就
他在泰國所犯罪行被捕，即使遭綁架事主到港報警
求助，相信香港警方也不會受理，因整件事在泰國
發生，只會受當地法律規管。
但如果香港警方有證據顯示，疑犯與同黨可能是

在香港策劃這宗綁架案件，香港警方則能以串謀勒

索或綁架罪名，向疑犯作出拘捕行動。
消息指，一名39歲姓陳女事主（Jincai Chen），
5月6日晚9點許從香港乘航班抵達曼谷素萬那普國
際機場後，在機場遭5名匪徒綁架禁錮。

索二百萬人幣得逞再加碼
其間，綁匪向女事主持坦桑尼亞國籍的韓裔丈夫
勒索贖金200萬元人民幣，但當其丈夫向綁匪支付
贖金後，綁匪不單未有按承諾釋放女事主，更進一
步勒索多100萬元人民幣，女事主的丈夫於是在5
月18日報警。
泰國警方接報展開調查，疑綁匪礙於警方調查壓力

下，於5月19日晚上11時在曼谷邦納區（Bang Na）
釋放女事主，女事主獲悉後與家人聯繫及報警。

疑綁匪已逃離泰國
泰國警方表示，女事主在5月6日到18日期間，

曾被綁匪先後帶到多個地方禁錮看守，其後始被帶
回曼谷釋放，但全程女事主也被人蒙眼，所以無法

確定遭禁錮地點位置。
至於案中5名綁匪，包括3名中國籍男子、1名中
國籍女子及1名泰國女子，另相信還有10多名泰國
人涉案，警方正展開深入調查及拘捕行動，但初步
判斷4名涉案中國籍嫌犯，相信已經逃離泰國。
據報道，其中一名港人綁匪已於本月9日回港。

譚公誕巡遊 萬人摸龍獅求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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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許願區、素食區、攤位遊戲、綜藝
節目演出等。現場逾千位義工協助，主
辦方估計全天有超過10萬市民參與。

慧紀法師陳積志張強主禮
「佛誕嘉年華」充滿嘉年華的歡樂氣
氛，活動在早上10時以大型獻供典禮開
始，由108位穿着漂亮民族服飾的青年、
青少年及兒童誠心獻上各式供品出場。
佛光山慧紀法師，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
積志，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佛光山
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國際佛光會香
港協會黃勤道會長，忠義傳家佛誕嘉年華
2018籌委會宋海西主席等主禮。
慧紀法師致辭時，代讀心保和尚開

示，指佛誕具有四項意義：國際性，不
同佛教團體可互相連繫聯誼；和諧性，

不同信仰的人士相互尊重融合；文化
性，凝聚多元文化共濟一堂；工作性，
民眾內心充實可提升工作效益。
陳積志指出，很高興能與眾同慶佛
誕，現場有百多個包羅萬有的活動攤
位，希望參與者將這份歡喜祥和帶給身
邊的人。
參加者絡繹不絕，排隊浴佛禮佛、祈

福許願、欣賞綜合演藝節目、共享精美
素食、攤位遊戲、各項義賣，以及參與
人間佛教生活廊等。

義工烹亞洲美食最受青睞
近年素食日漸普及，今年嘉年華特設

「亞洲美食坊」，並由義工親手烹調亞洲
各地美食，加上多款特色冷飲為參加者解
暑降溫，成為嘉年華最受歡迎的攤位。
另外，香港普門基金會在元朗的寺內

筵開35席，與居民共沾佛恩，並為香港
誦經祈福。會長梁志祥、主席李月民均
希望大家珍惜現時和諧的社會氛圍，感
恩祖國及特區政府的付出，為港人創建
大灣區發展的契機。

「佛誕嘉年華」逾10萬人捧場

浴佛大典於22日下午3時在莊嚴的佛樂聲
中揭幕，寬運法師在佛誕獻辭中表示，

佛聯會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隨順時代因
緣，匯集信眾力量，致力服務社會，利益眾
生。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將佛誕
定為公眾假期，這不僅是肯定佛教對社會的貢
獻，同時也希望藉着這個特別的節日，藉着佛
教安頓人心的力量，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散播
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市民更幸福。

寬運法師：佛陀慈悲普施大眾
寬運法師也指，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的誕
生為世間帶來清涼的佛法，為迷失的眾生找到
一條解脫之道。今天，我們藉由浴佛憶念佛
德，不僅沐浴有形的佛像，更重要的是以佛法
的甘露滋潤我們的心田，以清凈的法水洗滌我
們內心的貪嗔癡，提醒我們時時保持一顆清淨
心，進而啟發內心的慈悲和智慧，將佛陀慈悲
濟世的本懷，普施有緣大眾。

劉江華：佛聯會弘法淨化人心
劉江華致辭時表示，佛教源遠流長，導人向
善，是中國文化的根源之一，影響遍及宗教、
文學、哲學、藝術等多個範疇。佛聯會秉承佛
教無緣大慈、眾生平等、尊重包容，積極舉辦
弘法活動淨化人心、利益社會；同時致力發展
教育、醫療、安老等服務，回應社會上的需
要。
他又說，佛聯會與時並進，今年舉辦了
「『一帶一路』——追尋玄奘的足跡」計劃，
值得大力推動。佛教東傳正是沿着絲綢之路而
來，唐朝玄奘法師亦沿着絲綢之路往取西經，
玄奘法師當時作為一個20多歲的青年人，翻山
涉水進入印度，經歷近20年的磨練，帶回無數

佛教經書返回祖國，翻譯詮釋，影響之深，無
可估量，其堅毅的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多國駐港總領事應邀出席浴佛儀式，包括美
國駐港總領事Kurt W Tong、緬甸駐港總領事
Myat Thuzar Than、緬甸駐港領事Phyo Thu-
zar Aung、加拿大駐港領事Derry McDonell、
老撾駐港副領事Boualyvone Phoxay等。
為紀念佛陀釋迦牟尼誕生2562年，與市民共
慶佛誕佳節，佛聯會於5月20日至22日在紅館
舉行多元化的佛誕節慶祝活動，除了浴佛大
典、萬人皈依大典、大悲懺吉祥法會、金剛經
吉祥誦經法會，今年焦點活動還有慈善音樂法
會「禪院的一天」、佛學講座「正知、正念、
正行」暨傳吉祥燈法會。

一連3天共慶佛誕佳節
一連3天的多場慶祝活動，估計吸引逾10萬
人次參與，共慶佛誕佳節。大會希望廣大市民
一同追隨佛陀的足跡，展開覺知正念之旅，通
過各項活動啟發智慧，並透過修行覺悟真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22日是佛誕吉祥日，香港佛

教聯合會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慶祝佛曆2562年佛誕節吉祥

大會」，活動重要一環是舉行浴

佛大典，香港政商名人、佛教信

眾7,000人共沐佛恩。佛聯會榮

譽會長智慧長老、會長寬運法

師，聯同主禮嘉賓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一同主持鳴鐘並浴佛，

祈求國泰民安、香港繁榮。
佛聯會一連 3 天在紅

館露天廣場設立公眾浴
佛區，供市民以香花淨

水浴佛。「浴佛」寓意去塵離垢，清淨煩
惱，主辦方希望市民可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洗滌心靈，使內心得以清淨祥和。22日現場
所見，公眾浴佛區吸引大批信眾虔誠浴佛，
商界名人、普通市民說起心中願望，都是祈
求香港社會和諧安定。

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今年是首次參加浴佛
節，慶祝佛誕。他說，佛教是很好的信仰，
整個浴佛大典非常莊嚴，令人感到很舒服，
希望社會同樣保持和諧安定。

陳勇冀帶來正能量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佛教是導人

向善，符合正道正氣，通過浴佛，冀能為社
會帶來正能量。

亞洲木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朱
銘泉偕太太一同浴佛，指自己每年都會來誠
心禮佛。「佛陀非常偉大，能夠團結很多
人，希望社會大眾發揮佛陀精神，令香港更

和諧、更安定。」
博愛醫院主席李鋈發偕全家人齊來浴佛，他說，

佛陀是智慧的象徵，自己兩名兒子自小已信奉佛陀，
今次特別帶他們一起來禮佛。他覺得香港現時社會氛
氛良好，希望能夠保持下去。

市民盼分享喜樂
市民陳燕玲表示，自己浴佛時，最希望世界和

平，希望香港充滿正能量，也希望港人能夠將快樂、
喜樂與他人分享。

曾在佛教中學就讀的施小姐第一次來浴佛，她指
感覺整個浴佛節氛氛很好，希望大家智慧增長，人人
平安喜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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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昨在紅館舉行「慶祝佛曆2562年佛誕節吉祥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左起：寬運法師、劉江華、譚鐵牛、智慧長老主持鳴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小朋友「浴佛」後開懷大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筲箕灣譚公誕
巡遊每年都吸引
大批香港市民和
遊客觀看。

■■55歲的李傲琳歲的李傲琳
（（最頂層最頂層））表演表演
疊羅漢疊羅漢。。

■108位青年獻上供品，為「佛誕嘉
年華」揭開序幕。 ■三好兒童又唱又跳

■案發當日中國女遊客在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遭
匪徒強行挾持離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再有港人
懷疑涉及外地嚴重罪案。早前一名中國女遊客在泰國
曼谷機場遭人綁架，其間綁匪向她丈夫連番索要巨額
贖金，丈夫報警，泰國警方接報經調查，最終綁匪釋
放女事主。消息稱，涉案共有5名綁匪，其中一人持
香港特區護照，部分綁匪可能已經逃離泰國。由於香
港與泰國並無引渡協議，換言之，若疑犯潛逃返港，
將不會被移交泰國受審。
這宗泰國發生懷疑涉及港人匪徒的綁架案件，就
泰國當局是否有向香港警方尋求協助及懷疑涉案港
人是否已潛逃返港，警方2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回覆：「警方不作評論。」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香港與泰國並沒引渡條例，

理論上疑犯返港後不再踏足泰國，原則上是不會就
他在泰國所犯罪行被捕，即使遭綁架事主到港報警
求助，相信香港警方也不會受理，因整件事在泰國
發生，只會受當地法律規管。
但如果香港警方有證據顯示，疑犯與同黨可能是
在香港策劃這宗綁架案件，香港警方則能以串謀勒

索或綁架罪名，向疑犯作出拘捕行動。
消息指，一名39歲姓陳女事主（Jincai Chen），
5月6日晚9點許從香港乘航班抵達曼谷素萬那普國
際機場後，在機場遭5名匪徒綁架禁錮。

索二百萬人幣得逞再加碼
其間，綁匪向女事主持坦桑尼亞國籍的韓裔丈夫
勒索贖金200萬元人民幣，但當其丈夫向綁匪支付
贖金後，綁匪不單未有按承諾釋放女事主，更進一
步勒索多100萬元人民幣，女事主的丈夫於是在5
月18日報警。
泰國警方接報展開調查，疑綁匪礙於警方調查壓力
下，於5月19日晚上11時在曼谷邦納區（Bang Na）
釋放女事主，女事主獲悉後與家人聯繫及報警。

疑綁匪已逃離泰國
泰國警方表示，女事主在5月6日到18日期間，

曾被綁匪先後帶到多個地方禁錮看守，其後始被帶
回曼谷釋放，但全程女事主也被人蒙眼，所以無法

確定遭禁錮地點位置。
至於案中5名綁匪，包括3名中國籍男子、1名中
國籍女子及1名泰國女子，另相信還有10多名泰國
人涉案，警方正展開深入調查及拘捕行動，但初步
判斷4名涉案中國籍嫌犯，相信已經逃離泰國。
據報道，其中一名港人綁匪已於本月9日回港。

譚公誕巡遊 萬人摸龍獅求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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