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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日」 始由家起~心耕行動

家庭，
是傳承生活信念的園地；
祖父母，
是優良傳承的身教者。
透過 「祖父母日」 ，
鼓勵年輕一代在祖父母身上
發掘值得守護的美德，
傳承家風。

2015 祖父母日
頒獎典禮
2015 年 11 月 8 日
我們倡議……

國學大師
饒宗頤教授

每年十一月．第二個周日
成為香港的 「祖父母日」

題字

揚孝尊親代代子承老

慎思尋道人人心作田

香港長者協會

特約專輯

無盡感激

今年我們的 「 『祖父母日』 始由家起～心耕行動」 最敬愛祖父母選舉頒獎典禮，
承蒙香港食物及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部長李運福先生、香
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許敬文教授、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院長郭啟興先生、安老
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及家庭議會主
席石丹理教授蒞臨主禮，我們感到非常鼓舞。
「祖父母日」 能再得到各界廣泛的支持，社會
各界都一同參與，令我們的
「孝順」 文化遍地開花，
始由家起~心耕行動
盡展光華，讓我們的
香港長者協會鑑於現今中國
「居家養老」 收到成
優良傳統 「孝道」 在港未受
效，讓我們的香港成
重視，家庭成員關係漸趨疏
為舉世稱頌典範的孝
離，於 2013 年開始建議將
順城市！
每年十一月第二個星期日訂
香港長者協會主席
為 「祖父母日」 ，希望社會
麥漢楷
人士多關心身邊長者的需要
及宣揚長者對社會的貢獻
外，並藉機提醒社會人士重新檢
視家庭內某些被遺忘的優良傳統。本年度第三屆祖父母日活動，主題乃 「始由家起~
心耕行動」 ，除延續上年度 「從心出發」 的精神外，更凸顯 「以心為田」 、 「代代
耕耘」 的理念。 「心田先祖種，福地後人耕」 ，這正是本年度 「心耕行動」 的最佳
詮釋——先祖不但在現實中為我們開墾耕耘，更在我們的心中播下美善的種子；作
為後人，我們得到這片生活及心靈上的 「福地」 ，最佳的回報就是繼續 「耕耘」 ，
秉承先祖心意，造福後世。
祖父母日籌備委員會主席呂令意

頒獎典禮 場面熱鬧
2015 「祖父母日」 頒獎典禮已於 11 月 8 日（星期日）假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黃克競）舉行，當天會場座無虛席，場面相當熱鬧。在典禮上，食
物及生局高永文局長致辭說： 「我希望孩子能夠明白敬愛長輩的重要
性，除了是中國傳統優良文化傳承的一部分，同時亦不要遺忘祖父母一輩
是創立現時香港社會進步非常重要的人物。」
胡楓先生、肥媽（Maria Cordero）、林亮先生清談 「祖父母之道」 ，
方國珊小姐和呂令意女士擔任主持。主禮嘉賓團也頒發 「最敬愛祖父母選
舉」 獎項及獎品予 6 名得獎者。

最敬愛祖父母選舉
道出感人故事
▲梁紀昌分享敬愛
祖父母之道

▲馮興雷主任與番禺鍾村中心小學
學生合照

▲食物及生局高
永文局長致辭

▲肥媽獻唱名曲，
繞樑三日。

大會舉辦的 「最敬愛祖父母選舉」 ，透過兒孫的
提名及得獎祖父母的經歷，與孫兒之間善真美的感
人故事，推動孝愛共融的良好典範。本年度參加者
眾多，經過精心甄選後，選出五個金獎及一個優異
獎，其中更有夫婦同時獲獎，
顯出夫妻互勉對美好家庭的重
要性。這次選舉獎品豐富，各
得獎者皆獲頒贈金牌、保健套
裝、廚具套裝及餐飲禮券。
金獎：呂美雲
梁柱
賀尚美、黃文斌
甘麗梅、古社廷
梁宗宇
優異：雲玉結

▲參加學生專心地書寫
▲高永文局長頒獎

其他學界比賽
顯露祖孫共融生活

▲頒獎禮後，得獎者與主辦單位一起大合照。

主辦單位舉辦了多項學界比賽，讓中小學及
幼稚園參加，包括作文、微電影創作、朗誦、
繪畫及繪畫配新詩比賽。

全港書法比賽
用心寫孝道

學界比賽得獎名單
小學繪畫配新詩比賽

本年協會首次舉辦全港書法比賽，決賽已於 10 月 10 日在
路德會協同中學舉行。當天六十名中小學生透過毛筆抄寫
《心耕三字謠》，牢記
「以心為田」 、 「代代耕
耘」 的 「傳承」 理念。書
法家更即席揮毫，在場學
生及家長均心儀折服。決
賽得獎學生可獲得不同金
額的獎金：冠軍港幣三千
元、亞軍港幣二千元、季
軍港幣一千元。

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評審用心細看參賽的書法作品

▲胡楓、肥媽及林亮清談 「祖父母之道」 ，
方國珊及呂令意擔任主持。

丁鈺婷

亞軍

胡熙楠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季軍

石采珩 筲箕灣官立小學

幼稚園繪畫

標語創作比賽
參賽作品都能演繹出祖父母與孫兒的感
情，很多作品言簡情切，充分顯露作者的
和諧家庭及祖孫共融生活，切合主題。這
次比賽更有內地學校派學生參賽，並取得
佳績。各組別的冠軍作品更印製成書籤，
廣發學界。

▲書法比賽得獎作品

中學組

冠軍

李馨瑤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中學作文比賽
冠軍

庄鳳儀 匯知中學

亞軍

葉家瑜 屯門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季軍

黃可欣 北角協同中學

微電影創作比賽
冠軍

廣州市執信中學

亞軍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季軍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星海中學

冠軍

何卓承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亞軍

孔鈺兒 崇真書院

中學組

季軍

司徒進 優才書院

冠軍 王曉蕙 培僑中學

朗誦比賽中學組

標語創作得獎名單

高小組

亞軍 羅嘉煬 廣州市執信中學

冠軍

黃澤森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小學

亞軍

陳偉華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小學

季軍

陳嘉盛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心耕三字謠》
心為田 耕不輟 感先賢 瀝心血 種根苗 年復月
福地開 心田闢 為後人 勤栽植 盼兒孫 聆教益
續耕耘 身作則 樂行仁 守信實 重孝慈 揚達德
善美真 齊家室 代相傳 承祖脈 三字謠 莫忘失 莫忘失
（胡國賢作）

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

冠軍

▲標語創作得獎作品，
印成書籤派發。

跨代問卷調查報告
香港長者協會延續上年度的調查，探討
「跨代關係」 及 「生活滿足感」 的情況。
調查研究顯示與祖父母經常接觸的青年，
或與兒孫經常接觸的長者經歷較高的生活
滿足感。

冠軍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星海中學

季軍 張蔚晴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朗誦比賽小學組

小學組

冠軍

廣州市海珠區昌崗中路小學

冠軍 盧晉霆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亞軍

廣州市荔灣區康有為紀念小學

亞軍 陳彥蓉 北角官立小學

季軍

廣州市番禺區鍾村中心小學

季軍 陳匡正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最積極參與學校

公開組

中學組

北角協同中學

冠軍 朱禎潔

小學組

北角官立小學

亞軍 梁佩茵

幼稚園組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季軍 邱銘熙

合辦機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路德會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亞洲婦女協進會 香港家長協進會
協辦 / 支持機構 民政事務局 青年事務委員會 家庭議會 中華電力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青年委員會 再生慈善基金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長者安居協會 廣東省教育廳 廣州市教育局

鴉片戰爭博物館 恒生管理學院 新界校長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直資學校議會 香港島校長聯會 香港孝道文化聯合會 香港詩書聯學會 詠翔（香港） 濟川文化研究會
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香港童軍總會何文田區 香港資優家庭協會 九龍婦女聯會 深水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 夫子會 新界西聯青社
中華時報傳媒集團 中華新聞通訊社 中華時報中文網 路訊通 香港國際交流基金會 廣州新世紀藝術研究院 明燈創意有限公司 生命使者 香港詩書聯學會 香港南京總會 香港老年學會 香港英國聖約翰爵士會 縱延展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