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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曆二五六六年孔聖誕環球慶祝大典
暨孔教學院八十五週年院慶圓滿成功
在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孔子是一位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的不朽人物。今年是孔子誕辰 2566 年，適逢又是孔教學院 85 週年
院慶，有見及此，孔教學院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香港孔聖誕日（每年
九月第三個星期日），在香港九龍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辦了「孔曆 2566
年孔聖誕環球慶祝大典暨孔教學院 85 週年院慶」，各方賢達及尊孔人
士聚首一堂，氣氛熱烈。
並開設相關科目、舉行祭孔大典及籌建孔廟等。上
述的努力，使得孔教學院成為全世界孔教儒學的核
心陣地，每年的祭孔大典都吸引全世界各國的專家
學者和尊孔人士齊聚香港，共同接受孔子思想的熏
陶。湯院長並呼籲現代的人必須要繼承和發揚孔教
儒家的優良傳統，為實現儒家文化偉大復興而努力
奮鬥。
是次祭孔儀式由湯院長擔任主祭官，帶領孔教
學院同仁進行了奏樂、行盂洗禮、行上香禮、行獻貢
禮、恭讀祝文等一系列儀式，在場眾人亦共同見證
這一歷史時刻。儀式之後，學院更為早前舉辦的「全
港孔教儒家詩書聯大賽」頒發獎項，以此鼓勵年輕新
一代認識孔子，學習儒學，從而更大力度弘揚孔教儒
家之文化！

■湯院長向曾鈺成主席（左） ■湯院長向劉江華局長（右） ■湯院長向梁愛詩副主任（右） ■湯院長向沈冲部長（左）致
致送親筆題字「仁者愛人」。 致送親筆題字「勤政愛民」。
致送親筆題字「當仁不讓 。
送親筆題字「為政以德」。

■一眾主禮嘉賓為祭孔大典剪彩。左起：呂天增、李建中、唐躍峰常務副院長，山東省文物局由少平副局長，吳漢樑常務副院長，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協調部沈冲部長，陳寧寧常務副院長，立法會曾鈺成主席，湯恩佳
院長，李文俊常務副院長，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吳榮治常務副院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梁愛詩副主任，楊萬里常務副院長，立法會李慧琼議員，湯徫掄常務副院長，楊建輝榮譽院長，禤國全、何德心常
務副院長。

■將孔聖誕日作為香港乃至中華民
族的教師節及公眾假期，是湯院長
多年來的願望。

■劉江華局長致辭時讚揚孔教學院
在香港及世界各地弘揚儒家文化所
作出的努力。
■出席的主禮嘉賓在孔教學院多位主要領導引領下進入會場。

■湯恩佳院長再捐出壹百捌拾萬元，本年度共捐款叁百壹拾萬元。由劉江華局長
（右）代表孔教學院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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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上，孔教學院湯恩佳院長引領一眾孔教學院
同仁恭迎主禮嘉賓及貴賓進場。大會特邀香港立法會
曾鈺成主席，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中央駐港聯絡
辦公室協調部沈冲部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梁愛詩副主任及立法會李慧琼議員等擔任主禮嘉
賓。
活動在莊嚴的國歌和孔聖頌德歌聲中拉開帷
幕，湯院長上台致辭，他表示孔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偉
大的思想家之一，儒家文化則是中華民族傳統宗教文
化的主幹，源遠流長。他又強調儒學具有促進世界和
平，提升全人類道德素質及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等多個
功能，因此會堅持爭取「孔聖誕日」為法定假期。他指
出，孔教學院自創辦以來工作主要圍繞弘教傳道、編
寫並出版書籍、在世界各地豎立孔子聖像、興辦學校

■基本法委員會梁愛詩副主任代表孔教學院向新任學院領導頒發證書。

■主禮嘉賓代表孔教學院頒發感謝狀，勉勵弘揚孔教事業作出不懈努力的學院同仁。

孔聖誕籌備委員會及贊助孔教學院、香港孔教總會
全年活動捐款及認捐 芳名
湯恩佳基金 13,700,000

大會會長 湯恩佳 3,100,000

李文俊 3,031,500

陳寧寧 2,500,000
大會副會長 吳漢樑 575,250

楊萬里 500,000

唐躍峰 252,500

甄國財 250,000

主席團主席 禤國全 202,500

孔聖誕之夜 賓主歡聚大成宴

■一眾嘉賓在大成宴上進行祝酒儀式。

每年孔教學院慶祝孔聖誕環球慶祝大典之後都會舉行大成宴，除了

■由少平副局長（左）代表李文俊常務副院捐贈支票，由許曉暉副局 ■主禮嘉賓與一眾貴賓一同為孔子文化展剪綵後合照。前排左起 : 黃金泉、袁武、陳寧寧、由少平、許曉暉、湯恩佳、廖勛、葉長青、曾忠南、鍾
長、湯恩佳院長代表孔教學院接受。
家樂、吳漢樑。後排左起：何德心、禤國全、楊萬里、唐躍峰、湯徫掄、陳英明、林建名、馬壯、湯甄得萍、呂天增。

■陳寧寧常務副院長 ( 左 ) 捐贈支票由許曉暉副局長、湯恩佳院長代
表孔教學院接受。

週年及孔子誕辰 2566 年之喜，為隆重其事，大會特別於旺角倫敦酒樓

筵開百席以示慶祝。

萬世師表──孔子，是中國家喻戶曉的「聖人」，是中
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化的名片，在國際社會有
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2500 多年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

宴會上，孔教學院湯恩佳院長張致辭時表示，自從香港特區政府在

學說歷經千載而不衰，歷經滄桑而彌新，在各個歷史發展

去年認許每年九月的第三個周日為「香港孔聖誕日」後，孔教儒學更被

重要時期和諸多領域，源源不斷地提供著彌足珍貴的智慧

加以重視，學院同仁感到無上光榮，深感任重道遠。他又感謝社會各界

財富，為中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對孔教學院一直以來舉辦多項活動的支持，讓學院更好地將孔子儒家思
想傳播至世界各地，使儒教大眾化、普及化。

「大哉孔子 — 孔子儒家文化展」隆重展出

國文教育基金

人、我們的萬世師表、世界偉大的思想家──孔子。該展

何德心 45,500

黎時煖 37,250

張念平 30,000

朱正耀 30,000

林福成 30,000

陳雲輝 30,000

陳滿深 20,250

余國春 20,000

李建中 20,000

洪子晴 20,000

高百鳴 20,000

梁秋雲 20,000

劉倩兒 20,000

黎家治 20,000

錢世庸 20,000

韋錦潮 18,250

陳滿潮 15,000

馮燊均 15,000

林雅明 15,000

孔維宇 10,080

甘向行 10,020

吳潔玲 10,000

劉鳳桃 10,000

孔樹林 10,000

吳玉蘭 10,000

李廣林 10,000

張 華 10,000

張國強 10,000

陳國斌 10,000

陳榮欣 10,000

陳慶南 10,000

焦陸琼 10,000

李植開 10,000

朱格瑤 10,000

黃少芳 10,000

劉慶南 10,000

示孔子思想以及在世界的影響。展覽為觀眾奉獻了一場文

覽的可觀性強。

化盛宴，帶領觀眾走近先哲的世界，汲取聖賢的智慧，開

物、以珍貴的展品、圖表、照片、模型，配合中英雙語、視

委員

湯偉道 50,000

數觀賞者皆留言讚揚孔子對人類偉大的貢獻以及讚賞展

長擔任主禮嘉賓，數以千計來自世界各地的崇儒尊孔人士

呂天增 60,000

盧榮琰 50,000

邦深厚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底蘊，描繪孔子的生平畫卷，揭

統文化藝術，由孔教學院主辦、山東省文物局合辦、曲阜

英汝興 60,000

孔春琼 69,000

湯惠靄 50,000

的展覽，共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巿民及遊客入場觀賞，大多

大會展出富有山東特色和孔子故里特色的 100 多件實

湯徫掄 100,000

頻互動等方式，讓大家可以近距離接觸、認識中國的聖

孔子儒家文化展」活動在 2015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4 日

長、中聯辦協調部廖勛副部長、山東省文物局由少平副局

梁啟徽 110,500

林漢卿 50,000

覽豐富的內容，立體、直觀形象地展示了孔子家鄉齊魯之

茲為增進山東省與香港的文化交流，弘揚中華優秀傳

副主席 徐洪磊 125,470

湯惠心 50,000

以及香港各界友好雲集一起，見證展覽開幕。為期半個月

月 21 日在該館進行，大會邀請到民政事務局許曉暉副局

楊建輝 180,000

王麥英 50,000

巿文物局協辦、華人廟宇委員會贊助下，「大哉孔子 ——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 全館 ) 展出，而開幕典禮於 9

岑才生 181,000

湯關蕙賢 50,000

緬懷大成先師孔子的教誨之恩，也是學院同仁與世界各地之同道友好歡
聚一堂，互相交流及促進情誼之舉。今年大成宴為慶祝孔教學院創辦 85

湯甄得萍 200,000 吳榮治 194,282

掘儒家文化的精華，傳遞正能量，向世人傳播代表優秀傳
統文化精髓的中國好聲音。

其後，湯院長與一眾嘉賓宣讀由其親自撰寫的「孔教餐前頌」，以示

大成宴正式開始。同場更有多項才藝表演，現場氣氛熱烈，賓主同歡，樂
也融融。

48,000

甄振宇 10,000
贊助人

■孔教學院湯恩佳院長冀望觀眾可以從孔儒 ■民政事務局許曉暉副局長感謝孔教學院對 ■山東省文物局由少平副局長寄望通過本次
經典中吸收先賢的智慧。
社會的貢獻及讚賞是次展覽深具意義。
展覽讓山東與香港做一次心靈的溝通。
■開幕禮進行麒麟點睛，瑞獸呈祥。

■大成宴筵開百席，湯院長親自帶領誦讀餐前頌。

■會場亮點展品之一 : 山東曲阜
孔廟建築群模型。
■會場亮點展品之二: 珐瑯五供。

■陳寧寧常務副院長（中） ■吳漢樑常務副院長（右） ■唐躍峰常務副院長 ( 左 ) 陪 ■由少平副局長代表山東 ■楊萬里常務副院長 ( 左 ) 陪同 ■孔教學院胡國賢教務長（左二）向許曉
■湯恩佳院長致送書法予 陪同湯恩佳院長致送書法 陪同湯恩佳院長致送書法 同湯恩佳院長致送書法予華 文物局致送紀念品予孔教 湯恩佳院長致送書法給予曲阜 暉副局長（左一）及廖勛副部長（左三）等 ■孔教學院同仁與一眾貴賓在一代大儒康有為先生送贈孔教學院的牌匾旁
留影。
。
予廖勛副部長。
許曉暉副局長。
予由少平副局長。
人廟宇委員會葉長青委員。 學院。
市文物局，由馬壯處長接受。 介紹會場展品之一的「四書五經」

譚兆昌 7,388

曾 莉 7,200

林玉華 6,000

陳鑑波 6,000

王積德 5,750

鄒燦林 5,500

卓澤凡 5,000

呂金房 5,000

胡菊香 5,000

洪雲惠 5,000

陳乃森 4,000

阮婉珍 3,000

秦德荃 3,000

鄧守正 3,000

蕭 波 3,000

方帥帥 2,000

王李強 2,000

古秀珍 2,000

朱安芳 1,000

吳學明 2,000

吳學玲 2,000

吳學智 2,000

吳靈玉 2,000

呂敏莉 2,000

李秋紅 2,000

李基華 2,000

阮海偉 2,000

許烽宜 2,000

湯惠霞 2,000

黃甘培 2,000

鄒艷榮 2,000

林建新 1,500

朱雨軍 1,000

李歸華 1,000

林芝卿 1,000

陳 太 1,000

湯蕙蘭 1,000

顧家彥 1,000

朱少程 500

李紹基 500

李寶卿 500

林向陽 500

洪耀光 500

胡詠琴 500

區耀強 500

區耀輝 500

彭四女 500

雲大棉 500

劉桂興 500

潘善明 500

鍾海英 500

（善長及贊助人眾多，恕未能盡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