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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017 春季 2016 澳門土生葡人活動遊記  

澳門土生葡人活動是旅居世界各地澳門人士回澳感受澳門變化每三年舉辦一次的盛事, 多倫多澳門會會員對這活動也是充

滿熱切的期望。2016 土生葡人活動報名參加踴躍, 世界各地十三屬會, 近千會員回澳參加 ! 我會大軍近百人雖以不同行程, 

不同時間從多倫多出發, 但回到故鄉澳門集結時, 絕大多數是整整齊齊, 士氣高昂, 有組織, 有紀律出現 ! 就看 28/11 全體大三

巴牌坊拍攝大合照為例, 我會員神彩飛揚, 加上統一奪目的紅色制服, 自然成為了大會和途人的焦點。 秋高氣爽, 同朋在旁, 

在遊人如鰂的澳門世遺名景點, 各會員也樂意做一次遊子回鄉, 拍一個美好回憶。 

短短一星期的行程, 各負重任。 會長, 副會長, 會董分別拜訪了政府各部門, 澳門基金會, 澳門土生葡人總會, 澳門歸僑總會, 

澳門龍舟總會等機構。 拜候了主要政府官員, 知名人士, 獲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先生, 旅遊局文綺華局長, 本會各名譽會長

蘇樹輝, 劉藝良, 陳少雄, 張偉智等接見。 出席了各官式和非官式的宴會, 如葡國領事特設的只限會長和特邀董事出席的官式

晚宴等。會長, 會董馬不停蹄, 盡心盡力, 多月籌劃, 确保事事順暢, 其他會員則可順途盡情吃喝玩樂, 深入走訪了解中西文化,

古今融匯, 養我育我的故鄉。 

序幕是 27/11 開幕晚宴, 大會假喜來登酒店宴會廳舉辦, 以澳門特色的葡式食物自助餐筵開百席, 巧見主辦總會的心思。澳門

特區首長崔世安, 社會民化司司長譚俊荣, 土生葡人總會主席歐安利, 理事會主席麥健智等出席及分別致詞, 更設有著名歌手

獻唱名曲, 還有精彩表演, 如四川變面等, 出席晚宴賓客共敘一堂, 盡慶而歸 !                                                                     

澳門美食別樹一格, 中葡混合, 敢於創新, 近年蜚聲國際, 成澳門向特色旅遊, 渡假城市發展的其中一獨特吸引項目, 更是世界

各地遊客, 食家光臨澳門的誘因 ! 多謝陳少雄會董百忙之中,  於 27/11 中午赴滬公幹前, 特別宴請全體會員於新口岸葡國餐廳

午宴, 讓大家更全面的欣賞和享用美味和豐盛的澳門葡式美食。 

澳門秉承了中國民族好客之道, 澳門龍舟總會於 30/11 假皇廷海景假日酒店中菜宴會廳宴請我會全體會員。澳門龍舟總會與

我會雙方友好往來多年, 更曾遠赴多倫多探訪我會兩次, 兩會現正進行加強今後的友好往來和合作。席間兩會會員共濟一堂, 

舉酒言歡, 新知舊雨, 暢談中外, 閒話家常。  

澳門近年經濟發展飛騰, 大型豪華酒店拔地而起。不是經常回澳的會員, 真的有感澳門往日久遠, 現在是耳目一新 ! 相互間

大談今昔, 童年回憶。對家鄉既親切又陌生。大會行程安排參觀崗頂教堂和大三巴愽物館, 更使會員加深澳門 400 多年文化

和社會發展的了解。                                                                                          

澳門俗稱澳門街, 地方不大卻獨具中葡文化混合。 會員三兩結群或獨自閒遊, 悠然自得 ! 識途老馬, 四處覓食, 既能米之蓮食

府, 又或可街頭小食。今次我會將各回澳會員分組, 除有效管理, 更利集體行動, 加強組員間的友好情誼, 各組別自相約往旅

遊和覓食。今年土生葡人總會安排的廣州兩天遊, 吸引了不少人參加。我會參加會員卅多人, 佔了一旅遊大巴。 雖是兩天行

程, 也盡是精粹之選。廣州近年發展已成現代大都會, 長提兩岸繁華盛世, 昔日使館, 豪紳之地見證了我國強大的演變。入住

的五星級白天鵝酒店是廣州改革開放的象徵, 翻新後高雅舒適, 參觀的廣州愽物館和嶺南文化園各具特色, 喜出望外。加上

兩日行程天公造美, 愉快順利。而在橫琴口岸過關更是很多團員的首次, 對澳門未來發展的大後方有初步認知。 

澳門土生葡人活動滿足了順道探親或專程回去的會員, 十三屬會的聚合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也加深了相互的認識和友誼 !   

2/12 由旅遊局主辦宴請假觀光塔舉辦之閉幕晚宴, 既是觥籌交錯,傳杯弄盞的愉快晚宴, 亦代表三年一敘的盛事亦完滿結束。                                                       

這次活動的成功除了主辦的土生葡人總會悉心安排, 十三屬會的熱情合作和投入, 更是我會會長和會董, 各組長對我等會員

的行程策劃和照顧。希望所有是次回澳參與的多倫多澳門會會員能盡興其中及留下美好愉快的回憶 ! 更期望 2019 土生葡人

活動的再次舉行 !                                                        

                                                              撰稿人: 隨行會員  REBECCA 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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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017 春季 2016 澳門土生葡人活動圖片(一) 

澳門土生國際聯誼會各地澳門之家代表合照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及土生國際聯誼會總理事長及各地澳門之家代表出席出席開幕典禮 

閉幕典禮上交換禮物 
開幕典禮上麥健智總理事長與會員大合照 

麥健智理事長及澳门會會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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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017 春季 2016 澳門土生葡人活動圖片(二) 

拜會名譽會長蘇樹輝博士及顧問霍志釗博士 

廣州兩天遊會員合照 

         本會代表與葡萄牙駐澳門領事合照 

澳門龍舟總會宴請會員 

陳少雄名譽會董宴請會員 
拜會名譽會董張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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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017 春季 

【本報消息】多倫多澳門會組織近八十名會員回

澳，參加近日舉行的二○一六國際土生葡人聚

會。期間會長袁小虹率新一屆董事及理事拜訪全

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袁小虹向何厚鏵介紹會務，簡述組織章程修改、

吸納新一代會員加入等改革工作，新一屆會董由

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加拿大社會具多元文化特

性，該會亦致力在多倫多推廣澳門的特色中西混

合文化。在澳門基金會、旅遊局、文化局等政府機構大力支持下，已成功舉辦連續三年的澳門美

食節，以及連續兩年引介多倫多商人來澳參加澳門貿促局舉辦的 MIF 活動。該會在多倫多已發展

成具有澳門代表性的民間社團組織。 

何厚鏵肯定多倫多澳門會的努力和成績，期望該會今後以“團結、 包容和傳承”為發展方向。團

結大多數會員，提升他們的積極性，參與活動和投入會務工作。指出任何團體都是不同人的組

合，作為領導層要包容，讓不同的意見得以發揮、

融合。建議該會思考如何培養優秀的下一代接棒，

薪火相傳。 

該會自一九九三年成立至今廿三年，二○一八年為

該會成立廿五周年，袁小虹代表全體會員誠邀何厚

鏵屆時抽空蒞臨多倫多，參加該會的慶祝活動及指

導工作。 

多 倫 多 澳 門 會 訪 何 厚 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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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017 春季 澳門歸僑總會  多倫多澳門會 

友好結盟  

是次 2016 土生葡人活動期間, 我會由會長袁小虹帶領, 副會長, 會董, 各組長

一行十多人曾於 3/12 拜會了澳門歸僑總會, 兩會就加強今後友好合作往來, 

正式友好合作結盟達成共識, 並於 9/12 簽立兩會友好結盟協議。 

澳門歸僑總會創立於 1968 年, 是一個成熟的歸僑團體組織。従開始以團結

澳門僑界, 維護僑益, 服務僑眾, 到積極參與, 發揚愛國愛澳活動, 帶領僑眾融

合澳門社會, 關心國家, 並肩承加強海外僑界聯系的橋樑重任。近年來澳門

歸僑總會在原有的會務基礎上, 除加大關心耆老會員的頤康心活, 到成立婦

女部, 發揚婦界力量, 更致力推動青年培養工作, 青年部經常主辦文藝匯演, 

不同類型的球賽和活動, 豐富了青少年的健康生活。                                  

澳門歸僑總會是澳門傳統愛國愛澳, 會員眾多的社團機構之一, 屬下

七拾多個屬會和數仟會員, 是澳門政府強力支持, 及提供資助, 為會員

提供良好的福利和不同項目, 有益身心的活動。                                                  

澳門歸僑總會現任會長劉藝良先生, 熱心公益, 亦為我會名譽會長。

劉會長 多年來對我會會務的良好發展提供積極指導和熱情支持, 對我

會貢獻獲益良多 ! 今次我會獲澳門歸僑總會簽立友好結盟, 更是劉會

長對我會工作的肯定和今後的期望 !   

兩會簽立友好結盟, 除對兩會今後的合作提供基本的方向探討, 兩方

基本共識 :                                                               

1) 加強雙方會員的往來, 即我會會員回流或每年停澳者可申請加入澳

門歸僑總會, 可由本會代辦, 享有該會會員的福利; 同時, 歸僑總會會員

僑居,就業, 攻讀或旅遊多倫多, 期間也可加入本會, 獲享本會會員福利;                                   

2) 兩會舉辦大型活動均邀請對方派員參加;                                 

3) 兩會途經兩地均拜會探訪;                                                     

4) 兩會資訊互通, 網址內設立聯系網頁;                               

5) 兩會青年部加強往來, 探討合作項目。                                 

 

如各會員有興趣參加或查詢澳門歸僑總會各事宜, 可與本會秘書處聯

絡, 澳門歸僑總會網址 www.overseachinese.org.mo 

兩 會 簽 立 友 好 結 盟 

拜會澳門歸僑總會 



 7 

聖 誕 餐 會  

本會於十二月十八日舉行了一次聖誕聯歡餐聚，是次参加者眾，原本

預訂了八十人套餐，接着一加再加，未到截止日已加至 120人了。再

次感謝各會員的熱情參與和支持。    

是晚因人数眾多，我們借用了鄰會的塲地，用盡了所有摺枱和摺椅，

现塲是擠擠的，但總覺着有一份温馨，和似是一家人在歡聚呢!    

有剛由澳門参加大聚會回来的團友，他們話盒子一打開，話題都是離

不開那幾天在澳門和廣州的豐富美食，也忘不了旅程中的點點滴滴，

樂極了! 他们異口同同聲説，三年後一定再會参加! 有些移民来加後

久未再回澳的團友説:今天的澳門今非昔比，懷緬昔日的寧靜

儉樸，也驚訝着有今天的如此繁榮!     

席間有抽獎，也有 Line dance 和 karaoke 助興，有會員説

如果有些愛好音樂的會員带同樂器(不論小如口琴，大如大提

琴)来同唱和那就更完美了。 

餐叙在九點半结束，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並祝各位新年進

步!                                                          撰稿人: 岑展頤  

Spring 2017 春季 

活  動  預  覽 表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費 用   地點 

3月18日 3:00 - 6:00pm  卡拉OK同樂日   每位2元  會所 

4月15日 3:00 - 6:00pm  中國象棋交流同樂日  每位2元  會所 

6月16日 7:00 - 10:00pm  慶祝本會24週年聯歡晚會 待定   待定 

8月26日 12:00 - 8:00pm  第四屆澳門節    免費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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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o Club Mathematics Tutoring Class 

澳門會數學補習班招生章程 

In order to enrich the benefits for our club members, Macao Club will hold a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utoring class in the coming months.        

茲為豐富會員福利，本會特於未來數月開設高中數學補習班 

Purpose : To strengthen and upgrade the mathematics capabi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so as to be able to enter 

into prestige and profound universities. 目的：為提升中學生數學能力及成績, 從而能進入更好之大學 

 

Time : Saturday afternoon  時間：星期六下午        

  十一班 Grade 11 : 3:45pm to 5:15pm        

  十二班 Grade 12 : 5:30pm to 7:00pm 

Venue : Macao Club Library  地點 : 澳門會圖書館 

Tentative Classes 堂數暫定 : 25/2, 4/3, 11/3, 25/3, 1/4, 8/4, 22/4, 29/4, 6/5, 13/5, 27/5, 3/6 

Language : English   教學語言：英語 

Teacher and Qualification  師資: Mr Chau 周老師 , MBA, MSc, BSc 

Mr Chau owned many years of teaching and tutoring experience in high school of Toronto and Macao respectively. 

(Note : Mr Chau is not OCT)  擁有多年在多倫多及澳門教授中學數學及補習經驗(註：非安省註册老師) 

Features 特點：                    

1. Parents are welcome to sit in the class with their children.歡迎家長旁聽，增強親子關係  

2. Students with school final academic performance (90+ marks) are entitled to receive a gift card and certificate. 

Macao Club will assist those students going to university to apply the scholarship from Fundação Oriente.學生在校最终

數學分數能達 90 分或以上者，可獲禮物卡及嘉許狀，升讀大學之學生，澳門會更協助其申請澳門東方基金會助學金  

Fees: (Pay up-front, non-refundable)  收費：一次繳交，不設退款   

Member 會員 : $100   Non-member 非 會員 : $200 (Note : People are welcome to join Macao Club) 

Enquiry 查詢電話： 

Call 416-335-1033 or visit web page at http://www.macaoclub.ca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截止報名日期：              

2017/02/18 (Note : 6 persons per class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2017 年 2 月 18 日(註：為保證質量，每班以 6 人為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Spring 2017 春季 

歡迎具不同專長的會員及其親友與本會合作, 開設各種興趣和學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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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統 楊 式 太 極 班 ] 

招 生 簡 章 

日期及時閒 :  逢星期日上課一個半時 ( EVERY SUNDAY )                   

  BEGINNER  1:30 PM – 3:00 , 4:30 PM – 6:00 PM    
  INTERMEDIATE 3:00 PM – 4:30 PM 

上課地點 :     4168 FINCH AVE. EAST (At MIDLAND) PH52, SCARBOROUGH 

          FIRST COMMERCIAL PLACE, 士嘉堡第一廣場頂樓 PH52 室 
 

導師 : [楊式太極拳] 導師林國敏先生 ( RICKY LIM ) 早年跟隨太極名師, 楊國教師父習藝. 對太極拳, 太極

刀, 太極劍, 太極扇等有極高造詣.  

 

林國敏師父積數十年之習拳經驗, 並抱著發揚中國武術及武德為宗旨, 期以促進中外人士對中國傳統武

術之認識. 林國敏師父在多倫多傳授 "老架" 楊式太極拳, 刀, 劍等己多年. 中外門生無數,  獲益者眾. 

(助教 : 章珍珍 ROSA CHWANG ) 

楊國教師父受業於李伯倫, 麥英甫 [楊家, 董家] 及楊景暄, 郭運平,[陳家, 八卦兩儀] 門下. 

 

課程內容 : 教習 正宗 [楊式太極拳] 108 式圓拳. ( 太極拳有圓拳和方 拳之分別 ) 

 

太極拳動作柔和, 以內壯外強為主 : 

在練習時, 從意念, 自然呼吸, 動作三者貫連一起. 形

神合一, 仿似一組非常協調之交響, 習者可在此中得

到身心健康, 呼吸暢和, 並促進身體各部機能的協調

及活動能力, 達到自衛強身的目標. 青少年更為容易

學習. 

報名留座 :  416-707-2138   RICKY  LIM 

本課程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學習, 粵語, 英語和國語授課均可. 

Spring 2017 春季 

歡迎具不同專長的會員及其親友與本會合作, 開設各種興趣和學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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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會籍收費通知 

各位會員:             

 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來臨,溫馨提示現已開始繳交 2017 年的會費,本年會費更改為成年會員每位 30元

及家屬小童每位 10元。根據 2016年 6月份全體會員大會一致通過修改的會章,第二章第四條有關會費的規定

『會員應在收到收費通知書後繳付會費, 如在續期日起六個月內并未繳付會費, 會員資格將自動停止及取

消。』敬請各位會員依時繳交會費,再次多謝您們的支持,讓我們為會務發展共同努力! 

會費繳付方式: 現金或支票 支票抬頭: Macao Club (Toronto) Inc. 

郵寄或親臨本會支付 

地址: 4168 Finch Ave East,PH55,Scarborough,Ontario,Canada M1S 5H6 

電話: 416-335-1033 聯絡人: 鄭志偉先生 

辦事處開放時間: 逢星期五、六日下午二時至六時 

 

2017 Membership Fees Notice  
Dear Members, 
 

Happy New Year! We hope everyone is having a wonderful week of celebration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This email is 
a notice that we are now starting to collect membership fees for 2017: $30 for adult members and $10 for family 
members under 18 age.  

As a friendly reminder,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June 2016 unanimously voted for an amendment to the Club’s Consti-
tution, which now provides under Article 4 of Chapter II: “Members shall be notified in writing of the fees at 
any time payable by them, and if any are not paid within Six(6) calendar months of the membership 
renewal date, the members in default shall automatically cease to be members of (Macao Club Toron-
to) Inc”.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payment information: 

Payment of Contributions: Cash or check 

Check payable to: Macao Club (Toronto) Inc. 

Method: By mail or in person to pay 

Address: 4168 Finch Ave East, PH55, Scarborough, Ontario, Canada M1S 5H6 

Tel: 416-335-1033  Contact Person: Mr. David Cheng 

Opening hours: 2 pm to 6 pm on Fridays and Saturdays" 

Spring 2017 春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