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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

會理事長張忠春對本刊記者表

示，該會充滿活力，熱心為歸

國僑胞、印尼留台學生及為社

會服務，獲得各界人士肯定與

好評。今年上半年，該會陸續

舉辦各種活動：三月十三日在

永和市民眾活動中心舉行新春

團拜與會員大會；四月十一日

在會所禮堂舉行會員慶生會；

四月十八日舉辦「宜蘭藝文境

外研習」等三項活動，會員踴

躍參加，與會來賓很多，就是

最好的證明。

新春團拜當天，前來祝賀

的各界貴賓有：僑務委員會副

委員長薛盛華、立法委員林德

福、洪秀柱、劉盛良、張慶

忠、印尼駐台北經濟貿易代表

處代表蘇哈鐸諾伉儷、副代表

詹得樂、永和市長洪一平、中

和市長邱垂益、台北縣議會副

議長陳鴻源、縣議員連裴璠、

陳錦錠、金介壽、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秘書長

鄭致毅、華僑協會總會秘書長

謝國樞、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

秘書張正伉儷、高棉歸僑協會

理事長林狄、越南歸僑協會副

理事長洪鼎、台北市廣東同鄉

會理事長鍾如海等多人。

張忠春理事長說，他在團拜

中強調「華僑為革命之母」，

對祖國革命建國有許多貢獻，

在政府轉進台灣之

後，百廢待興，號召

海外華僑協助復興基

地經濟建設，獲得熱

烈響應。印尼華僑就

從一九五○年代開

始，陸續來台投資及

移居台灣參加建設工

作。因人數日漸增

多，於是便有歸僑協

會的組織，為僑胞服

務及參與地方的各項

活動。協會組成的歌

舞團隊富有印尼地方

特色，平時認真訓

練，演藝精進，每年

應邀對外義演多達二十餘次，

頗獲好評。今後將繼續以團結

歸僑、共謀歸僑福利之宗旨，

努力以赴，追求進步、再進

步。

四月十一日的慶生會，永和

市長洪一平、台北縣副議長陳

鴻源贈送大蛋糕，另有多人贈

送紅包及各項禮物，有的貴賓

親自前來祝賀。印尼駐台北代

表處的多名官員伉儷不但前來

祝賀，並參與表演節目，與協

會成員同歌共舞，有如一家人

歡樂在一起。

四月十八日舉辦「宜蘭藝文

境外研習活動」，有八十名會

員及眷屬參加，分乘兩輛遊覽

車，經由五號國道進入台灣北

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張忠春：
舉辦各種文康慶生活動 為歸僑、僑生服務

部最長(全長十二點九公里)的

雪山隧道前往目的地。實地參

觀綠色博覽會、國立台灣傳統

藝術中心、羅東林業博物館等

處，由於有專人講解，增加不

少見識，得益良多。當天出發

前，永和市長洪一平特別到會

所送行，登上遊覽車向大家致

意，稱讚協會的各種優良表現

（協會參加永和市迎接二○一

○年跨年晚會舞蹈競技榮獲第

五名），希望印尼歸僑協會今

後繼續支持。

張理事長說，該會是目前在

台灣的七大歸僑團體中，成立

最早、充滿活力的團體。從原

始組織算起，至今已有五十一

年歷史。最初是在民國四十八

年因歸僑人數漸多，應該加

強聯誼、合作、團結，乃組

成「印尼歸國華僑聯誼會」。

民國六十九年依法成立「台北

縣印尼歸僑協會」，鄒育庭當

選第一、二屆理事長，丘亮實

為第三、四、五屆理事長，何

麗華為第六屆理事長，何良泉

為第七屆理事長，李勝文為現

任第八屆理事長。在鄒育庭理

事長任內，規劃購置現在的會

所。

為適應時代需要，更在民國

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另成立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

鄒育庭眾望所歸，被選為第一

屆理事長，陳渭成為第二、

三、四屆理事長，丘亮實為第

在墨爾本中文傳媒界，黃惠元先生是資

歷最深的“元老級”報人之一，同時，他

又是頗有成就的華文作家，在移居澳洲後共

有四本大作面世，其中有一本是多年來他任

主筆的“澳洲日報”(前身為“華聲報”)發

表的社論選集(中英對照)，在澳華報業史上

是獨一無二的創舉。而其餘三本則是文學作

品。第一本《苦海情鴛》長篇小說，如實地

全面地反映了赤柬波爾波特統治時期，柬埔

寨人民過著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生活。是澳

洲登記版權的中文長篇小說，也是他的成名

作。具有開創意義。第二本散文集《異國家

鄉》，則是黃先生脫離苦海，重建家園的充

滿艱辛而又滿懷希望，終於在澳洲這塊美麗

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傾心描述。以上三本書

銷往很多國家，廣獲好評，影響甚大。而現

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第四本，是筆者要向大

家推薦的黃先生在2009年末初版的最新散文

集《人生欣旅》。黃先生移居澳洲以來的生

活，雖然有他愛兒不幸病殘的沉重打擊，但

他樂觀地面對人生，積極地努力奮鬥，是充

實而又幸福的。顯然，民主、自由、和平、

富饒的澳大利亞，已經逐漸撫平了黃先生失

去家園和親人的創口，而其成功的事業與寫

作願望的實現，更為他的人生，添上了一筆

濃濃絢麗的色彩。黃先生博覽群書，才華橫

溢，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駕馭文字的能力

非比尋常，無論是報刊社論、時評政論，還

是散文、特寫、小說，無論是專訪還是記

【國內各歸僑協會理事長專訪之二】

洛杉磯/ 美洲秉公堂第28屆懇親代表大會5月8日在華

埠羅省秉公堂舉行，由美洲秉公總堂總理黃邦麟主持，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應邀出席大會揭幕典禮並致

詞，希望秉公堂堅定立場，繼續支持中華民國。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特電總堂總理黃邦

麟、總幹事陳夏儀，羅省主席伍偉亨、元老馬樹榮、幹

事馬培道致賀。

電文表示，該總堂此次大會，匯聚僑界彥菁英於一

堂，恪遵五祖遺訓，以大公無私，效忠自由民族，維護

人權，廣招賢士，義結同群，對內親愛互助，發展工

商，對外講信修睦，保障權益，及促進華人福利。維持

過去百多年來的原有立場不變，繼續秉持正義，尊重自

由民主，崇尚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必為僑社

締創佳猷，並祝大會圓滿成功。

台北/ 美洲協勝公會將於9月10日，在台北市召開第83

屆懇親大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特致元老

團主席伍煥鵬賀電，預祝大會圓滿順利；並題「心繫同

僑、放眼寰宇」祝賀。

電文讚揚該會向來以爭取華人權益、維護僑社安定和

諧為宗旨，對國家、僑社均著貢獻。此次懇親大會，必

能提升僑民福祉，凝聚同僑共識，意義重大。

美洲秉公總堂、協勝公會懇親

僑聯總會簡漢生特電祝賀

 僑聯顧問黃惠元出版新書
《人生欣旅》滿載旅遊見聞

滕飛 （墨爾本）

五屆理事長，李惠英為第六屆

理事長，他本人為現任第七屆

理事長。

目前兩會並存，以「中華

民國印尼歸僑協會」名稱對

外活動，簡稱「印尼歸僑協

會」，位在永和市永亨路二、

四、六號七樓面積近一百坪大

的會所，平日有專人駐會為歸

僑服務，且定時組訓舞蹈及合

唱團隊。並有精美的卡啦OK設

備，提供會友在星期假日來會

歌唱。張忠春理事長不但每日

出勤，還擔任合唱團教練兼指

揮，整日為會務努力不懈。舞

蹈團由康樂組長張國煒策劃、

林庭瑄編舞指導，定時訓練，

每逢演出前則加強演練技巧。

副理事長楊瑞華、何國鈞、陳

良光、台北縣理事長李勝文等

則機動到會支援。秘書長鍾淼

祥、助理秘書張頌強、出納張

華興、辦事員盧申文、及志工

兼電腦老師徐俊平等多人也長

駐會所，協助會務推展，熱心

服務精神，令人感佩。

敘，都能得心應手、妙筆生花。黃先生為人

謙和，廣交朋友，且熱心社會公益，在華人

社區也作出大量貢獻，是一位正直的典型文

人，更可貴的是黃先生柔中帶剛，敢於客

觀、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而這一

切，均不帶絲毫私人利益，是一位秉公直

言，回報社會的真君子。

《人生欣旅》這本書跨度二十餘載，以殷

實而文生動活潑的詞彙和情節，記錄了他在

澳洲、泰國、柬埔寨、巴黎、義大利,美國、

臺灣、以及中國各省市的旅遊、會務、探親

的足跡。不僅讓讀者看到各國各地的名勝古

跡與風土人情，更看到了社會的變遷與進

步，因此，這不但是遊記，也是一種社會觀

察，讓人在更深的層面看到了活生生的人和

事的展現與變化。中國著名學者上海華東師

大倪蕊琴教授特為此書寫序，此書已被坎培

拉澳洲國家圖書館，維多利亞州圖書館及多

家大學圖書館典藏。坎培拉國家圖書館中文

部主管歐陽迪頻給黃先生的信說：“這本書

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因為它記載和敘述了

一位澳洲華人快樂的人生旅遊，是一本很好

的敘事散文集”。

所以筆者強烈推薦這本史詩般的《人生

欣旅》，將會令您在人生旅途上有高度的共

鳴，從而更加珍惜人生，珍惜澳洲的多元文

化。如有興趣欣賞該書的人士，可直接與黃

先生聯系，電郵地址:hhuiyuan@gmail.com

（作者為墨爾本滕飛通訊社社長）

張忠春理事長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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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為慶祝青年節暨黃花崗起義

屆滿99週年，僑聯總會美西南辦事處主

任文光華，特在中華會館舉辦「黃花

崗72烈士歷史文物圖片展」；並頒獎表

揚僑聯總會海外優秀青年周純安。

召集該項活動的僑聯文光華主任表

示，該會美西南辦事處每年都在青年節

舉辦盛大的黃花崗烈士文物展，

藉以教育華裔青年瞭解黃花崗烈

士犧牲奉獻的革命精神。

今年展出特點為多幅過去從未

曝光的「蔣經國文物展」，包括

蘇聯留學、返回中華民國擔任基

層官員、遷台後擔任中華民國總

統等一系列未曝光的史料圖集，

將在洛杉磯、聖地牙哥、亞利桑

那等地展出一個月。

多倫多/ 中加文化交流協會

於5月7日下午7時，在龍翔洒樓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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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主辦，曾培養過馬來西亞歌

手張棟梁的僑生歌唱比賽，是

一年一度僑生界中最令人引頸

期盼的盛宴。今年全國大專院

校僑生歌唱比賽，於5月22日

中午12時，在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禮堂舉行。來自27所大專院

校50位僑生，無不卯足全力展

現歌藝，首首歌曲都贏得滿堂

喝采。

僑生歌唱比賽經過近五

個小時的激戰，比賽結果出

爐：第一名曾善美（中興大學、馬來

西亞）；第二名邵煜翔（輔仁大學，

馬來西亞）；第三名蔡尚藝（僑大先

修班、馬來西亞）；第四名黎志彬

（僑大先修班、澳門、客家歌曲）；

優勝五名：黃懿芬（僑大先修班、香

港）；劉世妍（輔仁大學、韓國）；

翁國丹（台北大學、香港）；林蕙萍

（台灣藝術大學、馬來西亞）；鄭詩

綉（銘傳大學、馬來西亞）。得獎同

學分別獲得1萬至2千元的獎金、獎盃

及獎狀，由僑聯理事長簡漢生、僑委

會任弘副委員長、海華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孫國華、教育部僑教會主任劉素

妙、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莊坤

良、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李培徽及僑

聯總會陳渭成、吳鴻發、梁傑韶等多

位常務理事頒獎。

僑生歌唱比賽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協辦，教育

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客家文

化委員會指導。每年歌

唱比賽總吸引僑生熱烈參

與，今年僑聯總會更鼓勵

僑生以原創歌曲以及客家

歌曲參賽，展現僑生的創

造力以及僑界多元文化的

特色。

擔任這次評審的資深音樂製作人丁

曉雯老師表示，這屆歌唱比賽水準普

遍提高，參賽者更勇於挑戰不同取向

的歌曲，不過提醒參賽者應選擇符合

自己風格的歌曲，突顯自我特色。會

後丁老師並挑選出具潛力的參賽者，

培訓其參加由百世傳播製作的「明日

之星Super Star」歌唱比賽。

僑委會副委員長任弘致詞時，感謝

僑聯總會為僑生同學準備能夠發揮才

藝的舞台，並鼓勵僑生不要放棄自己

僑訊徵求贊助訂閱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會刊「僑

訊」，自民國42年創刊以來，即

免費航寄海內外讀者閱讀，藉以

傳揚僑聯總會及全球各地僑社活

動新聞，或與僑胞權益有密切關

係的法令規章，溝通僑情，服務

僑胞，甚獲好評。

近年來由於郵寄、印刷、紙張

等費用均大幅上漲，但僑訊之發

行量又不斷增加，因此本會負擔

日益沉重，亟需各界讀者贊助郵

寄及印刷費用，以便繼續為海內

外僑胞及各界讀者服務。

贊助訂閱價格每年新台幣

三千六百元；或美金一百二十

元。有意贊助者，請將不同貨幣

直接匯入僑聯總會2種貨幣帳戶：

一、新台幣匯款帳號：

戶名：社團法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郵局劃撥帳號：50079158

花旗（台灣）銀行帳號：6689039578 

（銀行代碼：021）

聯絡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

號7樓之16

二、美金匯款帳號：

BENEFICIARY BANK :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heng Chung Branch
ADDRESS : 42 Hsu chang st.,Taipei 
Taiwan R.O.C
SWIFT : ICBCTWTP017.
BENEFICIARY :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CCOUNT NO.: 017-53-040930 
（匯款人請預先支付所有相關費用 
The applicant has to pay all charges 
in advance）

的興趣，培養興趣成為第二專長；僑

聯理事長簡漢生感謝協辦、指導單位

的支持與協助，理事長並以有「微笑

王子」美譽的知名歌手張棟樑為例，

指出他曾獲得本會89年僑生歌唱比賽冠

軍，期望僑生歌唱比賽能發掘更多優

秀歌壇人才。

全部活動於當天下午5時圓滿結束。

僑聯美東辦事處

頒理事顧問聘書

紐約/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東

辦事處成員20餘人，4月16日在

中華公所召開會議，由駐紐約臺

北經文處處長高振群代表僑聯理

事長簡漢生，頒發第十四屆美東

辦事處大紐約地區常務理事、

名譽理事、理事及顧問聘書。美

東地區目前辦事處主任由張學海

擔任，常務理事有馬克任、張學

海、于金山和李明星，名譽理事

有21人，理事17人，顧問73人。

張學海主任在會中報告僑聯總會

會務工作近況。

舉行「庚寅年春節聯歡宴會」，理事

長許君健感謝各界人士的參與，並介

紹榮獲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優秀青

年榮譽獎章的丘凌，由文化中心吳郁

華主任代表僑聯總會頒發榮譽獎章及

證書表揚。

丘凌是由中加文化交流協會推薦，

我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中心主任吳

郁華(左2)，在春節聯歡宴會中，代表僑聯總會

頒發丘凌(右2)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與中加

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許君健(右1)、逸仙中文學

校校長陳建新（左1）合影。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左）致贈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訪問團團長丁楷

恩紀念品。（見A2）

僑聯總會海外優秀青年

周純安、丘凌獲表揚

參加僑聯總會文教基金會主辦的2010年

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選拔活動，經評

審委員評定，當選僑聯總會海外優秀

青年。

參加春宴的貴賓有駐多倫多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組長李俊昇、文化中心

主任吳郁華、副主任黃慶育和加拿大

安省中華總會館主席楊俊宏、華協協

會總會多倫多分會會長鄭偉志、社團

首長、代表、各界人士近200人出席，

宴會中佳肴美酒，餘興節目豐富。 (梁

清祥)

僑聲˙勁曲 響徹雲霄 
歌唱比賽拼唱功

僑聯總會常務理事黃金泉（右1）、僑聯美

西南辦事處主任文光華（左2）、經文處長

龔中城（左1），與僑聯海外優秀青年周純

安（右2）合影。

全體得獎僑生與各單位首長合影。

主辦單位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

頒發第一名曾善美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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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蕭萬長副總統5月11日下午在總統

府接見「泰華僑團首長訪問團」一行，對訪

賓來台訪問，表達誠摰歡迎之意。

副總統首先代表馬總統歡迎泰華僑團首

長一行來華訪問，並感謝他們幾十年來在泰

國僑界出錢出力，熱心公益，對於僑界的團

結有極大貢獻，也使兩國的友好關係維持不

墜。

副總統表示，此次能夠邀請泰國最有影響

力的僑界領袖來華參訪，非常具有意義；尤

其，我國與泰國實質關係密切，兩國人民與

經貿往來頻繁，文化及風俗習慣也很相近，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為中國大陸的關係，

兩國的政治與外交關係一直比較疏遠。但隨

著時空改變，我政府採取和解政策，大幅改

善兩岸關係，目前正與中國大陸協商洽簽兩

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推動兩岸經貿正

常化，希望兩岸在簽訂ECFA後，與東南亞國

協（ASEAN）各國的關係也能改善，甚至能

與泰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讓台灣

在區域經濟中扮演應有的角色與功能。

副總統指出，我政府秉持務實做法，致

力維護區域和平與繁榮，希望僑團領袖們能

夠發揮影響力，敦促泰國政府協助台灣參與

東南亞國協的活動，並加強與東協各國的關

係。

最後，副總統也鼓勵僑界人士多利用僑委

會做為與政府聯繫的管道，他表示，今年雙

十國慶開始，將舉辦一系列慶祝明年中華民

國建國一百年的慶祝活動，歡迎屆時僑團領

袖們率團回國共襄盛舉。

泰華僑團首長訪問團一行下午由行政院僑

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薛盛華陪同，前往總統府

拜會副總統。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

事長簡漢生，於5月12日下午6

時30分，設晚宴歡迎泰華僑團

首長赴台參訪團。該團一行32

人，由團長余聲清率領前來台

灣、金門等地訪問一週，並拜

會僑聯總會、華僑協會總會等

華僑團體，也受到蕭萬長副總

統的接見與勉勵。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致詞

歡迎該團來訪。他表示，泰國

是重要僑區，僑胞人數眾多，

而且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與

台灣關係密切。此次訪問團成

員都是泰國僑界重要的工商領

袖，對僑胞有很大的影響力，

期盼來台參訪後，對台灣的政

經現況有更深入的瞭解，協助

政府促進台泰間的經貿關係。

簡理事長說，僑聯總會成立

將近60年，致力聯繫僑團、僑

胞，提供各種對僑胞有利的服

務工作，希望能與各僑團首長

加強聯繫合作，共同為僑社的

福祉而努力。

他表示，僑聯總會在國民黨

執政期間，受到政府的重視與

支助，經費無缺，對僑胞的服

務工作得以順利推展；而在民

進黨執政後，不但輕視僑務、

疏遠僑胞，也中斷對僑聯的支

助。僑聯在此艱困的環境中，

仍繼續維持與海內外僑界的聯

蕭萬長副總統期勉泰華僑團首長

發揮影響力促進國民外交

訪問團團長余聲清伉儷贈送僑聯紀念品，由簡理事長接受。

副總統蕭萬長（中）接見泰華僑團首長訪問團，其左為團長余聲清伉儷、

右二為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薛盛華、右一為李銘如副主席。

簡漢生歡宴泰華訪問團
希望加強聯繫合作為僑胞服務

繫和服務，受到海內外常務理

事、理事、顧問的支援，頒發

僑生獎學金、選拔表揚海外優

秀青年、獎勵海外華文著述、

舉辦各種僑生才藝比賽。

團員中有不少僑聯的海外同

仁，聞言紛紛慷慨解囊，贊助

僑聯經費與增加僑生獎學金名

額：團長余聲清常務理事贊助

5名僑生獎學金，每名新台幣5

仟元；常務理事饒培中義捐新

台幣4仟元、名譽理事李銘如

義捐新台幣3仟元。

團長、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簡漢生於5月24日，特設晚

宴歡迎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海外主要華商社團領袖台灣訪問

團。

該團一行27人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丁楷恩率

領，來台考察經貿投資環境，並拜會有關單位，讓團員對

台灣政經近況有更深入瞭解。

簡理事長致詞表示僑聯總會是全球華僑的家，希望團員

多與僑聯交流、聯繫、合作，共同為海外僑胞謀取福利，

造福僑社。丁楷恩團長與全體團員都有同感，對僑聯推動

的工作深表讚許與肯定。

宴會氣氛和諧融洽，賓主雙方互贈紀念品，盡歡而散。

余聲清感謝僑聯的熱誠接待，

他相信各僑團首長今後將與僑

聯保持更密切的聯繫與合作，

共同推動為僑胞的服務工作。

他說，訪問團成員都是當地僑

領，此次能組團來台訪問，顯

示僑社的和諧與團結，對台灣

政經情況也有更深入的瞭解，

將會加強台泰間的文經關係。

余團長表示，自從國民黨馬

英九總統執政後，致力改善兩

岸關係，促進文經交流，僑界

多表支持，並將協助政府繼續

推展兩岸的和平與發展。余聲

清團長伉儷並贈送簡漢生理事

長泰國手工藝紀念品。

為增添宴會歡樂氣氛，簡理

事長推薦僑聯研究組總幹事仇

建民演唱一首國語歌曲娛賓，

由組織組總幹事吳燕玉伴舞助

興；訪問團團長余聲清也請該

團金美麗主席献唱一首泰國歌

曲，余團長伉儷伴舞，簡理事

長興起也一起共舞，賓主載歌

載舞同樂，隨後余聲清團長也

演唱一首國語歌曲「一代佳

人」，獲得熱烈掌聲，雙方度

過一個愉快的夜晚。

僑聯理事長簡漢生歡宴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訪問團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前排左四）、秘書長鄭致毅（右三）與

世界華商訪問團團長丁楷恩（右四）及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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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副委員長表示，為提供僑胞更好

的服務，僑委會已於5月1日正式成立

海外僑胞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活動籌備

委員會，希望全球僑胞踴躍響應。許

副委員長並指出，屆時除了在小巨蛋

舉行的四海同心聯歡晚會及國慶大會

外，還將安排僑胞們參觀10月10日下

午的煙火活動。

此外，因為台灣醫療品質倍受國際

肯定，僑委會今年特別提供旅遊或健

檢行程補助二選一，讓僑胞們回台除

台北/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振榮

代表委員長吳英毅及僑委會全體同

仁，歡迎海外全球僑胞回國參加十月

慶典。

今年十月慶典活動報名時間於7月1

日至10月9日中午12點止，集體報名可

洽各駐外單位或僑教中心，個人報名

則請至僑委會網站http://www.ocac.

gov.tw線上報名，臨時報名可於10月4

日至10月9日中午12點前，至僑委會親

自報名即可。

歡迎全球僑胞回台同慶雙十 僑委會特補助旅遊或健檢費用

加西僑聯理事朱國琴建言獲採行
了遊覽台灣美麗風光外，又多了一個

新的選擇，也可以前往衛生署提供約

33間的醫療機構，享受優質的醫療健

檢服務。

旅居加拿大溫哥華僑聯總會理事朱

國琴，曾於去年建議僑務委員會，在

鼓勵海外僑胞返國參加十月慶典時，

除考量補助僑胞參加國內旅遊經費

外，也可考慮增加補助僑胞在國內醫

療院所做健康檢查的項目，讓僑胞在

旅遊或健檢中選擇一項，以實際行動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秘

書長鄭致毅，5月4日設晚宴歡

迎大陸福建省寧德市訪問團，

該團一行18人由市政府副市長

陳興生率領，於4日下午抵達

台灣進行訪問有關單位及參觀

遊覽活動。

僑聯總會鄭致毅秘書長對該

僑聯總會歡宴大陸寧德訪問團

將共同促進台寧兩地經貿發展
團來訪表示熱烈歡迎。他說，

由於理事長簡漢生赴大陸訪

問，因此由他代表接待貴賓。

鄭秘書長表示，簡理事長曾於

去年6月16日率領台灣僑界訪

問團，前往寧德市參加「海峽

兩岸、環三都澳」第10屆寧德

投資洽談會。訪問團在寧德期

間，簡理事長在三都澳論壇發

表「台灣經濟發展簡介與寧德

經濟發展展望」專題講演，並

率團參觀考察僑資企業和民俗

文化景點，同時也就今後台寧

僑聯在各方面的合作發展，進

行座談聯誼。僑聯總會因此與

寧德市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

此次寧德市

組團來台訪

問，僑聯總

會全力協助

辦理入境手

續，並在該

團扺台第一

僑聯總會歡宴大陸福建省寧德市訪問團，賓主在餐前合影。

天，僑聯總會就設晚宴歡迎，

就是最好的說明。

訪問團團長陳興生副市長感

謝僑聯總會熱誠接待，他表示

希望與僑聯總會持續商討共同

開發環三都澳有關事宜；並邀

請僑聯簡漢生理事長率團參加

6月28日在寧德舉辦的首屆海

峽兩岸電機電器博覽會。

參加宴會者有：僑聯總會

常務理事葛維新、副秘書長廖

俊傑，國內各歸僑協會理事長

李培徽（越南）、趙麗屏（緬

甸）、張忠春（印尼）、林

狄（高棉）；寧德訪問團團

員有陳輝（市政府副市長）、

章允斌（市政府辦主任）、

姚更青（市發改委主任）、

傅偉福（市台辦主任）、劉

登健（市外經局局長）、方

守潤（市經貿委調研員、副

主任）、陳鴻飛（蕉城區區

長）、楊峰（古田縣縣長）、

吳毅榮（屏南縣縣長）、官明

輝（周寧縣縣長）、雷仕慶

（壽寧縣縣長）、楊培欽（福

安市市長）、馮新婷（柘榮縣

縣長）、梁奕章（霞浦縣縣

長）、王世雄（東僑開發區主

任）、趙銘（寧德市廣播局科

長）、潘承斌（寧德市文化局

科長）。

宴會氣氛融洽，雙方互贈各

具地方特色的紀念品：訪問團

贈送僑聯的是「非物質文化遺

產──拓榮剪紙」；而僑聯回

贈的是「竹藝杯盛」。

本會紀念品【竹藝杯盛】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新設計

一款贈送貴賓的紀念品「竹藝杯

盛」，不僅深具文化及環保意識，

且有台灣本土特色，美觀實用、攜

帶方便。其含義說明如下：

竹，是中國人最喜歡的植物之

一，其有節有度（肚）、虛心遒勁

與不畏風霜雪雨，與松、梅、蘭並

稱為「四君子」，而所謂「無肉令

人瘦，無竹令人俗」，則說明了竹

的清逸脫塵，更為讀書人所推崇，

一再入畫入文。

台灣的南投竹山，以盛產竹子為名，自也發展出精緻的竹工藝；1999

年921大地震，震毀了南投地區很多家庭的生活，竹工藝遂成為許多家庭

重建的依峙；而近幾年來，隨著地球暖化的問題日趨嚴重，依賴砍伐樹

木為材料的木製家用品，受到有識之士的減量使用，於是竹製家用品及

工藝品遂被認為具有「環保價值」，而有日益流行昌盛之勢。

本件藝品是「茶杯盤」（杯盛），用來裝盛茶杯敬奉茶銘（「奉

茶」），這是很尊貴的禮敬。

僑胞、僑團、僑社、僑校，以及所有僑務工作者，為了維繫中華民族

與文化，發揮堅苦卓絕的精神，有如勁竹傲立風霜！

落實僑委會歡迎、照顧僑胞的美意，

凝聚僑心。

朱理事認為，這兩項補助，不僅可

減輕回國僑胞的經濟負擔，也可以實

質帶動國內觀光及醫療相關產業的商

機與收益。

僑委會採納朱國琴理事的建言，今

年在補助返國參加十月慶典僑胞在國

內旅遊選項外，特增列國內醫療院所

健康檢查項目供僑胞選擇。

深具文化及環保意識

僑聯賢彥義捐
新加坡 顧問蕭廷祝美金二十元。

緬甸 無名氏美金一百元。

韓國 顧問劉毓生台幣五千元。

澳洲 常務理事田文光澳幣一百元，顧問林垂佐台幣五千元。

泰國 常務理事饒培中台幣四千元，名譽理事李銘如台幣三千元。

日本 理事魏延年台幣三千元。

 美國 名譽理事黃偉成美金一千元、楊燕美金一百元、黃培湛美金

五十元，理事吳毓苹台幣四千元、劉雯美金一百元，顧問

劉於蓉美金二百元、陳約瑟、鄺蘇安、馬佩華、常靜姍、

楊嘉萍各美金一百元。

加拿大 名譽理事楊明堂台幣五千元、關溢忠加幣二百元。

厄瓜多爾 顧問蘇永禮台幣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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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巾：原則上由女主人先攤

開，其餘賓客隨之。用餐巾之

四角來擦嘴，不可擦餐具、擦

汗、擦臉等。餐畢，放回桌面

左手邊即可。中途暫時離席，

餐巾須放在椅背（面）或扶手

上。（如圖7～12）

四、進餐原則

˙應以食就口，勿以口就食。

˙閉嘴靜嚼勿大聲談話。 

˙盤內食物以吃完為佳，較合

乎禮節，惟亦不宜勉強為

之。

˙喝湯禮儀如圖13、圖14，注

意不可發出聲音。

˙口內的魚骨或其他骨刺可以

拇指與食指自口中取出。果

核應吐在空握的拳頭內，然

後放在盤子裡，勿直接吐在

餐盤或桌子上。（如圖15）

˙欲取用遠處之調味品，應請

鄰座客人幫忙傳遞，切勿越

過他人取用。（如圖16）

˙麵包要撕成小片送進口中食

用，一次吃一口，食物要切

著吃。口中食物未嚥下時，

勿再加東西。也不要把肉塊

一次都切成小塊。

˙進餐時應儘量避免噴嚏、長

咳、呵欠、擤鼻涕。若確有

必要，應速以手帕或餐巾遮

掩。

˙可多讚美食物，尤其女主人

親自烹調時更應為之。

˙洋人進餐有敬酒、而無乾杯

之習慣，切勿勉強客人為

之。（如附件十九：酒杯的

持用方式所示）

˙打破餐具時，首應保持鎮

靜，待侍者前來協助。如需

侍者時，通常不用聲音，

而以簡單手勢為主。（如圖

17）

˙不宜在餐桌上化妝或使用牙

籤。（如圖18、圖19）

˙西式宴會主人可於上甜點

前致詞，中式宴會則在開始時

致詞。（下期續）

有禮走天下
外交部出版之國際禮儀手冊

(食的禮儀之三)

附件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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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5月16日在北京清華大

學演講「21世紀是誰的世紀」，強調台灣文化具有

包容和自由度，兩岸文化可以擷長補短，發展普世

價值，對21世紀的世界文化有所貢獻。

劉兆玄指出，文化總會旨在培育有中華文化特

色的台灣文化。他說，台灣文化具有包容性、多元

性，給予各種文化發展的自由空間，成為文化融

爐，因而蓬勃。台灣文化會如此繁茂，是因為台灣

從普及教育和發展經濟，進而走向民主，予文化發

展以沃土。

那麼21世紀領全球風騷者要給世界帶來什麼文化

呢？劉兆玄特別強調「王道」二字。他引述孟子見

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表示，

劉兆玄：兩岸文化可以擷長補短
對21世紀世界文化將有所貢獻

輸出入銀行獲准

辦大陸金融業務
台北/ 由於兩岸經貿往來日益密切，中

國輸出入銀行日前接獲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的核准函，獲准開辦與大陸地區

金融業務往來的授信及相關外匯業務。 

中央社5月9日報導指出，中國輸出入銀

行指出，此次獲准開辦的項目包括出口貸

款及保證、中長期輸入融資及保證、海外

投資融資及保證、海外營建工程融資及保

證、造船融資及保證、搭配相關貸款的外

匯業務（如進出口外匯）等業務。 

輸銀表示，開辦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

授信業務，可增進台灣出口，幫助國內企

業拓展海外業務，協助台灣企業取得工業

生產所需的原料，藉以穩定國內物價，提

升生產技術，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成長。 

輸銀表示，未來將透過與各產業公會、

進出口公會、外貿協會等管道，向產業界

宣導輸出入銀行獲准開辦的大陸地區金融

授信等相關業務，協助廠商拓銷全球。(中

央網路報陳恆光/整理)

在21世紀崛起的大國，是否會實行王道，還是會實

行霸道？

劉兆玄強調，中華文化要發展，兩岸文化交流，

台灣文化以尊重傳統，包容多元等特色，定可為此

作出貢獻。他期許兩岸文化交流能促成中華文化的

文藝復興，找出新的普世價值，若再加上崛起的大

國為支撐，則可以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

劉兆玄說，其實文化是兩岸的最大公約數。

此外，劉兆玄也提及，兩岸詞語多有歧義之處，

如「窩心」一詞就有截然相反的意思，如果兩岸建

立詞語協商機制，利用電腦雲端技術處理、儲存各

種字詞用法，那會比合編中華詞語大詞典更有效解

決兩岸詞語用法問題。

劉兆玄16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後接受媒體採訪

表示，他此行不涉政治，行前馬英九總統沒有交代

什麼事，今後文化總會願作兩岸文化交流平台，為

兩岸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協助，有些地方也需要國

台辦提供相關協助。

他說，兩岸清華大學發展軌跡不謀而合，都是朝

著追求學術卓越前進，以前某些科系台灣可能在學

術上領先，但現在情況已有很大改變，北京清華發

展很快，目標在成為國際名校，新竹清華大學要加

油。

劉兆玄說，兩校可以既競爭又合作，明年清華百

年校慶，除了慶祝活動外，可以多作些學術探討，

對雙方都有好處。

吳英毅鼓勵海外教師
參加文化種子培訓班           

台北/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表示，

僑委會每年遴派各種文化教師到海外支援

文化夏令營活動，滿足海外子弟對於學習

傳統文化的殷切期盼，廣受好評。

為因應環境情勢的需要，不斷設定創新

目標，研究更好的策略，來精進僑教的業

務推動。自去年起，僑委會開始在美國芝

加哥等9個僑教中心全新開辦海外民俗文化

種子教師培訓班，充實海外教師在文化教

學上的能量。今年，僑委會依據海外的需

求，推出全新的課程，培訓的地區也擴大

到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預計培訓的名

額從去年的540名擴大到今年的600名，自

即日起至7月15止開放接受網路報名。（宏

觀周報）

工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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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天 地僑 訊

我的良伴
五年級時，我一直是個很自卑的人。

因為反應遲鈍，不善言辭，所以覺得自

己和同學們格格不入，也不敢跟她們交

談，但心裡總是羨慕她們的，羨慕她們

能開懷大笑、勇於表達。

老師也常常輔導我，要我和同學們

多接觸、溝通，可我就是無法鼓起勇

氣。就這樣我獨來獨往了一個學期，

直到下一個學期，王小蝶跟我同桌。

王小蝶在班裡表現一直很優秀，她全

「哎喲，這味道真讓人受不了，而且這也太影響咱們縣城形象了吧！聽說政

府還要開發辦旅遊呢！」幾位路人手捂著鼻子，屏住呼吸，疾步匆匆。

我愛家鄉的小河。可是這次從香港回老家我也忍不住捂起鼻子來。眼前的

河水變得污黑混濁，充滿的是塑料瓶罐、垃圾袋、廢紙等，各種各樣的垃圾都

有，水面還漂浮著幾具混雜在垃圾堆裡的小魚屍體，兒時可以游泳的地方，就

如同一個如花似玉的美貌少女，變成疾病纏身衰老的老太婆。怎麼了？夾帶肥

皂泡沫的生活污水不斷地從排水管流進河裡，路邊的小商販不住地往河裡傾泄

廢水，肆無忌憚，如此的惡性循環，使得家鄉的小河更加遍體鱗傷、傷痕累

累。不遠處柳樹無精打采地垂著頭，草地上了無人影，一片死氣沉沉的現象。

小時候我們這個小縣城的人們都靠著這條小河生活。我記得媽媽洗衣服

的時候總是把我帶上，聽話的我蹲在旁邊一動也不動，眼睛直往小河盯，

那水清澈見底，五彩繽紛的小石卵悠閒地躺在水底，一點也不怕阿姨們吵

鬧的嬉笑聲，一群又一群的魚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下自由自在、暢快淋漓

地戲水。有時候我看見小魚兒實在可愛，還會向他們打個招呼呢！爸爸下

班了也常常帶我到小河邊散步，玩玩小皮球，兩岸綠柳成蔭，柳條在微風

中扭擺身姿，似乎在向叔叔阿姨們炫耀自己的舞姿，甜嫩的草地，綠茵成

片，赤腳踏在上面猶如同按摩般柔軟、舒服。如此景致，吸引了不少父母

帶小朋友在那裡拍照留念，度過歡樂的童年。哥哥姐姐們也會三五成群地

乾脆席地而坐，談天說地，道古論今起來，在這寧靜別緻的風景中，忘卻

了周圍的一切，沉浸在青春織夢的歲月裡。到了晚上，小河的水面倒映著

一輪皎潔的明月，晚風姑姑輕身掠過湖面時，足尖一不小心碰觸到水面，

原本平滑如鏡的水面頓時泛起了漣漪，水中的月亮似乎也起了皺紋，老公

公、老婆婆們早已在那了，要不帶著兒孫們，要不跟著老伴們，有些飯後

淺斟慢酌，有些彈彈琴甚麼的露兩手，有些急著打毛衣給家人穿，忙碌一

天的人們嘻嘻哈哈地在這兒呼吸甜潤空氣，享受天倫之樂。

它，就是我家鄉的一條無名小河，是我記憶裡熟悉的一景。可是，這一切只

能定格在照片中，烙印在記憶中。如今，我這小女孩已經長大了，並且遷居香

港，卻跟小河一樣，無法與人帶著單純樸素的心交往了。

徵文比賽（小學組）

銀牌獎 羅雲霞（緬甸臘戍黑猛龍中學）

銅牌獎 孟芸萱（泰國中華會館中華語文中心）

銅牌獎 黃紫憶（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培正華文小學）

銅牌獎 詹哲（馬來西亞美里珠巴中華公學）

僑聯總會主辦｜海外華校學生

 繪畫比賽（6至9歲組）

讓我懷念……

徵文比賽（初中組）

銀牌獎 曾媛媛（香港培英中學）

身上下散發著一股熱情，做任何事情都

那麼積極，跟我完全不同。她跟我同

桌，大家都在議論：我那麼冷淡，跟我

坐肯定不好過。可她根本就不在乎，而

且她還肯定的說：她會將我改變。

於是，上課時，她會把我那張分

心看向窗外的臉轉過來，讓我專心聽

講；下課後，她就把我拉到操場，要

我和她一起開心；放學後，她又把我

拉住叫我和她 一起寫作業。剛開始我

對她的行為都只是敷衍了事，可後來

我那顆冷淡、自卑的心，漸漸被她的

熱情融化了。慢慢的，我便願意敞開

胸懷，試著去接受同學們，我的成績

也逐漸好轉，教室裡和我說話的人越

來越多。我發現我已經走出那個冷漠

的世界，來到一個充滿溫暖有生氣的

世界，我已經變成了一個活潑開朗的

小女孩。

我以為我的生活中將永遠跟小蝶

一起歡笑，一起努力，但她卻要搬

家了。我捨不得她，去送行時哭得淚

雨如下。小蝶說：「沒有一個人非要

另一個人才能生活。」她現在要去開

始新的生活，希望我也能繼續快樂。

「好！」我笑著對她說：「我會繼續

快樂、努力、交新的朋友。」但是望

著漸行漸遠的車，我的臉又被滾燙的

淚水染濕了。

孟芸萱

黃紫憶

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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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hong1588@ms39.hinet.net

僑聯總會主辦｜海外華校學生

蕭鼎三 （草書）

三萬里河入東海。五千仞嶽上摩天。

蕭蔚（隸書）

橫渠張先生東銘篇曰：戲言出於思也；

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

賴汝南 （草書）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白詩）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

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

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周東和（人物） 
以琴自娛

黃成彥（竹）

以竹為師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