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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煌，大考中心副主任、前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洪冬桂、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張昌

吉，僑聯總會常務理事、前僑

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葛維新，中

央廣播電台董事、前立法委員

高惠宇、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

趙麗屏、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

洪鼎、越南歸僑協會名譽理事

長李培徽、高棉歸僑協會理事

長林狄等與來賓聚餐聯誼。

簡漢生理事長希望從今而

後，兩岸僑聯能夠在搭好的平

台上，密切來往交流、互助合

作；並盼望大陸僑聯與此行在

台灣新認識的各界負責人，繼

續自由交往。簡理事長表示，

上月初他帶領僑聯同仁應邀前

往河北省參訪，非常感謝河北

省僑聯馬主席高規格的接待，

對河北省的政經建設、風土文

物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收穫良

多。

河北省僑聯訪問團團長包東

副主席感謝僑聯總會簡理事長等

秘書處同仁的熱誠接待、與費心

安排行程，讓全體團員有賓至如

歸之感。他說，此行訪台收穫非

常豐碩，除了見到想見的各界人

士，也親自體會到台灣同胞的人

情味與親切感，同時也遊覽了寶

島的名勝古蹟，令人永難忘懷。

他更盛讚僑聯總會的工作效率，

認為值得大陸各地僑聯工作同仁

效法。

河北省唐山市開欒一中校長

張立君讚揚台灣同胞親切、和

善，也感謝僑聯總會的邀訪與接

待。她表示，此行最大的收穫是

能見到仰慕已久的王建煊董事

長，對他出錢出力在大陸推展教

育工作、培育人才表示敬佩。她

說兩岸同胞同根同源，應加強來

往交流，促進瞭解與合作，為兩

岸人民謀求福祉。

（相關新聞刊B1）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

事長簡漢生12月5日下午5時，

在僑聯總會會議室歡迎大陸河

北省僑聯訪問團。該團一行11

人由團長、河北省僑聯副主席

包東率領，於5日上午抵達桃

園機場，簡理事長特與秘書處

同仁前往迎接。

簡漢生理事長在僑聯總會歡

迎來訪貴賓時，簡介僑聯的創

立經過及宗旨，表示任內將做

好下列3件事：一是繼續做好

為僑胞的聯繫與服務工作，包

括歸僑、僑生在內。二是推展

發揚中華文化，持續舉辦各種

歸僑和僑生的才藝比賽，讓海

內外華僑子弟能夠傳承發揚中

華優秀文化。三是促進兩岸僑

界的和平發展工作，加強兩岸

僑聯的交流聯誼、互助合作。

簡理事長說，包副主席此次

組團來訪是以文教考察為主，

團員有很多是中學的校長，為

過去訪問團未曾有的創舉，難

能可貴，僑聯總會特別安排參

訪台灣北、中、南各重要學

校，希望能促進兩岸學校的溝

通、瞭解與合作。簡理事長也

邀請河北省僑聯，組團參加明

年在台北由僑聯總會主辦的第

10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訪問團團長包東副主席感

謝僑聯總會簡理事長的熱誠接

待，與妥善安排行程，使全體

團員有賓至如歸之感，相信此

行必有很大的收穫。他說，此

次訪問團的成員中有4位僑聯

主席、4位中學校長，希望能

促進兩岸僑界及文教界的交流

與合作。包副主席並邀請簡理

事長明年能組團前往河北省，

參加3項大型的經貿交易會、

青年夏令營、及環保會議。

訪問團其他成員有：胡翎

（河北省僑聯副主席兼石家莊

市僑聯主席）、高琪（河北省

僑聯聯絡部部長）、勞衛（河

北省唐山市僑聯主席）、張立

君（河北省唐山市開欒一中

校長）、王志祥（河北省邯鄲

市僑聯副主席）、郁桂榮（河

北省邯鄲市二中工會主席）、

李豔萍（河北省滄州市僑聯主

席）、劉愛華（河北省滄縣中

學校長）、鄭軍平（河北省辛

集中學校長）、李晗（河北省

石家莊市第九中學校長）。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當

晚設宴為團員洗塵，並邀請台

灣文教界負責人參加聯誼，包

括：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陳會

英、開平餐飲學校創辦人夏惠

汶、義民中學董事長潘鵬仁、

台北市議員、中等教育協會理

事長林奕華、大學教授、退休

高中校長黃浴沂、私立義大國

際高中校長、前台北市立中山

女高、景美女高校長黃郁宜、

台北市立萬芳高中校長黃鴻

章、私立泉僑高中董事長韓銅

準、私立泉僑高中董事長夫人

黃安美、私立泉僑高中校長汪

精輝。

河北省僑聯訪台行程由僑聯

總會精心規劃，並由副秘書長

廖俊傑全程陪同，拜訪：財團

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王建煊、萬芳高中校長黃

鴻章、景美高中校長林麗華、 

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河北同

鄉會、台中二中校長薛光豐、

台南二中校長王榮發、高雄私

立義大國際高中校長黃郁宜。

此外並參觀遊覽：故宮博

物院、士林官邸（台北市民花

園）、士林觀光夜市、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爭豔館、流行

館－遠東環生方舟、真相館，

寰宇園等園區；誠品書局、

孫逸仙紀念館、世界最高大

樓『101大樓』眺望大台北景

色；野柳地質公園、台中逢甲

夜市、中台禪寺體驗馳名世界

的宗教建築；日月潭遊湖、玄

光寺、赤崁樓、安平古堡民族

英雄鄭成功遺跡；夜遊高雄愛

河、貓鼻頭、鵝鑾鼻燈塔、尼

克松石欣賞墾丁夜景、旭紅珊

瑚博物館、全世界十大必遊景

點『太魯閣國家公園』－－燕

子口、九曲洞、長春祠、布洛

灣等，欣賞鬼斧神工的天然奇

景；

花蓮礦石博物館，自由參觀

台灣獨有的貓眼石、翠綠台灣

玉、玫瑰石後返回台北，結束

全部行程。  

僑聯總會12月13日在祥福餐

廳設晚宴歡送全體團員，並邀

請監察院監察委員葛永光、立

法院曾永權副院長辦公室主任

河北省僑聯組團來訪 僑聯總會隆重接待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右6）率秘書處同仁前往桃園機場歡迎河北省僑聯訪問團團長包東副

主席（右5）等成員。

河北省僑聯訪問團拜會僑聯總會雙方互贈禮物。

僑聯總會歡宴河北省僑聯訪問團，全體與台灣北中南各參訪學校校長或負責人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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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左）熱烈

接待大陸河北省僑聯訪問團，並

與團長、河北省僑聯副主席包東

（右）交換紀念品。（見A4,B1）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九十九年各種僑生獎學金，經

僑聯文教基金會第十屆董事

會第三次會議審查結果，共有

200名優良僑生獲獎，每名新

台幣5,000元，將於明年1月8

日舉行頒獎典禮。

僑聯總會為獎勵回國升學僑

生，培育僑社新生力量，特設

立財團法人僑聯文教基金會，

自民國53年起，舉辦各種僑生

獎學金業務，廣獲海內外各界

熱心人士及社團共襄盛舉，踴

躍捐獻僑生獎學基金，嘉惠

僑生，獲致良好績效。今年有

台灣大學等院校66所、馬來西

亞等22個僑區僑生計1025人申

請。獲獎僑生名單如下：

一、僑聯文教基金會僑生

獎學金：葉詠晶、黎茜兒、

黃雅雯、吳愛貞、唐曉君、

葉家歡、黃麗君、李琬婷、

胡嘉玲、劉薈穎、周依文、

麥凱杰、汪偉豐、胡慧盈、黃

鈺鈞、余曉東、林維邦、黃保

仁、樂曉慧、顏江霖、林渝

蓉、朱茗輝、李少媚、鄭雪

君、李麗霞、李淑玲、劉敏

靖、黃宏興、謝秀華、林良智

等30名。

二、彥棻文教基金會僑生

獎學金：林良興、鄭巧思、謝

燕欣、許偲媺、梁華昌、羅偉

杰、徐祥恩、黃秀娣、李穎

欣、陳妙慧、陳欣怡、王嘉聆

等12名。

三、韓華孫培坦先生僑生

獎學金：陳曉彤、朱芳儀、

周發揚、魏汶玲、何國豪、

趙興珠、陳美欣、李洙妍、

臧崇馨、王得方、沈學伊、

劉世妍、林靜雯、李健宇、黎

舒瑤、張艾霞、趙興薇、張仁

珍、李知翰、吳群淋等20名。

四、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

福利基金會僑生獎學金：曾

苡熒、洪宛儀、阮春霞、劉淑

賢、朱偲韻、杜楚欣、羅曉

敏、胡素瑜、張愛玲、郭純

羽、梁華溢、廖景維、麥詠秋

等13名。

五、美國丁竹君女士僑生

獎學金：葉永堅、黃宇戈、

方耀榮、蕭可藝、林伊薇、

梁淑芬、林毓冰、陳思瀚、

呂雪珺、杜依璟、涂穎穎、

黃潔欣、薛可欣、王慧妮、張

善雯、陳禹戎、黃書慧、黃一

嗚、羅惟瀧、陳秀芳等20名。

六、紀念徐懋元先生僑生

獎學金：葉翰挺、杜可薇、洪

甘萍、潘美玲、葉施惠、蔡善

珍、蕭殖全、譚征嶺、鄒慧

慧、張艾婕等10名。

七、荷蘭朱建人伉儷僑生

獎學金：梁紅玉、陳孔炎、張

惠雯、謝雅芳、林維欣、黃志

偉、李彩妘、蔡緯澤、麥賽

欣、曾苡媛等10名。

八、澳門張貽秋先生僑生

獎學金：黃霆禮、盧少芬、楊

志建、李穎忠、陳路琳、林家

慧、施子榕、陳家玲、劉逸

鴻、黎淑賢等10名。

九、關島宋天佑先生僑生

獎學金：黃曼梅、陳葳、王喬

梅、龔祈恩、李易庭、張錦茵

等6名。

十、緬甸楊天乙先生、陳

懿斌女士伉儷僑生獎學金：霍

穎彤、吳幼佳、康婉娥、王欣

慧、陳寶豔等5名。

十一、馬達加斯加梁信立

先生、黎蘊璧女士伉儷僑生獎

學金：馬智偉、黃慧珊、馬慶

浩、辜瑋琦等4等名。

十二、泰國余聲清先生僑生

獎學金：梁永生、王玥心、蘇韶

芷、邱婉婷、 葉文婷等5名。

十三、泰國曾碧豪先生僑生

獎學金：陳穎姿、陳佳伊、張

依雯、伍思婷、陳郁婷、連珠

妙等6名。

十四、菲律賓吳似錦先生、

戴良玉女士伉儷僑生獎學金：

黃循敬、莫士仟、鄭薇薇、陳

佩琪等4名。

十五、澳門葉謀足先生僑生

獎學金：何振東、麥健雯、黎

惠正、鄭潔菁等4名。

十六、南非盧起箴先生僑生

獎學金：黃于真、張紅任、陳

均銘、潘慧德等4名。

十七、緬甸王立三先生、尹

蓮玉女士伉儷僑生獎學金：彭

芷賢、王秋才等2名。

十八、緬甸尹開泰先生僑

生獎學金：楊世慧、張如薇

等2名。

十九、越南朱陳玉美女士

僑生獎學金：李述富、曾麗

晶等2名。

廿、美國紀念崔公懋先生

僑生獎學金：張文瑄、鄭國

彬等2名。

廿一、美國劉雯女士僑生獎

學金：鄭惠欣、鄭東蘭等2名。

廿二、法國丁偉星先生僑生

獎學金：江佩珊、黃翠等2名。

廿三、紀念陳秋薇女士僑

生獎學金：伍麗峰、劉志偉

等2名。

廿四、紀念莊清桂先生僑

生獎學金：賀來由惠、蔡珈

瑜等2名。

廿五、紀念聶灼垣先生夫人

清寒僑生獎學金：張婉筠、高

智慧等2名。

廿六、菲律賓紀念楊文秀先

生僑生獎學金：陳俞如、何詩

婷等2名。

鄧永儉來台與僑聯協商
籌辦河洛文化研討會事宜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12月3日上午率

秘書處同仁，在會議室歡迎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務副

會長鄧永儉來訪，共同協商

兩會明年在台合辦第10屆河洛

文化學術研討會籌備事宜。

簡漢生理事長表示，中華

僑聯總會將於明年4月15日

至17日，在台北與中國河洛

文化研究會，合辦第10屆河

洛文化學術研討會，鄧副會

長此次來台與僑聯協商研討

會籌劃事宜，至表歡迎，並

向鄧副會長詳細報告研討會

的籌備經過，相信在台灣與

大陸各有關單位的配合支援

下，必能將研討會辦得非常

成功。

鄧永儉副會長表示，僑

聯總會同仁的素質高、效率

好，近年來舉辦過的大型活

動都很成功，有目共睹。他

深信在簡理事長的精心策劃

下，明年的河洛文化研討會

一定會辦得有聲有色。鄧副

會長強調，該會賈慶林主席

對明年首次在台舉辦的研討

會非常重視，列為年度重點

工作，希望兩岸有關單位能

盡心盡力把研討會辦好，讓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前左2）偕同秘書處同仁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鄧永儉（前

右2）合影，前右1為秘書長鄭致毅、左1為副秘書長廖俊傑。

僑聯總會將於明年1月初
頒發200名各種僑生獎學金

廿七、菲律賓許金星先生僑

生獎學金：施純洋、戴嘉雯等

2名。

廿八、黃天爵先生、謝俊夫

人伉儷基金會僑生獎學金：林

思雅1名。

廿九、印尼羅榮新先生僑生

獎學金：鄭惠珍1名。

卅、菲律賓許書耀先生僑生

獎學金：關桂英1名。

卅一、菲律賓吳民民先生僑

生獎學金：嚴燕楓1名。

卅二、泰國李鍚祺先生僑生

獎學金：連若英1名。

卅三、緬甸張標材先生僑生

獎學金：李立銀1名。

卅四、緬甸張楠材先生僑生

獎學金：楊麗清1名。

卅五、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

僑生獎學金：楊璟瑜1名。

卅六、南非黃詠翰先生僑生

獎學金：曾素薏1名。

卅七、法國李和先生僑生獎

學金：黃偉祥1名。

兩岸炎黃子孫都能體會此次

研討會的重要性、共同來促

進同根同源的親情，進而發

揚中華文化，這是兩岸中華

兒女當前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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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春夏秋冬，僑聯服務腳步未曾稍有停頓，民國99年，在簡理事長漢生先生領導下：

海外優秀青年選拔、華文著述獎徵選、頒贈僑生獎學金、海外華校學生書法、

作文、圖畫比賽以及國內僑生歌唱比賽………，

其它諸如海外理事會議、國內理監事、會員大會等等活動當然依例舉行；

而來自全球及中國大陸的訪問團拜會不斷；僑聯應邀組團赴陸參訪研討的行程也幾乎全年滿檔，……。

每項活動、行程，均獲得極大回響與好評，「僑訊」月刊及僑聯網站、FACEBOOK也都有配合報導，

現在，年終歲尾，我們整理出最具代表的10件事，與大家分享！

積極編輯海外華人名人錄電子書

為紀念辛亥100年及表彰海外傑出華人，本會擬編印「海外

華人名人錄」電子書，李鍾桂、牟宗燦、葛維新、林基源、

郁慕明、賴清陽、張大為、曾麒鴻等先生、女士應聘為編纂

顧問。(僑訊第1307期)

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將登場

8月24、29日分由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及秘書長鄭致毅與河南省固始

縣委書記方波共同主持根親文化台北、高雄兩場聯誼會，其中，台北場

有僑聯總會理監事、僑界人士、各宗親團體代表等100多人；高屏地區河

南同鄉會理事長、鄭姓、施姓、方姓宗親會代表、河洛文化工作者約50

人參加座談。(僑訊第1314期) 僑聯並積極籌辦「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

討會」，預定明年4月中旬在台北、高雄舉行，估計兩岸及全球400人參

加。(僑訊第1316期)

僑聯致力為僑胞安排住居、養生問題

為響應僑委會吳英毅委員長的「台灣大僑鄉」計畫，僑聯總會推動「僑聯

總會台灣好家園」，4月25日與宜誠建設公司簽約，在桃園縣青埔特區推出

「宜誠僑峰」建案，供海內外僑胞及台商返國購屋定居。(僑訊第1310期)

為配合海外僑胞返國養老之需求，僑聯總會與「長庚養生文化村」合作，

為僑胞建構照顧網，提供最完善的選擇。(僑訊第1315期)

僑聯虎年1    大風雲盛事

華僑節慶祝大會 副總統蕭萬長親臨道賀

10月14日上午舉行慶祝第58屆華僑節大會，副總統蕭萬長親臨道賀，並致

詞呼籲僑胞協助政府推動「全球招商計畫」。(僑訊第1316期)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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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地僑聯到訪熱絡 

3月9日四川省海外交流協會訪問團，由團長周敏謙率領。

3月10日河南省新鄉市僑聯訪問團，由主席馮革新率領，並簽訂交流合作協

議書。(以上見僑訊第1309期)

6月3日江蘇省僑聯參訪團，由主席郁美蘭率領。

6月4日江蘇省僑聯參訪團並與各歸僑協會代表及文藝界人士舉行兩場座談會。

6月27日河南省僑聯代表團，由團長馮昕率領，並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書。

(以上僑訊第1312期)

7月1日山東省濟南市歸國華僑聯合會訪問團，由主席孫連發率領。

7月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僑界訪問團，由主席韋幹率領。

7月6日四川省僑聯訪問團，由主席陳憲率領。

7月23日河北省僑聯訪問團，由主席陳憲率領。

7月23日澳門福建同鄉會來台參訪團，由團長梁坤糾率領。

7月29日福建晉江市僑聯主席葉水應暨中華港澳在台人民協會秘書長洪金錫

來會訪問。(以上見僑訊第1313期)

9月12日廣東藝術團，由團長馬新民率領。 (僑訊第1315期)

10月21日江西省新余市訪問團，由主席黃國慶率領。

10月22日江西省僑聯訪問團，由團長桂水金率領。(以上見僑訊第1316期)

12月5日河北省僑聯訪問團，由河北省僑聯副主席包東率領。(本期僑訊)

簡理事長率團 拓展中南美洲市場

8月25日至9月11日，簡理事長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副理長的身

份，率領15家國內電子通訊、資訊等業廠商，前往中南美洲巴拿馬、宏都

拉斯、墨西哥、智利、秘魯等5國訪問，協助台灣廠商拓展中南美市場，

促進台灣與中南美洲各國民間、各地僑領聯誼並促進我國經濟貿易外交。

(僑訊第1316期)

簡理事長任僑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僑聯文教基金會3月9日召開第10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與會董事一

致公推董事簡漢生先生為本屆董事長，旋由董事長提名僑聯秘書長鄭致毅兼

任本屆執行長，獲全體與會董事通過。(僑訊第1309期)

「自由僑聲」30年 僑聯道賀

9月11日「自由僑聲」半月刊創刊30週年，在台北典華旗艦店舉行慶祝大

會，僑聯秘書長鄭致毅率領秘書處同仁前往道賀並致詞。(僑訊第1315期)

5
6

僑聯尾牙邀理監事同樂

1月29日，僑聯尾牙，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只僑聯同仁，理

監事們也共襄盛舉；不做外燴，多是大家一人一菜；就在僑

聯大會議室；渡過一個浪漫且別緻的夜晚。(僑訊第1307期)

8

9
10

主辦兩岸四地專題研討會 組隊參加「看海西夏令營」活動

6月18日由中國僑聯及澳門華僑總會策劃，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召開

「2010兩岸四地青年年會」，僑聯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領100位青年前

往參加。(僑訊第1312期)

6月20日由中國僑聯及僑聯總會主辦，在廈門海悅大酒店，舉行「情繫兩

岸僑胞福址，共謀閩台僑鄉發展」研討會，僑聯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領

海內外僑界俊彥約共計300多人與會。(僑訊第1312期)

8月4日至10日，本會僑界青年共20多人參加由廈門市僑務辦公室及歸國

華僑聯合會共同主辦「兩岸僑界青少年看海西夏令營」活動。(僑訊第

1314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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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恰恰在南非處境十分困難

的時刻，我國與南非建立了“領事關

係”。1976年，又升格為“大使級外

交關係”。之後十餘年間，移居南非

投資的台商高達一萬餘人，合資公

司、企業、銀行等约有300多家，台商

還購買了大片的土地進行經營。在國

際社會制裁南非期間，台灣與南非經

貿關係迅速發展，簽署了數十項“政

府間”協定，雙邊貿易額每年約15～

19憶美元，南非順差5億美元，得到了

不少實惠。台商在南非織及鞋業、塑

料製品、箱包、金屬加工等工商和服

務業投资15～16億美元，雇用員工4萬

多人，其中黑人占85.8%。故台斐建立

正式外交關係二十年來，台商自動自

發到南非開創天地所設立的工廠已達

六百多家，從事貿易的也有三百四十

家, 不但平均每月成立工廠是二點五

家，陸續創造就業機會,貿易額及引發

的邊際效益更無法估算。

南非是非洲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國

家，各方面的設施都較完善，經商環

境也講究依法行事、公平有序。在非

洲，特別是在南非，相當數量的台

商，他們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

大的貢獻。然而，近十餘年來，隨著

大批中國內地新移民的到來，陸商在

南非人心目中的形象逐漸有所折損。

在這些新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

通過蛇頭偷渡来南非的，在簽證有效

期過後，多數人就轉入“地下”。他

們沒有合法身份，更缺乏语言溝通能

力，於是躲在各個角落裡和警察打游

擊。因此，直到现在也没人能真正的

清楚算出南非究竟有多少中國人。

這些的新移民，不約而同地在南非

非洲地區：陳源淵

的大街小巷擺起了小攤販，以賣電子

錶等生活用品謀生。在南非，中國商

人普遍都缺乏誠信。曾經有位黑人從

中國商人手中買了一雙鞋，幾天後回

來告訴店主須要再買一雙，因為他發

現自己的兩腳不一般大。單純的黑人

兄弟哪裡會想到，店主賣給他的是調

換了尺寸的零碼鞋。部份昩著良心的

陸商就這樣在南非人面前大耍花樣，

把當地人的善良單純看成是愚蠢可

欺，把奸詐狡猾當成是生財之道，他

們在傷害了南非人感情的同時，更讓

華商在南非人面前顏面盡失，聲名掃

地。如果說不法陸商還只是欺騙普通

消費者，那麼部分陸商在南非的違法

亂紀行為，卻足以讓南非的執法部門

頭痛不已。南非華人社區發生的違法

案件，主要涉嫌假冒名牌、偷税漏

税、販賣毒品、走私偷渡、非法移

民、組織賣淫、敲詐綁架、殺人放火

等.南非警方經過嚴密偵查後，也破

獲了部分案件。在他們眼中，中國人

已經成為危害南非社会治安的一大隱

患。 

目前台灣在南非的僑團組織如

下：

大新堡台灣商會、中華民國南非華

夏體育總會、中華民國留斐金山大學

同學會、中華民國留開普敦大學同學

會、北開普省台灣商會、台一高爾夫

球聯誼會、台灣高爾夫球聯誼會、自

由省中華文教基金會、自由省台灣商

會、非洲華文作家協會、自由省高爾

夫球會、自由省婦女會、西開普省台

灣商會、那他省台灣商會、非洲台灣

人協會、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南非華人婦女會、南部非洲台灣同鄉

會、南部非洲台灣客屬聯誼會、南部

非洲華人協會、約堡台灣商會、旅南

非高爾夫球聯合總會、國際佛光會南

非總聯絡處、國際佛光會約堡協會、

國際佛光會新堡協會、華心文教基金

會、斐京大學華人同學會、開普敦中

華高爾夫球聯誼會、開普敦台灣商

會、新堡高爾夫球聯誼會、新堡華人

工商會、新堡華人中 文學校、新堡

華人投資協會、雷蒂史密斯廠商聯誼

會、豪登省台商青年社、豪登省台僑

警察之友會、豪登省台灣商會、德班

高爾夫球聯誼會、自由省中華體育

會、賴索托台灣商會、賴斐台商學

校。 

大陸在南非的僑團組織

中國留南非學者學生會、非洲國

家工商聯盟華商總會、非洲華文作家

協會、非洲華商經貿學員聯誼總會、

非洲潮人聯誼會、非洲遼寧商會、南

部非洲遼寧工商總會、東開普省台灣

商會、南非之友協會、南非中國非洲

工程師協會、南非中華福建同鄉會、

南非洲中華工商總會、南非洲粵港奧

總商會、南非華人國韻社、南非華人

藝術團、南非順德聯誼會、南非黑龍

江同鄉會、南非齊魯同鄉會、南部非

洲上海工商聯誼總會、南部非洲中國

大西南聯誼會、南部非洲北京工商聯

誼會、萊索托中華工商聯合會、開普

敦華僑華人工商聯誼會、南非華人

婦女工商聯誼總會、非洲華人礦業協

會、南非南通商會、南部非洲吉林總

商會、南非溫州同鄉會、南非浙江商

會、南非江蘇商會、南非華人華僑婦

女聯合會。

具有香港特色的團體

南非紫荊會。

具有老僑特色的團體

南 非 中 華 總 公 會 ( C h i n e s e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天

主教華人聯誼會 (Catholic Chinese 

Welfare Association)、中華青年協會

(Chung Wah Youth Association)、南非

中華體育協會(South Africa Chinese 

Sports Association)、北杜省中華

體育會(Northern Transvaal Chinese 

Sports Associatiton)、南杜省中華

體育會(Southern Transvaal Chinese 

Sports Association)、杜省中華公會

(Transvaal Chinese Association)、

杜省聯衛會所(Transvaal Chinese 

United Club)、南非梅僑公會， 約

堡中華文化中心(Southern Transvaal 

Chinese Sports Association)、約堡第

一唐人街街坊會(Southern Transvaal 

Chinese Sports Association)、南

非客屬聯誼會(South Africa Hakka 

Association)。

中性團體

佛光山南非南華寺、南非慈濟基金

會、南非華人餐飲業同業公會、德班

中華公會、南非德班地區華人聯誼會、

自由省中華公會、依士德比中華公會、

國際針灸學會南非分會、南非中醫藥協

會、西羅町唐人街管理委員會。

美國北加州舊金山灣區僑社歷史悠

久，組織健全，活動頻繁，僑胞來自

世界各地，為數眾多，對中華民國是

竭誠地支持，堪稱全球華僑之楷模。

2000年民進黨奪得政權，即刻破壞

了既有之僑務政策，張富美的僑民三

等論更刺傷了僑心，分化了華僑的團

結力量。加以民進黨的台獨意識發

酵，撤銷了在中國城的華僑文化中

心，因而部份僑團在左派勢力之誘導

下，轉而傾向中共。過去團結安定的

傳統僑社，卻因爭論升降那一面國旗

而演變得動盪不安。

2008年中國國民黨贏回政權，馬英

九總統愛護僑胞，重視僑社，吳英毅

僑務委員長更是馬不停蹄，奔走僑

社，倡議僑務休兵，化解誤解，增進

美國舊金山地區：李學英

僑胞多來自香港及東南亞，祖籍為廣

東或福建。南灣多為新僑僑團，僑胞

多來自台灣。南北灣之僑社，過去多

各自為政，少有往來，經僑界領袖及

僑胞多年的努力，如今已是互相支

援，通力合作，水乳交融，為灣區僑

社帶來欣欣向榮的氣象。

舊金山灣區各種類型的僑團已近

一千，平日活動頻繁，遇有重大節

慶，更是全僑一心，團結合作，辦好

相關之慶祝活動。為慶祝中華民國建

國一百年，中華會館聯合北加州各界

僑胞，成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暨

九十九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該籌

備會之重要任務雖為籌辦慶祝建國百

年的活動，但慶祝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雙十國慶之工作更是積極進行，各類

慶祝活動計有廿餘種，如升旗、遊

行、園遊會、國粵語歌唱 、文化藝術

展覽、餐會等。今年雙十返國祝賀團

共計十四個，總計三百八十餘人。

為擴大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之籌備工作，更是密鑼緊鼓，積極進

行中，除安排每年慶祝國慶之既定活

動外，更增列有百年郵票、錢幣、國

畫、書法、攝影、西畫等之文化展

覽；又有徵文、詩詞歌賦朗誦、歷史

常識、百年LOGO、軍歌演唱等之藝文

比賽；更有詩歌朗誦、婦女百年、光

榮百年、軍事百年之研討座談組，以

及舞龍舞獅、服裝表演之表演組。籌

備委員會更籌組赴檀香山，點燃百年

聖火祝賀團及擴大籌組百年回國祝賀

團等。如上之活動，將會於中華民國

建國百年元旦起全年精彩呈現。

僑胞成分日益多元化，僑社因之

日趨複雜，然而支持自由民主中華民

國的力量，仍居於優勢！更幸具有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榮譽職身份的僑界領

袖，在僑社中推波助瀾，激發廣大的

華僑社會團結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下，

齊心努力，相信定能為僑社再創新

猷。

瞭解；立即著手恢復在中國城之舊金

山華僑文教中心，覓妥新址，進行裝

修，預計在年底正式揭幕，將會為僑

胞提供更周全的服務。

舊金山灣區的僑社依地域而分為南

北灣。北灣舊金山以傳統僑社為主，

僑聯總會海外理事會議美非地區僑情報告 「珍珠」耀大陸 真情灑寶島

  河北省僑聯一行11人到臺北拜會王建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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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2月6日上午，風和日暖，桂

花飄香。河北省僑聯包東副主席一行

11人專程來到臺灣，在臺灣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簡漢生理事長等的熱情引薦

下，來到臺北至善路「愛心第二春文

教基金會」，拜望了基金會創立人王

建煊先生。

1506名「珍珠生」大學上榜率百分百

「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創建

於1996年。除了為大陸貧困地區捐建

「愛心小學」之外，又相繼啟動「一

個孩子一個蛋工程」（即為貧困地區

的小學生于每個上學日提供一枚煮雞

蛋）」、「撿回珍珠計畫」（即為

「家庭特困、成績特優」的高中學生

提供助其完成學業的資金支持）等。

目前，「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已經

惠及十余萬大陸貧困學子。包東副主

席一行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河

北省6所愛心小學與837名「珍珠生」

來看望深受孩子們景仰、愛戴的王建

煊先生的。

王建煊先生和他的夫人蘇法昭女

士熱情地接待了來賓。王建煊先生饒

「珍珠」耀大陸 真情灑寶島

  河北省僑聯一行11人到臺北拜會王建煊先生

王建煊先生為「珍珠生」書寫勉勵字句。

有興味地聽取了幾位校長關於「珍珠

生」成長情況的彙報。他高興地得

知，他當年「有愛走遍天下」的訓誡

如今已經在「珍珠生」的心中生根發

芽。當聽到一位校長講「我們是來臺

灣朝聖的」時，他謙遜地擺擺手，

說每當看到一個個小孩子在新建的教

室裏蹦跳歡躍的時候，他就感到萬分

滿足。王建煊先生深情地回憶起去大

西北走到受助孩子中間的情形，「孩

子們一見到我，就齊聲歡呼『雞蛋爺

爺』、『雞蛋爺爺』！」他又興奮

地拿出了2010年首屆「珍珠生高考金

榜」，告訴大家說，今年畢業的1506

名「珍珠生」100%考上了大學！他殷

殷叮囑各位校長，一定要注重孩子品

德的培養，「不要沒有靈魂的優秀

生」。

珍珠生「家書」 溫暖「王爺爺」的心

校長們帶給王建煊先生的禮物，

是「珍珠生」們親手折的千紙鶴、幸

運星，是他們寫給最愛的「王爺爺」

的一封封暖暖的「家書」。王建煊

先生手捧這些無價的「寶貝」，激

動不已，他開心地問一位校長：「我

可以在我的文章中引用孩子們的書信

嗎？」

公務繁忙的王建煊先生特意拿出了

兩個鐘頭的時間與大家進行交流，又

欣然揮毫，為「珍珠班」的孩子們題

寫了贈語，他還拿出他的新書「點亮

生命」、「牽手一生」分贈給各位來

賓。

——感恩與感動交織，感激與感

懷融匯。正如一位校長所言：在至善

路會晤一位至善的長者，是生命的喜

日，是靈魂的佳節。（張麗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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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就是一本著作，而作

者就是我們自己，隨著時間的

流逝，這本著作會變得漸漸豐

富、漸漸多彩，細細回想，細

細品味：酸、辣、苦、甜四味

緊緊的繞在心頭，無法丟失，

無法忘卻。

── 酸

人人都知，醋是酸的。但還

有一種酸，那就是無可奈何的

離別。未曾年輕也就蒼老的

徵文比賽（高中組）

銀牌獎 李克亞 (香港培英中學)

成長的過程

僑聯總會鼓勵海外華校學生才藝創作
展出繪畫、書法、徵文比賽優勝作品

我們，在書海上睜著渾濁不堪

的雙眼，迷迷糊糊的與同學們

走過兩年的高中生活。然而，

這兩年之間，我們卻建立了深

厚的友誼。

「什麼！你要離開！」班主

任那蒼老佈滿褶皺的臉頰因驚

訝而扭曲的像一團山脈。

「嗯，因為爸爸工作的原

因，我要去香港上學……」我

深深的低著頭，緊咬著嘴唇，

不敢直視班主任那如火般的目

光。

時間似乎都凝固了，心也被

凝固了，「哎」一聲重重的嘆

息從班主任口中傳出，「我知

道了，你先回班房學習吧。」

「嗯。」托著自己那雙如同灌

了鉛般沉重的雙腳，轉頭走出

教室。就在關門的瞬間，隱隱

聽到班主任的聲音：「第三個

了……」

是啊！我是第三個要離開這

個班級的人了，都是為了自己

的未來，為了自己的發展。無

力的推開深重的班房的門，看

著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想到

之前兩位同學離開時那無可奈

何的面孔，一陣陣酸意從大腦

傳到心田。

── 辣

辣，並不能算是一種味道，

而是一種刺激，是一種痛覺。

剛剛來到香港，一切對我來說

都是新的。第一次在香港上

課，第一次聽廣州話……面對

著新的同學、新的東西，不僅

給我新的體驗，帶來的是更大

的挑戰。

「這位同學，請你回答這個

問題。」講到開心處，老師面

對著我，一口流利的廣州話從

口中滾出。

原本吵雜的教室一下子變得

安靜下來，全班都在等待我的

回答。我呆呆的坐在座位上，

整個身體捲在一起，兩只大大

的眼睛無辜的看著講台上老師

那充滿期待的目光。如同受怕

的小兔子一般，無奈的講出一

句話：「老師，您會說普通話

嗎？」

頓時，全班炸開了鍋：「啊，

原來他是說普通話的！」「怪不

得他平時不講話。」刺耳的聲音

宛如一根根鋼針，狠狠的扎入

我的心田，讓我整個人都坐立不

安。

「不會說廣州話？那你怎麼

去上課？」老師的聲音壓住全

班的聲音，如雷鳴般猛擊到我

的耳膜。瞬間，全身血液都停

止了流動，耳中除了嗡鳴，卻

只剩下了嘭、嘭的心跳聲。不

知不覺間，當時離開家鄉的不

捨場面再次出現在眼前。心就

像吃了辣椒一樣，痛痛的，不

是滋味。

── 苦

「痛苦是一位偉大的導師，

它教曉我們做人。」確實，人

生歷程中的一切痛苦都在扮演

著這樣的角色。

不會聽廣東話，並不能成為

我放棄的理由。聽取其他同學

的建議，我天天放學回家後就

去看電視，通過看電視來提升

廣州話能力。多聽，多講，多

練成為我每天必做的功課。

聽不懂老師的講授，那就自

己在家學習，追趕匆匆而逝的

時間，保障自己的學習進度不

低於學校的進度。

藝 文 天 地僑 訊

不適應香港的生活，那多與

同學交流以了解香港，多認識

香港。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融入

香港。本來那千瘡百孔的心就

在這一滴滴淚水、一絲絲努力

的滋養中慢慢修復著。

每天深夜，托著疲憊的身體

躺在床上，一陣陣苦累湧上心

頭。但是我知道，痛苦來了，

幸福還會遠嗎？

── 甜

一切痛苦之中都孕育著快

樂。沒有痛苦這個台階，快

樂、尤其是激盪人心的快樂，

或許永遠不會降臨。

時間最不偏私，任何人每

天都只擁有二十四小時。恍若

白駒過隙，期中考試不知不覺

間來臨了。一隻腳踏進考場，

心中思緒萬千，一幅幅畫面如

同幻燈片般在腦中閃過，別人

玩樂時我趴在桌子上溫習，自

己的付出是不會白費的！緊接

著，堅定不移的踏入另一隻

腳。看著手中的成績單，雖然

沒有完全達到自己的目標，但

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心中

泛起一絲甜蜜，那一絲的甜

蜜，似乎被無限放大，延至永

遠……

── 後記

這本著作仍在繼續，內容

更加豐富，更多彩。在這本書

中，加點鹽，放點醋，入點辣

便混合成了甜。這種味道的混

合，就是我們的成長。

繪畫比賽（14至17歲組）

銀牌獎 伍美安（菲律賓中正學院）

銅牌獎 楊連發（緬甸育成學校）

書法比賽（中學組）

銀牌獎 彭秋靜（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

銅牌獎 洪梅玲（菲律賓馬尼拉崇德學校）

伍美安

楊連發

彭秋靜  洪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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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漢書藝協會提供作品    
Tel：02-2836-4460    Fax：02-2531-9490
郵政劃撥帳號：19408887 
E-mail：hong1588@ms39.hinet.net

兩岸名家書畫邀請展

吳夢雄 (草書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繼詩

← 劉緯世 (隸書)

     上聯：萬事無如書有味。
      下聯：一生有限學無涯。     

→ 賓碧秋 (行草)

    臨文似湧千江水。潑墨能生萬壑雲。

↑雲南 劉宗新

陳培新(楷書)  宏觀

陳建彰  靈泉脩竹

陳建彰、劉昭 、周東和、丁琳、周忻

恩、葉錦蓉等道長共同現場合繪。圖中執

筆作畫者為-葉錦蓉道友。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簡理事長漢

生（左）致詞、右為中華大漢

書藝協會理事長陳德藩。

八閩美術會蔡榮譽會長鼎新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