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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綜合整理 中國大陸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

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自3月3日
至1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政協主席賈慶林強調今年

要落實兩岸深入交流並積極推

動ECFA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賈慶林指出，促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是重要的工作方向。

他明確的表示，「堅持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牢牢

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

積極推動政協委員與台灣民

意代表的深入交流」，同時擴

大與台灣有關黨派團體、社會

組織、各界人士和基層民眾的

交往，紮實有效地做好台灣人

民工作，以及積極推動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落實，促進

海西經濟區充分發揮「先行先

試」作用，進一步拓展兩岸經

貿、文化交流合作領域，是今

年的主要工作。其次，他也表

示，未來的一年，將透過舉行

辛亥革命100週年紀念大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親歷

大陸兩會 確定政策方向：

兩岸和平發展 落實ECFA
賈慶林表示將透過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揚河洛文化等精神 加強兩岸中華文化交流

談
到中原文化、河洛文

化，不能不談及開漳聖

王，由於陳元光率58姓府兵
（後來增加到83姓）到福建平
蠻，並引進了中原地區較高

的文化、農耕和畜牧技術，使

得中原河洛文化傳到福建、廣

東，繼而到了台灣，並從這三

地傳衍到海外，使得河洛文化

生生不息，發揚光大，可以

說，陳元光的入閩，開啟了中

華民族遷徙歷史的首頁和中華

文化南傳及國際化的開端。

台灣逾300家廟宇

祭祀開漳聖王

在台灣，祭祀開漳聖王的

廟宇超過三百家，其中以開漳

聖王為主神的，依內政部的登

記資料有81家，光在宜蘭一個
縣，就有21家。
信奉開漳聖王的民眾，以農

業人口為多，但因為人口流動

的關係，也有勞動人口和其他

各業的信眾。

自陳元光入閩後至今一千

多年，台灣的開漳聖王廟入台

也已三、四百年，多是神跡丕

顯，庇佑十方，因此信徒眾

多、香火鼎盛，舉一實例即

可知道信仰之深厚：在南投草

屯的「陳府將軍廟」前有一廟

埕及一戲台，這戲台一年演出

布袋戲6百多場，都由信徒還
願所敬獻酬神，由於農曆七月

俗稱鬼節，一整個月不演布袋

戲，因此這6百多場的布袋戲
必須在11個月中演完，平均每
天都超過2場，可見信徒之虔
誠，也可見開漳聖王廟之靈

驗，在信徒心中之地位。

有趣的是，開漳聖王的信

眾，甚至廟方的執事人員，雖

都知開漳聖王來自福建漳州，

卻鮮少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

是來自於河南固始。

兩岸對開漳聖王認知有盲點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原地

區河南省的知識份子們，對陳

元光開閩的故事雖多能津津樂

道，卻也不知開漳聖王是台灣

基層民眾重要的信仰之一。

兩岸對開漳聖王的重要歷史

價值都未能深入暸解和體會，

不啻是喪失了兩岸和平發展的

一把重要鎖鑰，十分可惜。這

兩個盲點，實在是我們今天在

討論河洛文化時不得不重視的

第一個問題。

其次，由於「河洛郎」與

「福佬人」在閩南語的發音上

高度近似，因此許多台灣的客

家人不認為自己也是「河洛

人」，許多台灣人也認為他們

祖先的終極故土為福建，根本

就與河洛毫無瓜葛，因此也不

認為自己是「河洛郎」。這種

對歷史文化的誤解，也加深了

族群的隔閡和分裂，十分遺

憾，也十分值得重視，這是我

們今天在討論河洛文化時不得

不重視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我們研究河洛文化，

一向採取開放的態度，逕由學

者專家就個人的研究方向提

出論文，後來也就河洛文化的

南傳有一些地域性的主題，譬

如：河洛文化與嶺南文化、河

洛文化與台灣文化等。開放研

究議題是好的，聚焦研究議題也

是好的，可惜在這些研究當中，

缺乏宏觀面的觀照，所以容易見

樹不見林、只研究結果而未能溯

其根本，上述有關開漳聖王的

盲點就是其一；同時，傳統河

洛文化的研究多以歷史研究者

為主，對跨界整合的思考較為

不足，因此不能主動尋求重要

問題進行專案的研究，開拓研

究的範圍和領域，這也是一個

很可惜的現象。

在此舉一個例子說明這一

點的重要性。

透過不同領域

豐富河洛文化研究內涵

陳元光當初從光州固始入

閩，先後帶領83姓的府兵，
這83姓可說是當今閩台大多
數的姓氏，占總人口超過8
成以上；而這83姓府兵再從
固始引入較高水準的農耕技

術和生活方式到閩南，這種

方式當然也傳衍到台灣。固

始傳統有名的「黑毛豬」，

肉質好，價格高，而台灣向

辛亥革命」紀念圖書、拍攝

電影、文獻電視片等活動，

充分發揮河洛文化、文史資

料、京昆戲曲、書畫藝術、

宗教交流和黃埔精神等的橋

樑紐帶作用，以期加強兩岸

中華文化的交流，增進中華

民族的認同。

賈慶林強調，今年是推動

兩岸關係有序、穩定、良性

發展的重要一年。要深入貫

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

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堅定不移貫徹中央對台工作決

策部署，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主題，繼續推動兩岸經

濟合作，大力促進兩岸各領域

交流。要堅決維護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大局，鞏固兩岸關係發

展成果和基礎；確保發展成果

更多惠及兩岸民眾，在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進程中不斷增進兩

岸同胞福祉；繼續推進兩岸各

界大交流大合作，不斷增進台

灣同胞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

的認同，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向

前發展。

僑光社／綜合整理 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在第11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4次會議，3月5日開
幕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時表示，將繼續推進兩岸協

商，增進兩岸政治互信。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我們將堅持新形勢下發展兩

岸關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

大政方針和各項政策。繼續推

進兩岸協商，積極落實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議，加強產業合

作，加快新興產業、金融等現

代服務業合作發展，支持有條

件的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支持

海峽西岸經濟區在推進兩岸交

流合作中發揮先行先試作用。

深入開展兩岸社會各界交流，

積極拓展兩岸文化教育合作。

增進兩岸政治互信，鞏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共

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

好局面！」 
他強調，十二五規劃期間，

大陸產業開放的方向與發展的

重點，對台灣具競爭力的企業

進軍大陸十分有利。

文/廖俊傑

來自豪的也是台灣的「黑毛

豬」，那麼台灣的黑毛豬和固

始的黑毛豬有沒有血統的連

結？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但這個研究是屬於畜產基因的

自然科學研究，其研究結果可

能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民族大

遷徙與文化傳揚的路徑。透過

不同領域的研究，自然能豐富

河洛文化研究的內涵，也把相

關的拼圖更為詳細而周延，這

是研究河洛文化時不得不重視

的第三個問題。

總之，上述三個問題其實都

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

是「開漳聖王陳元光」，既然

陳元光是中原河洛文化南傳及

國際化的始祖，是大多數閩粵

贑台居民及海外華僑華人早期

祖先的領導人，我們就必須為

開漳聖王正名，定性定調，不

能讓漳州變成民族大遷徙起點

的這個民間誤解繼續下去。

毋忘陳元光的老家在固始

今年農曆2月15日（陽曆3月
19日）漳州舉辦開漳聖王1355歲
聖誕活動，光台灣前去參加盛

會民眾超過2000人，而台灣各地
開漳聖王廟還各別舉辦盛大的

廟會慶祝活動，足見光是台灣

一地，開漳聖王廟信徒的動員能

力有多大，再加上東南亞的開漳

聖王廟團，這些信徒都應該要知

道：河南固始才是陳元光老家，

這才能還歷史一個真相。

（本文作者是中華僑聯總會副秘書長）

】研究河洛文化不能遺忘「開漳聖王」

在籌辦「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的

過程當中，才發現「開漳聖王」在台灣獲得

民間普遍的信仰，而且香火鼎盛，進一步瞭

解，發現知道開漳聖王陳元光歷史的人並不

多，實在是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

尤其因為陳元光可以說是啟動了中原河

洛文化南傳及最終傳揚至全世界的鎖鑰，

也是絕大多數台灣居民老祖宗的領袖，則

更覺得開漳聖王未能獲得應有的角色和地

位，即使祂得到的香火極盛，卻沒有得到

應有的認知與認同。

另一方面，僑聯總會過去兩年，每年都

率領超過100人的團體前往河南固始，參加
「根親文化節」的活動，也去過固始縣陳集

鄉陳元光的故居，卻發現這麼一位河洛文化

的重要人物家鄉，未能因為陳元光而獲得大

幅經濟條件的改善，作為因開漳聖王而繁衍

興旺的台灣人民，實在應有遺憾。

因此，僑聯總會的理事長簡漢生從內心

發願，期望能舉辦「開漳聖王回老家」的活

動，要帶領開漳聖王的虔誠信徒，並帶著開

漳聖王的神像，回到真正的固始老家，要讓

固始民眾因為陳元光而榮耀，也要讓大家的

老家固始，得到應有的歷史地位。

  文/廖俊傑

還給陳元光應有的歷史定位
將辦「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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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中華僑聯總

會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聯合

主辦的「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

研討會」，將於4月15至17日在
台北劍潭活動中心熱鬧登場。

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自1989
年舉辦以來，向來為兩岸文化

交流的一大盛宴，本屆首次在

台灣舉辦，更深具意義，象徵

了河洛文化的傳承與發揚邁向

了新階段。來自兩岸四地與海

外學者（日本、美國、韓國、

馬來西亞等地），以及各省

僑聯代表等近400人已報名與
會，主辦單位並廣邀學術界、

文化界、藝術界等精英與會，

預料將為河洛文化的研究開創

新局。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河洛

文化與台灣」，會議中將就六

項子題：（一）河洛文化與台

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台舉辦

開創兩岸文化交流新境界
灣文化、（二）河洛文化與客

家文化、（三）河洛文化與海

外華人文化、（四）河洛文化

與宗族姓氏傳承、（五）河洛

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六）河

洛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由海

內外資深學者與專家做專題報

告與分組討論，論文共有120
餘篇，議題之多元、探討之深

入，精彩可期！

本次研討會除了論文發表研

討外，4月18至22日並安排台
灣重要河洛文化史蹟之考察與

參訪活動（新竹、苗栗、屏東

等傳統客家部落；鹿港閩南傳

統文化聚落；開漳聖王廟、指

南宮、大甲鎮瀾宮媽祖廟等台

灣民間傳統信仰廟宇⋯），提

供海內外學者、專家實際體驗

河洛文化與台灣、海外文化之

淵源；整個活動的安排，對有

志於河洛文化研究的學者專家

及相關業務主管人員，應有極

大的意義與啟發。 
「河洛文化與台灣」學術

研討會在台灣召開，普受各方

學者、專家們的高度期待，紛

紛來稿響應，研究範疇橫跨歷

史學、政治學、人類學、語言

學、社會學、生態學等不同研

究領域，還增加了藝術、科技

等多元的新角度，順應了時代

的潮流與歷史的演變，將「河

洛文化」的研究實際融入生活

之中，並推向另一新的境界。

總計本次會議的論文收到

120多篇，其中台灣學者文章
就高達44篇，是歷屆研討會論
文集收入最多的一次，由此可

看出，臺灣社會各界對中國傳

統文化尤其重視，對河洛文化

研究又格外深入。

「河洛文化與台灣」學術

研討會將於4月15日（五）下
午一點至六點展開報到，晚上

六點三十分設宴迎接海內外嘉

賓。

簡漢生理事長與陳雲林會長在台會面

協商河洛研討會及兩岸文化交流等事宜
僑光社／台北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會長
陳雲林，二月底以海協會會長身份訪台，

特別與中華僑聯簡漢生理事長等人見面，

對兩會此次合作主辦「第十屆河洛文化學

術研討會」表示意義重大，陳會長並由李

炳才副會長陪同，與簡理事長等商討了相

關的籌備工作，並對中華僑聯總會準備工

作的周嚴完善表示敬佩。

同時具備海協會會長及全國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主任身份的陳雲林，此次訪台是經

貿之旅；但在結束行程前，特別安排時間與

簡漢生理事長等見面，相談一小時左右。

簡理事長除了與陳會長商討研討會的籌備

工作外，並以「台灣寺廟文化簡介」一書相

贈，簡理事長並特別以開漳聖王在台灣共有

81間廟宇是以主神供奉，且共有300餘間廟
宇供奉開漳聖王為例，說明了台灣民俗、宗

教與文化發展與大陸深厚的淵源，陳會長深

表認同。對簡理事長有意推動在台開漳聖王

信眾回到河南固始尋根的活動，更是極為讚

賞與肯定，並強調一定會全力配合支援此一

活動的推展。

簡理事長並向陳會長說明中華一貫道在台灣

信徒眾多且極虔誠，尤因倡導儒道釋一家，

對保存及宣揚中華傳統文化不遺餘力，是台

灣最具影響力的合法正信宗教之一，希望大

陸方面能多予重視，陳會長亦表示理解。

當天與陳雲林見面之中華僑聯總會代表是

理事長簡漢生、秘書長鄭致毅、副秘書長廖

俊傑及特助賴素梅。

陳雲林與簡漢生理事長合影。

2011年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議程

舉辦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地　　址：台北市11166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號
電       話：+886-2-2885-2151

還給陳元光應有的歷史定位
將辦「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

「
姓
氏
圖
騰
」
，
透
過
藝
術
的
呈

現
，
結
合
文
化
商
品
的
創
意
，
表

現
不
同
姓
氏
的
風
貌
，
豐
富
了
台

灣
文
創
產
業
的
生
命
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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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指南宮歡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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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所周知，河洛文化源自

中原黃河與洛水之間的

區域，大體說即是今天的陝西

河南一帶，但河洛文化向南傳

播的過程以及中華民族向南遷

徙的歷史卻少有人知，根據宋

效忠先生的研究，民族南遷及

河洛文化的向南傳播，都是以

今河南省信陽市的固始縣（即

古稱光州固始）為根據地，而

光州固始也就成為眾多閩台同

胞及部分客家同胞的主要祖根

地，在台灣許多宗祠的祠堂以

及祖墳的墓碑上都常刻有「光

州固始」的字樣，其由來即在

於此。又以今天在台灣的三百

多座「開漳聖王」廟及「閩

王」廟來說，都是香火鼎盛，

民眾信仰的中心，但可惜一般

信眾卻不一定知道當年陳元光

大將軍「入閩開漳」而被尊為

「開漳聖王」或王審知「開

閩」而被尊為「閩王」的事

蹟，從下述的簡介中，或可讓

我們多知道一些民族遷徙及文

化傳衍的真相。

光州固始
中原人南遷之肇始地

地處江淮豫皖交界處的信

陽固始縣，以歷史悠久、山川

秀麗、物產豐富、雅道靡靡著

稱。據明代縣志及《路史》

記載：「高陽氏封子庭堅於

安。」因此高陽顓頊帝時代，

固始縣域屬於安國疆域，夏代

安國析封出潘國、英國、黃國

三國。至西元年二十六，光武

帝劉秀封復漢功臣李通為固始

侯，時「通與帝首事，欲其堅

固初始歟!」固始稱謂至今未
變。在由晉唐至明清的漫長歲

月裏，光州固始因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自然條件、歷史因

緣，成為歷代中原河洛人南遷

閩粵台的肇始地和集散地，成

為眾多閩粵台港澳同胞和海外

華人華僑的祖根地，在河南移

民史上佔據重要位置和產生深

遠影響，成為獨樹一幟的中原

僑鄉。

光州固始向閩、粵、台、

蘇、浙、贛尤其是閩台一帶移

民，歷史上有四次較大規模的

「移民潮」，影響甚為深遠：

一是西晉「永嘉之亂」的移

民潮。「五胡亂華」期間，衣

冠士族率先南遷，平民百姓繼

之南逃，形成長時間、大規模

的中原人口遷徙活動。從流傳

至今的眾多族譜和史籍可以看

出：這一期間有林、黃、陳、

鄭、詹、邱、何、胡八姓士族

人閩。其中，固始籍民南遷者

眾，尤以士族為最。

二是朝廷募兵，遠征閩粵，

武裝綏靖的移民潮。唐總章二年

（六六九年）春，閩粵境內的

泉、潮間發生嘯亂。高宗詔玉

鈐衛翊府左郎將陳政進階朝議

大夫，嶺南行軍總管，率戰將

一百二十三名、府兵三千六百人

入閩平叛。陳政所部一度陷入困

境，朝廷遂派陳政兄陳敏、陳敷

率五十八姓軍校施援。征途中，

敏、敷病逝，陳政母魏敬攜孫陳

元光「萬里提兵」領軍入閩。兩

軍會合後，八十四姓將士平亂戍

閩。儀鳳二年（六七七年）陳

元光奉詔代職，他平息嘯亂、

奏置漳州、開辦學校、教化民

眾、開荒墾田、開放港口、建

設閩南，為建設漳州、推進南

北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不可

磨滅的貢獻，被後人譽為「開

漳聖王」。

與閩南客家先民
關係不可分割

三是「三王」舉旗，義軍入

閩的移民潮。唐末黃巢起兵，

各地民軍蜂起。安徽壽州人王

緒率眾攻取固始，王潮、王審

邽、王審知三兄弟文武雙全，

被招致軍中重用。在南下轉戰

中，因王緒殘暴，王潮兄弟與

眾將計除王緒，後被推為首

領。隨後,王潮率以光州固始籍
為主的軍民五千餘人共五十姓

入閩，揭開了固始移民建立閩

國、「統治福建三十年，一境

晏然」的又一恢弘篇章，王審

知並被後世尊為「閩王」使得

河南固始對福建和東南沿海的

影響更加深入和持久。

四是兩宋之際，宋元交戰

的移民潮。北宋末年，「靖康

南渡」，金兵入主中原。固始

兩度為金兵所陷，縣無治所

達七十五年。境內人烟稀疏，

吏民多舉家南逃，因循先民南

遷舊路，定向徙居閩地者，不

在少數。此外，還有因官職遷

調，遊學經商，或投親靠友，

南遷入閩者難以勝數。

光州固始作為中原人南遷的

肇始地和集散地，與客家先民

的形成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客家人是古代中原地區歷次戰

亂、朝代更迭而不斷南遷到

閩、粵、贛交界區域的中原漢

人。他們傳承著中原漢文化和

傳統習俗，又吸取融合

了居住地的文化內涵，

逐漸形成客家民系。西

晉永嘉年間，信陽原住

人民隨著大批南遷到信

陽的中原河洛人一起，

繼續南遷到閩、粵、

贛區域，構成了南遷

到贛南、閩南、粵北客家先民

的主體。隨陳政、陳元光父子

和王潮、王審知兄弟入閩的萬

餘名光州固始籍軍民，扎根閩

南，對閩南人口的形成起了決

定作用，成為閩南人。在他們

的後裔中，也有不少因擴散到

客家人聚集區而成為客家人，

這在客家民系姓氏族譜中有明

確反映，客家人和閩南人同一

姓氏都有著共同的祖先、堂號

和郡望，都記載著隨陳元光或

王審知入閩的內容。相關研究

表明，至少有六十個姓氏的客

家族譜記有「秦漢以降，聚族

於河南光州」的字樣。客家姓

氏，絕大多數根在中原。源于

信陽的安、黃、賴、孫、潘、

廖在客家姓氏中排名在前，還

有一些光州固始郡望姓氏陳、

林、王、鄭等。

兩次信陽大移民後
海外華僑被稱「唐人」

在歷次中原動蕩南遷的信

陽移民中，規模最大、人數最

多、對後世影響最大、最為成

功的是陳政、陳元光父子和王

潮、王審知兄弟組織的移民。

唐代的這兩次信陽大移民對後

世閩南粵北乃至整個福建、潮

汕地區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極其

重大的影響。

首先，陳元光、王審知率眾

南遷入閩，給蠻荒的閩粵地區

帶去了中原先進的生產方式、

先進的生產技術和中原文化，

他們對閩粵的開發建設，使閩

南的經濟文化、人口社會發展

都快速趕上甚至超越了中原發

展水平，成為後世歷代動亂時

期中原人的避難地。

其次，隨他們入閩的萬餘將

士，另有家眷不計其數，經過幾

十代繁衍，逐漸形成閩南人主

體，并且擴散到粵東北、台灣和

東南亞。其後裔大批渡海入台，

開發建設台灣，使台灣完全納入

中華民族的發展軌道。尤其是成

就了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台灣和

二十一年後施琅將軍復台統一，

這兩位信陽“老鄉”先後從東南

沿海武裝移民台灣五萬人，其中

河洛文化自中原南遷簡史
及與海外僑胞的關係

多為當年信陽移民後裔，使信陽

又成為眾多台灣同胞的祖根地。

據《台灣源流》雜誌主編林永安

先生、編輯許明鎮先生編著的

《台灣百大姓源流》一書來看，

隨陳政、陳元光入閩開漳的諸姓

中有陳、張、李、王、吳、蔡、

許等四十姓後裔先後遷居台灣。

隨王潮入閩的諸姓中有十二姓後

裔先後遷居台灣。

中原河洛文化
維繫華人對中華民族
向心力之根源

第三，造就了大批的海外僑

胞，自明清以至民國，海外僑

胞大都來自於閩粵兩省，國民

政府遷台後六十年來，台灣也

變成重要的僑鄉之一，大陸在

改革開放前出國謀生的海外華

人華僑約有三千萬。他們大部

份出自閩粵，多使用閩南話、

客家話和廣東話。唐代時信陽

兩次移民的後裔大量地移居海

外，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海外

華人華僑被稱為「唐人」。陳

元光、王審知在閩南發展史上

創造了兩個輝煌的時代，不僅

給閩南人兩次打上了深深的

「信陽根」的烙印，也使眾多

台灣人、客家人和海外僑胞，

對光州固始懷有深深的「根」

的情結。而隨著中原遷至閩

粵，閩粵遷至台灣，再由閩粵

台遷至海外的民族遷徙過程

中，又使得傳統的中原河洛文

化變成了海外華人文化中最重

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真正可說

是「一脈相承」的血緣和文化

繁衍的關係，正是維繫海外華

人對中華民族強大向心力的根

源，值得我們多加瞭解、研究

與珍惜，也是中華僑聯總會要

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共同在

台北主辦第十屆河洛文化研討

會最主要的目地。

「註」：本文內容絕大部分取材

於宋效忠先生所著「根在信陽」一

文，該文被輯於由尹全海、崔振儉

所主編之「固始移民與閩台文化研

究」一書P.3-8九州出版社，二Ｏ一

Ｏ年九月。

簡漢生 謹識

僑聯總會紀念郵票有意義

中華僑聯總會成立一甲子，特別印製紀念郵票一組，並分贈

「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參加者。

此套郵票是由僑聯總會設計，中華郵政公司印行，除10張面

額5元的「十全十美」郵票外，更有20張涵蓋僑聯總會自創

立至今，深具代表意義的人物及活動等圖片，內容豐富，意

涵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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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文化五千年，歷史淵

遠流長、文化博大精

深、蘊意深刻，是世界公認

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華文化

起源於河洛地區，發展於夏、

商、周三代，而河洛地區指的

就是黃河和洛水所交會的地

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是

華夏文明之根。幾千年來，中

原文化隨著先民的遷徙，從河

洛地區傳到江西、福建、廣東

等地，再傳到台灣和東南亞以

及世界各地，可以說有中華兒

女的地方就有中華文化。且中

華文化為維繫海外華人情感的

依歸，也是中華兒女的形象與

象徵，更對眾多地區如日本、

朝鮮、韓國、越南以及東南亞

等地的文化，產生深刻、深遠

的影響。

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新面相

「文化」是一個民族社會

的品德、文明、智慧與素養道

德的標的，它顯現出民族的創

意，及其所在的「軟實力」。

台灣文化淵源於中華文化，不

僅保留了傳統的中原河洛文

化，加上台灣早期與國際社會

就已有多次的接觸機會，特殊

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特性，並結

從文化產業看河洛文化在台灣
合台灣民眾創新的精神，發展

出以傳統中華文化為核心，和

外來文化及創新作為融合而生

的中華文化新面相，就是所謂

的「台灣文化」。

近幾年，隨著數位化、全球

化的風起雲湧，資金、人才、

資源的全球性流動，世界各國

傳統產業飽受衝擊，紛紛尋找

新的契機，其中最受人矚目的

就是具有文化內涵的「創意產

業」，而台灣也在創意產業中

獲取相當優異之成果。台灣保

存了最完善的中原河洛文化，

且又揉合其他文化及民眾創意

創造出嶄新的「台灣文化創意

產業」，將中華文化的精髓具

體化，使中華文化的內涵與創

意設計加以整合，展現出驚人

的爆發力，行銷至世界各地，

為中華文化的傳承拓展出一條

新的道路。

傳統戲曲現代化

明華園最具代表性

以發源於台灣宜蘭的河洛

歌仔戲為例。宜蘭地區的移民

大多來自漳州，而歌仔戲便是

融合漳州地區流傳「歌仔」與

「車鼓」的民間小戲與民謠，

所發展而成的。傳統歌仔戲

以摻雜文言文的閩南語為主，

早期演出內容多半為讓大眾也

能接觸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故

事，但隨著時代的演進，當代

的歌仔戲演出型式內容也日漸

豐富、多元、精緻，尤以明華

園最具代表性。近年來明華園

的新作《劍神呂洞賓》、《韓

湘子》、《白蛇傳》、《何仙

姑》等，不論演出形式或劇場

技術，皆在表演藝術界創新、

突破，表現手法一再更新，有

快速換景、吊鋼絲、空中飛

人⋯等；表演方式也講求生活

化，口白也常會出現一些現代

用語，如颱風、闖紅燈之類，

貼近觀眾生活，表演的足跡遍

及日本、法國、美國、新加

坡、南非、大陸等地，為世界

各地所接受。

明華園將傳統的精湛演技

與現代的華麗聲光效果結合，

不停地改革傳統戲曲，讓傳統

與現代達到平衡，在時代潮流

的激盪中，更是台灣第一個以

現代化、企業化、制度化手法

經營的傳統劇團，其創新、獨

有的經營哲學，開創了傳統藝

術嶄新的契機，也將中華文化

結合當代文創之形式，發揚光

大。

「雲門舞集」，這個台灣

最值得驕傲的舞團，更是台灣

的文創產業的先驅。雲門舞

集於1973年由林懷民創辦，是
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同時

也是華語世界第一個「當代」

舞團。雲門之名來自於中國古

書《呂氏春秋》中的一句話：

「黃帝時，大容作雲門，大

卷⋯⋯」，也就是黃帝時代中

國舞蹈的名稱。它標舉「中國

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

跳給中國人看」。雲門舞集

曾在2001年編作了《行草》，
2003年推出《行草貳》，2005
年又創作《狂草》，完成以漢

字書法為主題的三部曲聯作，

以當代舞蹈之形式傳遞中國漢

字文化之美。雲門經常應邀赴

海外演出，是國際重要藝術節

的常客，獲得熱烈讚賞： 2003
年，《紐約時報》首席舞評家

安娜．吉辛珂芙將雲門的《水

月》列為該年最佳舞作的首

選；而為澳洲墨爾本藝術節揭

幕的《行草貳》，也榮獲時代

評論獎及觀眾票選最佳節目

等。雲門因著文化傳統素材的

創意，在國際上受到極大的肯

定，也將中華文化以創新舞蹈

的形式，發揚至全世界。

在台灣還可見到許多具傳

統中華文化的文創產品充斥於

生活之中：如便利商店蒐集

點數贈送的「好神（神明）

公仔」；香火鼎盛的廟宇與

歷史悠久的許多古蹟景點，販

售Q版神明的平安符、漢字元
素、改良傳統技藝形式的手機

吊飾、服飾、裝飾品等。而

近年來年年舉辦「漢字文化

節」，也藉由活動肯定傳承千

載的漢字價值，讓珍貴文化遺

產的「漢字」，成為華人世界

廣被瞭解與重視的驕傲；而這

兩、三年舉辦的「傳統表演藝

術節」也將傳統藝術，如歌仔

戲、京劇、豫劇和布袋戲等表

演，融入現代生活元素，賦予

傳統藝術表演更創新的生命

力，吸引更多年輕人接觸。

文創產業 成台灣軟實力指標

以奠基於中華文化為基礎的

「文創產業」，不僅是台灣最

具軟實力的指標，也提昇了台

灣整體產業的競爭實力，更透

過文化產業在國際化的競爭中

脫穎而出，如法藍瓷、八方新

氣、神話岩飾等都是成功的例

子。台灣的文創產業具有無窮

的淺力與商機，更將中華文化

傳揚海外，發揚於世界，成為

中華民族之驕傲。

文／黃辰濤

「雲門舞集」 台灣文創產業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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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僑聯總會美東
地區常務理事兼辦事處主任張

學海，最近被選入「深耕躍動

─北美洲22個客家精采人生」
新書主角之一，以9頁6千餘字
的圖文專題報導，詳述其愛

國、為僑界社區服務的一生精

彩故事。

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的

「深耕躍動─北美洲22個客家
精采人生」，是繼「靜水流深

─東南亞廿客家良材」後，第

二本客家傑出人物傳記。客委

會預定五年內，陸續推出全球

五大洲客家典範傳記書籍。

張學海生於1942年，祖籍廣
東五華，現任僑聯總會美東地

區常務理事兼辦事處主任、世

僑光社／台北 旅美書法家余益德女
士百齡書法展後，已贈出9成作品，期
與各界分享其畢生成績。

余益德女士書法展，是由北美中華

新文藝學會、中華藝術學會主辦，於

1月29日在金山國父紀念館展出三天，
展品有隸書、草書、行書等100幅，和
長恨歌、琵琶行、千字文、書譜、離

騷等五幅20餘尺長的罕見書卷。展期
中並曾蒙美國國會議員余應良頒發獎

狀。

為與書法同好切磋觀摩，展品中除

書卷外，余女士決定將百幅作品全部

送出，目前贈出作品已近九成。

余益德女士，字靜瀾，原籍浙江紹

興，1912年10月30日出生於北平，有

僑光社／台北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美

國舊金山僑界將舉辦首屆郵票展，歡迎僑界提

供參展品，共襄盛舉。

此項郵展，是由僑聯總會名譽理事、中國國

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張昭昭推動，由中華郵政有

限公司及郵政博物館提供展出品。預定今年11
月19日，在美國舊金山國父紀念館舉行，並將
做全美巡迴展。

張委員與其夫婿劉顯榮先生3月1日專程回
國，與中華郵政有限公司董事長游芳來、總經

理胡雪雲、集郵處處長陳麗瓊、科長林志華、

郵政博物館館長江慶星以及相關人員，協調決

定。展品包括：開國歷史人物、革命先烈、抗

戰勝利、台灣光復行憲以及歷任總統就職紀念

郵票以及歷年首日封，小全張紀念郵票。

張委員同時歡迎僑界提供各種珍藏郵品參

展，其連絡電話是：美國灣區4082556369。

馬克任、鄭貞銘獲頒傑出貢獻獎

界客屬總會顧問及紐約榮光聯

誼會理事長。他畢業於三軍大

學陸軍指參學院，曾任嚴家淦

總統侍從武官，親炙嚴前總統

博學求知及領導方法，受益良

多。

在軍中歷任連長、營長、

參謀官後退役，1982年起被僑
委會外派至美、加等僑社，負

責僑教工作，不但致力各地

僑胞、僑團、僑校的連繫與

服務，更曾協助成立紐約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為僑界社區默

默服務，充分展現客家人典型

「硬頸、敦厚、善良、剛毅不

拔」的為人態度。

2009年國民黨駐美東支部成
立100年，他以常委身份舉辦了

台灣、中國大陸溯源之旅的慶

祝活動；又將日軍南京大屠殺

的相關報導及照片彙集出書，

分贈聯合國百餘個會員國，期

將歷史真貌呈現世人面前。

目前他雖已退出職場，但旅

居海外的日子，除了侍奉高堂

老母外，仍擔任僑團義工，回

饋僑社。他自謙「生平不如其

他人精采」，但卻曾獲舊金山

愛國不落人後 服務僑社不遺餘力 展現客家精神特質

張學海獲選客委會新書主角
市議會頒獎，表揚他

對中華文化的貢獻；

也曾獲頒加州阿姆斯

壯大學的榮譽人文博

士學位，如今更列名

「深耕躍動─北美洲

22個客家精采人生」
主角之一⋯⋯，這

樣的人生，能說不精

彩？

余
益
德
百
幅
書
法
作
品
贈
同
好

幸與中華民國開國同年同月誕生，其

作品除在中外報章雜誌有頗多的介紹

外，美國華語廣播電視和舊金山第

二十六號無線電視台，中華民國中國

電視公司和中華電視公司，也曾做專

題報導。

揭幕當天，近百位社

團首長代表、民眾參

與了盛會。駐溫哥華

台北經文處處長周唯

中及僑教中心副主任

李綺霞應邀剪綵。

榮光會理事長汪漢

宗致詞表示，選在國

父孫中山先生逝世87
週年的日子開幕，具

有雙重的意義，除了

紀念這一代偉人外，

也為了向加拿大居民、國際友人及華僑展示孫中山

先生奔走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以及建國

100年的成果及其走過的歷史，而蔣故總統經國一生
中所展現的親民愛民的生平，令人景仰。周唯中表

示，透過圖片、文物展覽，讓大家瞭解中華民國建

國100年來所遭遇到苦難以及國人所表現出來的堅忍
不拔精神，而經國先生在其任內排除萬難，推動十

大建設，開放民主的施政，奠定台灣經濟繁榮的穩

固基礎，和政治民主的基礎，從展覽中，可以瞭解

他的 精神和貢獻。

慶祝建國百年 溫哥華僑界辦特展

美
灣
區
將
辦
郵
展

僑光社／台北  紐約世界日報副董事長馬克任、中
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鄭貞銘，最近獲紐約聖

若望大學頒贈「傑出貢獻獎」。

紐約聖若望大學給兩位台灣傑出「新聞人」的

獎項是：馬克任副董事長獲「新聞工作傑出貢獻

獎」；鄭貞銘教授獲「新聞教育傑出貢獻獎」。

聖若望大學表示：這兩位台灣傑出的新聞人，

以長期的服務，傑出的貢獻，為培植人才，樹立專

業，促進兩岸交流而努力，影響普及台灣、美國與

紐約，為華人世界作出卓越貢獻。

馬克任曾任台北聯合報採訪主任、總編輯等職

務，而後奉派到紐約創辦「世界日報」。今年是他

的八稚晉八華誕，他的門生與同僚籌劃多項慶祝活

動。

鄭貞銘是台灣少數理論實務俱豐的新聞教育家，

被譽為是「新聞教父」，培養人才無數，近十餘年

為兩岸新聞教育交流不遺餘力，為大陸近十所名校

聘為「客座教授」。江西更有「貞銘湖」之命名，

以推崇他的成就。

「深耕躍動」新書中，張學海專篇的封

 面。（圖片由張學海提供）

 旅美書法家余益德與家人合影。

（圖片由葉安祺提供）
余益德的墨寶。

與馬總統伉儷合影，張昭昭深感榮幸。（圖片由張昭昭提供）

溫哥華僑界舉辦中華民國建

國百年特展暨經國先生軍旅

生平文物展，剪綵貴賓左

起：謝明珠、陳德洋、周唯

中處長、汪漢宗及李綺霞副

主任。（圖片由溫哥華榮光

會理事長汪漢宗提供）

汪漢宗／溫哥華報導 溫哥華僑界3月
12至24日舉辦了一項「中華民國建國百
年特展暨經國先生軍旅生平文物展」，

吸引當地甚多僑胞參觀。

此項展覽是由溫哥華榮光聯誼會、溫

哥華台灣客家會、中國國民黨駐加總支

部及多個大專校友會共同舉辦，地點在

加拿大多元文化中心二樓禮堂，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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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
會將組團參加由中國僑聯主辦

「兩岸四地僑青論壇」暨「海

兩岸和平論壇6月8日起舉行7天
開放報名 額滿為止 歡迎把握機會

峽論壇」活動，確定於6月8日
至14日舉行，即日起至5月1日
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僑聯總會表示，籌組之兩

團將於七天行程中，參與中

國僑聯舉辦兩項論壇及進行

參訪聯誼活動，除繳交報名

費美金100元整及機票費用
(僑青組~台北至杭州、廈門
至台北，費用13,200元；僑
領組~台北至贛州、廈門至台
北,費用19,300元)自理外，其
餘均由論壇主辦單位負責接

待，細節如下：

1.第一團（僑青組）於 6月

8日在杭州報到，本會將邀請
100名青壯年，9日參訪杭州；
10日上午參加「兩岸四地僑青
論壇」、下午參訪；11日由杭
州前往廈門，與第二團（僑領

組）會合。

2.第二團（僑領組）於 6月
8日在贛州報到；本會將邀請
160名僑領於9日、10日參訪贛
州；11日由贛州赴廈門與第一
團會合，共同參加中國僑聯舉

行的歡迎晚宴。

3.兩團12日上午參加「海西
論壇」、下午參加「兩岸和

平論壇」；13日上午分別參加
「文化」或「經濟」兩組座

談，下午及14日上午參訪後賦
歸。

備註：機票費用含遊覽車

（台北至桃園機場接送）、平

安保險、醫療險、刷卡等費

用。

有意參加者請速與僑聯總會

聯絡，並可於僑聯網站直接點

選下載報名表。

聯絡人：僑聯總會總幹事

吳燕玉；電郵：wu_0502@
y a h o o . c o m . t w  電話：＋
886-2-23759675轉17；傳真：
＋886-2-23752464

越南/顧問郭菲台幣1000元

印尼/理事羅世宗美金100元

香港/顧問江思杏港幣500元

澳門/理事張貽秋台幣5萬元

日本/常務理事謝來興台幣2000元，

名譽理事楊作洲台幣2000元，

理事魏延年台幣4000元

僑
聯
賢
彥
義
捐

美國/名譽理事張昭昭台幣4000元，

     顧問鄭觀志美金300元

西班牙/名譽理事繆彜鼎台幣6000元

澳洲/常務理事古財發澳幣120元、

許錫忠台幣2000元，顧問常龍

高台幣2000元，陳士奇、許趙

慶、鍾學忠各澳幣100元

在台/常務理事牟宗燦台幣4000元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將將組團參加由河北省

僑聯主辦的「2011年河北、香
港、澳門、台灣兩岸四地青年

學生交流營」，即日起受理報

名，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預定7月12日至21日，
前往河北省保定、張家口市參

加河北省僑聯主辦的「兩岸四

地青年學生交流營」活動，並

順訪北京。

河北省文化遺存眾多，文化

資源豐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

發祥地之一。活動將依「巍峨

太行、壯美長城、誠義燕趙、

神韶京畿」內容安排，使參營

人員體驗燕趙文化所特有的憂

患意識和進取品質，體會河北

人民執著、忠義、慷慨的性格

形象。活動還將舉辦「振興中

華、民族復興—紀念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座談會」。

凡現就讀大學院校一至三年

級青年學生，歡迎踴躍參加，

名額共計20名，即日起至6月1
日截止報名，額滿為止。除

機票(台北至北京)費用自理並
繳交報名費美金100元整外，
其餘均由主辦單位負責接待，

詳細行程將在僑訊及僑聯網站

刊登。

有意參加者請與僑聯聯絡，

聯絡人：總幹事吳燕玉；電

郵：wu_0502@yahoo.com.tw

電話：＋886-2-23759675轉
17；傳真：＋886-2-23752464 
報名表可於僑聯網站下載。

兩岸四地青年學生交流營

即日起受理報名

參加河北省僑聯2011「兩岸四地青年學生交流營」登記表

中文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姓名 

外文  籍貫  宗教信仰  

 

個 

人 

信 

息 
國籍  證件號碼    就讀學校  

關係  姓    名 工作單位及職務  社會單位及職務 

    

    

    

    

電話 
 

通訊地址 
 

 

家

 

庭

 

成

 

員

 

信

 

息

 

手機 
 

電子郵件 
 

關係  姓    名  工作單位及職務  通訊地址及聯繫電話 

    

    

內 

地 

親 

屬 
    

備 

註 

祖籍: 

就讀學校及年級:     

活 

動 

體 

會 

 

 推薦人:



僑光社／台北 泰華各姓宗
親總會聯合會首長訪問團一行

40人，3月9日下午拜會僑聯總
會，對僑聯致力服務僑社、凝

聚僑心以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貢獻，表示由衷敬佩。

泰華訪問團是由團長黃漢良

為首，成員均為當地具影響力

之重要傳統僑團負責人，秘書

長余聲清，是僑聯總會泰國地

區常務理事，一向熱心僑務，

對僑聯尤其支持，除每年捐贈

僑生獎學金外，更熱心參與各

項會議及活動。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致詞

歡迎，對於余聲清秘書長特別

安排陪同泰華僑領到會訪問，

表示由衷感謝。

簡理事長強調最能將海外

3、5千萬華僑.凝聚一起的就是
中華文化，而僑聯總會追求的

方向之一，就是在服務並連繫

華僑，共同宣揚中華文化；而

盡力促進兩岸和平、合作，也

同樣是僑聯當前努力的方向，

希望獲得華僑支持。

在經貿發展方面，簡漢生期

待僑界善用「經濟發展黃金10
年」的好機會，透過台海兩岸

簽訂的ECFA協定，創立與大
陸良好關係，共同做到2005年
連戰主席訪北京時所說的「兩

岸合作一起賺世界的錢」！ 
泰華團此次來台訪問，受

到政府高度重視，更獲馬總統

接見。黃漢良團長表示特感殊

榮。

在談及兩岸問題時，黃團

長以人口為例指出，美國只有

2億人口，卻是全球第一大市
場；歐洲共同市場也不過是

4億人民，卻能建立世界第二

僑光社／台北   武漢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等
一行9人，在副主席宋淑麗率同下２月25日下
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受到理事長簡漢生熱

烈歡迎。

簡理事長以湖北鄉音歡迎貴客，表示他出

生漢口，對有朋自家鄉來感覺特別親切，希

望彼此能常交流。

宋副主席強調，7天的參訪行程讓他們覺
得要看得太多，時間卻太短，但肯定的是這

裡真是美麗寶島；對理事長以家鄉話與之交

談，尤其覺得彼此距離被拉近許多；而因為

辛亥革命的首槍是在武昌打響，所以，他們

邀請簡理事長儘快組團訪鄂，同時希望中華

僑聯能協尋在台灣的辛亥後人，以便連絡。

中華民國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泰華宗親聯會首長樂為僑聯好友

大市場；東盟5億人口是排名
第五大的市場，箇中原因就是

因為相關國家彼此聯合所致；

而台海兩岸共有14億人民，比
三個歐洲共同市場的人口還要

多，如能連繫合作，力量一定

強大無比。

他表示，過去泰國宗親會是

各自發展各有消長，但後來65
個各姓氏宗親總會結合成聯合

會，全國分佈500多個分會，成
了幅員廣大、強有力的組織。

黃團長感謝訪台行程受到政

府熱情接待，表示親眼目睹台

灣經濟發展，及兩岸互動中呈

現經貿新榮景，大家都有著深

深的感動，希望全世界華人都

能和睦、和氣、合作，共享團

結美滿成果！

他肯定返僑居地後，將傳達

政府為促成兩岸和平、全球華

人團結所做的努力，使僑民能

做政府更強有力的後盾。

對僑聯以民間社團的身份，

長久以來對華人做出的巨大貢

獻，黃團長尤其表示欽佩之

意，樂意成為僑聯最好的朋友

和熱忱的義工。

有關僑聯總會將在4月15至
17日舉行河洛文化學術研討
會，訪問團成員都認為極具意

義，除預祝會議成功外，全體

成員更當場決定，由黃團長

代表義捐會議經費新台幣20萬
元。簡理事長代表大會籌備單

位接受並致以最深的謝意。

僑光社／台北 菲華文經總會主要幹部回

國致敬團一行18人，3月4日下午拜會僑聯總
會，對僑聯長期服務僑社的努力表示感佩。

訪問團是由菲華文經總會常委蔡自然領

僑聯致力服務僑社
菲華文經總會感佩

武
漢
僑
聯
到
訪 

盼
協
尋
辛
亥
後
人

簡
理
事
長
鄉
音
迎
貴
客 

賓
主
相
談
樂
融
融

上圖﹕武漢僑聯

副主席宋淑麗

（前坐左二）等

人，與中華僑聯簡理事長（前坐左三）及鄭秘書

長（後排右四）、廖副秘書長（後排右二）、賴

特助（後排右一）合影。

中圖﹕簡理事長與武漢僑聯互贈紀念品。

下圖﹕簡理事長與武漢僑聯互贈紀念品。

菲華文經總會與簡理事長合影。

簡理事長贈送紀念品給訪問團。

訪問團與僑聯理事長合影。

訪問團贈送簡理事長紀念品。

有朋自遠方來

隊，受到僑聯理事長簡漢生的熱烈歡迎。

菲華文經總會（亦即中國國民黨菲律賓總

支部）是菲律賓地區傳統僑社之代表組織，

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立場堅定。

僑光社／台北  福建省歸國
華僑聯合會兩岸文化交流參

訪團一行17人，3月21日拜會
僑聯總會，對寶島美麗風光

及受到的熱情接待，都覺得

印象深刻感動萬分。

文化團此行目的是交流演

出。3月19日在永和國父紀
念館一場極具水準的歌舞表

演，受到觀賞者一致好評。

來自寧夏的銀帝集團副總

裁趙志偉，也因為該集團與台北粥會合作，將

於6月在此間舉辦于右任書法展事宜，由台北
粥會陸炳文會長陪同拜訪僑聯總會。

僑聯總會簡理事長表示熱忱歡迎，並強調僑

福建、寧夏兩團千里喜相逢訪僑聯

識新友

福建僑聯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及寧夏訪問團與僑聯總會同仁合影。

B2

聯向來重視與大陸加強文化交流的活動，此次

來自福建與寧夏，一東一西的藝文訪客不期而

遇在這裡，果真是千里有緣，務期今後更能密

切來往，為共同宣揚中華文化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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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自導自演                 好膽你就來                好膽你就創意短片賽

 多項僑生比賽活動起跑 

● 即日起至5月6日止受理報
名，歡迎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

僑生，可以個人或團隊形式，

透過各校僑輔室辦理。

● 作品格式：
1.短片長度：須為120秒至

180秒之間
2.影片拍攝：使用任何影
音拍攝方式（影片、動畫

均可），器材不拘（Digital 
Betacam、HD、DV、V8、
Hi8、具錄影功能之數位相機）

3.影片格式：以mpeg、avi、
wmv、mov檔為限、不得低於
700萬像素。影片必須可供電
腦以及一般家用光碟機播放

4.著作權：（1）音樂：自行
創作或合法取得授權音樂。

（2）肖像：影片內之人物
須獲得當事人同意拍攝，避免

侵犯肖像權。

● 上傳影片：
1.申請Youtube帳號上傳影
片，影片名稱結尾須為《2011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短片比賽》

2.上傳時間從即日起至100年
5月6日中午12:00為止

● 參賽規則：
1.每個參賽者（隊伍）最多
提交三份參賽作品，但最多只

有一份作品可獲獎。

2.影片對白或旁述如以中
文以外的語言演繹（如：英

文、廣東話等），請配以中

文字幕。

3.參賽作品須是參賽者自己
原創；參賽作品須從未用作參

加任何比賽或展出。如曾經被

公開展出或用作其他比賽，經

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

4.參賽作品內容不可含有違
法內容或不良意識。

5.參賽作品須燒錄於CD-
ROM/DVD-ROM光碟內。光
碟上必須清楚註明作品名稱、

檔案名稱及參賽者姓名。

6.參賽作品一律恕不予退
件，請自行保留備份。

7.每件作品應填妥報名表，

表內各項資料應詳細填寫，並

與參賽作品一同寄出；若未簽

署報名表與使用權同意書或參

賽作品不合規定，一律取消參

賽資格，不得有異議。

8.參賽作品之使用權無條件
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依

法之相關規定行使公開展示權

力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

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

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9.作品如涉及著作權之侵權
及不法行為，一切法律責任概

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主辦單位

概不負責。

10.獎勵名額視參賽件數以及
成績酌予調整，得獎若有從缺

者，主辦單位得視得獎情形，

酌予調整。

11.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
比賽規則權利，並對比賽結果

有最終決定權。

12.如發現影片內容為網路擷
取之檔案，將取消參賽資格。

13.如果參賽作品未達30件
時，本活動取消舉辦。

● 評分方式：
1.網路人氣（20%）
2.聘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
委員，評審委員審查結果。

（80%）
評分標準：

原創性：短片拍攝手法或故

事闡述方式40%
主題表達與創意：短片是

否有效傳達訊息？能否感動觀

眾？創意表現方法40%
技術與執行：短片運用的

技術（對焦、燈光、運鏡、特

效、音效等等）與影像品質20%
● 報名方式：
1.郵寄方式報名。報名表
（報名表應透過各校僑輔室辦

理，不接受個別報名）、學生

證影本（正反面）、同意書及

光碟（CD、DVD）一併寄出。
2.影片上傳Youtube，影片名
稱結尾須為《2011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短片比賽》

（影片沒有上傳至Youtube
或沒有繳交作品光碟一律視為

未完成報名手續。）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月6
日止（報名郵件以郵戳為憑，

影片上傳時間以5月6日中午
12:00為限，逾時未報名或上傳
影片者，視同棄權）

● 郵寄地址：(10045)台北市
重慶南路1段121號7樓之16僑
聯總會(收件人- 張淑珺小姐）
聯絡電話：(02)2375-9675∼

32。傳真：(02)2375-2464。信
封上請註明「OUR STORY我
們的故事」創意短片比賽。

● 優勝獎勵：第一名：獎盃
壹座、獎金參萬元。第二名：

獎盃壹座、獎金貳萬肆仟元。

第三名：獎盃壹座、獎金壹萬

捌千元。第四名：獎盃壹座、

獎金壹萬元。     
另取優勝者五至八名，獎金

伍仟元。

凡得獎同學，僑聯總會將：

(一)函請就讀學校酌予獎勵表
揚；(二) 資料提供給媒體參考。

● 頒獎：得獎名單預計5月16
日公布於僑聯總會網站（http://
www.focat.org.tw） 並訂5月21
日上午10點舉行頒獎典禮（地
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

廣學院演講堂），現場頒發獎

狀以及獎金。參賽隊伍至少需

1人代表參加頒獎典禮，新竹
以南獲獎僑生，由主辦單位以

自強號票價酌予補助1人往返
之車費。

●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以
主辦單位之意旨為主，參賽者

不得提出異議。

●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受理
報名，凡屬海外華文學校或中

文補習班之在校學生﹐均得參

加。

● 比賽辦法：
書法：分中學組與小學組。

● 作品：（一）書幅──大
楷長60公分﹐寬40公分。小楷
長﹑寬各減半﹔字體紙質均不

限。（二）件數──參加者每

人最多以2件為限﹐每件作品
須寫明作品題目；並將學校名

稱﹑年級﹑作者姓名﹑性別﹑

年齡﹑指導教師姓名另於紙上

標明，並加蓋校印附貼於背面

（請勿寫在作品正反面），以

資證明。

繪畫：分六歲至九歲組﹑十

歲至十三歲組﹑十四歲至十七

歲組。

● 作品：
（一）繪畫比賽題目自定。

（二）種類──水彩畫﹑鉛

筆畫或臘筆畫均可。

（三）畫幅──長30公分﹐
寬20公分。
（四）件數──參加者每人

最多以2件為限﹐每件作品須
寫明作品題目﹑學校名稱﹑年

級﹑作者姓名﹑性別﹑年齡﹑

指導教師姓名於背後，並加蓋

校印（請勿寫在繪畫正面）﹐

以資證明。

徵文：分高中﹑初中﹑小學

三組。

● 文題：
（一）高中組──「走在

成長的路上」、「環保的重

要」、「施比受更有福」、「民

國百年感言」，任選一題。

（二）初中組──「常存

感謝心」、「母愛的偉大」、

「守望相助」，任選一題。

（三）小學組──「最關

心我的人」、「放學以後」、

「我的小天地」，任選一題。

● 文體：一律以語體文寫
作，用文稿紙楷書，并加標點

符號。

● 字數：高中組一千二百字
至一千五百字，初中組八百

字至一千字，小學組三百字至

七百字。

● 作品件數：每校每組作品
最多不超過50件。

● 文稿：文稿須寫明學校名
稱﹑組別﹑年級﹑作者姓名﹐并

由學校加蓋校印，以資證明。

● 評審標準：內容50％﹐結
構35％﹐書法15％。

● 以上各類組參賽作品，均
將由僑聯總會分別聘請專家及

高中﹑初中﹑小學國語文教師

評審後﹐報請僑聯文教基金會

董事會議核定，預定各類組分

別發金牌獎一名﹑銀牌獎二

名﹑銅牌獎三名，另取佳作若

干名，各發獎狀，同時將由僑

聯擇優在僑訊刊登。

僑光社／台北 由僑聯總會舉辦的多
項國內外僑生比賽活動，已陸續接受報

名，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包括：「OUR STORY我們的故
事」創意短片比賽，此項比賽是僑聯首

度舉辦，目的是為激發在學僑生發揮創

意，自由創作，以影片代替文字表達，

● 得獎學生之獎牌、獎狀，
由僑聯總會函送學校於10月21
日華僑節日或11月12日　國父
誕辰紀念日，全體學生集會中

頒發，不個別通知得獎學生。

● 收件地點：作品請逕寄
「中華民國台北市（10045）
重慶南路1段121號7樓之16僑
聯總會。」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7F.-
16,NO.121,SEC.1, CHONGQING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10045, REPUBLIC OF CHINA  　
　TEL: (886-2) 2375-9675   FAX : 
(886-2) 2375-2464  
僑聯籲請海外各地華校鼓勵

學生參加，並統由學校彙收作

品，以航郵寄交僑聯總會，未

經由學校彙寄者，概不受理。

投寄學校務請以正楷註明詳細

地址、電話、傳真，俾便聯

繫，藉免誤投、遺失。

海外華校學生書法.繪畫.徵文比賽

說出與僑生相關人、事、物的故事，同

時增進僑生藝文專長及情感交流。

「海外華校學生書法、繪畫、徵文」

比賽，目的是為提倡海外華校學生書

法、繪畫及中文寫作興趣。

有關比賽辦法及報名表格，除已分

寄各有關學校外，並同步公佈於僑聯網

站，有需要者，可請自行進入網站後點

選「比賽專區」下載辦法及表格。僑

聯網站是：http://www.focat.org.tw，除
此，「海外優秀青年表揚辦法」也已經

確定，預定6月1日起受理申請，屆時相
關內容也會在僑訊月刊及僑聯網站公

佈，請密切注意。

歡迎挑戰



綠豆菊杞茶【保護眼睛】

份量：1人份
材料：

綠豆50公克、菊花2錢、枸
杞2錢、熱開水500cc

食用法：

可當平日保健

餐，連續食用 2
週，可慢慢改善痠

痛。

功效：

．長期使用電腦

或維持同一姿勢，

使得手臂痠痛時，

食用此湯方可活絡

筋骨、促進血液循

環、舒緩疼痛。搭

配按摩，效果更顯著。

禁忌：

．杜仲可補肝腎、強筋骨、

益腰膝，為溫補藥材，但陰虛

火旺者（口乾舌燥、便祕）請

慎服，建議請教醫師後方可服

用。

蛤蜊絲瓜粥【利水排毒】

份量：1人份
材料：

（1）枸杞3錢
（2）糙米50公克、紅薏芢30
公克、蛤蜊10個、絲瓜75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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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母入住長庚養生村 巫和怡感謝僑聯玉成

僑光社／台北 由於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的安排，旅美華僑

巫和怡與其母親，將順利入住

「長庚養生文化村」，他特致

函僑聯表示感謝。

巫和怡是僑聯美東地區名

譽理事，最近他致函僑聯總

會廖俊傑副秘書長，

表示「經由您的協

助，家母與我於今年

1月20日至2月1日，順
利試住『長庚養生文化

村』⋯⋯」，他說，試

住期間，巫老太太很滿意

養生村的環境及食宿，如

今通過口試及體檢，已獲

准 可以長住該村，他們母子

於3月24日返台辦理入住手續。
巫名譽理事強調「這都是僑

聯總會的資訊及大力幫忙促成

此事，萬分感激！」

僑聯總會為配合海外僑胞返

國養老之需求，特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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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者，歡迎與僑聯連絡。

又訊／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擬定的「台灣好家園」計畫，

自去年與宜誠建設合作在桃園

航空城的高鐵特區推案後，受

到僑界極大重視與歡迎，個人

或組團回國參觀者絡繹不絕，

目前已不乏成交者，其中更有

助，家母與我於今年

1月20日至2月1日，順
利試住『長庚養生文化

村』⋯⋯」，他說，試

住期間，巫老太太很滿意

養生村的環境及食宿，如

   「台灣好家園」計畫順利 張學海歡喜入厝

貼

心

表

格

照
顧
爸
媽
好
幫
手

旅美華僑巫和怡要陪伴母親，入住

「長庚養生文化村」。這是子女孝順，

為親長安排適合的養生中心，使之得以

在完善的設備中，受到周全的照顧。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子女都必須做如

此安排；只要用心，也一樣能使父母在

居家生活中，享受貼心的照顧。

桃園的廖爸廖媽，就是最好的例子。

雖然他們的兒女各有家庭、事業，

但是從未疏忽照顧老人家，而且無論誰

接手「輪值」，從飲食起居到陪診領

藥⋯⋯，都能立即掌握爸媽的生活步

調，老人家欣慰子女的細心，子女卻得

意他們能如此，其實是有「秘密武器」

的！

一張翔實的表格，就是兄弟姐妹們

「交接」時不可或缺的工具。

表格中按日期，列出「事件」、「反

應記事」、「其他記事」、「備註」等

欄位，再依實際情況填入資料。由於廖

爸廖媽身體違和，所以記事中多屬醫診

施藥時間及「打激素劑量減為200mg，
上次300mg」、「不舒服」、「下午微
咳」、「微燒」、「下肢酸麻」、「睡

眠差夢境多」、「精神大好」、「晚外

食」等狀況，更有體重、體溫的變化記

錄，如此，不但方便了解爸媽情況，也

可做為長期照護的根據。

多少年來，廖爸、廖媽就在兒女們有

效率的合作下，充分享受膝下承歡的天

倫之福。

「照顧表格」真的很好用！它可視需

要列出不同欄位，填入記錄後就成為你

家專屬，如何？試試看！

作法：

1.綠豆、枸杞分別洗淨，綠
豆泡水30分鐘後瀝乾水分，備
用。

2.將綠豆、菊花、枸杞放入
保溫杯中，沖入熱開水，加

蓋燜約15分鐘，出味後即可飲
用。

食用法：

可當飲用水，保養眼睛。

功效：

．冷氣房中的空氣較乾燥，

有人會因此感覺眼睛乾癢，可

以使用本道茶方調養，可滋眼

潤燥，改善不舒服的症狀。

．菊花可改善眼睛疲勞、乾

澀與視力模糊，與枸杞都是中

藥中有名的護眼藥材；綠豆的

外皮有清熱解毒、提神醒腦功

效，用熱水沖泡飲用，可抗感

冒、降火氣。

禁忌：

因綠豆、菊花性偏涼，故經

期中請勿飲。

杜仲排骨湯【手臂痠痛】

份量：1人份
材料：

（1）杜仲2錢、當歸2錢、
葛根2錢、枸杞2錢
（2）排骨6塊、薑片3片
調味料：

米酒30cc、鹽1小匙
作法：

1.杜仲用手剝成小塊，再放
入棉布袋中，包起備用。

2.排骨放入滾水中汆燙，撈
出後用冷水沖洗，和當歸、葛

根、薑片、作法1的藥材包一
起放入電鍋內鍋中。內鍋加入

3杯水，外鍋放入1/2杯水，按
下開關。

3.等開關跳起，放入枸杞、
米酒，按下開關，等跳起後燜

約10分鐘，再加鹽調味即可。

吃吃喝喝

文明病痛舒緩了！

旅美張學海先生拔得頭香，成

為第一位進住享受新居「好家

園」的主人。僑胞們對僑聯為

他們「找家」的用心良苦，都

至表感謝。

調味料：

米酒1大匙、鹽1小匙
作法：

1.枸杞用清水沖洗乾淨；糙
米、紅薏仁分別洗淨，泡水4
小時；蛤蜊泡鹽水吐沙；絲瓜

洗淨去皮後切小塊；備用。

2.糙米、紅薏仁、絲瓜一
起放入電鍋內鍋中，加入3杯
水，外鍋放入1/2杯水，按下
開關，等跳起後放入枸杞、

蛤蜊、米酒，外鍋再放入1格
（使用量米杯測量）水，按下

開關，等跳起後，再燜約5分
鐘，最後加鹽調味即可。

食用法：

可當正餐連續吃1個月，期
間尚需搭配均衡飲食及運動，

效果更佳。絲瓜可用冬瓜替

代，增加變化。

功效：

．紅薏芢、蛤蜊、絲瓜皆有

利水的功能，可以幫助排水，

使水分不再滯留在身上，改善

水腫型肥胖。

禁忌：

．由於紅薏仁會使得子宮劇

烈收縮，會使原本就會經痛的

人更不舒服，懷孕可能會導致

流產。因此孕婦或經期間請勿

食用。

如果你是上班族，常因

冷氣吹久了，電腦用久了

甚至位子坐久了，造成皮

膚乾燥、眼睛乾癢、肩頸

僵硬、腰痠背痛，甚至下

半身水腫的職業病現象，

怎麼辦呢？

利用電鍋燉食些粥湯茶

飲，不但簡單，而且持續

食用，一定有相當程度的

效果，DIY一下吧！
（轉載自陳富春著作「電鍋燉

補真簡單」一書，文圖由邦聯

文化出版提供）

文
／
劉
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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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君毅，是在馬來西亞生長

的第三代華人子弟；是山

打根中華中學教師，也是大馬書

藝協會山打根聯委會主席；他認

真教學，也努力傳授中國書法技

藝，宣揚中華文化；自謙是平凡

老師，學生卻肯定他是經師更是

人師。

7歲跟著舅舅學書法

1975年，那個他出生的年代，華文
尚未晉身馬國主流，他卻受喜歡中國

書法、文學、戲劇的舅舅影響，自小

著迷中華文化藝術，7歲，就跟著舅舅
學書法。

曾經，他總是被外

婆和媽媽嫌棄，說是比

不上表弟寫毛筆字的功

力，可是他沒有氣餒，

仍勤練不歇；直到中三

那年，參加沙巴州書法

比賽，和表弟同樣獲得

安慰獎，感受到「有為

者亦若是」的小小滿足

和自信後，更能潛心浸

淫書法世界。他先後拜

師陳湘榮、蘇伯瑤，牢

記先生們對他教誨的

「寫字不能只有三分鐘熱度」、「不

要走捷徑、不要投機取巧；要老老實

實」，不但練字絕不懈怠，在2000年
大學畢畢業，進入山打根中華中學任

教後，也全心投入，而每個字寫得一

絲不苟，每一筆都力透紙背的「心

經」書法，尤足顯示他踏實務本的人

生態度。

他參加各國書法大賽，不斷獲獎

受肯定，在國際書藝界，有了相當的

知名度，但他絕不驕矜，努力開班授

徒，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即使學不好

中文，仍能練得好字」，他要讓每個

人都愛上美如畫的中國書法！

君毅老師在山打根中學教導華文，

內容包括文章閱讀、文學賞析、名句

導讀以及書法練習，他自承教學重點

放在「人格栽培、文化薰陶及興趣培

養」，其次才是學業成績。

引領學子親近真善美殿堂

他不諱言，部分家長認為多考一科

華語，會增加孩子負擔也會影響升學

時的總積分，所以排斥華文教育，影

響所及，子弟也就被灌輸「學華文沒

出路」的觀念，將學習重點放在其它

科目，甚至上課時搗亂⋯⋯所幸，山

打根華中在董事會堅持下，不但增聘

華文教師，更將每周3節的華文課增加
至5節，也定規成績未達標準者可轉讀
他校⋯⋯，對此，他當然雀躍不已，

教學心情也頗受鼓舞，於是更用心的

運用多媒體、搶答競賽、情境教學，

講故事時，他會不計形象的做角色扮

演，以誇張的動作、聲音、臉部表

情，讓學生在滿堂笑聲中加深課程記

憶，也會以「老鼠愛大米」、「聽媽

媽的話」、「傷心太平洋」等耳熟能

詳流行歌曲教唱，讓孩子們從娛樂中

增強學習效果；以透過名句及古文教

學灌輸學子儒道墨思想及人格規範；

透過詩詞及書法，介紹中華文化的優

秀傳統；經由文學名著導讀，培養學

生學習華文的興趣，更在課餘之暇以

講座、研習、營隊等活動，引領學生

感受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真善美的蘊

涵。

執教10多年，當君毅老師看到昔
日懞懂的學生有些愛上書法，成為地

方書藝學會的主席，有些因為領悟書

法之美而鑽研藝術，他忍不住告訴自

己：中華文化的播種，果真有了出頭

嫩芽！他，有著小小的成就與安慰

感！

投身華文教育  全心書法教授  

傳揚中華文化           義無反顧薛君毅

文／明愛中

華人、華文成馬來主流

文／劉為一

為例，他多次參加

國內國際書法展，

享譽中外，培養了

不少學子，被馬沙

巴洲首席部長、亞

庇市長尊稱為「馬

國寶級書法家」，

對馬來的文化、書

法有著重大貢獻。

汶萊位於婆羅

洲西北部與沙巴只

隔一個海峽，是只

有四個城市的一個

小國家。由沙巴起

飛二十五分鐘的航

程，它的語言都與

馬來相同，只是它由國王親自執政，

下設議院等，盛產石油，是一個富豪

小國，到處都展現出它的富翁氣派，

首都（Tutong）十分繁華，建築多是
兩層，沒有高樓大廈，很多是獨立庭

院，所有建築美觀壯麗卻又不失古樸

令人驚嘆！與馬來語言信仰都一樣，

同樣是伊斯蘭教國家。

而以這麼一個富豪國家來說，汶萊

卻在首都設有華校，而且規模不小，

它位於市郊，依山而建，前面左邊是

廣場，右邊是運動場、籃球場，兩幢

大樓成扇形，右面刻著「仁愛樓」，

左面刻著「信義樓」，建築美觀大

方，假期時，學子們在廣場上嬉戲、

打籃球，家長、遊客也可悠閒漫步，

觀看球賽，成了當地民眾重要的活動

場所。

中華將我育成才 我為中華添光輝

在汶萊的第三天，我也去了一個叫

Bandensen Bagawan的城市，看到一所
華文小學，因為是週日，校門關著，

由欄杆門望進去，正廳上面的匾額是

「中華汶萊小學」右側匾額是「中華

將我育成才」左側是「我為中華添光

輝」！這幅對聯深深感動震撼了我，

是多麼令人動容海外赤子之心！

旅遊馬來、汶萊，接觸到的雖然都

是浮光掠影，但卻使我再次看到了中

華同胞在各個領域中胼手胝足耕耘，

創造對僑居地國家有著重大貢獻的同

時，更努力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的了不

起表現！

（本文作者為僑聯總會緬甸地區顧問）

「全世界只要有人煙的地方，就必

然有中國人」，這句話已被全球人士

公認。不久前，我有機會造訪馬來、

汶萊兩國七個城市，發現隨處可見華

人同胞及華人企業，華文學校更是比

比皆是。

根據馬來教育部以及山打根中華

中學薛君毅先生整理的資料顯示，馬

來西亞共有1353所華文獨立學校，其
中小學1290所，獨中60所，大專院校
3所（南方學院、韓江學院、新紀元
學院）。另外有153所國民小學及8所
國民中學，24所寄宿中學，也都設有
華文必修課程，而16所師範學院有開
辦中小學教師培訓課程，國民大學裡

均普設中文系，馬來西亞大學更設有

中國問題研究所。近幾年非華裔子女

（馬來人、印度人）就讀華文獨中的

約5千人，就讀華文小學的近7萬人。

政經藝文 華人影響力深遠

除此，華文現在已成為馬新聞媒傳

主要語言之一，中文報刊雜誌華語影

片，早晚兩次華語新聞廣播。馬華人

文化學會、作家協會、書藝協會及各

種文藝團體華人社團都在持續不斷地

傳承弘揚中華文化。 
而「馬華政黨」中，除沙巴洲的15
位議員有11位是華裔，其他洲的部長
級人士也不乏華裔，顯示馬華政壇上

華裔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藝文方面，華人也對各該國家有

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以自香港移居

沙巴二十多年的名書法家蘇伯瑤先生

透過越洋電話，訪問了醉心中國

書法、全心投入華文教育的薛君毅

先生。他沒有到過台灣，卻因為父

親畢業於台大，舅媽來自寶島，對

台灣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切感，結束

訪談後，君毅老師特別寫詩一首，

說明他對這裡的孺慕之情（詩中所

指的是：于右任，張大千，凍頂烏

龍茶和花蓮的靜思堂）：

「道是無緣卻有緣，沙洲寶島總情牽。

書壇巨擎追于老，畫苑高賢仰大千。

口齒留香歌凍頂，心靈歸宿在花蓮。

憑君傳語平安報，海外僑胞頌百年。」

僑聯秘書長鄭致毅（圖右）與緬甸顧問明愛中（圖中）及其

夫婿。

(上)薛君毅與他的書法作品。

(下)薛君毅示範書法。（圖片由薛君毅提供）   

薛君毅的心經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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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就是感到幸福和滿

足。而快樂的泉源，在哪？

誰，又真正感覺過快樂？

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都不

同。像一個小男孩，只要一顆

糖，他就會很快樂。人慢慢長

大，對快樂的定義也會隨之改

變。一個小男孩成為中學生之

後，對快樂的定義也變了。

徵文比賽（初中組）

銀牌獎  林佳穎（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

快樂的源泉

僑聯主辦海外華校學生才藝比賽
繪畫、書法、徵文優勝作品展出

好的小孩會很希望家長日的到

來，因為都可以被老師在家長

面前稱讚自己一番。可我，願

意用這些來換取家長日的不存

在。

〝同學們，家長日要到

了。學校會寄邀請函去你們的

家哦。沒收到的也要口頭傳

達。〞啊！我怎麼沒有看到邀

請函啊？本說以為隨便說個理

由蒙騙過去不就得了，現在怎

麼來了個該死的邀請函啊？我

一面搔頭，一面想要怎麼把邀

請函消滅掉。

就這樣，上課時間結束了。

一回到家，我就踮起腳尖伸手

進去那紅紅的信箱裏摸索。

咦？怎麼沒有？我快哭了啦！

〝嗯？小文你在找這個嗎？〞

媽媽手上拿著那個邀請函，搖

了搖。我的天，怎麼媽媽的動

作那麼快啊？此刻，我在心裏

罵了那郵差叔叔幾千遍。但也

改變不了事實，我只好認命，

對媽媽硬生生地擠出了個笑

容。〝媽，你要去？〞〝當然

啊。沒想到小文考得那麼好，

真聰明。〞面對媽媽的回答，

心頓時熱了起來。這將是老師

和同學首次見到媽媽機會，

但她的出席卻讓我尷尬了。媽

媽是個美麗的女人，可惜她右

半邊的臉幾乎全被一片嚴重燒

傷的疤痕覆蓋著。而我卻未聽

媽媽談論過她為何會有那道傷

疤。我只知道同學們看到這道

疤痕，一定會笑我的！幼稚園

已經經歷了一次，我不要再有

那種感覺了！

家長日當天，大家都對媽

媽那和藹可親、自然、美麗的

氣質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

媽媽親切的笑容，完全毫不在

意她的疤痕。但我卻覺得很不

自在，而且一直都在責怪媽媽

為什麼要來。眼看同學們都一

個一個被讚的洋洋得意，就快

到媽媽了。我躲在一個小角落

聽著媽媽和老師的談話。〝您

臉上怎麼會有這道疤痕呢？〞

我，突然緊張起來了。媽媽則

回答：〝當小文還小時，他的

房間突然失火了。火勢失去控

制，沒人敢進去救他，於是我

衝了進去⋯⋯〞媽媽邊說，邊

摸摸那側被燒傷的臉說：〝這

傷痕雖然會永遠烙在我臉上，

但我從未後悔過，反而很快

樂，因為這是天使的吻痕。〞

我含淚奔向媽媽。緊緊抱著

她，因為媽媽的犧牲讓我感動

不已。那天，我緊緊捉著媽媽

的手不放。一直以來藏在心裏

的那顆大石，不見了。頓時整

個人輕鬆了起來。以前，總認

為媽媽那道疤痕讓我丟臉，現

在卻成為了我快樂的泉源。

快樂，就是感到幸福和滿

足。而快樂的泉源，就是讓人

感到幸福和滿足的源頭。誰，

又真正感受過快樂？我快樂的

泉源�那道天使美麗的吻痕。

藝 文 天 地僑 訊

因為學習環境的不同，因為生

活壓力的不同，對快樂的需求

也就不同了。而很多事情都可

以成為快樂的泉源，其中最為

讓人快樂的，就是親情。因為

親情，永遠都不會變質。

我今年剛上小學一年級。

考試成績耀眼，但我卻不希望

家長日的到來。應理說，成績

繪
畫
比
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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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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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牌
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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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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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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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

銅
牌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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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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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比
賽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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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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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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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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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牌林欣敏

銀牌鄭佩雯

銅牌戴俊杰

銅牌謝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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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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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楷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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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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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山
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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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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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  

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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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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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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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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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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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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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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書
）

金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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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
爺
研
究

宋
丘
釣
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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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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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
詩
︾
：
﹁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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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海

印
，
乘
興
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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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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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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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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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

昇
鸞
證
夙
緣
，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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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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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

沿
，
遺
蹤
猶
可
訪
，
落
日
馬
坪
煙
。
﹂ 

柯兆榜（行書）

青谿

言入黃花川 每逐青谿水 隨山將萬轉
趣途無百里 聲喧亂石中 色靜深松裡
漾漾汎菱荇 澄澄映葭葦 我心素已閒
清川澹如此 請留盤石上 垂釣將已矣

▲

田福淑 小園新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