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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為一／文 8月4日至8月
8日，對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
趙麗屏和她所帶領的14位老師
來說，是辛苦至極，卻也是

感動、欣慰百分百的5個工作
天！

「建國百年暑假教師研習

建國百年暑假教師研習營的成員包括：趙麗屏（台師大教研

所40學分班、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鄭致鍾（政大教研所40

學分班、物理教師）；陳宏澤（台師大數研所40學分班、數學

教師）；林吉峰（台師大數研所40學分班、數學教師）；曾秋馨

（台師大國研所40學分班、國文教師）；丘慶蘭（ 政大輔研所

40學分班、數學教師）；童月貴（台師大生物所40學分班、生物

教師）；李密麗（台師大國研所40學分班、五峰國中）；陳萬頡

（台師大生物所40學分班、化學教師）；游惠晴（世新大學社會

學碩士、中和國小輔導組長）；朱宗義（花蓮師範畢業、中山國

小）；劉玉嬌（光武技術學院化工系畢業、中和國小）；張麗雪

（嶺東商專畢業、私立及人小學）；楊仲青（台師大華研所僑教

組研究生）。

經驗分享 教學秘笈大方送 

趙麗屏 組團  為華文教育盡心力

營」，是趙理事長和老師們接

受僑委會委辦的活動。

研習營的對象是緬甸地區僑

校的老師。

緬甸華文教育，師資、教

材、教學設備嚴重匱乏。

教材、設備，需賴政府、財

團企業支援，教師團體提供的

是教學實戰的經驗分享。

自去年「種子教師營」做出

口碑，僑委會今年續辦的營隊

工作，趙麗屏理事長成了領隊

的不二人選。

具台師大教研所學歷、數十

年教學資歷的趙理事長，於是

積極情商舊友故交甚至當年的

學生，組團成行，為緬甸華文

教師帶去珍貴的教學「武功秘

笈」！

她說，基本上，照本宣科的

「教書」，不難，但如何讓學生

歡喜上課，有效吸收，教法、班

級經營才是最重重的工具。
所以，雖然營隊老師們都學

有專精，國文、數學、生物、

化學、諮商等科教學經驗豐

富，但是，他們不著重在課本

內容的傳授，而是各科教學的

方法和班級經營策略的傳遞。

曾是緬甸僑生，新北市五峰

國中退休老師李密麗就表示，

她最喜歡分享「融入」、「樂

活」的觀念，她吟唱詩詞，將

文字情境化、意像化；她採問

答方式，加重「教」「受」者

的互動；她鼓勵學員上台試

教，觀摩學習彼此特色及了解

不足；她深信「寓教於樂」，

最能讓學習成為快樂的過程。

趙理事長國中學生，現任

中和國小輔導組長的游惠晴，

也認為活潑的教學手法，最能

強化學習效果，她傳達「教育

大愛」，灌輸熱情、信心，她

和同組隊友以實例共編教案設

計，提供老師學員做為教學

「參考手冊」。

8月的緬甸，是個汗水用噴
的季節，加上設備、物資缺

乏，客觀環境極不理想，營

隊老師每天從早到晚，分組負

責瓦城、密支那、腊戍、東枝

等不同地區的教程，真是辛苦

萬分，但是「有心去，不怕

苦」的奉獻胸懷，卻讓他們無

畏惡劣條件，尤其看到學員認

真聽課的樣子，更當有學員告

知「原擬放棄教職，卻因為營

隊老師的啟發，重新感受教學

樂趣和為人師表的責任，決定

堅守崗位」時，那種感動、欣

慰，足以讓他們感受「付出有

代價」的喜悅，也因此，當接

獲緬北華文學校密支那小學部

教務主任張治昌感謝信函，提

出「年年有今日」的要求時，

更都慨然承諾：明年再見！

（本文配圖由緬甸歸僑協會提供）

有趣的課程，教師學員聽的好開心。   小組研討，分享心得。

耕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

下土；誰知盤中飧，粒

粒皆辛苦。

看著台下的老師學

員個個頂著艷陽，從緬

北各角落至瓦城、密支

那、腊戍、東枝，接受教師在

職培訓，內心極為感佩，他們

放下家事，擱下年紀來充電，

只希望有更充實的知識和技能

以餵養中華的幼苗。

因著去年（99年）暑假種子
教師營頗獲好評，今年僑界希

望增加生物、化學和諮商等課

程，我便邀請有熱忱且經驗豐

富之優秀教師前往，尤其許多

和緬甸毫無淵源的老師們，帶

著一份無私和奉獻的教育愛，

將所知所學無不傾囊相授，因

此很感謝這些老師們。

在封閉的緬甸，要傳播中

華文化實非易事，但為了使下

一代不忘自己血液中流著中華

民族的血脈，所以當地的華僑

雖已入籍，對子女的教育，仍

堅持加入華文素材，而各個學

校的董事們也都出錢出力，用

盡各種方法推展並深耕華文教

育，讓我們由衷的對這些僑

我，一位從緬甸來的老僑，又

豈能置身事外呢？

每當我們吃飯時，似乎覺

得一切是理所當然，可是每碗

飯，每粒米，都是透過許多人

的付出，才得以讓我們飽食

度日，人言：「一日之所需，

百工斯為備」，文化的傳承是

攸關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延

越南 常務理事李培徽台幣5000元、洪鼎台幣2000元

理事黎愛珍台幣5000元、劉漳江、程鏡洲、梁德志各

台幣1000元、顧問林婉儀台幣4000元、呂仲寬台幣

1000元、李美育台幣500元

高棉 常務理事林狄台幣4000元、理事陳松豪台幣

2000元

緬甸 理事藺斯邦台幣3000元、黃通鎰台幣2000元、

理事龔學鏗台幣1000元、顧問陳翠芳台幣1000元

印尼 理事何良泉台幣1000元、顧問曾光台幣1000元

香港 常務理事潘漢唐台幣4000元

澳門 理事郭桂榕台幣2000元、顧問劉振作、施文場

緬甸教師研習營開業式，

講話者為趙麗屏理事長。

赴緬

建國百年暑假教師研習營成員

伸，我們每位中華兒女，都有

責任和義務做深耕中華文化的

農夫。

建國百年暑假教師研習營能

圓滿達成，在此謝謝僑委會和

參與之所有老師們，更謝謝緬

甸各校董事們、校長們和受訓

之老師們，願大家平安。

（本文作者為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

界前輩、各校董事、校長和認

真學習的老師們，致以最大敬

意。

活動能進行順利，需要有

力的推手─僑務委員會的委員

長、副委員長和各處人員的支

援和鼓勵。吳委員長、任副委

員長曾親赴緬甸，並稱讚當地

董事們在華文資源極為匱乏之

狀態下，仍在做著中華文化的

傳承工作，也深知這些董事們

不為名也無利可圖，只為「扎

根」工作而用盡心力，因此委

員長和僑教界董事們及台商會

成員共同為緬甸僑生籌備獎助

學金，且自民國98年起，協洽
海華基金會每年贊助30萬元，
給當年新回國的學生獎學金，

希望學生能少打工，而努力於

課業之學習。感謝僑委會能看

到這些學生的「心」苦，而

各台幣1000元、許超寧、李美雙、李姵靜各台幣500元

美國 名譽理事廖聲顯台幣1000元

加拿大 名譽理事楊明堂台幣5000元

秘魯 名譽理事張興合台幣2000元

希臘 常務理事康世鳳台幣2000元

瑞典 顧問傅能權加幣50元

澳洲 常務理事古財發澳幣120元、許錫忠台幣1000元、

顧問陳淑莪台幣2000元、李捷相澳幣100元

紐西蘭 常務理事施慶桂台幣1000元

馬達加斯加 理事陳玉鑾台幣2000元

在台 常務理事吳豐堃台幣5000元、理事田期順台幣

2000元、馬文浩先生台幣1000元、韓杏順、霍雙印先生

各台幣500元

趙麗屏／文

彥賢義捐

緬甸僑校研習班的老師合照。

在緬甸要開辦華文學校非常艱難；僑校的教育素養﹑校舍﹑薪

資﹑設備皆差﹐但是為期下一代不忘血液中流著中華民族的血脈，

所以華僑都堅持子弟學習華文，於是除了當地僑校的董事們出錢出

力，用盡各種方法推展並深耕華文教育，老師們也努力自我充實，

希望給孩子最有效的華文教育。

在此需求下，國內包括僑委會、緬甸歸僑協會等諸多機構、團

體都慨伸援手，利用暑假，組成教師團前往贈送教材、傳承教學技

巧、班級經營方法，使當地老師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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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中都草原上漂亮的蒙古包。

僑光社／綜合整理 由中華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率領

的僑界代表17人，於8月8日至
10日，應河北省委副書記付志
方、副省長楊崇勇、統戰部長

劉永瑞及省僑聯主席馬法嚴的

邀請，參加了在河北省張家口

市舉行的第四屆海峽兩岸「三

祖文化」交流周、暨第10屆冀
台經濟合作洽談會。第10屆冀
台經濟合作洽談會是由國務院

率領僑商界代表參加冀台經濟合作洽談會

簡漢生籲兩岸加強合作 共創雙贏

簡理事長漢生（右）與承德市委副書記丁錦霞（左）

交換紀念品。

經驗分享 教學秘笈大方送 

趙麗屏 組團  為華文教育盡心力
台灣事務辦公室、河北省政府

主辦，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

聯誼會、河北省政府台灣事務

辦公室、張家口市政府承辦。

與會者包括中國國民黨副主

席林豐正、全國政協副主席兼

中央統戰部長杜青林、國台辦

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

及兩岸工商、旅遊和文創產業

界等代表共計1200餘人。由中華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率領的

僑界代表17人，也應邀與會。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在

開幕式致詞，盛讚河北省經濟長

足發展和飛躍進步，並對石家莊

至台灣班機直航開通後，冀台交

流更加密切的現況表示高度肯

定。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強調，唯

有兩岸齊心協力、攜手合作，

才能互惠互利、共創雙贏。

河北省張家口市近年斥巨資

修建涿鹿中華合符壇，自2008
年起，連續舉辦「冀台同胞涿

鹿共祭中華三祖大典」活動與

「海峽兩岸三祖文化論壇」，

打造張家口市對台文化交流的

口碑。張家口市委書記許寧在

開幕式中表示，今年的活動以

「祭中華文明始祖，聚兩岸發

展合力」為主題，向文化交

流、經貿合作兩條主線發展。

其中，文化交流以突出「多元

包容，和合發展」為宗旨，並

以「三祖文化」連繫，進一步

增強兩岸民眾對中華三祖文化

的認同感。冀台張家口經濟合

作洽談會並舉行簽約儀式，張

家口市共簽約招商項目36項。
張家口市長王曉東同時與台灣

工商協會、台灣工業總會、台

灣商業總會等簽署長期合作框

架協議。

（相關新聞及圖片見A2、A3版）

自右至左：簡漢生理事長、中國僑聯林明江副主席、國台辦王毅

主任、鄭致毅秘書長及廖俊傑副秘書長，在冀台會酒會中合影。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在「冀台經合會」開

幕式致詞。

簡理事長漢生（右）與秦皇島市委副書記楊泰安交換

紀念品。

簡理事長漢生（右）與秦皇島市政協副主席劉曉平

（左）交換紀念品。

簡漢生理事長（右二）與鄭致毅秘書長（左二）、廖俊傑副秘書

長（左一）、賴素梅特助（右一）在張家口市崇禮滑雪場合影。

簡漢生理事長（右）與工總何語常務理事（左）在草

原共同主持烤全羊獻禮。

簡漢生理事長（前左四）與張家口市僑聯主席王平（前左

三）互贈紀念品，前右二為河北省僑聯季加宇副主席。

 禮  尚 往 來

全體團員在涿鹿三祖祭壇前合影，前排左起：廖俊傑、阮美齡、牟盾、簡漢生、廖壽棧、高惠宇、吳再益、鄭致毅、許美

滿。後排左起：賴靈欣、賴森源、賴素梅、賴秀卿、孫杰夫、葛維新、葛吳錦鄉、施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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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漢生參與共祭中華三祖大典  盛讚獨具文化內涵
僑光社／綜合整理 由中華僑
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率領的

17人訪問團，於8月9日上午
在河北省涿鹿縣參加了「海

峽兩岸同胞共祭中華三祖大

典」，簡理事長肯定其不但

凸顯「三祖文化」獨特的文

化內涵與魅力，更帶動民間

交流多元發展。祭典由張家

口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唐

樹森主持，河北省僑聯主席

馬法嚴及簡漢生理事長率隊

向黃帝、炎帝、蚩尤塑像敬

獻五穀、祭品，表達了中華

兒女對祖先的尊崇敬仰。

簡理事長一行是應應河北省

委、省政府及省僑聯的邀請，

於8月8日至10日，參加第四屆
海峽兩岸三祖文化交流周暨第

十屆冀台（張家口）經濟合作

洽談會。並於11至14日參訪承
德、秦皇島等地。

參訪團17人在7日抵達北京
時，河北省僑聯主席馬法嚴、

副主席季加宇等均親至首都機

場迎接，使團員們立即感受濃

郁的歡迎熱情。當晚由張家口

市政府在朗豪酒店以晚宴接

待，市委常委、市紀檢委書記

丁榮進、副市長唐衛斌與賓客

互動熱絡，用餐氣氛融洽熱

鬧。

簡理事長一行在參加第四屆

海峽兩岸三祖文化交流周暨第

十屆冀台（張家口）經濟合作

洽談會後，隨即前往中都草原

觀光，看到滿繫哈達的千年敖

包（敖包是蒙古語，意即「堆

子」，就是由人工堆成的「石

頭堆」、「土堆」或「木塊

堆」。舊時遍佈蒙古各地，原

來是在遼闊的草原上人們用石

頭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標誌，

後來逐步演變成祭山神、路神

和祈禱豐收、家人幸福平安的

象徵。），對其所代表的祈福

意涵都覺得饒富情趣；而放眼

一望無際遼闊草原的夕陽餘

暉，置身亞洲最大蒙古包內，

但覺心胸開闊，豪情萬丈。簡

理事長並與工業總會常務理事

何語共同主持了隆重的烤全羊

祈福儀式，品嚐風味獨具的塞

外美食，尤有一份特別的感

受。

參訪團隨即赴承德、秦皇島

參訪。承德避暑山莊、北戴河

新區、山海關內老龍頭，都讓

參訪團留下深刻印象。

參訪行程中，河北省僑聯

主席馬法嚴、副主席季加宇一

路相陪；張家口市僑聯主席王

→冀台會歡迎酒會簡理事長漢生（左二）與工業總會何語常務理

  事（左一）及新東陽集團麥嘉陽（右一）合影。

↓團員在承德世界文化遺產避暑山莊留影。

簡漢生理事長（右）與林豐正副主席（左）在

涿鹿共祭中華三祖大典現場。

中都草原日落美景，左起：尚林鐵板燒餐廳董事長

廖壽棧伉儷（一、二）、魏軍主任（左三）、簡漢

生理事長（右二）、李剛副部長（右一）。

平、副主席吳一凡；承德市委

副書記丁錦霞、承德市僑聯主

席王遠臨；秦皇島市委副書記

楊泰安、政協副主席劉曉平；

秦皇島市僑聯主席楊宏偉、副

主席鄒建云也都分別設宴盛情

接待，使團員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

↑簡漢生理事長（右三）、馬法嚴主席

（左三）、王遠臨主席（左一）與尚林

鐵板燒餐廳董事長廖壽棧（左二）及夫

人（右二）、賴素梅特助（右一）在承

德市政規劃館合影。

←草原遼闊，張家口市僑聯副主席吳一凡

權充駕駛，讓簡漢生理事長免於奔波，

右一為張家口市僑聯主席王平。

↓承德避暑山莊內八廟、外八廟金碧輝煌，左起：吳再益、鄭致

  毅、施明華、高惠宇、葛維新、廖俊傑、孫杰夫、導遊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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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三祖指的是黃帝、炎帝和蚩尤。 
中國人常自稱為「炎黃後裔」、「炎黃子孫」；

所以對黃帝、炎帝絕不陌生，但是兩者與蚩尤合稱作

「中華三祖」，卻可能不盡熟悉。 
根據史料，炎帝及黃帝可能均為遠古部落聯盟共

主，「山海經」記載炎帝在阪泉之戰敗給黃帝而後，

蚩尤糾集炎帝的部屬再於涿鹿之戰敗給黃帝。

中國歷代皇帝多為黃帝設廟祭陵等來取得象徵的

統治正當性，黃帝是中國宗族文化的重要標誌性人

物，被稱為中國人的祖先。有學者以文獻考證認為

是在晚清知識分子的推動下，黃帝從中國遠古傳說

的三皇與五帝中脫穎而出，成為漢民族乃至整個中

華民族的祖先。

炎帝是傳說中中國上古時代神農部落首領的名

稱，從神農開始至其後裔子孫，也是各部落聯盟公

推的天下共主，以後炎帝和黃帝兩大部落融合，形

成華夏族。

蚩尤為炎帝之後。二者屬於同一部族，均為部族或

其首領的稱號。黃帝先在阪泉之野擊敗炎帝部族，蚩

尤部族作為炎帝後代，為報仇而與黃帝大戰於涿鹿，

戰敗之後，部分族人融於炎、黃集團，從而成為部分

華夏族，以至當今漢族的先民。

正由於黃帝、炎帝、蚩尤均屬中國人的祖先，是

所謂「中華三祖」，又有「涿鹿大戰」之說，海外華

人於是捐資在河北省涿鹿縣興建「中華三祖堂」，大

殿內供奉著黃帝、炎帝、蚩尤的塑像，也設置了描繪

了涿鹿之戰、阪泉之戰、合符釜山、定都涿鹿、崩葬

橋山等重要歷史事件的壁畫，享有「中華第一祭堂」

之盛名。而三祖「合符釜山」最主要的意義就是突顯

「民族融合」的精神。

新聞辭典

什麼是中華三祖？

山海關老龍頭我們來了！左起：阮美齡、賴森源、吳再益、簡漢生、馬

法嚴、孫杰夫、賴素梅。

全體團員在天下第一關─山海關前留影。

全團在秦始皇求仙處「千古一帝」大雕刻前留影，左起：許美滿、葛吳錦鄉、吳再益、賴靈欣、賴

森源、季加宇、楊宏偉、阮美齡、高惠宇、廖俊傑、馬法嚴、簡漢生、施明華、鄭致毅、葛維新、

賴素梅、賴秀卿、孫杰夫、廖壽棧、郭紅。

全團在秦始皇求仙路碑坊前前留影，左一為秦皇島市僑聯主席楊宏偉，左二為郭紅高級技師。

簡理事長漢生（前右）與馬主席法嚴（前左）在送別會上離情依依。

中華僑聯總會代表名單

總團長  簡漢生（僑聯總會理事長、中華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理事長、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副理事長）

團長 鄭致毅（僑聯總會秘書長、中美互益基金會秘書長、中華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副理事長）

副團長 廖俊傑（僑聯總會副秘書長、前中廣公司副總經理、大學教授）

秘書   賴素梅（僑聯總會理事長特別助理）

台灣 葛維新（僑聯總會常務理事、前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台灣 葛吳錦鄉（女，僑聯總會顧問）

台灣 牟  盾（海外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理事）

台灣 孫杰夫（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灣 賴森源（宜誠建設公司副董事長）

台灣 賴靈欣（宜誠建設公司經理）

台灣 阮美齡（女，揚智廣告公司總經理）

台灣 高惠宇（女，台灣中央廣播電台常務董事、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台灣 許美滿（女，致理技術學院教授）

台灣 吳再益（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

澳洲 廖壽棧（尚林鐵板燒餐廳董事長）

澳洲 賴秀卿（女，尚林鐵板燒餐廳董事長夫人）

美國    施明華（揚州來鶴台建設公司董事長）

河北省僑聯陪同人員名單

馬法嚴（主席）；季加宇（副主席）；魏軍（辦公室主任）；李剛（連絡部副部長）；梁凱

（副調研員）；崔玉慶（連絡部副處級幹部）；郭紅（辦公室高級技師）

（本期A1～A3版圖片，分由河北省僑聯崔玉慶、中華僑聯總會廖俊傑攝影）

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三祖文化」交流周

暨第十屆冀臺（張家口）經濟合作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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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辰濤／文 中華民國越南
歸僑協會洪鼎理事長接受本刊

專訪時，其堅毅的眼神、爽朗

的聲音，令人印象深刻。去年

11月剛接任第九屆越南歸僑協
會的洪鼎，是越南土生土長的

華僑，遠東外文學校畢業後，

在越南從商，也兼任記者、編

輯。從小到大都在越南長大的

洪鼎，最熱血、最熱情的青年

歲月的都在越南，對越南瞭解

之深，用情也深，尤其他親身

體會到越南華僑在當時風雨飄

渺的時空環境下生活的不容

易，年輕時便蘊蓄了對越南華

僑服務與奉獻的使命。

臺灣成了他永遠的家

洪鼎之所以飄洋過海來到

臺灣的過程，其實就象徵了

冷戰時代下，一條遷徙的支

流...1975年越戰結束，1976年
越南全面赤化，戰爭造成越

南滿目瘡痍的慘景，88萬個流

對內照顧會眾，謀取會員福利；對外服務社群，吸引年輕新血

洪鼎期許    傳承 發展 再創新
越南

歸協

浪孤兒，100萬寡婦，20萬殘
疾人以及無數個支離破碎的家

庭。有鑑於此，中華民國政

府基於人道立場及對華僑的

責任，民國75年（1986）推行
「仁德專案」，接納越南難民

約六千人，海漂專案接納中南

半島難民約二千人，實質進

行難民庇護措施，並提供其保

護及協助。洪鼎先生當時便以

其華文記者公會副主席的專業

身份接受仁德專案來到臺灣，

而這一待就是數十年，從此定

居，臺灣成了他永遠的家。

1987年3月，洪鼎來到臺灣
後，便立即加入越南歸僑協

會，協助服務來臺之越南難

僑，並開始擔任《自由僑聲》

記者，報導越柬寮華僑動態。

而越南歸僑協會的成立與當時

的時空背景息息相關。70年代
由於越南的動盪，來臺避難之

華僑約有四千餘人，在台畢業

及未畢業之僑生約二千餘人，

受到客觀環境所限，他們在臺

灣一時未能適應，亦難以建立

社會關係，生活上逐漸產生諸

多問題，心理上也常彷徨無

助。有鑑於此，在臺許多僑領

希冀能建立一個聯誼機構，凝

結全體歸僑力量，共謀大眾福

利，共同尋求解決問題，幾經

意見交換後，遂於1976年2月
由陳慶利等十六位越南僑務顧

問小組在台委員聯名向內政部

申請創立「中華民國越南歸僑

聯誼會」；1988年，政府撤銷
聯誼會制公佈人團法，越南歸

僑聯誼會又因應改制為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

會」。

協會向年輕化、多元化發展

越南歸僑協會，以關懷越

南歸僑會員為宗旨，並協助新

住民環境之適應。每年固定舉

辦重陽敬老餐會、春季聯歡大

會，並設有老人相濟會、僑生

獎學金基金會，獎勵優秀學

生、鼓勵莘莘學子認真向學。

越南歸僑協會也與眾多同性質

之社團如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越柬（棉）寮世聯會、旅越閩

籍歸僑聯誼會、留台僑生聯誼

會等團體，保持聯繫、互相照

應。另一方面，近幾年來，臺

灣新移民人口激增，尤其越南

籍配偶及勞工占了相當大的比

例，因此越南歸僑協會也經常

協助鄉鎮市區公所從事翻譯、

辦理電腦班等各種活動。

越南歸僑協會理監事共32
名，每兩個月密集開會一次，

洪鼎當任理事長後，延續越南

歸僑協會優良之傳統，維護照

顧歸僑之福利，另一方面舉辦

創新的康樂、歌唱、比賽等各

式活動，吸引青年會員加入，

將越南歸僑協會帶向年輕化、

多元化發展，他期盼各界給予

越南歸僑協會更多的支持，並

多透過各種活動、形式互相聯

繫互相砥礪！

劉為一／文 張貽秋，一位低
調的成功企業家。

平頭、細框眼鏡、穿著平

實，他，沒有咄咄逼人的企業

主氣勢，但深思、探究的眼

神，沉穩言談間，卻顯露了慎

密堅持的行事風格。

他經營生產針織機需用的各

式織針，他喜歡織針產業的挑

戰性，圓機針、彈簧針、橫機

針、襪機針⋯⋯，不同功能的

織針，必須採用特殊鋼材、精

密儀器、高規格技術，才能搭

配織機，呈現最理想的車工；

一支小小的織針，從下料到成

品，流程多達數十道手續，所

以除非訂購現成的通用規格產

品，如果有客製化的要求，最

少需半年才能交貨。

產品環節嚴格控管

也由於織針的產品周期較

長，所以如何維持其穩定性，

成功企業家 張貽秋 樂為
是他最大的挑戰，

也付出最大的心

力，而且有了相當

的成果。

張董對自家織針

的品質，是絕對自

信的。

有一次，他行銷

產品時，被一家台

灣客戶拒絕，理由

是質疑其大陸生產

的品質問題。他二

話不說，將一盤價

值台幣3萬元的織
針留下來，揚言如

果試用不合水準，

就算贈品不收錢。

這位客戶，如今是張董產品

的長期愛用者。

曾經僑居澳門，現在入籍

台灣，以台商身份縱橫兩岸

的張董，目前事業版圖早已

從台灣、福建和晉江擴及東

南亞、巴基斯坦、印度、孟加

拉⋯⋯，這些駐點有些是工

廠，有些是代理商，他針對不

同工作性質的員工，或許有不

同的管理方式，但對產品，無

論是生產線或是銷售網，任何

環節，卻都嚴格要求絕對控

管，因為，他知道「100筆產
品中只要一筆有瑕疵，買方就

會以此做評斷，斲傷企業形

象」。

經營生涯中，張董事長有賢

內助掌管企業財務，使他全無

後顧之憂，而現在看到長子進

入工廠，認真學習基層實務的

樣子，尤其讓他有了接棒有人

的欣喜感。

盛讚僑聯猶如「行動部隊」

談到經由新北市福建同鄉

會許貽澤先生介紹，與中華僑

聯總會結緣3年，現為僑聯理
事的機遇，他坦承對這個民間

社團，有著太多驚奇的發現：

總會工作項目全年不斷，對象

涵蓋海外華僑、僑團、僑社、

僑校，國內歸僑團體及僑生，

內容是書法作文比賽、華文著

述獎、優秀青年選拔、僑生獎

學金、歌唱、短片比賽⋯⋯，

琳瑯滿目，還有與中國僑聯合

作，舉辦兩岸學術研討會、論

壇及參訪行程⋯⋯⋯，所有這

些活動，參與人數動則百餘甚

至數百人，但每一次都辦得

井然有序，有聲有色；而事

實上，僑聯的員工卻僅只10餘
人，這讓身為企業領導人的張

董事長印象深刻，他盛讚僑聯

是支團隊精神充分，組織、機

動性超強的「行動部隊」。

慨贈獎學金 嘉惠僑生

也因此，他慨贈獎學金，支

持僑聯嘉惠僑生的用心，更總

是情願放下忙碌的工作，帶著

妻子兒女參加僑聯主辦的各種

活動⋯⋯，因為，他真的樂為

僑聯人！ 

洪鼎理事長妻賢子孝，兒孫滿堂。 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洪鼎。

成功企業家張貽秋。

張貽秋 樂為僑聯人

越華報人聯誼會 慶祝九一記者節

僑光社／台北 慶祝記者節，世界越棉寮華文報人聯
誼會8月28日舉行聯誼餐會及抽獎活動，並有卡拉OK歌
唱助興。

餐會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天成餐廳舉行，由聯誼會會長

李文輝主持，數十人與會，場面熱鬧喜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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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為一／文 來台求學的僑
生，特別是來自東南亞一帶

者，常因家境不寬，必須靠打

工賺取生活費，所以他們幾乎

是一踏入校門就向僑輔室登記

尋求打工機會。

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每學期固定開放200個左右的校
內打工名額，優先提供給包括

緬甸、印尼等地的清寒子弟，

幫助他們減輕家長的負擔。

已被分發至虎尾科技大學的

求知識 學經驗 賺生活  僑生打工 磨鍊人生有意義
劉欣燕：學得群體互動互助      林上弘：自給自足 歡喜獨立

革家象：善用時間 工作、學業找到平衡點     鄭詩綉：豐富生活 養成刻苦耐勞好習慣 

劉欣燕，僑居地在馬來西亞，

在台灣一年的學生生活，課業

成績從未落後，但也同時持續

了一年的工作經驗；她原在女

生宿舍協助門禁管理，登記訪

客，為同學安全把關，後來因

為做了學生會幹部，活動時間

增加了，就改在課外組打工。

她喜歡學校工作，因為環

境單純，接觸的又是熟悉的師

長和同學，完全沒有適應的問

題，甚至當她在學生會舉辦活

動時，還會受到課外組工

讀生的特別幫忙，讓她

溫暖在心，也學得群體

生活互動互助的可貴經

驗。

累積職場經驗 「薪」情大好

林上弘，同樣是馬來西亞僑

生，學期中他申請課外組的工

讀機會，利用課餘空檔賺生活

費，暑假開始，則立刻應徵到

一家電子工廠打工。

他的說法是，他來自5個兄
弟姐妹的家庭， 雖然父母沒有
讓子女承擔經濟壓力，但他卻

努力學習獨立，務期因此減輕

爸媽負重，更累積自己職場經

驗。

戴幅眼鏡、模樣斯文的上弘

坦承電子工廠做IPHON防水殼
組裝、成品測試、搬運貨物⋯

的刻板工作有些無趣，可是1
個月所得，還是讓他

有「薪」情大好、自

給自足的驕傲感受！

居家泰北的革家象，

高齡雙親身體違和，6兄
姐中排行老幺，是在海

外聯招時申請就讀海洋大

學。他說負笈台灣，

對爸媽來說，真是不輕的開

銷，也因此，雖然家象初到基

隆時，對當地多風多雨的天

氣、台式口味的食物甚至與人

相處語言的表達，都有些難適

應，但現實生活的需要，必須

及早獲得工作；於是他備妥相

關證明文件，積極爭取校內圖

書館工讀的機會，讓他能在沒

有壓力的環境中，快速融入台

灣。

為自己做「知識投資」

家象現在早就不再侷限於校

內打工，便利商店、牛排館，

都有過經驗，而且不但可以在

僑生規定的工時限制內，每個

月替自己安排最大的工時數，

賺取生活費，還能將經驗分享

初來乍到的學弟妹，協助他們

在新地方順利起步；除此，他

也學會善用時間，使課程、工

作兩者找到了平衡點，讓學業

維持一定的水準，目前更考

慮爭取升讀資工研究所，為自

己做最好的「知識投

資」！

銘傳大學數位資訊

傳播系4年級的鄭詩
綉，有多樣化的打工

經驗，除了曾在校內

圖書館、餐廳以及僑

生輔導組協助過，

也做過教授的文書

助理、餐廳駐唱歌

手、世貿中心接待

組裝、成品測試、搬運貨物⋯

的刻板工作有些無趣，可是1

姐中排行老幺，是在海

外聯招時申請就讀海洋大

學。他說負笈台灣，

員、菩提互生協會工讀生，以

及火鍋店、牛排館及維多利亞

飯店侍應生。

曾經多次參加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舉辦的僑生歌唱比賽，而

且名列前茅的鄭詩綉，認為駐

唱歌手是最開心及享受的；最

輕鬆且有較好待遇的則屬當教

授的小助理，因為教授態度溫

和，不會把工讀生當童工用。

當然，餐廳侍應生的工作，也

偶而會有些奇遇，就像有一次

在維多利亞飯店當值，招待的

竟然是明星晚宴，最後還有王

力宏，徐若萱等的串場演出，

這種一睹偶像風采的機會，還

讓她著實興奮了一陣子。

學更多 看更多 玩樂是其次

在諸多找工作的經驗中，詩

綉認為僑生所得稅、工作證、

華文語言能力、年假回國等等

問題，也都會造成覓職時的困

擾；她就曾經在應徵補習中心

的客服電話人員時，被雇主以

「僑生是外國人，不瞭解本國

的補習學院制度」這樣的理

由，拒絕錄用她。

和其他僑生一樣，為兼顧

課業和打工，詩綉曾因為沒有

時間出遊而痛苦，但最後說服

自己：離家在外，應該要更加

把勁學更多，看更多，玩樂只

是其次。同時為了不讓爸媽操

心，所以上課時一定專心聽

講，再配以錄音筆記錄，幫助

溫習成效，也足以讓成績儘

量維持在80分的水準。
欣燕、上弘、家象、詩

綉四位接受訪談的僑生都同

意，大學生隨時都得做好踏

入社會的準備，所以認為，

在大學階段利用課餘打工，

不但可以豐富生活，學習人

情世故，也能從中賺取零用

錢，更能養成刻苦耐勞及節

儉的好習慣。

資」！

菜乾梅肉煲（4人份)

材料：

1.梅花肉160公克、高麗菜乾160
公克、水100㏄

2.荷蘭豆20公克、紅甜椒20公克
3.蒜仁2瓣、生薑10公克
調味料：

香油1大匙、蠔油1大匙、細砂糖2
小匙、雞粉1小匙、老抽少許

作法：

(1)梅花肉切約3×3公分小塊；荷
蘭豆撕去粗纖維、紅甜椒分別切斜

調
理
乾
貨 

佳
餚
上
桌

片；蒜仁、生薑分別切末，備用。

(2)高麗菜乾放入滾水中汆燙，撈
起瀝乾水分。

(3)將香油倒入鍋中加熱，放入生
薑末、蒜仁末，以小火爆香，再加

入材料1、材料2與其餘調味料拌炒
均勻，熄火後倒入砂鍋，以小火燉

煮至湯汁快收乾即可。

行家指點：

1.這道料理建議用砂鍋慢燉，因
為砂鍋受熱均勻且水分不容易流

失；若使用一般不鏽鋼鍋或炒鍋，

則需要增加50㏄水量。 2.老抽是一種能增加醬色的深色
無鹽醬油，主要目的是為菜餚增添

更漂亮的色澤。

干貝芥菜（4人份）

材料：

1.乾干貝40公克、芥菜心1棵(約
170公克)、生薑15公克

2.水50㏄、太白粉1小匙
調味料：

干貝汁50㏄、烹大師1/4小匙、鹽
1/4小匙

作法：

(1)干貝泡水軟化，取出瀝乾後剝
細絲(干貝汁留下備用)；芥菜心去
梗後切片，放入滾水中煮熟，撈起

沖冷水；生薑切小片，備用。

(2)起油鍋，放入薑片，以小火爆
香，再加入所有調味料與水，以大

火煮滾，再加入干貝絲與芥菜葉煮

至芥菜軟。

(3)取出適量湯汁與太白粉拌勻，
再倒入鍋中勾芡即可。

行家指點：

芥菜葉煮熟後，一定要馬上沖冷

水，才可保持葉子翠綠。

鄭詩綉曾在正聲廣播公司實習。

劉欣燕。

革家象。

林上弘。

乾貨，因為耐放好用，

常成烹煮菜餚的重要角

色，讓主廚陳育仁分享

他的乾貨料理私房菜。

（轉載自陳育仁著作「乾

貨料理輕鬆做」一書，文圖

由邦聯文化出版提供）

色，讓主廚陳育仁分享

他的乾貨料理私房菜。

貨料理輕鬆做」一書，文圖

由邦聯文化出版提供）

安徽省僑聯到訪
與中華僑聯簽署合作協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A2中華民國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B3

僑光社／台北  國父革
命志士後代暨眷屬一行36
人，預定10月初扺台參加
多項建國百年慶祝活動，

共同見證中華民國建國一

世紀的榮耀。

包括國父孫女孫穗芳博

士、秋瑾外孫女王焱華等在

內的36人，是應僑委會邀請，

見證中華民國百歲榮耀 
辛亥革命後代雙十將訪台

安徽省僑聯到訪
與中華僑聯簽署合作協議

僑光社／台北  安徽省僑聯交流訪問團一行7
人，8月2日上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受到簡漢
生理事長熱忱接待。

越南、高棉、寮國、緬甸、印尼、港澳歸僑

協會理事長及代表洪鼎、林狄、邱易文、張標

材、張忠春、蔡小吉等多位也都到場歡迎。

安徽省僑聯交流訪問團是以王萬祥為首，

包括：姜文峰（安徽省僑聯法律顧問委員會委

員）、姚安娜（黃山市僑聯主席）、陳郁（巢

山市僑聯副主席）、張勝光（巢湖市含山縣政

協主席）、李松柏（安慶市僑聯副秘書長）、

王朝祥（安徽省僑聯秘書）。

簡理事長致歡迎詞時，強調中華僑聯總會與

大陸各僑聯來往密切，6月間就曾兩度組團逾
300人前往參加會議及參訪，彼此互動有如家
人，希望今後更能加強合作，共創豐美成果。

簡理事長推崇安徽省景色秀

麗，天然資源豐富，更以積溪

縣為例，指出大陸領導人胡錦

濤及胡適博士等人都是這裡的

鄉親，強調其地傑人靈，值得

造訪。

各歸僑協會理事長及代表分

別發言，除簡介協會現況，都

肯定兩岸僑聯來往合作具正面

意義。

訪問團成員感謝中華僑聯的

熱情；團長王萬祥及黃山市僑

聯主席姚安娜、巢湖市僑聯副

主席陳郁都表示，到香港時覺

得像出國，到台北時，卻有回

到家的親切感；王萬祥強調兩

地僑聯「服務僑胞、發揚中華

文化、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

宗旨都一樣，而中華僑聯總會

在簡理事長的領導下，對此尤

有亮眼績效，值得借鏡學習。

姚安娜強調印尼、越南是黃

安市重要的僑務資源和服務對

象，歡迎大家相互交流。訪客

們均表示歡迎台灣的農業、工

商業團體前往投資。

雙方僑聯隨後並簽署合作協

議，約定加強互動共創雙贏。

訪問團一行於拜會後，由中

華僑聯秘書長鄭致毅陪同前往

故宮博物院、野柳、日月潭、

安平古堡、墾丁、太魯閣、宜

蘭等地旅遊。

訪問團於8月9日離開台灣。

自英國、美國、加拿大、紐

西蘭、印尼、日本等各僑居

國前來參加十月慶典。

預定在台停留時間是10月
8日至13日，將參加「國慶
大會」、「精彩一百生日派

對」、「四海同心聯歡大會」

等活動及拜會參訪行程。

訪問團也將至華僑救國聯

安徽省僑聯與中華僑聯合影：前排左起：邱易文、張忠春、張標材、王萬祥、簡漢

生、蔡小吉、林狄、洪鼎。後排左起：吳燕玉、鄭致毅、王朝祥、李松柏、張勝

光、姚安娜、姜文峰、陳郁、賴素梅、陳麗霞。

合總會拜會。

預定來台訪問的革命志

士後代包括：王焱華（秋

瑾外孫女）；孫穗芳（孫

文孫女）；梅寶池（梅就孫

子）；居蜜（居正女兒）；

居文（居正兒子）；居美

（居正女兒）；吳德美（吳

兆麟孫女）；張作新（張耕

唐孫子）；黃紹強（黃興孫

子）；梁美娥（梁公福外

孫）；李棪光（李揚敬兒

子）；黃正中（黃國民孫

子）；頭山興助（頭山滿孫

子）；伍德福（伍連忠孫

子）；黃郁公（黃炳武孫

女）；梁世楨（梁密庵孫

子）等人及其眷屬，共3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