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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僑社、推動兩岸交流成效有目共睹

桂遼浙訪客：中華僑聯總會是
僑光社／台北  廣西、遼寧兩
省僑聯及浙江省海外交流協會先

後訪台並拜會中華僑聯總會，對

受到的熱忱接待表示感謝，對僑

聯在服務僑社、推動兩岸交流的

貢獻更是由衷敬佩。

廣西省僑聯一行7人，由副主
席劉漢祥率同，於10月31日拜會
中華僑聯總會。

各團員在與僑聯總會同仁座

談時，均踴躍發言，介紹廣西現

況，表示壯族是桂省最大族群，

語言類似泰語；而全省粵、客語

均能通用；在生活習慣上，則不

乏保留完整閩南民俗風情的村

落。他們也強調廣西南寧風景尤

勝桂林，值得前往旅遊。

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對廣

浙江海外交流協會訪客。

廣西僑聯代表與簡漢生理事長（前座右二）合影。

瀋陽市僑聯由徐團長（左三）等人代表贈送書軸給中華僑聯。

西豐富的天然資源表示欣羡，

對當地保有閩南風情，更覺得

難能可貴，認為值得做為河洛

文化研究會的關注對象。

廣西團成員包括：劉漢祥、

葉濤、溫秀雲、賴奕武、凌立

浩、李健、劉春生。

遼寧省僑聯總成員有29人，
於11月3日扺達中華僑聯總會
時，受到簡漢生理事長的親切

接待，徐團長代表全體成員表

示感謝，強調願雙方共同努

力，創造和諧僑社。

簡理事長致詞時指出，中

華僑聯總會每年均會接待數十

個中國各級僑聯的訪客，也曾

多次組團參加中國僑聯主辦的

各項論壇、活動，雙方互動頻

繁，合作順利，期望今後更能

促成兩岸四地華人僑社守望相

助，共創雙贏。

浙江省海外交流協會11人於
11月12日扺台參訪，除拜會中
華僑聯總會並會見了監察院長

王建煊。

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因

為「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帶

團赴河南，所以由秘書長鄭致

毅代表全程陪同，給予熱忱接

待。

在參訪中台禪寺時，訪客

們對寺方弘法的藝術化、科學

化、平民化都感佩萬分；而在

高雄受到旅法僑眷項承燦、金

少華的熱情歡迎及贈送伴手禮

時，訪客們更有份意外的驚

喜。

鄭秘書長強調僑聯待客以

誠，處處用心、貼心，務期遠

來的朋友有「賓至如歸」的親

切感。

訪客們表示，中華僑聯總會

人少事多，卻能將業務運作的

極有成效，值得學習，更希望

今後加強交流、互動。

台北市溫洲同鄉會理事長林

沖亦於16日率理監事宴請訪客
並與之座談，17日，中華僑聯
總會則以晚宴款待訪客，王建

煊、蘇法昭院長伉儷、各歸僑

協會理事長等均應邀參加。

訪客們感謝王建煊協助成立

愛心小學，王院長也手書「有

愛走遍天下」贈送王成雲團

長。

參訪團一行18日離台前，並
特別拜會華僑協會總會，伍世

文理事長熱忱歡迎並以影片介

紹該會現況。

浙江省海外交流協會的成員

包括： 王成雲、呂漢夫、傅祖
蓓、龔昌成、林椿、李義海、

任蕾、張維仁、蘇慶明、彭建

國、童偉民。

簡漢生應邀參加世華高峰會

僑光社／台北 大千居士傳人

孫家勤教授紀念畫展，訂12月2
日至14日，在台北市中正堂一
展廳舉行，歡迎參觀。

本次畫展分山水、花鳥及人

物畫類別，並展示白描稿件，

展現畫家的藝術成就及畫藝傳

承的精神。

孫家勤字野耘，1930年出生

僑光社／綜合整理 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10月
21至23日，參加在澳門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華商高
峰會，對劉兆玄會長演講進行精彩的引言，並拜

會澳門特首崔世安。

高峰會於2011年10月21-23日在澳門威尼斯人
渡假村宴會廳隆重舉行。來自全球36個國家與地
區，近1,400位華商社團代表共襄盛會。大會由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主持，中華文

化總會會長、台灣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博士應邀

擔任大會主題演講貴賓。

本屆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辦，中國國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台灣商業總會等協辦。

劉兆玄博士以「漢字對東亞文化的影響」為題

進行主題演講，由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擔

任引言人。（圖片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台北連絡處提

供）

孫家勤教授紀念展  12月初台北舉行
大千居士傳人 畫品、人品留典範

於大連，為孫馨遠將軍幼子。7
歲時隨侍母親與周楊清學畫，

接觸沒骨花卉，與丹青結下不

解之緣。 
1964年負笈巴西入大風堂門
下，精進畫藝。1968年創辦聖
保羅大學文學院中文系，1973
年取得聖保羅州立大學文學史

社會學院歷史博士學位。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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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煊題字「有愛走遍天下」贈

送給與王成雲主席。

年以交換教授返台，應聘於臺

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所，後兼任

於文化大學及華梵大學美術系

所。藝田耕耘將繪事視為修行

與修養，實踐東方繪畫人品與

畫品兼備的最高典範。

孫教授不僅受到巴西總統頒

贈榮譽爵士勳章，更創辦巴西

聖保羅大學之中文學系，使中

華文化得以在巴西發揚。

孫教授於2010年暑期歸國
後，罹患退伍軍人症，於三

總治療無效於同年10月27日不
治，享年81歲。

簡漢生理事長（後排右二）與澳門特首崔

世安（前排左四）及劉兆玄會長（前排左

三）等人合影。

簡漢生理事長與劉兆玄會長（左）合影。

劉德立，駐巴拉圭的新任

大使。

他，明確的將「保僑、護

僑」列為重點工作之一；而

爭取台商投資當地的優惠、

單一窗口等便捷條件；以及

旅巴免簽手續也同時是他積

極要達到的目標。

曾經擁有6年巴拉圭政治
參事經歷，甫自卸下外交部

禮賓司司長職務的劉大使，

對當地華僑的表現讚不絕

口，指出他們主要聚居在首都亞松森及其鄰近市鎮，9成9來
自台灣，對政府的向心力無庸置疑，對僑居地也慨建醫院、

創辦金融機構，為當地經濟提供相當程度的助力。他強調，

巴拉圭是我們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始終維持極友善關

係，其中，僑民的貢獻不容否認。

赴任前夕，劉大使更特訪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向這位曾服務巴西僑界多年，並多次以中華民國國際經

濟合作協會副理事長身份，率團中南美洲開拓市場的老兵請

益，並期望經由簡理事長的協助，加強與巴拉圭經貿合作的

機會。

12月8日履新，劉大使說他有舊地重返的親切感，更多的
是重責肩扛的使命感；他自況是一位老朋友，懷帶一顆

喜悅的心，一份服務的真誠，以戒慎履薄的態度，

要與巴拉圭僑界共同努力，齊步向前！

（劉為一）

返駐地上層樓  

劉德立出使巴拉圭戒慎履薄

劉德立大使（右）拜會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簡漢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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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遼浙訪客：中華僑聯總會是

簡漢生理事長接受央視採訪，
講述開漳聖王返故里的原委。

僑光社／雲林．固始  經過1342年漫
長的等待，開漳聖王陳元光終於回老

家了！

在中華僑聯總會精心籌辦下，11月4
日由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從台灣雲

林迎接開漳聖王聖像返回河南固始老

家，展開一連串「開漳聖王回老家」

活動。

開漳聖王源自固始  中華僑聯恭迎回老家

據瞭解開漳聖王信仰已有數百年歷

史，在台灣尤其香火鼎盛，相關廟宇

多達三百多所，然而大多數人只知開

漳聖王陳元光來自福建漳州，卻不知

源自河南固始，因此中華僑聯總會為

使開漳聖王信仰能返鄉光照故里，並

且讓兩岸同胞更瞭解開漳聖王文化在

兩岸一脈相承的歷史原貌，特舉辦一

連串「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

活動首先於11月4日在雲林縣斗六
市福興宮進行聖王新塑神像的出行儀

式，由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主

持，斗六市謝淑亞市長、中華僑聯總

會鄭致毅秘書長、廖俊傑副秘書長、

世界陳氏宗親總會陳盛根理事長及雲

林分會陳建誠理事長等共同參與。在

誦經團誦經聲中，與開漳聖王副將輔

勝將軍李伯瑤與輔順將軍馬仁的陣頭

表演下，僑聯總會虔敬端誠地恭迎神

像前往河南固始。

根親文化節展示聖像 接受瞻仰禮敬 

9日上午，簡漢生理事長率領來自美
國、越南、高棉、西班牙、澳洲、印

尼、馬達加斯加等華僑華人代表來到

河南省固始縣，出席由政協河南省委

員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

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主辦，信陽市

人民政府、河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河南省臺灣事務辦公室和固始縣人民

政府共同承辦的第三屆中原（固始）

根親文化節，並在會場呈現開漳聖王

聖像，接受會眾瞻仰和禮敬。

陳元光祖祠內舉行返鄉儀式

根親文化節開幕典禮結束後，各界

賓朋和僑聯總會海內外嘉賓們隨即前

往位於陳集鎮的陳元光祖祠內，共同

紀念陳元光建漳1325周年，恭迎開漳
聖王塑像返回故里儀式。 
儀式由固始縣委常委谷興亞主持，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九屆河

南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河洛文化研究

會常務副會長陳義初，中國河洛文化

研究會秘書長王玉英及信陽市委常委

統戰部長方波等出席儀式。

焚香祭拜時雲開見日 聖王靈光回故里

儀式開始前陰雲籠罩，灰沉沉的

天空令人難以透氣，但當簡漢生理事

長、陳義初副主席向開漳聖王像敬獻

花籃、焚香祭拜時，卻忽然撥雲見

日，天空乍晴，一抹陽光灑在陳元光

祖祠與眾人的臉上，彷彿開漳聖王的

靈光回到故里，眾人皆感到驚喜與神

聖，對開漳聖王的崇敬和景仰更隨著

煙香裊裊，述說著對先人的緬懷，整

個儀式過程莊嚴肅穆，充分象徵了兩

岸同根同源，回歸故里的情誼，令人

感動萬分。

下午簡漢生理事長代表中華僑聯總

會在「親情僑商‧相約固始暨招商引

資項目簽約儀式」中與河南及福建僑

聯簽署豫閩台僑商戰略合作協定，加

強兩岸經濟、教育與

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方

式，聯繫兩岸同胞情

感。除此，尚有其他商

業簽約項目共17個，總
計吸引僑商總投資達

25.27億元人民幣。
1 0日上午，開漳
聖王陳元光聖像回到

固始縣，於開漳聖王

酒業公司舉行隆重的

聖像安座大典。中華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副秘書長廖俊傑，信陽市委常委

統戰部長方波，固始縣縣長曲尚英、

固始縣委常委張宇馳、開漳聖王酒廠

董事長齊中儉及固始縣各級領導等出

席儀式。

聖像安座大典 簡漢生、曲尚英共同揭幕

儀式在簡漢生理事長和曲尚英縣長揭

幕後正式開始。固始縣根親文化研究會

會長陳學文恭讀頌文後，由簡漢生和陳

學文共同為開漳聖王像上香，全場會眾

向開漳聖王聖像鞠躬、焚香，緬懷、

崇仰開漳聖王的開拓精神。

簡漢生理事長在致辭中強調，因為

陳元光的入閩開漳，臺灣、中原與海

內外華僑華人的血脈得以相承聯繫，

而透過此次「開漳聖王回老家」的活

動，陳元光的英靈能在相隔一千三百

睽違1342年          回固始老家

中華僑聯壯舉 為歷史添新頁

開漳聖王紀念館前合影留念。

         開漳聖王

年後，再次回到故里光照鄉親，更象

徵文化傳承的意義。希望兩岸能以陳

元光的開拓精神，將開漳聖王的精神

成兩岸相互交流的重要紐帶，加強團

結與合作，努力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    

品嘗湯圓 象徵兩岸同胞團圓和諧

儀式近尾聲時，各級領導和各界來

賓也品嘗了象徵兩岸同胞團團圓圓的

美味湯圓，溫暖了每位在場貴賓的心

窩。

儀式後，僑聯總會賓客也在齊中儉

董事長帶領下參觀了開漳聖王紀念館

及開漳聖王文化牆、龍湖、酒史文化

館、龍井，實地了解開漳聖王聖像的

安放地，及開漳聖王酒廠及紀念館的

建設情況。              （相關新聞請見A2版）

簡漢生理事長與陳義初副主席等人持香虔誠向聖王鞠躬致敬。 開漳聖王聖像。

簡漢生理事長（右），固始縣曲尚英縣長

（左）共同為開漳聖王安座大典揭幕。

←簡漢生理事長（右）與

固始縣根親文化研究會會

長陳學文（左）共同為開

漳聖王像上香。

信陽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方波致詞。			開漳聖王酒廠董事長齊中儉致詞。

簡漢生理事長揮毫「	開漳聖王恩澤兩岸」。

它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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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固始 由中華僑聯
總會簡漢生理事長率領來自美

國、越南、柬埔寨、西班牙、

澳洲、印尼、馬達加斯加、台

灣等34人僑領訪問團，11月9
日到河南省固始縣，出席「第

三屆中原（固始）根親文化

節」活動。

根親文化節開幕典禮於11月
9日上午，在固始縣華夏根親
文化園廣場舉行，由信陽市委

常委、固始縣委書記焦豫汝主

持。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

王富卿、中國僑聯副主席喬

衛、中華全國台聯副會長胡

有清、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鄧

永儉、九屆河南省政協副主

席、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

務副會長陳義初等及來自美

國、南非、馬來西亞、緬甸

等13個國家，大陸20多個省、
市的政要、學者、宗親代表、

商界人士、文化精英等共一千

多人參加。

當天，在信陽市委書記王鐵

宣佈開幕後，先由出席開幕式

的各級領導、貴賓向固始南遷

先民紀念壇敬獻花籃並焚香獻

禮，接著市政協副主席陳偉琳

恭讀祭文，全體起立向先民紀

念壇三鞠躬，表達緬懷和崇敬

之情；進行了辛卯年光州固始

尋根隆重肅穆的拜祖大典。最

後，更有精彩的歌舞表演《根

親頌歌》，增添熱鬧氣氛。

參加儀式的簡漢生理事長

致詞指出，臺灣與大陸自古相

連，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宗

同文。舉辦根親文化節，不僅

是兩岸人民的情感交流，更是

中華同胞攜手同心的具體體

現。兩岸同胞務必要凝心聚

力，共同維護好建設好我們共

同的家園。

簡漢生理事長同時表示，

此次是中華僑聯總會第三度參

與根親文化節，也因為根親文

化節，才使得台灣同胞對中原

文化的傳播過程有了深刻的瞭

解。而帶動河洛文化大遷移者

多來自固始的先烈先賢，尤其

率全球代表參與第三屆「中原固始根親文化節」

簡漢生：追本溯源 凝心聚力共創雙贏

以陳元光大將軍最為知名。

當年陳大將軍帶動民族大遷

徙，從河洛地區將中原民族

遷往閩粵贛等南方各地，進

而移民到台灣、東南亞；又

將優良的中原文化、先進的

農牧技術帶到南方，使得閩

粵贛台以及海外各地都深深

在「根親文化節」開幕式致詞

的各位貴賓：

1.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

2.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鄧永儉。

3.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務副

		會長陳義初。

4.固始縣委書記焦豫汝。

5.固始縣縣長曲尚英。

  



開漳聖王回老家 斗六福興宮隆重出發
僑光社／斗六 「開漳聖王回老家」
的活動11月4日在雲林縣斗六市福興宮
進行聖王新神像的出行儀式，由中華僑

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主持，與斗六市謝

淑亞市長、中華僑聯總會鄭致毅秘書

長、廖俊傑副秘書長、世界陳氏宗親

總會陳盛根理事長及雲林分會陳建誠

理事長等多位，共同恭迎神像回到開

漳聖王陳元光的故鄉河南省固始縣。 
4日上午9時先由福興宮誦經團誦經
祝禱，接著開漳聖王副將輔勝將軍李

伯瑤與輔順將軍馬仁的陣頭抵達福興

宮，鑼鼓、鞭炮聲震天價響，熱鬧非

凡。

11時30分出行儀式在眾人焚香祭拜後
正式展開，由陳盛根理事長虔誠肅穆地

捧起神像交給簡漢生理事長，並在陣頭

輔勝將軍李伯瑤與輔順將軍的護送下，

展開返家的路程，儀式莊嚴隆重。

開漳聖王信仰在台灣已有數百年歷

史，相關廟宇多達三百多所，香火鼎

盛，然而大多數人只知開漳聖王陳元

光來自福建漳州，卻不知源自河南固

始，中華僑聯總會為使開漳聖王信仰能

返鄉光照故里，並且讓人民更瞭解開漳

聖王文化在兩岸一脈相承的歷史原貌，

特舉辦「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從雲

林恭迎開漳聖王聖像返回故鄉河南省固

始縣老家，展現歷史傳承的追本溯源精

神。

此次由斗六福興宮返回河南固始縣

的開漳聖王聖像全高66公分，身著文武
甲，神態威嚴肅穆。

聖像搭乘飛機頭等艙，於11月6日抵

達上海後轉車到河南固始縣，並在固始縣「第三屆根親

文化節」呈現，接受信眾禮敬，展開一連串活動，為兩

岸宗教文化交流開創新一境界。

開漳聖王副將輔勝將軍李伯瑤與輔順將軍馬仁來助陣，左

起：廖俊傑副秘書長、福興宮余秋淵宮主、簡漢生理事長、

福興宮林癸君主委、鄭致毅秘書長、世界陳式宗親會陳盛根

理事長、劉能興老師。

眾人恭送開漳聖王聖像出廟埕（由鄭致毅秘書長捧香爐、廖

俊傑副秘書長捧著聖像）。

參加開漳聖王廟團聯誼大會

馬總統盛讚陳元光功績
與民眾問答互動 汾陽宮現場熱鬧非凡

地受到河洛文化傳播的影響。

在台灣，開漳聖王的信仰相

當鼎盛，台灣祭祀開漳聖王的

廟宇有360多間，其中以開漳
聖王為主神的就高達86間。這
次根親文化節，僑聯總會特地

從台灣雲林福興宮迎來了一尊

開漳聖王的聖像，讓開漳聖王

陳元光相隔1300多年終於回到

河南固始老家，象徵著根文化

的傳播與回溯。

因此，兩岸同胞血脈相承，

期許今後海內外中國人更應充

分發揮陳元光的開拓精神，並

透過開漳聖王的紐帶關係，使

全世界的華僑華人共同努力，

團結一致，促成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

台北／ 馬英九
總統11月15日上午
出席「台灣開漳聖

王廟團發展協會第

二屆第二次聯誼大

會」，大力讚揚開

漳聖王陳元光開漳

功績。

開漳聖王廟團

發展協會1985年成
立，以全台主祀開

漳聖王的廟宇為會

員，每年輪流舉辦聯誼大會，今年由北投汾陽宮承辦。

15日上午全台87間開漳聖王廟宇代表匯集汾陽宮，進行團拜
大典，各宮廟負責人齊向開漳聖王聖像上香、獻果、跪拜，感

念聖王的庇佑。

大典後馬總統來到會場，受到信眾的熱烈歡迎。總統致詞時

提到，唐朝年間「開漳聖王」陳元光將軍率軍赴閩平亂，並協

助當地民眾建設漳州，民眾感念其貢獻遂立廟奉祀，成為民間

重要信仰。而早期先人來台開墾艱辛，為求平安與順利，也多

攜聖王神像來台，使得開漳聖王信仰在台灣香火鼎盛。其中汾

陽宮鎮宮之寶─開漳聖王聖像金身，就是清朝康熙60年間，由
郭氏先祖自福建漳州恭請渡海來台的。

總統也就「開漳聖王」生平功績與在場鄉親問答，獲得民眾

熱烈回應，現場氣氛極為熱絡，互動十分良好。

總統與民眾握手致意。（圖片下載自總統府網站相
片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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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河南 結束一連串
「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後，

11月11日起中華僑聯總會受到
河南省政協、省縣市僑聯以及

開封市和洛陽市相關領導的邀

請，展開一連四天的拜訪參觀

行程，雙方進行充分的交流、

溝通與學習。

11日早上，僑聯總會理事長
簡漢生、副秘書長廖俊傑率參

訪團一行34人首先前往鄭州拜
會河南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部

長鄧凱。 
鄧凱首先代表河南省委、省

政府向中華僑聯總會一行的到

來表示歡迎，且大力肯定簡漢

生理事長為兩岸文化的發展做

出的巨大貢獻。

透過河南平台

豫台合作交流可望進階

鄧凱說河南這幾年在經濟社

會等各方面成長飛快，保持了

好的趨勢、好的態勢、好的氣

勢。而河南的崛起離不開中原

文化的支撐，只要充分透過河

南華夏祖地和中原根文化的優

勢，豫台兩地在經貿、文化等

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勢必可再

進一步發揮。

市長王喜峰、開封市市委統戰

部副部長沈潔霞、開封市僑聯

主席黃海鴻等；河南省政協副

主席鄧永儉、中國河洛文化研

究會常務副會長陳義初、河南

省政協副秘書長毛德富及韓彥

莉、河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主任張亞洲、中國僑聯海外

聯誼部副部長楊嘉明、河南省

委統戰部副部長鄒文珠、河南

省僑聯主席董錦燕、中國河洛

文化研究會秘書長王玉英、河

南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

任朱慧靈、河南省政協辦公廳

副巡視員張鐵成、河南省政協

港澳台僑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李青梅；洛陽市政協副主席兼

招商局局長魏險峰、洛陽市統

戰部副部長田桂芳、洛陽市僑

聯主席范樹鷹等領導皆特別設

宴接待，對中華僑聯總會的來

訪表示熱烈歡迎，使團員們對

河南豐富的文化資產與人文熱

情留下深刻的印象。

↑簡漢生理事長等團員和河南省委副書記鄧凱留念合影，左起：仇建民總幹

事、廖壽棧理事、廖俊傑副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河南省委鄧凱副書記、中

國僑聯海外聯誼部楊嘉明副部長、河南省委政研室安偉副主任、河南省委統戰

部鄒文珠副部長、河南省僑聯董錦燕主席。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左）和河南省委副書記鄧凱（右）相談甚歡。

赴豫參訪  中華僑聯團讚嘆中原文化源遠流長
為兩岸文化發展付出心力  簡漢生貢獻受肯定

簡漢生則提到中原與台灣

間關係深厚，特別是開漳聖王

陳元光將軍的老家就在河南固

始，而開漳聖王信仰在台灣尤

其鼎盛。因此中華僑聯總會第

三度參加根親文化節，特地從

台灣恭迎一尊開漳聖王聖像回

到固始老家，希望能加深兩岸

對中原根文化的瞭解；豫閩台

三地僑聯也簽署了僑商戰略合

作協定，為兩岸建立了紐帶聯

繫，往後將結合經濟與文化之

優勢發揮文創產業，來聯繫兩

岸同胞之情感。

11至14日參訪團先後參訪開
封包公祠、大相國寺、山陝甘

會館、鐵塔公園、洛陽白馬

寺、關林、龍門石窟、嵩山少

林寺、嵩陽書院、元代觀星台

以及新鄭黃帝故里等地。

名山古剎蘊涵中華文化

團員們從參訪的名山古剎

中，深深體會到河南是中原文

化的發源地，是閩粵台及海外

同胞的根源地，也是儒釋道

等各式文化的匯聚交流地，更

進一步瞭解中華文化的兼容並

蓄、博大精深的內涵；並透過

在黃帝故里的拜祖大典，表達

了對先賢先民的崇敬。

在參與根親文化節暨開漳

聖王回老家活動以及參訪行程

中，信陽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方

波、固始縣委書記焦豫汝、固

始縣縣長曲尚英等；開封市副

全體團員在大相國寺前留影。 全體團員在白馬寺前留影。

在黃帝故里燃香拜祖。

簡漢生理事長率領全體團員祭拜關公。簡漢生理事長（左）和洛陽市

政協副主席魏險峰（右）交換

紀念品。

11月9日下午，中華僑聯總會在「親情僑商‧相約固始
暨招商引資項目簽約儀式」中，與河南及福建僑聯簽署

「豫閩台僑商戰略合作協定」，加強兩岸經濟、教育與

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式，聯繫兩岸同胞情感。

會議中其他商業簽約項目共17個，總計吸引僑商總投
資達25.27億元人民幣。
代表簽約的是（左起）：福建省僑聯副主席謝小建、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河南省僑聯主席董錦燕。

台閩豫三僑聯簽約

 加強兩岸合作

參加開漳聖王廟團聯誼大會

馬總統盛讚陳元光功績
與民眾問答互動 汾陽宮現場熱鬧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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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書畫名家邀請展受好評
僑光社／台北 由中華大漢書藝協會舉辦的「兩岸書畫名家邀請展」，已於11月19日至27
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逾200件蘊涵藝術精髓之展品普受好評。
此項展覽的目的在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46周年誕辰，並為慶祝中華大漢書藝協會成立30
年而舉行。

該會理事長陳德藩感謝各界的捧場，更期望經由類此展覽，激發年輕族群對藝術蘊涵和

文化的熱情。

 葉武動
	
劉長卿詩〈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生涯豈料承優詔，世事空知學醉歌。江上月明胡雁
過，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喜滄洲近，顧影無如白
髮何。今日龍鍾人共老，愧君猶遣慎風波。

 李鳳藻

詞曲劉家昌〈中華民國頌〉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
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裏建家園，風吹雨打中、聳
立五千年。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經的起考驗，只要黃
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世，
直到永遠。

 王慶海	

明代徐渭〈題畫詩〉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枝
(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包子琛

節臨標準草書《千字文》
遐邇壹體，率賓歸王，鳴鳳在樹，白駒食場，春被花
木，賴及萬邦，蓋此身髮，四術五常。

 王萍(澤懿)

崔顥〈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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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培新 靜王慶海  王萍(澤懿)  包子琛  

葉武動   

李鳳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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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慶幸榮登「華僑華
人風雲錄」，瑞典華僑李德良先生致

函簡漢生理事長，感謝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為在世界各地胼手胝足的華僑華

人留下奮鬥過程的珍貴記錄。

李德良先生在1975年我與瑞典尚
未開展交流之際，曾擔任北歐女子

足球顧問職，帶領12名瑞典女生至

榮登「華僑華人風雲錄」 海外打拚歷程獲無價回饋

李德良函謝僑聯 做了最有意義的事

瑞典華僑李德良給簡理事長的謝函。

台北參加國際女足錦標大賽，首開

兩國文化交流之始，而數十年來從

未疏忽為政府後盾的努力。

由於此次列名「華僑華人風雲

錄」，李先生在信中表示，讓他自

覺旅居瑞典40年的打拚事業，以及
為中瑞文化交流盡心力的付出，有

了最無價的回饋。

他認為「華僑華人風雲錄」的設置

是「為國為民做了最有意義的事」，

對簡理事長表達了由衷感激。

由僑聯總會設置之「華僑華人

風雲錄網站」（網址：http://www.
chineseoverseas.org/），將對僑界及
涉僑有貢獻的在世或往生先進均納

入其中，以彰顯其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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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代頒獎狀  作品獲肯定 學子好高興
王宗法獲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第二名  接受僑聯美東辦事處主任張學海頒獎

→王宗法獲獎，美	

		東主任張學海代

		頒獎狀。

泰國難府新中學校頒獎狀給得獎學生。	上排中、右圖：馬來西亞中華中學的受獎同學與老師合影。

←↑漢城華僑小學的

				小朋友開心的領

				取獎狀。

←↑漢城華僑小學的

				小朋友開心的領

				取獎狀。

馬來西亞吉打居林覺民國民型中學曾仁

杰接受頒獎。

高棉	常務理事蔡旭台幣2000元；理

事凌炳志台幣1000元。

美國	理事黃啟明台幣3000元；顧問

黃秀梅美金150元、王以平美金

20元。

加拿大	名譽理事路曉丘加幣150元、

劉嶽雲美金100元；顧問周仰生

台幣4000元。

西班牙	常務理事陳文楠、吳金蘭各

歐元100元；名譽理事楊維禮

歐元15元；理事王澤西歐元100

元；顧問王鳳娜、王鳳蘭各歐

元100元、陳錚儀歐元50元、邱

瑞珍歐元15元。

大溪地	理事廖建常紐幣40元。

彥賢義捐
台北／中華民國緬甸歸僑協會於11
月12日在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舉辦
2011年第十三屆精彩一百光明點燈節
活動。

新北市副市長許志堅、立法委員張

慶忠、僑委會副委員長任弘、國民黨

海外部主任夏大明、海華基金會董事

長孫國華、新北市社會局李局長、中

和區邱區長及七大歸僑代表等均到場

並獻上祝福。

素有佛國之稱的緬甸，「點燈節」

可說是重大節日之一。緬甸歸僑協會

為了撫慰緬僑思鄉情懷，紓解平日生

活工作壓力，舉辦此活動已有13年，
而藉此活動更為深耕多元文化的實

踐，學習彼此尊重與包容，實際體驗

異國風情與文化。

活動當天由國民黨海外部主任夏大

各位長官及貴賓的主持下，正式起動點燈儀式。

明宣讀馬總統及行

政院吳院長賀電之

後，點燈儀式正式

開始，精彩的節目

也一一登場。當晚

演出難得一見的緬

甸傳統點燈舞、宮

廷舞、孔雀舞、印

尼傳統舞、智光商

工儀隊拋槍表演、

原住民歌舞秀、拉

丁爵士舞，還有「華語文訓練班」學

員表演苦練的中文「數來寶」，現場

更有許多摸彩好禮大方送，吸引大批

民眾圍觀，將華新街擠得水洩不通，

氣氛熱鬧滾滾。除此，緬甸歸僑協會

也同時舉行「華語文訓練班」及「暑

期緬甸僑校教師研習活動」成果展，

讓民眾瞭解該會對緬甸華文教育之付

出心力。

此次活動在熱鬧中圓滿落幕，讓

新北市在建國百年裡展示出國際化面

貌，更讓中華民國台灣在百年裡精彩

連連。（文稿及圖片由中華民國緬甸歸僑協

會提供）

精彩100光明點燈節 熱鬧圓滿
緬甸歸僑協會連續13年舉辦 撫慰同僑思鄉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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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天 地僑 訊
100年海外華校學生    比賽優勝作品展書法

繪畫

 
 
 
 
 
 
 

繪
畫 

 

 
 
 
 
 
 
 

六
至
九
歲
組
銀
牌
獎

 
 
 
 
 
 

蔡
萍
伊
︵
菲
律
賓
中
正
學
院
小
學
部
︶

         

十
至
十
三
歲
銀
牌

       

梁
芷
熙
︵
美
國
新
澤
西
北
部
慈
濟
人
文
學
校
︶

           

惣
臺
晃
平
︵
日
本
大
阪
中
華
學
校
︶

             
書
法  

        

小
學
組
銀
牌
獎 

     

馮
慧
琳
︵
巴
西
聖
保
羅
華
僑
天
主
堂
中
文
學
校
︶

     

蘇
美
萍
︵
菲
律
賓
天
主
教
崇
德
學
校
︶

惣臺晃平                

馮慧琳

蔡萍伊            

蘇美萍

紐約／綜合整理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美東常務理事馬克任，於10月23日凌
晨辭世，享壽90歲。
馬克任服務新聞界60年，曾任《聯
合報》採訪主任、總編輯、駐美特派

員，對華人在北美地區文化的傳承貢

獻極大。

馬克任為虔誠佛教徒，其兒媳吳璧

玲為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

吳伯雄之女，與佛光人因緣深厚。

其告別式已於11月5日在紐約市法拉
盛舉辦。

    活  動  簡  訊     

連戰獲頒榮譽博士

香港馬英九之友會電賀

僑光社／台北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連戰博士獲頒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博士，

香港馬英九之友會特致電道賀。

電賀名單包括：香港馬英九之友會

贊助人兼榮譽會長：張麗華。首席

榮譽會長：潘漢唐。 榮譽會長：黃一
鐘、李光華、倫惠明、麥耀祥、呂金

公祭當天，近500人參加，吳伯雄
並以國民黨榮譽主席的身份代表馬總

統、蕭副總統等向馬克老在天之靈致

敬，同時為其靈柩覆蓋國旗。駐紐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高振群也出

席公祭儀式。

馬克任生前是世界日報副董事長，

為捍衛自由民主台灣，拓展國民外交

都做出重要貢獻。他逝世後，馬總統

不僅發唁電稱讚馬克老的「風采器識

令人折服」，建立的典範將永為世人

紀念。總統也簽發褒揚令，盛讚他為

「全國電子報」創辦人為鄭新豐先

生，社長為段品融女士。

墨爾本華文作協改選

汪慰平任會長

墨爾本／墨爾本華文作家協會於11
月12日改選，汪慰平女士獲任會長兼
秘書，其餘理監事名單如下： 
監事長張齊清；監事徐家禎、廖伊麗

斯、張至璋；副會長黃惠元；副會長王

曉雨；副會長兼財政黃潮平；理事陳玉

琴、孟秋萍、陳建新、吳錫輝。

卸任會長黃惠元兩年來的成績，獲得

會內外極高讚佩。

新任墨爾本作協會會長汪慰平女

士，在墨爾本華人社團中有多年工作

經驗，歷任作協會兩任會長祕書，是

華人社團中重量級的得力工作助手，

是文學界中新人，也同時是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省皇家司法太平紳士。

世界越棉華人團體聯合總會
台北分會成立

台北／世界越棉華人團體聯合總會

台北分會，已於11月24日成立，由李
文輝任分會長。

成立大會於24日在台北市天成飯店
舉行，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總會

副總秘書長洪紹平並自澳洲來台主持

授旗儀式。

總會是於1983年在美國洛杉磯成
立，目的在廣泛團結世界各地越棉寮

華僑華人，積極維護同胞利益，並為

弘揚中華文化、繁榮當地經濟、促進

多元文化交流等努力。

︱更正啟示︱

1328期「僑訊」A4版「僑聯理事、顧

問會後參訪」文稿及配圖說明，將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林世昌副

主任誤為潘朝陽主任，特此更正，並

向兩位主任致歉。

一代報人馬克任辭世 享壽90
吳伯雄等人為馬克任覆蓋國旗。（圖片下載
自世界新聞網）

梁芷熙            

房。會長：鄔曉鋒（欣餘）。副會長：

李汝大、黃德倫、劉兆東、麥耀祥、曾

玉霞、秦飛鵬。主任委員：梁君成。副

主任委員：姜小龍、薩澧儀、李錦石、

梁鳳儀、吳兆、劉泰。秘書長：李汝

匡。副秘書長秦漢煬、葉佳。

「全國電子報」發刊  

台北／ 以報導台灣產業發展為主軸
的「全國電子報」於10月10日發刊，
包括廣東粵劇群英戲劇曲藝團榮譽團

長莫瑞群、黃埔四海同心會、婦女會

代表等均前往道賀。

興辦海外華文報業先驅。

吳伯雄致詞時表示，馬克老的一生是

傳奇而豐富的一生。他對工作的執著，

對理念的堅持，以及令人敬仰的職業道

德，都讓人心生敬佩。最難得的是，他

工作很嚴肅，但待人卻很寬厚，樂於

助人，到處都是朋友。馬克老的一生

是成功的90年，豐富的90年。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A2

照燒雞肉

材料

去骨雞腿2隻（小，350公克）、嫩
薑10公克、檸檬1/2個、熟白芝麻5公克
調味料

A.濃口醬油50㏄、味醂25㏄、細砂
糖10公克、沙拉油15㏄

B.勾芡，太白粉5公克、水30㏄
•前處理

去骨雞腿斷肉筋：用刀跟輕輕敲斷

雞腿肉內面的筋。

嫩薑磨泥：嫩薑去皮，磨成泥狀。

檸檬切薄片：檸檬去蒂頭，切成4片。
去骨雞腿拌醃入味：

去骨雞腿和調味料A、薑泥拌勻，醃
漬約30分鐘至入味。
調味料D拌勻為勾芡汁
太白粉、水拌勻為勾芡汁。

作法﹕

1. 將雞腿皮面朝下放入平底鍋中，
以中小火煎至兩面稍微金黃（約8分
熟），取出備用。

2. 將醃漬雞腿的調味料A放入鍋中，
以中火加熱至滾，倒入太白粉水勾芡

即為照燒醬汁，熄火。

3. 烤盤鋪上鋁箔紙，刷上薄薄一層
沙拉油，放上雞腿（雞皮面朝上），放入

烤箱，以180℃烤10分鐘至表面呈褐色。 
4. 取出烤盤，取適量照燒醬汁刷於
雞腿表面，放入烤箱，以210℃烤3分
鐘色澤度更均勻且入味即可取出。

5. 將雞腿切小塊後盛盤，撒上熟白
芝麻，食用時擠上檸檬汁即可。

料理秘訣

• 在雞腿內面輕輕敲斷筋，可以加速
醃漬入味，且較容易煎熟。

• 將雞腿皮面朝下放入鍋中煎製，
讓雞皮油自然滲出，可減少油的使用

量；而煎過的雞腿再放入烤箱烘烤，

可以讓表面上色均勻且具光澤度。

• 若使用市售照燒醬，因鹹味較重且
濃稠，所以需先加少許水拌勻（取1大
匙照燒醬＋30㏄水調勻），且不需要
再用太白粉勾芡了。

絞肉高麗菜疊

材料

高麗菜8片（300公克）、雞絞肉400
公克、嫩薑20公克、蔥1支
調味料

A. 薄口醬油30㏄、清酒30㏄、鹽1
小匙

B. 沾粉太白粉適量
C. 柴魚高湯700㏄、清酒30㏄
D.勾芡，太白粉5公克、水30㏄

•前處理

高麗菜剝20×15㎝大小﹕將高麗菜

梗切下並切碎，每片葉子剝大小一

致，約20×15㎝。
嫩薑磨泥﹕嫩薑去皮，磨成泥。

蔥切碎﹕蔥去頭，蔥白和蔥綠全部

切碎。

調味料D 拌勻為勾芡汁
太白粉、水拌勻為勾芡汁。 

作法﹕

1. 將高麗菜葉放入滾水中汆燙，取
出瀝乾水分，泡入冷水中降溫。

2. 雞絞肉、調味料A、薑泥、蔥碎和
高麗菜梗碎拌勻，攪拌至產生黏性即

為肉餡。

3.用廚房紙巾將每片高麗菜葉表面水
分吸乾，取2片高麗菜葉交錯疊起，鋪
於乾淨的砧板上，均勻撒上少許太白

粉，鋪上適量肉餡，再撒上少許太白

粉，蓋上2片交錯的高麗菜葉，重覆此
動作一次（即為4層高麗菜葉、4層肉
餡），再往上捲起包成球狀，四周壓

整定型即為高麗菜疊。

4. 調味料C倒入鍋中，放入高麗菜
疊，以中火煮滾，蓋上鍋蓋，轉小火燜

煮20分鐘至熟軟，取出高麗菜疊放於乾
淨的砧板上，切適合大小後盛盤。

5. 將湯汁過濾雜質，煮滾後，加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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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日式料理的清爽口感嗎？只要些小撇步，跟著經驗走，就會做出這份食物的感動！

   親手做味噌醃床＆醬菜

味噌由豆、米、大麥、鹽、水及麴菌，經發酵

而製成的。味噌醃床製作非常簡單，當天即可使

用且醃漬時間短，是日本醬菜經常使用的方法之

一，這裡所使用的味噌為甘口白味噌。

味噌醃床DIY

【理想發酵溫度╱時間】室溫23～26℃約10天╱
冷藏7℃約2～3星期
【保存期限】 使用1年
【器具】玻璃有蓋容器數個、調理盆1個、一次性
手套1雙、湯匙1支
【材料】味噌800公克、細砂糖190公克、清酒80
㏄、味醂20㏄
【作法】

1. 將所有材料放入調理盆中。
2. 戴乾淨手套慢慢抓勻慢慢抓勻成膏狀，即完成
味噌醃床，當天即可開始醃漬食物。 
製作秘訣

味噌醃床含鹽量高容易出水不易保存，建議以

一年為佳。當有出水狀況，則將味噌醃料倒入鍋

中，以小火翻炒至原始的硬度即可。

白粉水勾芡，再淋於高麗菜疊上即可。

料理秘訣

• 盡量取最外層高麗菜葉，除了較大
好包裹外，梗部也會比較少，若硬硬

的梗部太多，會不平整而影響包裹；

也可以大白菜替換。

• 雞絞肉可以豬絞肉或牛絞肉替換，
雞絞肉可拌入少許豬板油，使其食用

起來不會太乾澀。

• 可利用電鍋來烹調，外鍋倒入2杯
水，蒸至開關跳起來就可以了。

原味厚蛋燒

材料﹕蛋8個
調味料﹕鹽5公克、細砂糖15公克、柴
魚高湯90㏄、濃口醬油15㏄
作法﹕

1. 將蛋一個一個打入小碗中檢視新
鮮度，再倒入大調理盆中打散，加入

所有調味料拌勻即為蛋液。

2. 將厚蛋燒鍋加熱，以筷子夾住吸
了沙拉油的廚房紙巾，在鍋子表面各

角落完整刷上一層油。

3. 可先滴一滴蛋液在刷好油的鍋子
表面，聽到悅耳的「唰」一聲後（表

示熱度夠了），保持中火狀態，再倒

入約120㏄蛋液，使蛋液均勻分佈於表
面，煎至底面已凝固但表面半熟狀態。

4. 以小鏟子（或烘焙刮板）小心將
蛋皮提起，由外往內捲成寬度約5㎝的
長方形。

5. 將蛋卷小心推向最外側，在空出
來的地方再均勻刷上一層油，倒入約

120㏄蛋液，用筷子（或烘焙刮板）將
蛋卷稍微往上提起，輕抬鍋子，讓蛋

液流入蛋卷下方，並遍佈整個鍋面。

6. 將蛋煎至底面已凝固但表面半熟
狀態，以小鏟子小心將蛋皮提起，由

外往內捲起，同上述動作再做一次，

共3次即為厚蛋燒，取出後切適合大小
即可食用。

料理秘訣

•初學者一開始學習製作厚蛋燒，

可以藉由烘焙專用刮板協助鏟蛋卷，

會比用鍋鏟更好翻面，且蛋皮不容易

破洞。

•這個配方的蛋液量約可煎3層高度
厚蛋燒，大約家庭4人份食用量。厚蛋
燒煎好後可以用壽司簾捲起固定，方

便壓成漂亮的四方長條形。

（本文作者為吳文智，文圖提供：邦聯文

化出版「道地の日本家常菜」）

味噌醬菜DIY   

【保存方式】 開始醃漬後，需放
入冰箱7℃左右冷藏保存 
【醃漬時間參考】

根莖類2天、葉菜類1天、魚類2
天、肉類2天

味噌漬南瓜＆味噌漬花椰菜心

【作法】

1. 南瓜去皮及籽，切小塊；綠花椰菜取莖部（菜心），削除粗
皮後切厚片。

2. 抹刀取適量味噌醃料，抹於南瓜、花椰菜心表面，放入玻璃
容器，蓋上蓋子，放冰箱進行醃漬1~2天，取出醃好的食材，用

冷開水沖淨味噌附著物即可。

製作秘訣

•所有食材醃漬前都需拭乾水分

再放入醃床中，可避免醃床腐壞。

•每次取用醃床料需使用乾淨的

器具挖取需要量至另一個容器中，

避免來回挖取污染整個味噌醃床。

•蔬菜類、魚、肉類需分開醃

漬，才不會互相污染且干擾味道。

掌握訣竅 和風料理輕鬆上桌

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