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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馬中原 添史頁

（文接A3）
˙2月23日舉行新春團拜，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親
自主持，到會貴賓有僑委會副委員長許振榮、
教育部僑教會主委林淑貞、中國輸出入銀行總
經理朱潤逢、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代表岳承凱、
僑選立委謝汝斌，以及各歸僑協會理事長、本
會理監事及會員等約一百多人參加。
˙8月3日召開第14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8月3日中午理監事聯席會議後，前往參觀僑聯
與宜誠建設公司在桃園合作推出的「台灣好家
園」工地參觀。
˙10月14日下午至15日中午舉行第14屆第1次海
外理事會議，閉幕典禮有由菲律賓常務理事吳
民民主持，海內外代表約300人參加大會。會後
前往桃園參觀本會與宜誠建設公司合作推出的
台灣好家園「城市勳章」舉行奠基破土儀式，
暨前往「長庚養生文化村」及由華僑創辦泉僑
高級中學參觀。
民國100（西元2011）年
˙1月10日舉行第14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
過舉行召開河洛文化研討會等多項議案。
˙1月10日舉行第14屆第4次會員大會通過本年度
工作計劃等各項提案及全體會員慶生會。
˙1月28日在本會會議室舉行尾牙大餐，由理監事
及同仁提供佳肴及美酒，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
本會於2月11日上午10時，在會議室舉行新春團
拜茶會，各僑團負責人、海外回國僑領及僑聯
理事顧問等百餘位僑界人士參加，互道恭禧，
場面熱鬧喜氣！
˙10月3日至4日，本會第14屆第2次海外理事會，
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舉行，海內外理事、顧問
共計300多人出席，盛況空前。正、副總統及行
政院長親臨現場，與會者備感榮寵，中國國民
黨榮譽主席吳伯雄閉幕典禮致詞時指出，呼籲
僑胞與國內密切聯繫，持續支持政府。

六、傳統活動
A.海外華文著述獎（ 4年共有279人參加）
每年由各地駐外代表處、僑團、僑校、僑報等
各界推薦作品參加學術論著、文藝創作及新聞寫
作等三類組比賽，經聘請國內學者專家評定，優
勝者可分獲獎章、獎狀、獎金，並由本會海外副
秘書長、辦事處主任或常務理事於僑社集會上代
為頒贈。
97年計有學術論著項9人、文藝創作項20人、新
聞寫作項23人，合計52人參加。
98年計有學術論著項7人、文藝創作項36人、新
聞寫作項21人，合計64人參加。
99年計有學術論著項18人、文藝創作項46人、
新聞寫作項20人，合計84人參加。
100年計有學術論著項10人、文藝創作項50人、
新聞寫作項19人，合計79人參加。
B. 海外優秀青年選拔（ 4年共有35人獲獎）
本會為表揚我海外華人青年之光榮事蹟，特製
定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及獎狀，贈予具有卓越
成就之華人青年，藉以激勵；並於贈與時運用各
種方式廣泛傳播，期我海外青年相互勉勵，以資

表揚。
經審定後，由本會通知推介人及受獎人，並委
託我當地使領館或駐外機構、重要社團、學校、
報社，於每年青年節慶祝大會中頒贈，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另擇其他適當集會予以頒贈。受獎人
之姓名事蹟，於青年節由本會公佈於全球，以廣
宣揚，而資鼓勵。
97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經召開評
審委員會議公開評審，選出泰國李鳴桐、美國洛
杉磯吳程遠、美國舊金山張鐵華、美國夏威夷徐
金秀、西班牙王澤西等先生女士等5人，獲得海外
優秀青年榮譽獎章。
98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經於2月
16日召開評審委員會議，由評審委員李鍾桂、
葛雨琴、焦仁和、陳泰然，陳聰勝、吳清基、連
勝文、丁守中、羅清屏等人公開評審，選出泰國
陳炫志、日本張儀、美國舊金山納佳敏、李鳳
馨、美國邁阿密鐘博盈、美國洛杉磯吳生偉、陳
立佳、加拿大林青、邱仲舲、夏昀晧、澳洲周薇
蓉、比利時余志煒先生、女士等12人，獲得海外
優秀青年榮譽獎章。日本李亦眉女士、美國夏威
夷方瑞明先生等2人，獲得海外優秀青年獎狀。
99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經由評
審委員李鍾桂、焦仁和、陳泰然、陳聰勝、吳清
基、丁守中、羅清屏等人詳予評審，並以通訊方
式票選結果，評定美國周純安、加拿大丘凌等女
士，獲得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
100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經由評
審委員李鍾桂、葛雨琴、焦仁和、吳清基、陳泰
然、陳聰勝、陳義揚等人詳予評審，並以票選方
式表決，評定日本陳志文、美國林珀平、黃健、
加拿大車敏、厄瓜多爾張安瑜、巴西張浩東、阿
根廷洪國益、西班牙王鳳蘭、瑞士朱祖德、匈牙
利劉欣妮等先生、女士獲得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
章；加拿大程文尹、美國黃令先、王亦凡、詹純
甄等先生、女士獲得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狀。
C.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比賽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為提倡海外華校學生寫作、
書法、繪畫興趣，發揮國粹書法才藝，特舉辦海
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比賽。凡屬海外華
文學校或中文補習班之在校學生，均得參加。
4年共有11277件參賽作品，其中徵文類3338
件；書法類1807件；繪畫類6132件。
D. 頒發僑生獎學金
頒贈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品學兼優僑生，每人
台幣5千元獎學金，4年共有707名獲此榮譽；其中
97學年度167名；98學年度165名；99學年度200
名；100學年度175名。

宜誠僑峰建案奠基。

2011年僑聯海外理事會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
雄蒞會致詞。

辦。共有26所大學，47位同學參賽，共錄取前四
名及優勝五名，並分獲獎金及獎盃。
99年5月22日舉辦，由教育部、僑務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客家文化建設委員會指
導，本會主辦，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協
辦，共有27所大學，50位同學參賽，共錄取前4名
及優勝5名，並分別獲取獎金及獎盃；原創詞曲創
作比賽因參加人數不足30人，由評審老師挑選前5
名優勝，作表演式演出。
B.僑生短片創意比賽 全部作品均完整上網分享各
界。
100年6月15日，在本會頒發「100年僑生短片
創意比賽」得獎僑生玄奘大學湛雲天等8名，由副
祕書長廖俊傑代為頒發獎勵金。

八、為僑胞建構照護網
A.好家園 99年推動「僑聯總會台灣好家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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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養生村 99年與長庚養生文化村合作，為僑胞建
構養護照顧網。
（文轉B1）

七、比賽活動
A.僑生歌唱比賽 全部賽程均完整上網分享各界，
多位得獎同學並曾經其他大型歌唱活動邀請參賽。
98年6月28日舉辦，由教育部、僑務委員會指
導，本會主辦，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協

位在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長青路2號的長庚養生
文化村。
←↓僑生參加僑聯主辦的歌唱、詞曲創作及短片創作
才藝比賽，優勝者分獲獎金、獎杯等鼓勵。

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品學兼優僑生獲贈獎學金。

獲選海外優秀青年、華文著述獎及全球華校學生書法繪畫等比賽績優同學，開心的領取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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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僑生獎學金175人獲獎
每名台幣5仟 已於12月底頒贈
僑光社∕台北 僑聯文教基金會辦理
100年各種僑生獎學金已經核定，共有
175人獲獎，每名新台幣5仟元，已於
12月31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在僑
聯七樓會議室頒獎。
獲獎僑生名單如下：
一、僑聯文教基金會：白曦源、區
雁華、陳沛雯、李嘉琪、王康文、陳
玟仲、黃美琪、彭婉霓、梁詠珊、方
耀榮、穆蘭、鍾健成、盧明威、溫婉
婷、周依文、張紅任、孫博文、彭達彪、
蔣婉媚、陳椿暖、殷漫萍、潘俐蓉、
張小茵、葉穎欣、姚小冰、羅偉銀、
鄧麗燕、胡靜欣、劉薈穎、洪彩勝。
二、彥棻文教基金會：梁詩雅、周
庭聿、潘子敬、郭怡君、林佳緣、王
嘉聆、林宇軒、蕭孜玹、劉寶穗、林
金嫻、李春蓉、沈聖耀。
三、韓華孫培坦先生：梁詩韻、
黎茜兒、鍾碧琪、鄭思恩、尤鳳珍、
黃書慧、楊錦鴻、陳蕙昀、石佳雯、
陳添傑、鄧薇娜、王艷芳、李湘、趙
興薇、張仁珍、王惠齡、宋婷、張艾
霞、葉大瑋、陳才雲。
四、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福利基金
會：劉苡杏、何振東、譚嘉竣、盧嘉敏、
吳先樺、黃紫嵐、林挺政、連若英。
五、美國丁竹君女士：陳慧瑜、彭穎
儀、李浩、羅頌恩、黃淑儀、李穎超、
張家瑗、蕭庭毅、劉仲淇、黃沛文。
六、紀念徐懋元先生：湯心平、余
嘉雯、黃愛薇、林美玲、劉芳芳、黃

千庭、蘇詠珊、黃稚善、梁欣瑜、林

十四、澳門葉謀足先生：陳曉明、

201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長

第1330期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創刊
中華郵政臺北誌字第1021號

簡漢生 暨全體同仁 賀

發行人：簡漢生
地 址：10045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1號7樓之16
電 話：+886-2-23759675
傳 真：+886-2-23752464
網 址：http://www.focat.org.tw
E-mail：focat@ms51.hinet.net
ovnews100@gmail.com

賀新春

A1

吳彥莉、陳翊曦、黃宏興。

子嫆。
七、荷蘭朱建人伉儷：林莉怡、陳
嘉憶、譚源豪、吳佩如、黃秀雲、林
佳慧、洪莉雯、王喬梅、蔡馨誼、梁

十五、緬甸王立三先生、尹蓮玉女
士伉儷：江雨軒、黎舒瑤。
十六、緬甸尹開泰先生：楊金惠。
十七、越南朱陳玉美女士：彭鳳

煒成。
八、澳門張貽秋先生：曾焯麗、林
倩婷、陳艷琳、覃心穎、周啟豪、葉
容政、施綺雯、張碧迎、麥賽欣、林

華、吳崇治。
十八、美國紀念崔公懋先生：陳雪
婷、胡嘉儀。
十九、美國劉雯女士：庄珮芬、李

依伶。
九、關島宋天佑先生：朱辛儀、鄭
惠欣、莊惠晴、何雲達、李姸璋、蔡
亞玲、何健耀、張智勇、黃美玲、余

逸庭、黃玉君。
廿、法國丁偉星先生：張雪影、劉
家儀。
廿一、紀念陳秋薇女士：林明波、

詩文。
十、緬甸紀念楊天乙先生：陳慶

盧佩雯。
廿二、紀念莊清桂先生：賀來由

雨、李娟娟、夏薇薇。
十一、馬達加斯加梁信立先生、黎
蘊璧女士伉儷：陳穎姿、李欣怡、譚

惠、陸映彤。
廿三、紀念聶灼垣先生夫人清寒：
杜鎧君、鄭佩芯。

兆良、周巧鈴。
十二、美國楊昆山先生、林麗絲女
士伉儷：李宗玉、董宗霖、黃偉芬、

廿四、菲律賓紀念楊文秀先生：李
玲、何國豪。
廿五、菲律賓許金星先生：葉帥

周永婷、黃小珍。
十三、菲律賓吳似錦先生、戴良
玉女士伉儷：李漢明、劉素玉、翁瑞

庭、許曉紅。
廿六、黃天爵先生、謝俊夫人伉儷
基金會：陳妙芬、袁偉杰。

珊、林秉昀。

廿七、印尼羅榮新先生：王賢斌、
蔡雄威、施子榕。
廿八、菲律賓許書耀先生：黃淳
匡、林玉英。
廿九、菲律賓吳民民先生：陳思瀚。
卅、泰國李鍚祺先生：黃維潔。
卅一、緬甸張標材先生：張崇麗。
卅二、緬甸張楠材先生：梁美娟。
卅三、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羅懷
順、李澤明。

努力向學有代價 獲獎僑生好榮耀
紛函捐贈者表謝意 強調會貢獻所學 為華人爭光
僑光社∕台北 由僑聯文教基金會辦理之100

典禮由僑聯總會理事長暨文教基金

年各種僑生獎學金，100年12月31日上午舉行頒

會董事長簡漢生主持；僑委會副委員

獎典禮，175位品學兼優僑生獲得殊榮。

長任弘、教育部僑教會組主任劉素妙
應邀觀禮；彥棻文教基金會董事鄭雪
霏、僑聯常務理事梁傑韶、理事張貽

↓任弘副委員長與
受獎同學合影。

秋、文化大學教授李南賢、台北市議
員李新等多位捐贈獎學金之先生、女
士也都親臨現場頒獎。
簡理事長致詞，感謝各界熱心人

簡漢生理事長與受獎同學合影。

士慷慨捐輸，勉勵同學要珍惜並且更
努力學業，以後能整合留台同學的力
量，在全世界做最好的發展。
劉素妙組主任與受獎同學合影。

任弘副委員長、劉素妙組主任及
李新議員均先後致詞，對僑聯總會長
久以來不遺餘力嘉惠僑生的做法表示
感佩；並向得獎同學道賀，強調教育

李南賢教授與受獎同學合影。

部、僑委會及各界不乏關懷僑生，為
僑生謀福利者，期勉同學們應知感
恩，也要相互扶持，彼此照顧。劉組
主任同時表示，教育部將針對大學以
上畢業僑生開放申請在台實習一年，
李新市議員與受獎同學合影。

鄭雪霏女士與受獎同學合影。

張貽秋理事與受獎同學合影。

以期協助僑生增加實務經驗，在回到
僑居地後能立即進入職場。
台灣大學黃沛文代表得獎同學致感
謝詞，表示得獎是榮耀也是責任，他
們一定善用獎學金在學業所需，學成
後無論留台或回僑居地，都會貢獻所
學，為華人爭光，不辜負各界對他們
的關愛與鼓勵。

梁傑韶常務理事與受獎同學合影。

鄭致毅秘書長與受獎同學合影。

廖俊傑副秘書長與受獎同學合影。

獲獎同學也紛以信函向捐贈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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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陳改革 創新局
四年耕耘 勠力匪懈
界盛事壯舉；而四年內，16次組團千

年分別利用參加南美洲高層領航貿易

源、振興民族：論河洛文化的播遷與

餘人次赴陸訪問、旅遊、參加論壇；

團等公出機會，在美、英、西及中南

台灣及海外華人的關係」、「河洛文

以及來自世界僑團及大陸各省市僑聯

美巴西及智利、墨西哥、巴拿馬等

化與台灣文化」、「第十屆河洛文化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自2008年新建僑

逾7百人次的拜會、合作……真正使

各國與僑胞會晤，廣泛瞭解僑情並聽

學術研討會實錄∼聯結河洛文化傳承

聯大樓完工落成、僑聯作業全面電子

得全球僑界及兩岸僑聯水乳交融榮景

取僑界建言；並多次率團拓展中南美

的紐帶」、「一個被遺忘的民族英

化、修訂章程，將僑聯海外發展的傳

一片；寫下珍貴僑務新史頁；

洲市場，促進台灣與中南美洲各國民

雄∼開漳聖王陳元光回老家了！」；

過去4年，
在簡漢生理事長主持下︰

統，融入到符合國內人團法規範的運

當然，僑聯從未忽略對海外僑胞、

間、各地僑領聯誼；

作體制；以迄將出版逾半世紀的「僑

僑校生及國內僑生的重視：海外優秀青

2011年10月3日，為紀念辛亥100

訊」改為四開八頁全彩印刷的報紙型

年榮譽獎表揚；海外華文著述獎活動；

年及表彰海外傑出華人，由僑聯總

刊物；網站增加影音收看功能，……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比賽；

會設置之「華僑華人風雲錄網站」

這些推陳改革讓僑聯組織結構、硬體

頒發各種僑生獎學金；舉辦僑生歌唱、

舉行啟用。

設備益臻完善；

詞曲創作比賽；大專僑生創意短片比

出版業務方面，除按月發行「僑

出席華僑節慶祝大會的首次記錄；

2010年由副總統蕭萬長蒞會；2011年
華僑節慶祝大會，馬總統、行政院院
長吳敦義均親臨；國家正副元首及閣
揆到場固然是向僑胞致意，尤其顯示
僑聯付出受到肯定，才能享此殊榮！
（以上各內容請參考1283至1330期
僑訊）

其它諸如海外理事會議、國內理
舉行；
正因為如此，2008年華僑節慶祝大
會馬總統親臨祝賀，開創了現任總統

2009年6月8日簡理事長與中國僑聯

賽……，而2010年推動「僑聯總會台灣

訊」，分贈國內外讀者外，2008年出

主席林軍簽定「兩岸僑聯合作交流協

好家園」，與宜誠建設公司簽約，在

版「馬英九總統關鍵報告實錄」；

議書」，促成2011年河洛文化學術研

桃園縣青埔特區推出「宜誠僑峰」建

討會首度在台舉辦，吸引了海內外、

案，供海內外僑胞及台商返國購屋定

兩岸四地近 500 位專家學者參加；

居；同年又與長庚養生文化村合作，

2011年10月，恭奉睽違1342年的開漳
聖王返回固始老家，尤其是兩岸宗教

為僑胞建構養護照顧網……；

2009年出版第57屆華僑節紀念專輯：
「華僑為國家做了些什麼」；2011年
出版「永載中華∼國父孫中山先生紀
念集」、「河洛文化自中原南遷簡史
及與海外僑胞的關係」、「追本溯

此外，簡理事長2009、2010、2011

監事、會員大會等等活動當然依例

在簡漢生理事長主持下，針對「會務發展與革新」、「 與海外及中國大陸僑聯交流」、「 舉辦重大活動」、
「拓展國民外交、經貿等活動」等各項重點工作，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團隊呈現的績效真的是多元、豐富又深具內涵！
謹將各重要內容揭櫫如下：

PART

1 會務發展與革新

一、修訂章程
98年8月27日召開第14屆第1次臨時會員大會，
通過組織章程修訂案。

二、中華僑聯大樓落成
97年位於台北市金山南路的僑聯新建大樓完工
落成，總會安排於當年11月13日，邀請14屆第4次
全體理事會議出席人士參觀，並由簡漢生理事長
主持大樓樓誌揭牌儀式。

三、文宣
出版（僑訊）每期發行1萬份，報導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中華僑聯總會）重要訊息；人物專訪及
僑社、僑團有關活動等消息，每月出刊，分贈本
會全體理事、顧問、海外僑團、僑胞及大陸人士
閱讀。

中華僑聯大樓落成。

僑訊原為每期4頁，直排式的版面，自1295期起
改為四開8頁橫排全彩版面，更自1310期起同步以
電子報型式上網，提供下載閱讀功能。
97年出版「僑訊」1283期至1294期；98年出
版「僑訊」1295期至1306期；99年出版「僑訊」
1307期至1318期；100年出版「僑訊」1319期至
1330期。
出版（理事長文集）共7冊，包括：
˙2008年6月27日「青島僑界論壇講演全文─兩岸
關係的分析與展望」。
˙2009年6月16日「海西寧德地區投資發展論壇講演
全文─台灣經濟發展簡介與寧德經濟發展展望」。
˙「2009年北京觀十．一活動有感，兼勉國共兩
黨振興民族重光華夏」。
˙2009年10月21日「紀念第57屆華僑節講演全文
─僑務工作的新思維與展望」。
˙2011年4月「河洛文化自中原南遷簡史及與海外
僑胞的關係」。
˙2011年4月「追本溯源振興民族：論河洛文化的
播遷與台灣及海外華人的關係」。

僑訊原為直排式，自1295期起改為橫排。

˙2011年12月「弘揚愛國精神與追求和平發展─
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八十週年暨抗日戰爭勝利
六十週年」。
出版（其它刊物）共有6本書及2增刊，包括：
˙編印96年度會務工作報告∼「96年的僑聯總
會」增刊，寄贈本會全體理事、顧問。編印97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97年的僑聯總會」增
刊，寄贈本會全體理事、顧問。
˙2008年「馬英九總統關鍵報告實錄」。
˙2009年「第57屆華僑節紀念專輯─ 華僑為國家
做了些什麼？」。
˙2011年「第十屆河洛文化研討會實錄─聯結河
洛文化傳承的紐帶」。
˙2011年「河洛文化與台灣文化」。
˙2011年「永載中華─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
˙2011年「開漳聖王回老家」。
電子傳播（僑聯官方網站及臉書）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為了讓大眾更瞭解我們的工
作情形，並加強與華僑、僑生的聯繫，2005年
成立官方網站，並在2008年6月以web2.0的架構
改為部落格形式；其後更增加影音專區，不但將
各次重要活動照片上網分享，也將僑生歌唱比賽
實況、短片創作比賽成品等上網，讓各界欣賞；
2010年4月又在Facebook上註冊帳號。我們希望可
以因此與海內外華僑華人及社
會大眾有良好的互動。
(一)、僑聯總會官方網
站：僑聯總會部落格（http://
www.focat.org.tw）瀏灠人數
近百萬人次。
官方網站以訊息發佈為
主，分為：1.獎項申請區
（各類比賽辦法、獎學金
申請辦法）；2.比賽專區
（徵文、著述、書法、繪
畫等）；3.各式表格下載
區（推薦表、申請表）；
5.活動訊息（最新消息、
會員活動、活動成果
等）；6.華僑投資；7.僑
生專區；8.僑訊（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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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成就 有目共睹

副總統蕭萬長出席「永載中華─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
集」新書發表會，與簡漢生理事長、孫穗芳博士合影。

 2011年華僑節慶祝大會，馬總統致詞，並

僑聯官方網站，網
站上也可閱讀僑訊
的電子報型式。

與僑胞代表握手，吳敦義院長也蒞會向僑
胞致意。

「桃源仙谷」，召開第14屆第2次會員大會。

僑聯出版的各種文宣品。

本）；9.華僑專區；10.尋人區；11.就業訊息；
(二)、Facebook：Facebook搜索 ”Taiwan Focat”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重在互動與交流，將我們主
辦的各種活動成果，以影音或多媒體互動的形式呈
現在Facebook上，讓華僑與僑生對我們的活動產生
興趣，也讓僑生的父母知道遠在台灣的孩子的近
況，進而願意參與我們的活動，拉近我們與海外華
僑華人的距離。

四、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
100年下半年度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邀請
賴清陽律師作總召，目前計畫朝三方面著手：1.繼
續推展臺灣好家園計畫，不只在北部推行，中南部
等地區也陸續找建商合作。2.將結合長庚的醫療資
源，在美容、修養、醫護、觀光醫療等方面，吸引
海內外僑界（包括大陸）來台健檢。3.將華文教育
數位化，推廣華文教學與中華文化。並期望將來能
在會裡成立海外台商或大陸台商的服務中心。

五、歷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
民國97（西元2008）年
˙1月16日召開第13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月30日召開第14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第14屆第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月1日舉行新任理事長就任茶會。
˙2月15日在本會會議室舉行新春團拜，由本會理
事長簡漢生先生主持。
˙3月12日召開第14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月21日舉行本會工作發展座談會。
˙3月22日在本會舉行總統、副總統選情之夜餐
會。
˙3月24日舉辦一日遊活動∼關渡宮→淡水漁人碼
頭→野柳→九份老街。
˙5月19日舉行僑胞回國祝賀總統就職歡迎宴會。
˙6月2日召開第14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9月19日舉行理監事慶生會，本會備簡餐招待，
並安排卡拉 OK餘興節目。
˙10月21日舉行慶祝華僑節大會，會後並前往桃
園慈湖先總統蔣公陵寢謁靈致敬，並遊覽大溪風
光。
民國98（西元2009）年
˙1月15日召開第14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月18日在桃園縣復興鄉「桃源仙谷」，召開第

14屆第2次會員大會。
˙3月31日本會舉辦保健講座，由佛光大學生命學
研究所暨文化資產創意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呂萬安
演講：「談高脂血症的養生與保健」。
˙7月30日召開第14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8月27日召開第14屆第1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組
織章程修訂案。
˙9月6日簡理事長漢生率領本會理監事暨全體同仁
參觀何香凝畫展。
民國99（西元2010）年
˙1月12日召開第14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
並通過吳民民先生等28人為海外辦事處主任，暨
副秘書長鄭致毅先生升任為本會秘書長。
˙1月29日舉行別開生面的尾牙大餐，在理監事及
同仁一人一菜共同參與下，在本會會議室渡過一
個浪漫且別緻的夜晚。
˙2月8日舉行第14屆第3次會員大會，通過多項提
案，將宣導僑胞對台灣的貢獻，並促進兩岸僑聯
組織合作交流平台，構建和諧僑社基礎。
（文轉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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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辦重大活動

一、第10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此為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辦
由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主辦的河洛文化學術研
討會，過去九屆均在大陸地區舉行，此次第10屆
會議是首度離開中國大陸，由中華僑聯總會與中
國河洛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2011年4月15~17
日，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10屆河洛文
化學術研討會，海內外代表逾400人與會，發表論
文計128篇，進行「河洛文化與台灣」研討，達成
7項共識，同時決定第11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2012年在江西舉辦。

二、 海峽論壇
•情繫兩岸僑胞福祇共謀閩台僑鄉發展研討會 民
國99（西元2010）年6月20日由中國僑聯及本會
主辦，福建省僑聯及廈門市僑聯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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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的研討會，本會由理事長簡漢
生先生率領海內外僑界俊彥約共計3百多人參加。
•第3屆海峽論壇 民國100（西元2011）年6月13
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率領123人，參加在廈門
舉行的「第3屆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

三、
「唐人故里•閩臺祖地」
中國固始根親文化節活動
自98年至100年，中華僑聯總會由理事長簡漢
生先生率領，先後3次組團136人前往河南省參加
「唐人故里閩臺祖地」中國固始根親文化節活動
及研討會，促進兩岸人民情感交流，包括：
民國98（西元2009）年
10月25日至11月1日，由中國僑聯、河南省政
協聯合主辦的「唐人故里•閩臺祖地」中國固始
根親文化節活動。本會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領
62人組團參加，並在會中發表演說。隨後參訪合
肥、南京、揚州、鎮江等地，並受到安徽、江蘇
等地省政府、僑聯及中國僑聯首長熱烈歡迎與接
待，理事長簡漢生先生表示衷心感謝，並希望兩

中華僑聯總會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合辦第10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為林樹森團長與簡理事長漢生。
中華僑聯總會與中國僑聯合辦和平論壇，右四林軍主席，右三簡理事長漢生。
岸兩地，能夠更加重視僑界，對兩岸交流合作，
作出更大貢獻。
民國99（西元2010）年
8月29日由本會秘書長鄭致毅與固始縣委書記方
波共同主持「根親文化高雄聯誼會」，有高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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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至11月1日，由中國僑聯、河南省政
協、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聯合主辦的「唐人
故里•閩臺祖地--第二屆中原(固始)根親文化節」
活動，本會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領42人組團
參加，並在會中發表演說。隨後參加海內外姓氏
宗親聯誼會、根親文藝晚會，參觀固始根親博物
館、綠色農業的固始雞生態養殖園區、華陽湖、
西九華山美譽的妙高寺、規劃中的茶竹文化民族
村等旅遊景點，隨後全團轉往合肥，拜會安徽省
僑聯，並赴九華山、黃山等名勝旅遊。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設置的華僑
華人風雲錄網站。

民國100（西元2011）年
11月8日∼14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率領僑界
代表訪問團32人，出席「第三屆中原（固始）根
親文化節」活動。理事長簡漢生參加儀式致詞時
指出，台灣與大陸自古血脈相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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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兩岸同胞務必要凝心聚力，共同維護建設
我們共同的好家園。參訪團於11至14日先後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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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開漳聖王回老家
100年11月4日，「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
在雲林縣斗六市福興宮進行聖王新神像的出行儀
式，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主持，與斗六市謝淑亞
市長等多位，共同恭迎神像回到開漳聖王陳元光
的故鄉∼河南省固始縣。聖像由本會副祕書長廖
俊傑於11月6日搭乘飛機抵達上海轉車到河南固始
縣，並在11月9日固始縣「第三屆根親文化節」
呈現，接受信眾禮敬。開幕典禮後，各屆賓朋和
本會海內外嘉賓們前往陳元光祖祠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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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舉行開漳聖王陳元光聖像回到固始
縣，並在開漳聖王酒業公司舉行安座大典。

五、設置「華僑華人風雲錄網站」
為紀念辛亥100年及表彰海外傑出華人，僑聯
總會設置「華僑華人風雲錄網站」，100年10月3
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中華文化交流基金會
會長李鍾桂博士、向陽基金會董事長廖正豪、孫
穗芳博士、僑委會副委員長薛盛華等代表共同按
下電光球後，正式啟動。
（文轉C1）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設置的華僑華人風雲錄網
站，於100年10月3日由（右起）李鍾桂博士、孫
穗芳博士、簡漢生理事長、廖正豪董事長、薛盛
華副委員長共同按下電光球後，正式啟動。

開漳聖王紀念館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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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漢生理事長與陳義初副主席等人持香虔誠向聖王鞠躬致敬。 簡漢生理事長在「根親文化節」開幕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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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A4）

九、華僑節大會活動
民國97（西元2008）年
˙10月21日舉行慶祝華僑節大會，會後並前往桃
園慈湖先總統蔣公陵寢謁靈致敬，並遊覽大溪

風光。
民國98（西元2009）年
˙10月16日本會為紀念華僑節，讓更多的國人瞭
解華僑對國家的貢獻，及對我國當前外交、內
政、經濟上的重要性，由僑務委員會、教育部

B1

僑教會指導，本會與聯合報共同舉辦「僑胞與
國家座談會」。
˙10月21日舉行慶祝華僑節紀念會並發表華僑節
宣言，及夏誠華教授專題演講：「華僑對祖國
貢獻的回顧與展望」。
民國99（西元2010）年
˙10月14日上午舉行慶祝第58屆華僑
節大會，由泰國常務理事饒培中主持，
大會貴賓有副總統蕭萬長及海內外嘉
賓約500人參加。
民國100（西元2011）年
˙10月3日，第59屆華僑節慶祝大
會，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舉行，馬
總統親臨會場向全球僑胞致意，
保證使國家「脫胎換骨，邁向卓
越」。行政院院長吳敦義也蒞
會，呼籲僑胞繼續支持馬總統，
做國家向前改革、向上躍升的
力量。

↑→2010年華僑節慶祝大會副總統蕭萬長蒞會並致詞。

PART

2 與海外及中國大陸僑聯交流

一、兩岸僑聯簽署合作交流協議
98年6月7日中國僑聯參訪團，由主席林軍率
領一行8人抵台進行破冰之旅， 6月8日與本會簡
理事長漢生代表兩岸僑聯簽署「合作交流協議
書」，揭櫫「和諧僑社」共識，求同化異，促進
和平發展。

二、接待海外僑團
共有來自歐、美、亞洲各國19團700餘人來訪，
包括：
民國98（西元2009）年
˙1月6日美洲協勝公會回國參訪團，由總顧問伍
煥彭率領一行32人來會訪問。
˙1月6日西華議青少年研習團，由團長謝國彬率
領一行53人來會訪問。
˙4月14日泰華僑團首長訪問團由團長余聲清率領
一行34人來會訪問。
˙5月20日美國芝加哥中華會館回國參訪團，由團
長梅維政率領一行31人來會訪問。
˙5月21日菲華作家訪問團，由常務理事吳民民率
領一行27人來會訪問。
˙5月21日美京中華會館訪問團一行16人來會訪問。
民國99（西元2010）年
˙3月8日法國懇親台灣春節參訪團，由本會法國
理事李和團長率領一行10人來會訪問。
˙3月31日吳程遠團長率領洛杉磯房地產界一行10
餘人，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陪同，赴桃園縣青
埔特區宜誠建設「城市的遠見」工地參觀。
˙月29日紐澳地區傳統僑團負責人及重要幹部回
國參訪團，由團長司徒惠初率領一行30人來會
訪問。
˙5月12日泰華僑團首長赴台參訪團，由團長余聲
清率領一行32人來會訪問。
˙5月24日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海外主要華商社團領
袖台灣訪問團，由主席丁楷恩率領一行27人來
會訪問。
˙9月11日美國安良工商會特別組織祝賀團，由團長
胡英僚率領一行54人來會訪問。

歡迎世界華商高峰會丁楷恩會長等訪客。

民國100（西元2011）年
˙2月21日美國華文媒體
代表團一行10人，由本
會美西南地區辦事處主
任文光華先生陪同及團
長盧威率領下，來會訪
問，並由理事長簡漢生
親自接待。
˙3月4日菲華文經總會一
行18人，由菲華文經總
會常委蔡自然率團，來
會訪問，並由理事長簡
簡漢生理事長與林軍主席代表兩岸僑聯簽署「合作交流協議書」。
漢生親自接待。
˙3月9日泰華各姓宗親總
會聯合會首長訪問團一
行40人，由團長黃漢良
率團，成員均為當地影
響力之重要傳統僑團負
責人，並由本會常務理
事余聲清先生陪同及安
排，來會訪問，同時對
本會將於4月中旬舉辦
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菲華文經總會主要幹部回國致敬團對僑聯服務僑社的努力表示感佩。
都認為極具意義，除預
祝大會圓滿成功外，全
包括國父孫女孫穗芳博士、秋瑾外孫女王焱華
體成員更當場決定，由黃團長代表義捐會議經
等36人，來會訪問，由本會秘書長鄭致毅代
費新台幣20萬元，由簡理事長代表接受並致最
表接待並致歡迎詞，如果不是當年先烈們拋頭
深謝意5月10日，紐約中華公所、中華總會館、
顱灑熱血的犧牲，不可能有我們今天的安居樂
羅省中華會館回國訪問團一行90人，來會訪
業，生為革命志士的後裔，當有一份特別的驕
問，由秘書長鄭致毅親自接待。
傲和光榮的感受，也必能持續貢獻心力，讓中
˙5月10日，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總會訪問團
華民族屹立不搖。
一行15人，來會訪問，由秘書長鄭致毅親自接
˙10月14日，緬甸聯招會曼德勒、密支那、臘
待。
戍、東枝四考區委員，一行24人，由緬甸歸僑
˙10月6日，巴西聖保羅一行80餘人，由聖保羅中
協會理事長趙麗屏陪同下，來會訪問，由本會秘
華會館副理事長謝國彬率領，來會訪問，本會
書長鄭致毅代表接待。鄭秘書長肯定他們為傳承
理事長簡漢生親自接待並表示，巴西雖與台灣
中華文化、為華文教育付出心力而感到敬佩。
距離最遠，但彼此的心卻緊密相連，歡迎大家
與僑聯加強互動。
（文轉B2）
˙10月9日，國父革命志士後代暨眷屬一行36人，

簡漢
生理
事長
向訪
客介
紹僑
聯會
務。

。
百歲榮耀
中華民國
訪，見證
到
代
後
革命
士等辛亥
孫穗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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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陳改革 創新局

躍馬中原 添史頁

簡漢生理事長與各歸僑協會理事長，歡喜
接待中國大陸  江蘇、  安徽、  河南、
河北、江西、福建等地僑聯團。

（文接B1）

三、接待大陸團體
共有36團400餘人到訪，其中99年16團130人；
100年20團250人，包括：
民國99（西元2010）年
˙3月9日四川省海外交流協會訪問團，由團長周
敏謙率領一行6人來會訪問。(僑訊第1309期)
˙3月10日河南省新鄉市僑聯訪問團，由主席馮革
新率領一行9人來會訪問，並簽定交流合作協議
書。
˙5月4日大陸福建省寧德市訪問團，由團長陳興
生率領一行18人來會訪問。
˙6月3日江蘇省僑聯參訪團，由主席郁美蘭率領
一行6人來會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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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工作經
驗，雙方收益良多。
˙6月27日河南省僑聯代表團，由團長馮昕率領一
行8人來會訪問，並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書。
˙7月1日山東省濟南市歸國華僑聯合會訪問團，
由主席孫連發率領王望平、王光華等人來會訪
問。
˙7月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僑界訪問團，由主席韋
幹率領一行5人來會訪問。
˙7月6日四川省僑聯訪問團，由主席陳憲率領一
行5人來會訪問。
˙7月23日河北省僑聯訪問團，由主席馬法嚴率領
一行4人來會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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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固始根親文化訪問團，由團長方波率領
一行14人來台訪問，在本會精心規劃下安排訪
台行程，並由秘書長鄭致毅及副秘書長廖俊傑前
往桃園機場迎接並全程陪同參觀訪問。
˙9月10二日廣東藝術團，由團長馬新民率領一行
8人來會訪問。
˙10月21日江西省新余市訪問團，由主席黃國慶
率領一行4人來會訪問。
˙10月22日江西省僑聯訪問團，由團長桂水金率
領一行9人來會訪問。
˙12月5日河北省僑聯訪問團，由團長包東率領一
行11人來會訪問，在本會精心規劃下安排訪台
行程，並由副秘書長廖俊傑全程陪同參觀訪問。
民國100（西元2011）年
˙2月25日武漢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代表團一行9
人，由副主席宋淑麗率領下，來會訪問，並由
理事長簡漢生親自接待，並希望本會能代找尋
在台灣的辛亥後人，以便聯絡。
˙3月21日福建省歸國華僑聯合總會兩岸文化交流
參訪團一行17人，來會訪問，並於3月19日在永
和市國父紀念館演出，受到觀

(僑訊第1313期)

眾好評。同時與來自寧夏由銀帝集團副總裁趙
志偉所率領參訪團，不期而遇，一東一西的藝
文訪客相遇在本會,果真是千里有緣，為共同宣
揚中華文化盡心力。
˙4月14日，南京僑商聯合會一行15人，由該會常
務副會長郭濤率同，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
簡漢生親自接待，同時亦邀請本會9月赴南京，
參加當地「海內外僑商相聚金陵」的活動。
˙5月18日，福建省僑聯副主席、泉州市僑聯主
席陳小鋼率領的泉州市僑聯訪問團一行18人，來
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親自接待，希望彼此多聯
繫，共享「僑」資源，加強服務效果。
˙5月25日，大陸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文化交流參
訪團一行25人，由會長梁國揚率領抵台訪問，
強調兩岸之間應多加強合作、溝通，由本會理
事長簡漢生親自接待。
˙6月6日浙江省歸國華僑聯合會代表團一行9人，
由浙江僑界文協監事長李德忠率領下，來會訪
問，並由理事長簡漢生親自接待。
˙7月1日，湖北省宜昌僑聯一行8人，由宜昌僑聯
主席陳紅率領，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親自
接待。
˙7月11日，浙江省溫州僑聯團一行14人，由浙
江省經營管理促進會理事陳國華率領，來會訪
問，由本會理事長親自接待，並致歡迎詞表示溫
州同鄉的超強開拓力及團結精神，是在商場穩操
勝券的最大利基，值得效法。
˙7月21日，陝西省僑聯一行14人，由陝西省僑聯
書記劉選民率領，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親
自接待。
˙8月2日，安徽省僑聯一行7人，由安
徽省僑聯交流訪問團團長王萬祥率
領，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親自接
待。同時簽署合作協議，約定加強互

簡理事長向訪客介紹會務並互贈紀念品留念，圖
為浙江、陝西、山東、青海等各地的僑聯團。

動共創雙贏。
˙9月1日，廈門市僑聯參訪團一行6人，由秘書
長鄧飈率領，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親自接
待。並與各歸僑協會理事長和代表座談，肯定
兩岸交流，同時希望多舉辦多元化活動，多吸
引年輕一代參加，可進行運動、技藝等競賽，
以期互相觀摩，發掘更多優秀人才。
˙9月5日，浙江海外聯誼會一行5人，由浙江海外
聯誼會常務副會長陳金彪、浙江省僑聯主席吳
晶帶隊，來會訪問，由本會秘書長鄭致毅代表
接待。
˙9月13日，浙江省寧波市僑聯及工商業代表一行
10人，由寧波市僑聯副主席胡先元率領，來會
訪問，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親自接待。參訪團建
議加強兩岸四地僑青主題活動，也籲請中華僑聯
總會協助引介台灣優良產業前往大陸投資。
˙9月23日，武漢市僑聯一行16人，由武漢市僑聯
主席秦鋒率領，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簡漢
生親自接待。
˙本會並與武漢市僑聯簽署以「持續發展、互惠
互利的合作關係，建立有利於兩岸華人華僑文
化、經濟等方面的交流機制」為宗旨的合作框
架協議。
˙10月23日，青海僑聯團，一行10人，由青海省
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武玉璋及青海省僑聯主
席高永英率領，來會訪問，由本會理事長簡漢
生親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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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漢生理事長參加2010年兩岸四地僑界青年年會及2011年華僑與辛亥革命圖片展開幕式。
˙10月26日，廣東省中山市孫中山先生研究會，
一行10人，由中山市政協港澳台僑和民族宗教
委員會主任劉秀蓮率同，來會訪問，由本會理
事長簡漢生親自接待。劉主任對本會出版「永
載中華∼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具有時代意
義，並表敬佩。
˙10月31日，廣西省僑聯一行7人，由廣西省僑聯
副主席劉漢祥率同，來會訪問，本會理事長簡
漢生親自接待。
˙11月3日，遼寧省僑聯一行29人，由遼寧省僑聯
徐團長率同，來會訪問，本會理事長簡漢生親
自接待。
˙11月17日，浙江省海外交流協會一行11人，
由浙江省海外交流協會主席王成雲率同，來會
訪問，本會秘書長鄭致毅並以晚宴款待，王建
瑄、蘇法昭院長伉儷、各歸僑協會理事長等應
邀參加。訪客們感謝王建瑄協助成立愛心小
學，王院長也手書「有愛走遍天下」贈送王成
雲團長。
˙12月1日，由貴州僑商企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鄭
茂學率領11人考察團，來到僑聯總會進行經貿
文化交流。
˙12月2日下午，由江西省文聯名譽主席趙智勇先
生率領江西省文化交流團一行10人來到中華僑
聯總會，與僑聯總會及大漢書藝協會進行座談
與交流。

四、港澳地區交流
民國98（西元2009）年
˙4月29日澳門歸僑總會訪問團，由團長黎振強率
領一行10人來會訪問。
˙11月22日至24日由本會副秘書長鄭致毅率領一
行18人參加澳門僑聯總會主辦的「2009華僑華
人聚濠江聯誼大會」。
民國99（西元2010）年
˙4月28日香港同鄉會聯合總會台灣訪問團，由團

長劉發率領一行四10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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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由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領100位青年
前往參加。
˙6月28日香港大行勞工福利會回國訪問團，由團
長黎翠雲率領一行12人來訪。僑訊1312期)
˙7月23日澳門福建同鄉會來台參訪團，由團長梁
仲虬率領一行30人來會訪問。

五、赴大陸的各項交流
先後率團前往大陸11次，參加論壇、投資洽談
及參訪等活動，包括：
民國97（西元2008）年
˙6月26日至28日簡漢生理事長赴青島，參加海
內外僑界論壇，並發表「兩岸關係的分析與展
望」專題演講。
˙10月13至14日，本會與北京中國僑聯在澳門共
同舉辦「兩岸僑聯和平與發展」論壇。
民國98（西元2009）年
˙6月15日至20日，由簡理事長漢生率領僑界訪問
團共21人，參加閩東北寧德投資洽談會。
˙9月24日簡理事長漢生及常務理事葛維新先生前
往雲南省僑聯拜會，受到雲南省僑聯主席鍾喬
光等人的熱烈歡迎接待。
民國99（西元2010）年
˙8月4日至10日一連七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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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僑界青年共20多人
參加。
民國100（西元2011）年
˙6月8日至14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先生所率
領的「海峽論壇」訪問團一行123人，於6月8日
出發，先後參訪江西贛州蔣經國故居、贛縣客
家風情、福建龍岩長汀博物館、客家母親河、
長汀古城牆、明清古街、龍岩客家古風建設及

僑聯總會組團參加澳門僑界聯誼。

僑聯組團參加中國僑聯主辦的各項參訪活動：
走訪贛州古城牆。
南京中山陵博愛牌坊前合影。
參加在河北省舉行的首屆「兩岸四地大學生交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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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參加「海峽兩岸同胞共祭中華三祖大典」，全體團員
在涿鹿三祖祭壇前合影。

漳州千年古剎南山寺。並於6月13日在廈門參
加第3屆海峽論壇「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
理事長簡漢生致詞時表示，華僑華人是中華民
族最重要資源之一，是中華文化的傳播尖兵，
鼓勵海外華僑華人應積極融入僑居地的主流社
會，發揚中華文化之精髓，重塑新中國人形
象。
˙6月8日至14日，由本會秘書長鄭致毅先生所率
領的「兩岸四地僑青論壇」訪問團一行22人，
於6月8日出發，並於6月9至10日參加由中華
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與中國僑聯青年委員會主
辦，浙江省歸國華僑聯合會承辦的「2011兩岸
四地僑界青年年會」，秘書長鄭致毅肯定青年
年會的召開具時代的意義，期許僑界青年以此
會議為契機，共同努力，為僑社和諧貢獻，創
造新時代。會後參訪杭州錢江新城與浙江上海
歸僑青年創立的聚光科技，並觀賞了以杭州歷
史典故為背景的「宋城千古情」，並於6月13日
與贛州團會合，參加假廈門舉行之第3屆海峽論
壇。
˙6月16日至17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
團，參加假福建寧德舉行第二屆海峽兩岸電機
電器博覽會、第十二屆寧德投資洽談會，理事
長簡漢生先生致詞時指出，電機電器產業是台
灣最重要的製造業，與寧德有很強的互補性和
合作的空間，希望兩地進一步加強合作，共同
發展，共創雙贏。
˙6月23日至29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先生所
率領的「辛亥百年足跡行」參訪團一行136人，
於6月23日出發，先後到澳門、中山、廣州、武
昌、南京及上海，踏過了國父及革命先烈拋頭
顱灑熱血的地方，見證辛亥革命百年歷史，共
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事長簡漢生期許華僑
做為「兩岸和平統一之母」並於29日在上海解
散賦歸。
˙7月12日至21日，由本會宣傳組總編輯劉為一女
士所率領的參訪團一行21人，參加由河北省僑
聯主辦首屆「兩岸四地大學生交流營」，48位
來自台港澳27所大學的學生與大陸學生，自7月
12日至21止，進行10天的交流，除舉行紀念辛
亥革命座談會外，並參觀訪問包括保定軍校紀
念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紀念館及冉莊地道、
直隸總督府和古蓮池、清西陵、小五臺山、蔚
縣剪紙博物館、逐鹿祭拜三祖堂、八達嶺長
城、故宮、水立方、鳥巢等各重要歷史古蹟。
˙8月7日至14日，由本會理事長簡漢生先生率
領僑界代表17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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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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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參訪團並於11至
14日參訪中都草原、承德避暑山莊、北戴河新
區、山海關內老龍頭、秦皇島等地。（文轉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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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梅肯定華裔青年是社區中堅力量
華盛頓∕ 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陳香梅肯定華裔青年將成為僑社的中
堅力量。

念活動等的年度工作、以及新一年的

美國加州註冊的華裔青年社

工作計畫。

團。希望加強華裔青年間的交

陳香梅高度讚賞聯合會在團結全美

流，積極與其他族裔的青年社

陳香梅是在12月12日會見全美中華

華裔青年、服務華人社區方面所作的

團聯繫溝通，共同促進主流社

青年聯合會會長任向東等人時，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時對聯合會

會對少數族裔青年社團的重視

如上表示。

在全美主流社會中獲得的高度認同，

與關注。

表示欣慰，肯定華裔青年必將成為僑

（摘錄自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訊息）

任向東等一行是自洛杉磯飛抵華
盛頓，拜會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社的中堅力量。

暨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名譽主席陳香

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由全美國及海

梅，向她報告聯合會辛亥百年系列紀

外33個地區，及兩岸的華裔青年，在

活 動 簡 訊

陳文楠伉儷 參加客家湯圓料理比賽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陳香梅與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代表合影。
（轉載自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訊息）

認同華人貢獻

美國會通過 排華道歉案
僑光社∕綜合整理 美國參議院不久前以全票通過決議案，為19世紀末、20

會西班牙辦事處主任陳文

世紀初的「排華法案」等歧視華人法律，表達歉意。

楠、劉麗雪伉儷，參加客

參院通過名為「參議院為美國通過包括《排華法案》在內的歧視在美華人

家湯圓料理比賽，穿上圍

法令表示遺憾(regret)」的201號決議案。兩千字的議案敘述了華人對美國社會

裙拿起大杓，呼朋喚友品

的貢獻，也以編年體方式細數對華人的不公不義。

嚐美食，其樂融融。

此項決議案是經由包括美國會亞太裔小組主席趙美心、麻省共和黨籍聯

湯圓料理賽是客委會

12月17日上午，在臺北市
新光三越A11旁廣場舉辦
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主任陳文楠、劉麗雪（左
「建國100-臺灣客家湯圓 上圖左一、圖中）伉儷參加客家湯圓國際組
節」的活動項目之一，來 競賽，下圖為兩人認真的煮湯圓。
自全國100隊的料理好手同場競技、大展廚藝。

緬華自青社慶成立60年
緬甸∕ 緬華自由青年總社成立60周年，11月30日舉行慶祝晚宴，緬
華僑團及各界代表均到場致
賀，席開60桌並有歌舞表演

邦參議員布朗在內的人士熱心推動下，獲國會通過長達2千字對排華法案道
歉，決議案有4項結論：一、承認「排華法案」與其他的反華立法「不符美
國的獨立宣言人皆生而平等等原則」。二、承認「排華法案」及其他的反華
立法「不符美國憲法的精神」。三、那些年代具有歧視性的立法釀成錯誤且
傷害華人及華人的後人，參議院為此至表遺憾。四、參議院重申承諾，要保
障華人及其他亞裔在美國享有與其他所有種族完全相同的權益。

2012年為排華法130周年。國會遲來的道歉，洗刷百年恥辱。華裔先後在
教學、科學、醫學、工程、運動、藝術等界人材出眾，紐約以街名紀念911
英勇華裔曾吉吉先生，為人稱讚。灣區華人歷史學會，已故麥禮謙教授和眾
多歷史學家為華人留美史著書立說，並成功在大學開設在美華人歷史課程，
灣區網站「華裔龍虎榜」www.chineseamericanheroes.org收集對美國貢獻的
華裔，為華裔樹立一個正面形象。

十分熱鬧。
大會主席邱龍廈並致詞呼
籲緬僑同心合力，動員親友
踴躍參與國內總統大選，支
緬華自青總社同仁合影。
（圖文由緬華自青總社提供）

持馬總統連任。

紐約中華商總改選 于金山任董事長
紐約∕ 紐約中華總商會改選，李可喬獲任會長，于金山任董事長。
該會已於12月19日在孔子大廈交誼廳舉行新舊職員交接和就職典禮。
中華總商會新屆董事職員名單包括：名譽會長伍伯祥、蘇伯遵、龍
乃詒、伍伯祥、梁國材；董事長于金山、副董事長梁漢本、林嘉華；
會長李可喬、副會長 鄧遐勳；董事：雷光達、鄧毅華、陳玉駒、梅
國莊、伍銳賢、陳麥潔明、陳傳銘、李國瑜、梅伯儀、李玉坤、胡運
熹、諸立山、蘇煥光、林嘉榮；董事兼英文秘書梅犖揚、陳麗霞；董

文文學創作與研究」、「華文文學的文化自識與跨文化交流」、「華文文學
的價值實現與品質提升」、「華文文學創作與研究之心路歷程」等四個議題
分組討論。各組討論精彩，其中
除亞洲作家協會越棉寮分會黃寶
芝提出「漢字的傳承與繁簡之
爭」專文外，李文慶也發表有關
漢字繁簡的優劣問題談話，與會
者並因此達成「漢字需要整合」
的共識；大會並發布「共同宣
言」，加強華文文學之研討及交
流。（圖文由黃寶芝提供）

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越棉寮分會同仁參加兩岸
華文文學研討會。

黎潔萍應邀澳門演出粵劇

事兼中文秘書林興瑞、何添、岑灼槐；董事兼財政盧炳；董事兼核數

澳門∕ 由澳門文化藝術協會主辦的「兩岸

伍錫富；執行秘書周秉流。

四地情聚濠江粵藝」折子戲欣賞會，11月28
日在此間永樂戲院開鑼，台北市凱旋粵劇團

國際粵劇節 台北中山堂公演受好評

黎潔萍等應邀獻藝。
此場折子戲由來自珠海、台北、香港及本

台北∕ 第18屆「國際粵劇節」，不

澳的多名粵劇曲藝唱家匯聚一堂，戲碼包括

久前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來自各國

〈搜書院之初遇〉、〈唐明皇與楊貴妃之七

的團體演出精彩，普受好評。

月七日長生殿〉、〈狄青夜闖三關〉、〈武

圖為彭創辦人授旗予下屆接辦人泰

則天之鐵掌拒柔情〉、〈牡丹亭之驚夢〉等

國周月明。（李文慶攝）

經典名段，吸引眾多居民到場欣賞。兩岸四
地表演者包括台北市凱旋粵劇團嘉賓蒙天

亞洲作協越棉寮分會參加華文文學研討會
台北∕ 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和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共同主辦的
南大學舉行，亞洲作家協會越棉寮分會包括會長李文慶、副會長鄺少
真、林亮名、會員林建民、黃寶芝、沙菲在內的一行六人出席會議。
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和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共同主辦的「共享文學
時空—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有來自33個國家及地區共420多位代表
出席。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顧問、暨南大學副校長蔣述卓主持。
大會就「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主題，進行「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華

海市粵劇團何瑛華、胡蓮英、香港嘉賓何容
「兩岸四地情聚濠江粵藝」折子
戲的宣傳海報。

彥賢義捐

「共享文學時空—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於11月23、24日在廣州市暨

祥、翁慧湄、吳逢欣、黃可茵、黎潔萍、珠
滿、曾秀雲、聯同澳門文化藝術協會成員。

美國 理事李冠白美金100元；顧問方菲菲、方芸芸各台幣4000元
、顧問劉樹錚台幣2000元。
瑞士 理事何振威瑞士幣200元。
澳洲 名譽理事刁振謀台幣5000元。
在台 常務理事牟宗燦台幣4000元；理事馬潮台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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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展國民外交、經貿等活動

（文接B4）

一、簡漢生理事長出國參訪、
拜會僑社、經貿座談
共出訪7次，分赴泰北、英、美、歐、中南美等
多國，包括：
民國97（西元2008）年
˙6月14日至22日赴英國及西班牙，訪問僑社，並
主持「台西經濟商務會議」。
˙8月23日至9月8日，率團訪中南美洲（墨西哥、
秘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國）各國，促
進雙方經貿投資關係，拜訪各地僑社、僑團、
僑商。

˙11月23至28日，簡漢生理事長以救總監事及台
灣雲南同鄉會理事長身份，參加救總關懷泰北同
胞活動， 為僑胞發聲。
民國98（西元2009）年
˙3月7日簡理事長漢生拜訪紐約中華公所，籲僑
胞理性向政府反應僑情。
˙3月9日簡理事長漢生利用參加南美洲高層領航
貿易團的機會，分別在巴西及智利與僑胞會晤，
廣泛瞭解僑情並聽取僑界建言。
民國99（西元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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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主持「巴拉圭經貿投資商機座談會」。

2011年11月與河南及福建僑聯簽署「豫閩台僑商戰略合
作協定」。

揮毫切磋 江西文化團與大漢協會以文會友

2011年10月應邀參加在澳門舉行的第八屆
世界華商高峰會。

貴州僑商到訪 促與僑聯加強交流

2010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宏都拉斯主持第二屆
台宏經濟聯席會議，與宏國工商部長艾斯卡蘭堤
合影。

僑訊∕台北 12月1日，由貴州僑商企

一脈相承，來到臺灣就像回到自己家鄉

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鄭茂學率領11人考察

一般親切，尤其是兩岸這幾年來頻繁的

團，來到僑聯總會進行經貿文化交流。

交流，更是加深了雙方的瞭解與認同。

考察團成員由貴州僑商企業聯合會、

鄭副會長和眾團員則讚嘆寶島臺灣對

貴州省僑聯及貴州僑聯青年委員會所組

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且大力肯定僑

成，團員年齡多分佈在三、四十歲，相

聯總會在文化發揚的貢獻，希望往後加

當具有活力、朝氣。

強文化交流。

中華僑聯總會由秘書長鄭致毅代表接

僑訊∕台北 12月2日下午，由江西省

待，鄭秘書長首先表示兩岸同根同源，

文聯名譽主席趙智勇先生率領江西省文
化交流團一行十人來到中華僑聯總會，
與僑聯總會及大漢書藝協會進行座談與
交流。
趙主席首先表示，江西文風鼎盛，人
才輩出，如王安石、歐陽修、曾鞏、文
天祥、八大山人等都在江西出生。此次
來臺灣就希望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共同來

貴州僑聯來訪，由中華僑聯總會鄭致毅秘
書長、廖俊傑副秘書長接待並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樊興漢、徐紅、鄭茂學、鄭致
毅、尹曉勤、廖俊傑。後排左起：吳貴
雲、李有萍、王玨、謝強、王璟、楊宣
貴、宗豔、謝強。

「為流長，找淵源」，尋宗尋脈，建立
兩岸良好和平基礎。
中華僑聯總會鄭致毅秘書長則提到
該會在今年四月於台灣首次舉辦的第10
屆河洛文化研討會，與會來賓多達四百
多位，發表了上百篇有關中華文化之論
文，並進行全台深度的傳統文化之旅，
在保存中華文化上不遺餘力。
大漢書藝協會陳德藩理事長則盼望兩
岸今後以文化、藝術的形式作交流，共
同以老祖先留下的根文化，彼此體諒、

江西文化交流團來訪，由中華僑聯總會鄭
致毅秘書長接待並合影留念。前排左起：
肖毅、何大欣、趙智勇、鄭致毅、陳德
蕃、吳夢雄、馮正連。後排左起：王建
清、韓順任、郜海鐳、彭印琨、王凱旋。

學習。
座談會後，交流團成員與大漢書藝協
會的老師也共同揮毫墨寶，筆墨切磋、
學習，以文會友、書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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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0（西元2011）年
˙10月21至23日，本會理事長簡漢生參加澳門舉
行的第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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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本會理
事長簡漢生作精彩的引言。

二、主持經貿投資雙邊會議及
僑務、學術座談
民國97（西元2008）年
˙7月24日邀請僑委會、海工會退休人員舉辦座談
聯誼餐會，藉機交換僑務工作經驗及聯誼。
民國98（西元2009）年
˙1月3、4日，本會與教育部僑教會、僑務委員
會、華僑協會總會、海華文教基金會、國立國父
紀念館主辦，玄奘大學海外研究中心歷史系承
辦，大同技術學院協辦「新時代、新視野」華人
學術研討會。
˙8月5日簡理事長與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
員會主席詹泉水博士共同主持以「前進東協的橋
樑」為主題的第廿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10月11日至12日，舉行「孫中山∼海外華人與
兩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僑務委員會為指導
單位，本會、海華文教基金 會等若干單位協辦。
民國99（西元2010）年
˙4月14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及外交部經
貿司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共同主辦「巴拉圭經貿
投資商機座談會」，邀請理事長簡漢生先生主
持，會中報告台巴經貿近況，鼓勵華商加強台巴
經貿投資。
民國100（西元2011）年
˙11月9日，本會理事長簡漢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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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聯繫兩岸同胞情感。

總統大選在即

僑界籲請支持馬英九連任
洛杉磯∕ 總統大選在即，

國國民為榮。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國西南

緬甸∕ 由緬華各僑團組成

地區馬英九競選總統後援會

的馬吳後援會，12月6日舉行

除將組團返國投票，更呼籲

造勢晚會，百餘人出席，共

僑民共襄盛舉。

籲支持馬總統高票連任。

後援會主任文光華表示，

與會者均熱忱表達對中華

該會除集結南加州僑民力量

民國的擁護和支持，呼籲動

支持馬英九、吳敦義當選，

員在台親友票投馬英九。

也將針對任何關於登記投

瑞典∕ 北歐瑞典僑民李德

票、投票過程或是返台機票

良致函僑聯總會，表示當地

等問題提供諮詢，歡迎有

僑胞都萬分支持馬英九總統

需要民眾與他們聯絡。電話

連任。

是：(626)401-3126。

代表北歐大專校友會會員

巴西∕ 馬總統競選連任巴

們及瑞典華人商會的李德良

西後援會，12月3日成立，呼

表示，馬總統就任以來，政

籲大家踴躍返台投票，並請

績明顯，增強兩岸與大陸和

每人至少打電話給10位親朋

平交流，小三通，航空往返

好友，請其務必要投馬、吳

加班，啟用台北松山機場，

一票，同時幫忙說服中間選

開放陸胞來台個人遊，精心

民也支持馬總統。

執政採用三不政策，不獨不

後援會召集人張宏昌強調

武不統偉大理想。

馬總統是清廉且認真做事的

他強調海外遊子極願馬總

總統執政的三年來，沒有失

統完成他十年黃金整體計畫

去一個邦交國，反而有124國

黃金整體計畫，籲請大家投

讓持臺灣護照的同胞免簽證

他一票。

入境，使大家以身為中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