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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全美亞太裔檢察

官協會已在聖荷西成立，目的

在結合亞太裔檢察官的力量，

鼓勵亞太裔參與司法工作，並

深入亞太裔社區，提供法律服

務。

全美亞太裔檢察官協會會長

是黃一峰先生，他目前擔任聖

他克拉拉縣檢察官。

結合力量 提供專業服務

全美亞太裔檢察官協會成立有意義

劉為一／文 言詞中滿是活力與熱情，美國
加州聖荷西市聖他克拉拉縣檢察官黃一峰透

過越洋電話，清楚的傳達了他對司法工作的

執著，對亞太裔族群的關愛。

現年35歲，出生台灣的黃檢察官，因為2歲
起就跟隨從事外交工作的父親成長於國外，

所以自認中文說的不夠流暢，但事實上，他

不但字正腔圓，應對進退也深黯中國禮數溫

文儒雅，而這，全由於黃檢雙親重視中華文

化教育：他和弟弟自小要利用周末假日上華

校，在家要以中文溝通，更曾在大學時選修

了一年5學分的中文，對中華文化因此有血脈
相連的認同。

黃檢說他原本主修歷史，但在研究中國史

與美國史課程中，發現許多第一代甚至第二

代亞裔所遭受的苦難與不平等待遇，使他有

了必須免除類似事件重演的「捨我其誰」使

命感，於是他轉讀法律，先後在灣區康曲柯

士達、聖馬刁及聖他克拉拉縣等縣地檢處服

務，先後接手過75宗陪審團審判案件，定罪
率極高，成為名符其實的鋤奸懲惡檢控官；

協會成員以全美亞太裔檢

察官為主，律師、警察以及具

法律背景的從業人員，均可加

入。

協會在北加州、紐約、芝加

哥、南加州等地均陸續成立分

會。

該會將建立全美亞太裔檢察

官聯絡網，彼此提供訊息，相

互鼓勵扶持，發展事業，同時

也可提供更多訊息給有志成為

檢察官的年輕人，鼓勵他們邁

入司法界。

協會也將鼓勵亞太裔民眾參

加陪審團，藉以多瞭解美國法

律制度，更快融入美國社會；

也將教導民眾遭遇家暴時該如

何請求協助，如何報案，受害

者有何資源可運用；警察不能

任意進入私宅等等自身權利的

維護。

全美亞太裔檢察官協會設有

官方網站http://napipa.org/，有
需要者可上網與之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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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峰今夏應邀灣區華僑文教中心，擔任海

外僑民法律講座獲得感謝狀後，開心的與父

母合影。感謝狀署名者正是他的父親─當時

的文教中心主任黃公弼先生。

僑光社／台北  馬國威是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美西南

地區的理事，甫接任羅省

中華會館主席，事業有

成，愛國家，維護中華

文化的付出尤其不落人

後。

廣東台山人，生長在

台灣的馬國威，1973年赴
美就學後，在羅省成家，經

營墨式餐廳有成，對僑社服務

始終無怨無悔，此次接長羅省中

華會館，決定除加強華校師資，

僑光社／台北 每年928，是
關島官方訂定的孔誕紀念

日，有各項敬師活動，

讓為人師表享受尊崇。

其推手是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關島地區顧問

周陳秀琴女士，她對

中華文化的熱愛與推

廣不遺餘力。

她也推動學校上課時

向老師「起立、敬禮」的

動作，她喜見這種蘊涵「尊

師重道」的中國禮儀在國外開花

生根。

周陳秀琴同時是活躍的專欄作家、活動策劃執行者，

經營體育用品、房地產有生有色，更最重要的是，她從

不忘記對國家的認同和支持，每年她一定回台兩三次，

探親訪友，更要近距離了解國情發展，她一再強調國家

安定的重要，她願以自己66的年歲數祝福中華民國六六
大順！

馬國威接任羅省

中華會館主席。

周陳秀琴推動

尊師重道。

樂與「 僑訊」結緣逾20年  
九旬翁函謝僑聯提供精神糧食
僑光社／台北 高齡90的熊德興先生閱讀「僑訊」逾20年，最近致函簡漢生理事長表達
感謝之意。

這位自稱「老兵」的熊先生信中表示，他於民國44年曾一度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擔
任臨時工友，當時即接觸到「僑訊」，此後，轉職僑委會直至退休，迄今20多年，閱讀
「僑訊」成為他了解僑社動態的最佳管道之一，他是「僑訊」的忠實老讀者更是僑聯的

忠誠老朋友。

他祝福僑聯在簡理事長領導下，與海外僑胞共同努力加強兩岸交流。

「僑訊」是僑聯總會發行之刊物，出版逾半世紀，報導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重要訊息；

人物專訪及僑社、僑團有關活動等消息，每月出刊，分贈僑聯全體理事、顧問、海外僑

團、僑胞及大陸人士閱讀。僑訊原為每期4頁，直排式的版面，自1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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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經常接受邀請，為亞裔團體講解法律常

識，介紹可供維護自身權益的法律資源，更

使他成為僑界最好的「法律人」朋友。

也因為他深信唯有加入美國政府，才能有

效的從內部糾正錯誤，推行正義，所以他鼓

勵更多亞太裔青年參與司法工作，以發揮維

護亞裔權益的最大力量。他指出，聖他克拉

拉縣地檢處目前165名檢察官，但亞太裔檢察
官只有26位，以亞太裔占聖縣人口總數約三
分之一來看，亞太裔在南灣司法系統所占比

例明顯偏低，亟待新血加入。

此外，他特別鼓勵參加陪審團，因為此舉

不但表示善盡僑居國的國民義務，更可因此

瞭解美國法律制度，獲得表達意見的有效管

道，快速融入當地社會。

黃檢強調，推動成立「全美亞太裔檢察官

協會」，正是希望落實結合檢察官的力量，

鼓勵亞太裔參與司法工作，並提供亞太裔社

區法律服務的目標。

 每年928，是
關島官方訂定的孔誕紀念

日，有各項敬師活動，

她也推動學校上課時

向老師「起立、敬禮」的

動作，她喜見這種蘊涵「尊

師重道」的中國禮儀在國外開花 周陳秀琴推動

僑光社／台北

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美西南

地區的理事，甫接任羅省

中華會館主席，事業有

台灣的馬國威，1973年赴
美就學後，在羅省成家，經

營墨式餐廳有成，對僑社服務

始終無怨無悔，此次接長羅省中
馬國威接任羅省

熱愛中華文化
周陳秀琴推動尊師重道

接任羅省中華會館主席 馬國威決持續公益事業
增加招生，推廣中華文化教學外，

也將持續捐贈福地嘉惠貧困的公益

事業。

對於僑社相處情形，馬主席有極

大的期許，固然希望來自兩岸的華

人和平共處，更希望同樣來自台灣

的華人，不要分什麼新僑、老僑，

能共同為國家盡心力。

雖然僑居國外近40年，馬主席和
妻子沒有放棄中華民國國籍，4年前
和今年一月都專程返國參加總統大

選投票，他要用選票表達對國家的

關愛和悃悃赤忱。

彥賢義捐
泰國 顧問賴啟南台幣5000元。

越南 顧問郭菲台幣1000元。

寮國 顧問黎森榮台幣7200元。

香港 理事鄔欣餘台幣2000元；顧問鄔嘉榮台幣2000

       元、江超如台幣1000元、程西平港幣500元。

澳門 常務理事蔡小吉台幣1萬元。

美國 理事趙希文台幣6000元、理事馬國威美金100

       元。

加拿大 理事林恕美金100元。

英國 理事儲中流台幣4000元。

希臘 常務理事康世鳳台幣1000元。

澳洲 常務理事古財發澳幣120元；

       顧問鍾學忠澳幣100元、聶名揚

       台幣5000元、常龍高台幣2000元。

關島 顧問陳秀琴美金100元。

在台 理事梁應銓台幣1500元、鄧凌峰

       、任振宗各台幣1000元；會員張        

       光正台幣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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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元

月18日上午9時30分，在僑聯總會會議
室，舉行第15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
原屆理事長簡漢生主持，全體會員出

席。

會中完成理監事會改選，選出理事

27人，候補理事5人、常務理事9人；
監事9人，候補監事3人及常務監事3
人；由簡漢生、梁傑韶分任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

大會同時討論通過「100年度工作報
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錄、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

「101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
作人員名單」；「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簡則」；「推舉

黃乾、明鎮華先生等為第15屆名譽理
事長」等多項議案。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
監事會已完成改選，簡漢生獲選連任

第15屆理事長。
會員大會分別選出理事27人，候補理
事5人；監事9人，候補監事3人及常務
理事9人，常務監事3人；並由簡漢生、
梁傑韶分任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新屆理監事均於1月 31日就職。
第15屆理監事選舉是於民國101年1月

僑聯總會選出第15屆理監事 
簡漢生、梁傑韶連任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18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在僑聯
總會會議室舉行，各選舉結果如下： 
一、選出理事27人：簡漢生、葛
維新、陳渭成、李惠英、王能章、楊

趙麗屏、李培徽、張植珊、張忠春、

林狄、周春風、林再藩、洪鼎、吳鴻

發、張標材、林

必勉、蔡小吉、

蘇良音、梁漢

沾、施慶桂、林

宴文、牟宗燦、李新、張正中、郭桂

榕、張光正、林基源。

候補理事5人：廖壽棧、陳智湧、韓
銅準、邱易文、張震西。

二、選出常務理事9人：簡漢生、葛維

專業投票匭。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第15屆理監事1月31日宣誓就職，獲選連任
的簡漢生理事長強調，當選意味責任加重，期望大家共同努力，為僑界服務、

兩岸和平盡心力。

僑委會一處處長田雛鳳、中華文化交流基金會會長李鍾桂、海華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孫國華等均應邀觀禮，並分別致詞，表示簡理事長榮獲連任是實至名

歸，更是眾望所歸，僑聯在其領導下必能續創佳績，再登高峰，成為一等一的

民間社團，甫當選僑聯理事的李新，也以台北市議員的身份向簡理事長的卓越

領導表達敬意。

僑光社／台北 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第15屆
理監事1月31日宣誓就
職，並舉行新春團拜，

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特電致賀，全文如下：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簡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及與會人士公鑒：欣聞

貴會訂於元月31日舉行新
春團拜暨簡理事長漢生連

任第15屆理事長及理監事
就職典禮。貴會在簡理事

長卓越的領導下，致力推

動僑務工作，凝聚海內外

華人向心，促進國家永續

發展，績優功宏，貢獻卓

著，特電致賀，敬祝新春吉

祥會務順遂。」

另外，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簡又新、向陽公益基

金會董事長廖正豪及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

暨會長陳雲林均電賀簡理事長連任，林軍主席、陳雲林會長希

望兩會能加強交流與合作，共謀僑胞福祉共促僑社和諧，推動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除此，副總統蕭萬長、行政院長吳敦義、立法院長王金平、

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海

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世盟總會會長饒穎奇、中國國民黨秘書長

廖了以及南僑企業集團會會長陳飛龍、台綜院院長吳再益等各

界代表分贈花籃致賀。

新、王能章、楊趙麗屏、陳渭

成、洪鼎、張忠春、林狄、吳

鴻發。

三、由全體出席理事27人，
就9位常務理事當選人中，選
出一人為理事長，選舉結果由

簡漢生先生當選連任。

四、選出監事9人：黎愛
珍、梁傑韶、蔡祖偉、何良

泉、鄭雪茵、葉清松、陳玉

鑾、李勝文、袁凱聲。

候補監事3人：施輝煌、舒立彥、洪
榮發。

五、選出常務監事3人：梁傑韶、黎
愛珍、蔡祖偉；由常務監事互推梁傑

韶為監事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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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出常務理事9人：簡漢生、葛維

救國聯合總會第15屆
理監事1月31日宣誓就

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簡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及與會人士公鑒：欣聞

貴會訂於元月31日舉行新
春團拜暨簡理事長漢生連

任第15屆理事長及理監事
就職典禮。貴會在簡理事

長卓越的領導下，致力推

動僑務工作，凝聚海內外

華人向心，促進國家永續

發展，績優功宏，貢獻卓

著，特電致賀，敬祝新春吉

韶為監事會召集人。

馬英九主席
的賀電。

僑聯第15屆理監事就職  

簡漢生期許續為僑界服務、兩岸和平盡心力

僑聯新就職的第15屆理監事與貴賓們合影。

圖左至右：李鍾桂博士、田雛鳳處長、孫國華董事長、台北市議員李新分別致詞。

第15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第15屆理監事選舉，會員領完票等待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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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漳聖王信仰踏步走
參觀福建雲霄威惠廟 了解陳元光歷史文物

僑光社／ 中華僑聯總會簡

漢生理事長偕同鄭致毅秘書

長、廖俊傑副秘書長，於100
年12月25日前往福建省漳州市
雲霄縣，實地考察當地的部分

開漳聖王史蹟。

這是中華僑聯總會於去年

11月在河南省信陽市固始縣成
功舉辦「開漳聖王回老家」活

動之後，進行兩岸開漳聖王信

仰及現象進一步田野調查的一

環。

簡理事長一行抵達雲霄縣之

後，隨即由雲霄縣僑聯方藝榮

主席陪同，前往雲霄威惠廟參

觀，由宗教局陳志生局長及威

惠廟柳共和副主委介紹威惠廟

的歷史和與台灣開漳聖王廟交

流的狀況。

威惠廟是第一間開漳聖王

廟，始建年間已不可考，目前

已被列為國家古蹟，大殿供奉

兩尊開漳聖王神像，小的一尊

坐像，係開基祖金身。

廟中同時祭祀有魏敬夫人

（陳元光祖母）、陳元光夫

人、陳元光兒子陳珣、女兒陳

懷玉、大將許天正、馬仁、李

伯瑤等人。

參觀完威惠廟之後，一行人

轉往將軍山下「開漳歷史紀念

館」參觀，由湯毓賢館長親自

接待並作解說，紀念館內收藏

許多有關雲霄縣及陳元光的歷

史文物及開漳聖王信仰的狀況

介紹。

當晚並由雲霄縣委常委統戰

部郭達璐部長及雲霄縣人民政

府林菁副縣長宴請，對兩岸開

漳聖王文化交流的議題交換意

見。

中華僑聯總會與福建省僑

聯、河南省僑聯等三個單位，

於100年12月27日上午在福建省
泉州市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會

議室，召開「豫閩台兩岸三地

僑聯座談會」，研商2012年三
地僑聯加強交流的議題。

出席這項座談會的有：河

南省僑聯董錦燕主席、劉合

生秘書長；福建省僑聯王亞君

主席、林澤春副主席、許榕青

調研員及張瑤、陳鋒兩位副部

長；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

長、鄭致毅秘書長、廖俊傑副

秘書長等人，中國僑聯林佑輝

副秘書長及郭敏燕也特別出席

這項會議。

這是三個地方僑聯於去年11
月9日在河南省固始縣簽訂「豫
閩台僑聯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之後，三地僑聯負責人及團隊

首次聚首討論具體的合作細

節。

會中決定今年的交流活動將

有5項：首度進行輪訪計畫，

由河南省及福建省僑聯組團

到台灣參訪，進行深度交流

考察；2.今年的兩岸海峽和平
論壇，將在台灣和廈門兩地

舉行，先由中國僑聯組團前

來台灣與各界座談及參訪，

隨後台灣組團前往廈門參加

海西論壇之開幕式，並進行

後續的參訪活動；3.為了加強
台灣出國留學生對福建的瞭

解，福建省僑聯將與中華僑

聯總會舉辦海外台灣留學生

福建參訪活動；4.將陸續而常
態推動開漳聖王及開漳87姓

將士後裔的姓氏交流活動；

5.年底由中國僑聯組織大型文
化藝術訪問團前來台灣作交

流演出。

會議進行兩個多小時後圓

滿結束。

這一次座談會之前，中華

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一行

並在泉州市僑聯王巧麗副主

席及吳翠蓉館長陪同下參觀

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簡漢生一行
兩岸田野調查

僑光社／2011年12月27日至28日，陳守仁
基金會在福建省泉州市舉行成立25周年系列
慶典活動，並捐資1000萬元人民幣，支持當
地慈善事業。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應邀與會，秘

書長鄭致毅、副秘書長廖俊傑隨行參加。

簡漢生理事長致詞時對陳守仁先生創辦基

金會，捐資辦理社會福利事業的大愛精神表

示敬佩。

陳守仁1930年出生於福建泉州市王宮村，
1947年到菲律賓，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辛創
業，打造起多元化的跨國大集團，業務遍及

全球。陳守仁現任大陸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顧問、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香港泉

州慈善促進總會會長、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

會主席、陳守仁基金會主席等諸多職務。

陳守仁基金會成立25周年系列活動同時舉

簡漢生理事長（右五）、鄭致毅秘書長（右四）與陳守仁博士夫婦（左四、五）

於晚宴時與泉州市領導合影。

行了威遠樓重飾修繕竣工典

禮、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座談

會暨徵文比賽頒獎儀式及「辛

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杯」高爾

夫邀請賽等活動。陳守仁長子

陳亨利、次子陳偉利並代表基

金會向泉州慈善總會捐贈1000
萬元人民幣。

在幾十年的公益事業中，

讓陳老最有成就感的，是泉州

慈善總會的成立。

2001年，他在香港成立「香
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同年9
月，在他的推動下，「泉州慈善

總會」成立。通過香港泉州慈善

促進總會，在港華僑們積極向

慈善專案捐款，陳老多次親自

帶隊，到泉州地區各縣（市、

區），瞭解當地的慈善項目。

目前，在醫療、貧困、教育

等方面，兩會共同啟動了「複

明工程」、「慈善門診」、「行

走工程」、「 助學工程」、
「助孤工程」等一系列專案，

為幫助家鄉的社會弱勢群體做

了大量工作，促進了家鄉慈善

事業的發展。

捐
款
濟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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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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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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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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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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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渡
25
歲
生
日 簡漢生理事長參加陳守仁基金會周年慶。

簡漢生理事長等一行參觀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與泉州市僑聯王巧

麗副主席（左三）、吳翠蓉館長（右四）、泉州市僑聯曾佳珩科長

（右一），以及福建省僑聯張瑤副部長（右二）、陳峰副部長（左

一）合影留念。

簡漢生理事長在雲霄威惠廟接受當地電視台專訪，介紹台灣開漳聖

王信仰的盛況。

簡漢生理事長（右二）、鄭致毅秘書長（右一）、

廖俊傑副祕書長（左一）與雲霄縣僑聯方藝榮（左

二）主席在雲霄將軍山下陳政、陳元光父子兩將軍

的大型雕像前合影。

簡漢生理事長（中）參觀開漳歷史紀念館，由

湯毓賢（右）館長親自解說。

簡
漢
生      

感
佩
陳
守
仁
大
愛
精
神

參與
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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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顧問張學池在廈門市有一棟

房產被佔用達28年，經協調收
回無效，決定將再提出強制執

行的申請，以收回產業。

張學池與其弟張學商擁有位

於廈門市夏禾路142號整棟四
層的房產，因長久被佔用，遂

向法院提起告訴，於1994年經
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判決佔

房產被佔 申請強制執行 回收有望
張學池廈門祖產案例可供借鏡

用者伍佰尊一家應於判決確定

後六個月內騰清退還，但被告

未遵行。張學池兄弟於1995年
5月申請強制執行獲准，惟因
佔用者懇求，表示尚無居所，

將盡快覓得住所後遷出，張氏

兄弟因同情而同意暫停執行。

詎料佔用者伍佰尊卻故意拖

延，使得該房產延至目前仍續

被佔住。

僑聯總會曾協助張學池兄弟將上述

被無權占有之情況，反映給有關單位處

理，今獲有關單位提供一份「廈門日

報」報導一件類似事件經強制執行的報

導，並建議再提強制執行之申請，必可

獲得圓滿解決。

張學池兄弟已決定最近再提強制執行

申請，以確保祖產能夠收回，張氏兄弟

並將上情回覆僑聯總會，感謝協助，並

請僑聯關切有同樣遭遇的僑胞。

掌控成本 關注流行 

張學池平實企業主非浪得虛名
表情靦腆，答話精簡，來自澳門的張學池，就像他製作平實無華的成

衣品質一樣，低調、踏實。

同時是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顧問的張學池，生長於福建省，5個兄弟姐
妹，只有他在初中畢業後，隨著做生意的父親到澳門，從學徒做起，功

夫紥實之後轉至台灣，一頭鑽進成衣業，一做35年，如今，他早已是基
業穩固的企業主，但不改樸實原則，始終將自家成衣維持「國民品牌物

美價廉」的定位，他希望更多人不必有負擔就能享受舒適的服飾。

他以男式休閒褲為例，表示台灣的棉布技術沒話說，大陸的人工相對

便宜，而他設廠福建更有故鄉「人和、地利」之優勢，可以有效掌控成

本，售價也因此就頗有競爭力，再加上他懂得觀察，重視大盤商提供的

流行資訊，所以有時只在褶縐、口袋的變化中，就能使著裝者擁有「平

民貴族」的氣質。

張學池從未忘記自己「僑」的身份，也好珍惜與僑聯的結緣和歸屬

感，他感謝每當自己遭遇困難時，僑聯總是儘力提供協助的溫暖感受，

他樂意做僑聯人，更樂意有機會回饋！（文／劉為一）

僑光社／台北 福建省及泉州市兩僑聯分於去年12月17日及
今年1月12日拜訪中華僑聯總會，受到熱忱接待。
福建省及泉州市兩僑聯成員均為第一次到台灣，對這裡的風

土人情多有嚮往，實際到訪後更感受寶島美麗名不虛傳，而中

華僑聯總會給予的熱忱款待尤其使他們溫暖在心。

泉州市僑聯並與台南市安平文教基金會合辦「泉州花燈

展」，將泉州的節慶喜氣分享台灣同胞。

兩地僑聯對中華僑聯推動中華文化活動的努力都表示敬佩，

而兩岸僑聯互動密切有如一家人，使他們來此更有一份回家的

親切感。

福建僑聯副主席謝小建強調對台灣印象深刻，並表示將力促

該會新任主席王亞君也能有機會率團訪台。

簡漢生理事長及秘書長鄭致毅除分別介紹中華僑聯服務海內

外華僑、歸僑；維護中華文化及加強兩岸僑聯互動等工作重點

外，特別歡迎遠地朋友來訪，希望能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兩地僑聯的成員是：福建省僑聯：謝小建（副主席）等3
人。

泉州市僑聯：邱聯光（泉州市僑聯經濟科科長）；林曉東

（鯉城區僑聯副主席）；劉東妙（南安市僑聯副主席）；林

麗艷（安溪縣僑聯副主席）；陳鳳黔（泉港區僑聯辦公室主

任）；宋曉芬（泉州市僑聯經濟科科員）；許小平（泉州市僑

聯辦公室科員）；劉伯孳（泉州市僑聯史學會幹部）；卜永忠

（豐澤區東海僑聯副主席）；范其仁（泉州市藝術館辦公室主

任）；陳源源（泉州市藝術館業務部主任）；陳曉萍（泉州市

藝術館花燈師）。

          

中
華
僑
聯
熱
忱
接
待 

溫
馨
滿
懷

福
建
省
及
泉
州
市
兩
僑
聯
到
訪

          

中
華
僑
聯
熱
忱
接
待

首
度
來
台 

泉州市僑聯訪問團一行包括團長邱聯光（前左二）等人，與中華僑

聯理事長簡漢生（前右三）合影：前右二是中華僑聯總會秘書長鄭

致毅，左二是副秘書長廖俊傑。

僑光社／台北 香港新界鄉
議局廖書蘭議員最近將其所著

「黃花崗外──《黨人碑》與

孫中山首次起義」一書贈送給

大英博物館館藏，受到館方重

視。

「黃花崗外──《黨人碑》

與孫中山首次起義」一書，是

目前唯一一本研究黃世仲革命

小說《黨人碑》的專著。作者

「黃花崗外」具歷史參考價值 廖書蘭贈大英博物館典藏
 僑聯總會代售 餘額有限 欲購從速

兩岸三地僑聯座談加深交流計畫
2011年12月中旬，豫閩台兩岸三地僑聯座談會討論新的一年三地加深交

流計畫。主席台自左至右為中國僑聯林佑輝副祕書長、中華僑聯總會簡

漢生理事長、福建省僑聯王亞君主席、河南省僑聯董錦燕主席。

（圖文／廖俊傑）

固然希望透過文字，替黃世仲

討回歷史公道，對廣州第一次

起義、百日維新、保皇運動等

史事及孫中山、康有為等重要

人物均多有著墨，對了解革命

歷史極有幫助。

據廖議員表示，她數年前為

尋找辛亥革命資料，曾客座大

英博物館研究，而孫中山先生

的倫敦避難更成為辛亥革命的

轉折點，所以此番贈書該館格

外有意義。

廖書蘭贈書訊息曾經英國

商報、英中時報等媒體大幅報

導，普受各界關注。

「黃花崗外──《黨人碑》

與孫中山首次起義」，曾獲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99年華文著
述獎學術論著項社會人文科學

類第二名，僑聯並徵得廖女士

同意代售，反應熱烈，目前庫

存有限，意者可儘速訂購。

該書每本售價新台幣550
元（含稅），郵資另計：國

內35元，亞洲、大洋洲、中
國大陸地區206元，歐美地
區300元，港澳地區147元。
僑聯總會地址：台北市重慶

南路1段121號7樓之16；電
話：02-23759675；聯絡人：
02-23759675#15 陳麗霞小姐；
匯款：花旗（台灣）銀行帳號

6689039578（銀行代碼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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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振聰

炎風送荷香，酷暑不嫌長。

   胡鎮雅 (隸書)

〈中庸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誠，為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陳建彰

       泉聲響逾遠。鳥鳴春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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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群 張界之晨

   郭萬里

         古宅依山山益美。
         野廬旁水水更幽。

▲

▼劉昭睦

明心見性即是—佛。

▲

賓
碧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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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1月31日舉行新春團拜，
各界貴賓及僑聯理監事、會員

等百餘人參與，大家互賀新

禧，氣氛熱絡。

團拜由理事長簡漢生主持，

僑聯陳文楠伉儷、許金星、常

龍高、魏延年、程國強、袁頌

安、謝偉及廖聲顯、李肇洪等

多位海外理事、顧問也都到場

分享「回家」的溫馨喜氣。

總會準備了豐盛的雞尾酒、

佳餚招待與會者，台北市旅遊

業職業工會主席馬潮也分贈與

會者圍巾，在每位人員入場

時，由僑聯秘書長鄭致毅、副

秘書長廖俊傑代表替每人披

戴，簡理事長高興的說它是

「祝福的哈達，祈願大家溫

暖、平安！」

僑光社／台北  越南歸僑慶
生會於元月26日（星期日）中

春春春賀新禧 嚐佳餚  僑聯團拜氣氛熱絡
慶生、拜年一起來  越南歸僑慶生會分享快樂
舞龍舞獅  全球華人春節多吉祥

午在台北市天成大飯店舉行第

14屆第4次會員大會暨壬辰年
團拜及340期壽宴。
該會會長鄧朝輝祝福大家新

的一年祝大家龍騰虎躍、龍飛

鳳舞，與會者也互相團拜。

當天到場的貴賓計有：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秘書長鄭致毅、

世界廣東同鄉總會台北市廣東

同鄉會理事長葉美英、中華民

國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洪鼎、

林志鴻、劉義旺、劉小姐、莫

瑞群、鄧錦霞、利蓮、鄧少

達、劉潤萍、何妹、朱紫雲、

朱小雲、陳妙順、鄧亞秀、

黃錦萍、周玉珍、周玉梅、周

美玉、黃鳳娟、呂仲寬、李美

育、張志禮、甘淑儀、黎潔萍

等20餘人。
多倫多／多倫多約克郡銘

華中文學校1月28日舉辦新春
聯歡活動，由鑼鼓聲及舞獅揭

開序幕，600多位師生參與摺
紙、扯鈴、春聯展示、說吉祥

話等遊戲，場面溫馨熱絡。

駐多倫多辦事處組長洪松

暉、僑教中心副主任歐宏偉及

約克郡教育局國際語言課程負

責人Ivy Chan都出席與會。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洛杉磯／ 駐洛杉磯辦事處1
月29日在洛僑中心大禮堂舉行
全僑新春團拜活動，邀請僑務

賀新禧 嚐佳餚  僑聯團拜氣氛熱絡賀新禧 嚐佳餚  僑聯團拜氣氛熱絡賀新禧 嚐佳餚  僑聯團拜氣氛熱絡春賀新禧 嚐佳餚  僑聯團拜氣氛熱絡賀新禧 嚐佳餚  僑聯團拜氣氛熱絡春春

榮譽職人員、華文媒體、社團

負責人，主流人士及民選官員

等近千人參加。

新春團拜活動中，駐洛杉磯

辦事處處長龔中誠並頒發僑務

委員任命狀予新聘及續聘委員

高啟正及邱啟宜等8人。出席
這項活動的民選官員還包括加

州眾議員伍國慶、加州參議員

夏樂柏、華裔民選官員表等人

分別上台致詞並頒發賀狀。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南特市／法國法西台法之

家最近在南特（Nantes）巿活
動中心舉辦龍年新春餐會，約

80位台法聯姻家庭成員及法國
友人出席，駐法代表呂慶龍偕

同秘書陳奕芳前往共襄盛舉。

呂代表在餐會中致詞表示，近

年台法文化交流極為頻繁，

如即將舉行的土魯斯台灣文化

週、安古蘭漫畫展及坎城國際

唱片專業展，台灣藝術家皆積

極參與，凸顯台灣在亞洲國家

的精緻優質形象。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文光華陪同美智庫學者觀察大選

僑光社／台北 台灣大選順利完成，馬英九總統
獲選連任，美國智庫學者觀察選舉過程，認為堪

稱民主、自由的模範典型。

智庫學者一行5人，是由美國華府智庫戰略與
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文光華博士陪同前來觀察

大選過程，他們於元月10至16日，先後到高雄、
台南、台中、花蓮、台北，近距離了解選情及投

開票狀況，對選舉過程和平圓滿，表示敬佩，對

選舉結果尤其認在促進兩岸關係上，具積極加分

的意義，值得鼓舞。

文光華博士同時是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美西南

辦事處主任，對國家支持向不遺餘力。

馬總統連任 仰光三社團振奮

緬甸／ 馬總統獲選連任，緬甸仰光和義館、

勝興館、利城行三社團負責人何富有、阮照祥、

李潤福代表社員，表達無比振奮的心情。

和義館、勝興館、利城行是緬甸地區歷史悠久

的僑團，一貫擁護中華民國，去年9月間，三社
團即曾成立「馬吳競選後援會」，努力呼籲民返

國投票。

世界越棉寮華文報人聯誼會新春品茗

台北／ 世界越棉寮華文報人聯誼會在元月27
日中午12時，於台北市蒸籠餐廳舉辦新春品茗，
出席的同仁有會長黃寶芝、名譽會長利蓮、秘書

長鄭桂香、公關李雅梅、黎潔萍、還有顧問 劉臣

活 
動 

簡 

訊

活

動

簡

訊

活 
動 

簡 

訊

生、周潔明（周竟成令妹）李志詠、周

玉珍、張志禮 、甘淑儀等，顧問莫瑞群
和郭菲。 
報人聯誼會此次新春品茗是臨時邀

約，故多位長輩、顧問同仁及會員等因

有其他約會不能來參加，但他們都向會長

表達對該會的關心和歉意，該會下次的例行聚會

仍如期在二月份最後的一個星期五(2月24日)中午
12時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50號五樓蒸籠餐廳舉
行，詳情可與該會秘書長或兩位公關聯絡。

克萊頓華人長者聯誼會歡迎加入

墨爾本／「克萊頓華人長者聯誼會」於2011年
12月14在Clayton Senior Citizens 中心，慶祝成立一
週年暨聖誕節聯歡。包括政要、嘉賓及會員百餘

位齊聚於高齡中心大廳，喜氣洋洋的互祝佳節。

該會每周三、周五，分別在克來頓高齡中心

（19 Mary Street , Clayton Vic.3168）及京士頓社
區服務中心（58B Viney Street Clarinda Vic 3169）
有卡拉OK歌唱、太極班、舞蹈、自助午餐、象
棋、麻將等活動，並定期組織到各地旅行。

該會歡迎各華裔高齡朋友們加入，

查詢電話：0413 697 270（鮑然副會長）或0469 
928 150（祝榮甫副會長）。

昆士蘭元旦升旗 中外嘉賓雲集

昆士蘭／昆士蘭僑界舉行慶祝中華民國101年
元旦升旗典禮，約400位民眾出席。 昆士蘭客家
會及昆士蘭台灣商會元旦在昆士蘭台灣中心前廣

場舉行慶祝中華民國101年元旦升旗典禮，約有
400位民眾出席，大家在愛國歌聲中完成隆重的
升旗儀式，當天出席的外賓包括澳台友好協會

秘書長勞倫斯，以及Aboriginal Community Elder 
Uncle Albert Holt, Queensland Police South Brisbane 
District Inspector Owen Elloy, 及多位聯邦暨市議員
候選人。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贈哈達 表敬意

哈達（拼音：há dá）是用長方形絹布
製成的條

幅布帶，作為敬
禮之用。哈達長

短不一，一般為
二

至四尺，也有一
丈多長的。大都

為白色，象徵純
潔

的意思。也有藍
色、黃色等不同

種類顏色。哈達
的

質料也有很多種
類，大多數人們

不計較質料的優

劣，只要能表達
對上尊者的敬意

即可。

傳統上，獻哈達
，是藏傳佛教寺

廟以及藏族人民

的一種普遍而崇
高的禮節。

[新聞辭典]  

昆士蘭僑界舉行慶祝中華民國101年元旦升旗典禮，

約400位民眾出席。（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克萊頓華人長者聯誼會成員表演腰鼓舞蹈。
（圖文由克萊頓華人長者聯誼會提供）

熱鬧的舞獅表演為多倫多銘華中文學校

新春聯歡活動揭開序幕。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駐洛杉磯辦事處在洛僑中心舉行全僑新春團拜活動。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大家品嚐佳餚。 廖副秘書長（左）為會員披戴圍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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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天地

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衣櫃、一個書櫥，加上兩個

明亮的窗戶，這裡──是我的房間，更是我的小天地。

每當我疲累時，我總喜歡躺在床上，溫暖又舒服，睡

覺也好、發呆也好，在這裡，就能盡情的放鬆、休息。

從窗戶往外看，除了可以看到隨四季變化的行道樹、街

道、來往的行人，還時時聽到小鳥們吱喳的在清晨中歡

唱，夏夜裡還有蟲鳴來相伴呢！另一扇窗戶，可以看見

美麗的花園。

我這小小斗室，就像一個瞭望台，連結了更寬闊的天

地！

在這小天地裡，存放著我愛看的漫畫書、小時候的玩

具、相簿、勞作⋯⋯等等。 在這裡自己一個人，也不會
感覺到孤單，也不會感覺到無聊，因為這裡就是我一個

人的王國，一個人的世界，一個人的宇宙！所以連姊姊

想要進來我的房間，也要經過我的同意，或敲門才能進

來喔！我喜歡自己在房間對著牆壁丟小球、射飛標，翻

翻書來、打開相簿來看，有時會在房間玩籃球、整理自

己的抽屜，算一算存了多少零用錢，望著天花板發呆，

想一想今天的喜怒哀樂。

我的房間雖然不大，卻是我最喜愛的地方，也是我每

天習慣休息和玩樂的小天地。每天在這裡，消化了我的

煩惱，解除了我的疲累。我的小天地，讓我每天都精神

飽滿的迎接每個新的一天。

我愛我的小天地，所以我更珍惜。我很感謝爸爸、媽

媽給我這麼一個舒適又溫暖的房間，還幫我打掃的那麼

乾淨，幫我整理的那麼整齊。我現在已經十歲了，也開

始在學習獨立，把自己的小天地保持乾淨、整齊。經過

自己動手整理，還能體會出媽媽的辛苦，讓我更加珍習

自己所擁有的小天地。

在這小小空間裡，除了有形的東西以外，更珍藏著我

的成長回憶和無限的想像力！我要在我的小天地裡，用

感恩的心來用心體會；以悠遊自在的心情沉浸在我的小

天地裡！

徵文 小學組金牌獎

蕭名翔(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

中學書法銀牌 黃以惠

藝 文 天 地僑 訊
100年海外華校學生    比賽優勝作品展書法

徵文

僑校生獲頒獎狀

參
加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的100年海外
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比賽獲獎：

（圖①）馬來西亞崇華獨中鄒芷欣同學，開心

的接受由學校代頒的獎狀。（圖片由馬來西亞崇華

獨中提供）

（圖②）馬來西亞共和國民型華文小學獲獎

同學羅婉郡與指導老師鄭瑞裕合影。（圖片馬

來西亞共和國民型華文小學提供）

（圖③）比利時余易書院隸屬之華僑中華學

校獲獎同學，由駐歐盟兼駐比利時許真吉副代

表蒞臨頒獎，並合影留念，中排右起楊聚全副

組長、許副代表、易忠錢校長，最後排右一余

叔謀董事長。（圖片由比利時余易書院隸屬之華僑

中華學校提供）

（圖④∼⑧）緬甸大其力大華佛經學校獲獎

同學，由該校董事長代表頒獎，獲獎同學是梁

靜怡、白榮華、李勝發、楊文栩、余菊芳。

（圖片由緬甸大其力大華佛經學校提供）

（圖⑨）阿根廷愛育學校得獎學生與僑聯阿

根廷地區主任李茂勇合影。（圖片由阿根廷愛育

學校提供）
中學書法銀牌 陳婉盈

書法

中學組銀牌 黃以惠（菲律賓天主教崇德學校）

中學組銀牌 陳婉盈（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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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食材 匠心獨運  中、義美食一次搞定

中式料理與義大利美食，兩種菜式其實有很多共通點，只要那麼一點點撇步，就能複製專家美味。

相同食材 匠心獨運
中式料理與義大利美食，兩種菜式其實有很多共通點，只要那麼一點點撇步，就能複製專家美味。

絞肉×肉燥醬 

˙中義菜色比一比

義大利傳統肉醬的原文名

是「波隆那肉醬」，因為位於

北義波隆那產豬肉，所以這道

肉醬是運用當地盛產的豬肉來

做。這種醬汁以含「肉末」為

特色，再加入蔬菜丁、蕃茄

醬、香料做成，可說是義大利

麵醬的經典代表。

中式肉燥主要是以炒香的絞

肉加調味料一起熬煮，用來提

香的材料常會使用辛香料的大

蒜或紅蔥酥，而義大利肉醬則

是使用西式香草的迷迭香、月

桂葉。義大利的肉醬中多了蔬

菜丁的甜味，口感較豐富。

˙烹調比一比

義大利菜組：

炒香肉類→加蔬菜→加入香

料→調味→熬煮

中菜組：

炒香肉類→爆香辛香料→調

味→熬煮

都是煮肉燥醬，為了讓醬的

味道更有層次，中義在料理與

食材的運用各有其巧妙處。烹

調上，同樣會將材料中的肉類

先炒出香氣，再加入其他材料

繼續製作。材料方面，義式是

把蔬菜丁和絞肉煮在一起，讓

醬汁多了蔬菜的甜味，在與麵

拌煮1∼2分鐘後食用；而中式

肉燥則是在搭配麵條時，會加

上燙青菜一起食用。兩者都把

肉燥和蔬菜做巧妙的結合，

以減少肉燥的膩口感。

傳統肉醬筆管麵

份量：2人份

材料

A.豬絞肉100公克

B.筆管麵200公克、培根2

片、洋蔥100公克、紅蘿蔔70

公克、西洋芹60公克、帕馬森

起司適量

˙前準備

培根、洋蔥切小丁；紅蘿蔔

去皮切小丁；西洋芹削除表面

較老的粗纖維，切小丁。    

調味料：

A.純橄欖油3大匙、鹽1/2大

匙、黑胡椒粉1小匙、迷迭香

葉1/2小匙、月桂葉1片、紅酒

1大匙、蘿勒蕃茄醬2大匙、蔬

菜高湯150㏄

B.鹽1小匙

作法：

1.熱鍋，倒入純橄欖油，放

入培根丁，以中火炒至金黃色

後，加入洋蔥丁、紅蘿蔔丁和

西洋芹丁，拌炒至蔬菜略軟，

放入鹽、黑胡椒粉、迷迭香

葉、月桂葉，炒拌均勻。

2.放入豬絞肉，續以中火炒

至肉變白色，倒入紅酒和蕃茄

醬汁，略煮數分鐘後，再加

蔬菜高湯，燉煮至肉和蔬菜融

合，約30分鐘。

3.滾水中加1小匙鹽，放入

筆管麵，以大火煮11分鐘，直

到麵熟，撈起瀝乾備用。

4.煮好的筆管麵放入肉醬
中，續以中火煮1分鐘，撈除
月桂葉，刨上約2大匙帕馬森
起司，再以巴西利末裝飾。

美味小秘訣：

1.煮義大利麵，會加1小匙的
鹽，主要的目的是增加麵的鹹

度，讓麵有淡淡的鹹味，使麵

條和醬汁味道更合而為一。

2.燉煮肉醬的過程，若有多
餘的油脂，要撈除。

腐乳肉燥拌麵

份量：2人份

材料

A.豬絞肉150公克
B.白麵300公克、豆芽菜100

公克、韭菜30公克、蒜仁3

瓣、香菜30公克

˙前準備

A.韭菜切段狀；蒜仁、香菜
切末。

調味料：

A.沙拉油2大匙

B.豆腐乳2塊、醬油1大匙、

糖1大匙、米酒2大匙

作法：

1.熱鍋，倒入沙拉油，放入

豬絞肉，以中火炒至肉變色，

再加入蒜末爆香。

2.加入豆腐乳續以中火炒香

後，加入醬油、糖，炒到出現

焦糖香氣，鍋邊嗆入米酒，再

加入200㏄水，轉小火，煮到

湯汁變濃稠即為肉燥。

3.白麵放入滾水中，以中火煮

熟，再加入豆芽菜及韭菜段汆

燙熟，一起撈起，放入大碗中。

4.煮好的白麵上加入適量的

肉燥，撒上香菜末，食用時攪

拌均勻即可。

美味小秘訣：

炒肉燥要先炒絞肉，因若先

爆香蒜末，炒絞肉的過程，蒜

末會炒過久而變得焦黑，肉中

會帶有苦味，所以要先炒絞

肉。

蚵仔×湯飯 

˙中義菜色比一比

義大利的北部也盛產稻米，

運用米做出風味獨特的燉飯是

北義的傳統菜色之一。義式的

燉飯是由生米慢慢炒到熟，煮

米的過程，也和台灣南部的鹹

粥很像，而且煮出來的米飯會

粒粒分明。因為台灣南部人習

慣早餐吃粥，吃完早餐要幹

活，過於稀的稀飯是無法達到

充飢的目的。

鮮蚵濃郁的味道作成燉飯非

常適合，也正符合北

義喜歡濃郁醇厚的味

道；而台式韭菜牡蠣

粥，使用的鮮蚵正是

南部的特產，配上韭

菜，煮出來額外的清

甜。

˙烹調比一比

義大利菜組：

爆香→炒香米→熬

煮米→放入蚵仔→淋

橄欖油、鮮奶油

中菜組：

煮稀飯→調味→放入蚵仔→

淋香油

鮮蚵燉飯

份量：2人份

材料

A蚵仔300公克
B義大利米300公克、洋菇

150公克、洋蔥1/2顆、蒜仁3
瓣、帕馬森起司2大匙
˙前準備

A蚵仔洗淨瀝乾水分。
B洋菇切片；洋蔥和蒜仁切
末。

調味料： 
A純橄欖油2大匙、月桂葉

1片、白酒1杯、蔬菜高湯600
㏄、鹽1小匙、鮮奶油2大匙

B特級冷壓橄欖油1小匙、鮮
奶油1小匙
作法： 
1熱鍋，倒入純橄欖油，放
入洋蔥末、蒜末，以中小火爆

香，炒到洋蔥末變軟，呈金黃

色，再放入香菇片炒軟。

2加入義大利米，炒到米變
半透明，加入白酒，煮至酒精

揮發。

3加入撕開的月桂葉後，一
次加入1杯高湯，直到第1杯高
湯被米吸收完畢才可加第2杯
高湯，以小火煮至個人喜歡的

軟硬度後，夾出月桂葉。

4加鹽、水250㏄，放入蚵
仔，煮到鮮蚵變硬，加入鮮奶

油、高湯、刨下起司絲，炒拌

均勻，食用前，淋上特級冷壓

橄欖油及鮮奶油。

美味小秘訣：

1.要煮出正統的義大利燉飯

一定使用義大利米，煮之前不

能洗，不然洗去米表層的澱粉

質，就煮不出正統義式燉飯。

2煮的過程要不斷翻炒，高
湯要分次慢慢，而且高湯要維

持在熱的狀態，才不會一倒

入，溫度就馬上下降。食用前

淋上特級冷壓橄欖油及鮮奶油

有增添香味的效果。

韭菜牡蠣粥

份量：2人份

材料

A.蚵仔300公克
B.白米200公克、韭菜120公
克、冬菜15公克、雞蛋2顆
˙前準備

A.蚵仔洗淨瀝乾水分。
B.米洗淨瀝乾；韭菜切除根
部、切丁；冬菜切末；雞蛋打

散。

調味料：

市售高湯1000㏄、鹽1小
匙、醬油膏1大匙、白胡椒粉
1/2小匙、香油1/2大匙
作法：

1.取鍋，倒入高湯、白米，
以小火煮10分鐘（過程要稍微
拌一下）。

2.放入鹽、醬油膏、冬菜，
煮2分鐘，再放入蚵仔，續以
小火煮到微滾。

3.倒入蛋汁、韭菜丁、胡椒
粉、香油，煮到滾即可。

美味小秘訣：

這道粥有放冬菜是為了取其

香氣。

（本文作者為柯俊年、吳文玲，

文圖提供：邦聯文化出版「頂尖美味

大對決：中義美食料理SHOW」）

韭菜牡蠣粥

鮮蚵燉飯腐乳肉燥拌麵

傳統肉醬筆管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