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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威惠宮新廟奠基開工 各界參與祝禱
僑聯總會正、副秘書長代表理事長親赴道賀

僑光社／嘉義 崇奉開漳聖
王的梅山威惠宮2月12日在誦
經團的祝禱聲中與群眾的祝福

下，展開新廟奠基開工大典。

中華僑聯總會秘書長鄭致

毅、副秘書長廖俊傑代表理事

長簡漢生到場致賀。

典禮由梅山威惠宮主任委員

陳保仁主持，嘉義縣政府副縣

長林美珠、嘉義縣議會議長余

政達、梅山鄉鄉長劉宏文、開

漳聖王廟團發展協會理事長李

竹村、常務理事陳梅芳、雲林

縣陳姓宗親會理事長陳建成、

嘉義縣陳姓宗親會理事長陳長

鑌、嘉義縣前縣長何嘉榮、行

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陳以真、

斗六福興宮主任委員林癸君等

貴賓及全台開漳聖王相關廟宇

代表共同參與。 

柱堆去，象徵新廟正式動土。

整場典禮莊嚴肅穆，隆重圓

滿。

中華僑聯總會廖副秘書長在

典禮後的聯誼餐敘中強調，開

漳聖王陳元光的歷史功績與先

人渡海來台時開漳聖王信仰安

定人心的貢獻不容遺忘，希望

海內外信眾除了到漳州向陳元

光及先人謁祖進香外，更能追

本溯源，莫忘陳元光及先人的

祖籍其實源自於河南省固始

縣。尤其，中華僑聯總會於去

年年底在固始縣成功舉辦一系

梅山威惠宮成立以來一直是

嘉義梅山鄉民眾的信仰中心，

民國92年梅山縣陳姓鄉親組成
陳氏宗親會，再由宗親會發起

興建威惠宮，供奉開漳聖王等

神尊。而威惠宮又是從大陸漳

州雲霄威惠廟祖廟所分香，因

此梅山威惠宮廟名亦是由此而

來。廟宇建成後香火鼎盛，深

受信徒愛戴，廟方遂決定新建

廟宇恩澤鄉里。

威惠宮新廟奠基開工大典

前，嘉義縣傳統國樂及醒獅團

在鞭炮與鑼鼓聲中熱鬧演出，

吸引上百位鄉親圍觀。吉時一

到，典禮開始，由威惠宮主委

陳保仁率眾嘉賓齊向開漳聖王

上香、獻敬、叩拜，並恭稟祝

文。禮成後，嘉賓赴新廟奠基

地，手持圓鍬，鏟沙土，向龍

列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日後

還將在當地興建佔地7、8百萬
坪的陳元光祖廟，呼籲兩岸共

同支持這項活動，發揚開漳聖

王精神。會場並贈送150本由
中華僑聯總會編印的「開漳聖

王回老家活動全記錄」專書及

報導相關活動訊息的「僑訊」

月刊，獲得與會鄉親極大好評

與熱烈迴響。

嘉義梅山威惠宮奠基典禮，鄭秘書長（右一）合十為禮。

嘉義梅山威惠宮奠基典禮，廖副秘書長致詞講述開漳聖王事蹟。 嘉義梅山威惠宮奠基典禮，青輔會新任主

委陳以真應邀參加並與工作小朋友合影。

越南 理事梁德志台幣1000元。
美國 理事陳文欽台幣3000元；
         顧問郭素美台幣2000元。
加拿大 常務理事陳蔭庭加幣500元。
在台 理事周春風台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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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4歲的吳乾銘，心情
特別好。

原因之一是他經營的越南美

食餐廳生意火紅，而甫獲越南

國家體育暨觀光、文化部頒獎

表揚，尤其讓他多年傳揚越南

歷史文化、民情，促進台越兩

地文化交流的努力，得到最大

肯定。

其實，這位成長於越南，創

業於台灣的海外遊子，早已經

因為多年宣揚越南文化，受到

越南駐台北經濟辦事處的多次

感謝，只是他總是遺憾沒有得

到政府的表揚，此番獲獎，終

於讓他得償宿願！

吳乾銘15年前定居台灣時，
曾創立電子廠，並習慣將妻子

做的便當分享同事，其後雖然

關廠大吉，但因為吳太太純正

越式料理頗受好評，讓吳乾銘

決定開個小吃店，專營越式餐

飲。

誰知，開張半年，除了少數

越南華僑、越配光臨外，真是

經營餐廳 複製家鄉純正味 引介越南國情

吳乾銘文化交流食在有一套
門可羅雀。他苦撐之餘，做了

應變之道：以DM、夾報介紹
越南，推薦越菜；以法式咖

啡等附餐，讓口感清爽的越

菜增添幾許浪漫情懷⋯⋯，

如此這般，竟真的引起不少

人好奇，而一試之下回客率

讓他有著意外的驚喜，隨後

更因為口耳相傳帶來了媒

體、雜誌異國美食的介紹，

饕客PO網評價尤其招來諸多
嚐鮮客，他的小店真是高朋

滿座應接不暇。

於是，有經營頭腦的吳乾

銘不但租下720坪的超大店
面，裝設更打造越南風味：

當地傳統長衫、古早味三輪

車⋯⋯，使客人有恍若置身

「安南」古國，而將近120
道料理，更因為吳乾銘堅持

道地味，所有香料皆自越南

進口，使得用餐者都能滿足

微甜、微酸的味蕾享受。他

正計劃擴建分店，但不考慮

加盟店，因為他要維持「銘

記」的單一最佳品質。

同時是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的吳乾銘，一向熱心會

務，也總會抽時間參加會裡的

活動，他的說法是，僑聯服

務、關心僑胞向不遺餘力，猶

如「華僑的家」，他樂意回到

這個「家」，更期許自己能為

這個「家」增添榮耀與光彩。

（劉為一）

↑越南國家體育暨觀光、文化部表揚吳乾銘的獎狀。

  餐廳濃濃的越南風，透露了吳乾銘對故鄉的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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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臺北誌字第1021號梅山威惠宮新廟奠基開工 各界參與祝禱
僑聯總會正、副秘書長代表理事長親赴道賀 梁芙蓉等12人獲選海外優秀青年

將於青年節在各僑居地接受頒獎表揚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101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
獎章得主出爐，共有梁芙蓉

（印尼）、羅家瑋（日本）、

王思寧（美國紐約）、黃令先

（美國洛杉磯）、王亦凡（美

國洛杉磯）、詹純甄（美國洛

杉磯）、鍾羽宣（加拿大）、

鄭經緯（貝里斯）、彭成輝

（巴拉圭）、蕭家一（阿根

廷）、林挺瑞（澳洲）、郭

怡君（澳洲）等1 2人獲殊
榮。另有林葳（美國佛羅里

李鍾桂
 
法國巴黎大學國際法學博士

現任中國青年救國團名譽召集人；曾任：太平洋文化基

金會執行長；政大外交系主任、教授；中國青年救國團主

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國民黨中常委；第一屆十大

女青年。

吳清基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博士 

         
前教育部部長；教育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行政院政務

委員；台北市副市長；臺北市教育局局長；中國國民黨文化

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副秘書長；中國教育學會、中國工業

教育學會、中國創意發展協會、中國視聽教育學會 理事長。

陳泰然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伯尼）大氣科學博士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大氣科學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台大講座教授。 
曾任：台灣大學學術副校長；台灣大學教務長；台灣大學大

氣科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理事長。

陳義揚
 
美國杜蘭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曾任：國立交通大學教授、系主任、學務長、教務長；美

國聖若望大學副校長；國立空中大學校長；明新科技大學管

理學院院長

陳聰勝
 
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審查訪視召集

委員、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榮譽副總會長、行政院青年輔

導委員會前副主委、代理主委、國際就業安全協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名譽理事長。

焦仁和
 
美國北俄亥俄大學法學院博士

現任信和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訓導長、教務長、董事；革命實踐研究院秘書室主任、輔導處

處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葛雨琴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中華救助總會理事長；曾任：立委；行政院勞委會委員；中

華民國郵務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全總工會常務理事；台灣

省婦女會委員；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常務理事；勞資關係協進會

理事；立法院內政、程序委員會召集委員

羅清屏 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校畢業

恆義食品公司創辦人；北京豆豆廚食品公司董事長；

中華海峽兩岸企業交流協會理事長；高雄市青創協會理事

長；中華民國青創協會總會名譽總會長。

（依姓氏筆劃排列）

達）榮獲海外優秀青年榮譽

獎狀。

得獎人將於3月29日青年節
或僑社其他重要集會，在各僑

居地接受頒獎表揚。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的

101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
揚活動，經接獲印尼、日本、

美國、加拿大、貝里斯、巴拉

圭、阿根廷、澳洲等地區推薦

對學術、藝術及僑社公益等各

方面，具有卓越成就與貢獻的

13人參選，再交由僑聯文教基

金會彙審，並於2月16日（星
期四）上午11時，在僑聯總會
七樓會議室召開評審會議後，

選出12名榮譽獎章得主及一名
榮譽獎狀得主。

出席評審委員有李鍾桂、葛

雨琴、焦仁和、吳清基、陳泰

然、陳聰勝、陳義揚、羅清屏

等人，並公推吳清基先生擔任

評審會議主席。僑聯總會理事

長簡漢生等有關工作人員也列

席會議。 

優秀青年評審資歷

僑光社／台北 獲選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101年海外優秀青
年榮譽獎章得主，在學術、藝

術及僑社公益等各方面，具有

卓越成就與貢獻，其事蹟如

下：

榮獲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

者計12人：（不分次第）。
梁芙蓉小姐（印尼）：卅

一歲，印尼雅加達建國大學畢

業，現任雅加達留台校友聯誼

會會長助理。協助處理印尼僑

生赴台就學相關手續，盡心盡

力，負責盡職，深獲僑生及家

在學術、藝術及僑社公益等各方面  具卓越成就與貢獻

12 名海外優秀青年實至名歸
長的讚揚，對促進和諧與友

誼，貢獻良多。

羅家瑋先生（日本）：廣東

省人，卅四歲，醫療專科學校

畢業，現任橫濱華僑總會副會

長。熱心參與僑社並辦理各項

愛國公益活動，認真負責，對促

進僑社團結和諧，貢獻良多。

王思寧小姐（美國紐約）：

河北省人，卅五歲，西北大學

經濟、歷史雙學位，現從事電

影編導工作。編導「我愛你，

媽咪」紀錄片，在美播映以來

受到很大的迴響及許多獎項的

肯定，並獲得入圍新聞紀錄片

的艾美獎，對促進文化的交

流，貢獻極大。

黃令先小姐（美國洛杉磯）：

台灣省人，卅一歲，國立台北

藝術專科學校畢業，現為音樂

家。在音樂作曲與編曲上成就

非凡，並致力於將台灣音樂與

古典技巧的結合、融入所創作

的音樂，對音樂文化的傳承，

貢獻良多。

王亦凡小姐（美國洛杉磯）：

卅三歲，美國克萊蒙大學小提

琴博士，現為音樂家。在鋼琴

與小提琴方面學有專精，多次

受邀到各國演出，並將台灣音

樂作品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

對音樂的推廣，貢獻良多。

詹純甄小姐（美國洛杉磯）：

台灣省人，卅五歲，美國辛辛

那提大學音樂學院研究班畢

業，現為音樂家。在音樂豎笛

方面學有專長，曾多次受邀到

各國演出，深獲好評，並擔任

許多社團音樂教師，培育許多

音樂喜愛者，對推廣音樂，貢

獻良多。（文轉A2）

梁芙蓉                          羅家瑋                          王思寧

黃令先                          王亦凡                          詹純甄

↑越南國家體育暨觀光、文化部表揚吳乾銘的獎狀。

  餐廳濃濃的越南風，透露了吳乾銘對故鄉的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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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羽宣小姐（加拿大）：台

灣省人，十八歲，加拿大滑鐵

盧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校成績

優異，獲得多項獎學金榮譽，

對提昇華裔青年學生形象地

位，助益甚多。

鄭經緯先生（貝里斯）：

卅九歲，美國工商管理學院畢

業，現任貝里斯全國中華會館

理事長。獲得貝里斯高等太平

紳士榮耀，並受提名參選國會

眾議院民意代表候選人，對增

進中、貝兩國之間友誼及邦

交，貢獻極大。

彭成輝先生（巴拉圭）：台

灣省人，卅九歲，巴拉圭東方

大學政治系畢業，現任彭式企

業公司董事長。獲聘為美洲24
個國家議會所組成的議會聯盟

顧問，參與世界級組織各項活

動，在台灣外交上產生極大的

助益，對促進邦交友誼，助益

甚大。

蕭家一先生（阿根廷）：台

灣省人，卅六歲，阿根廷國立

音樂學院畢業，現為聲樂家。

經常代表阿根廷哥隆劇院赴各

國參賽及表演，均獲得極高的

肯定，對音樂文化的傳承，貢

獻良多。

林挺瑞先生（澳洲）：台灣

省人，卅五歲，雪梨科技大學

都市計劃碩士，現任澳洲台灣

商會副會長。擔任獵人山區市

議員期間，為民喉舌，對爭取

僑胞權益，助益甚大。

（文接A1）

郭怡君小姐（澳洲）：台灣

省人，卅五歲，紐西蘭Waikato
大學數學博士，現任新南威爾

斯大學教授。發表近四十篇論

文，深獲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與

肯定，屢獲邀赴歐美各國大學

演講及學術研討會專題講座，

對增進華裔青年形象與學術地

位，貢獻極大。

榮獲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狀

者一人：林葳小姐（美國佛羅

里達）。

僑光社／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
會於二月十日在河南省鄭州市

舉行會員大會，選舉第二屆理

簡漢生獲選  河洛文化研究會常理
籲加強研究開漳聖王現象並擴大「華夏文明創新區」建設的參與層面

中
國

事會理事，共有109位熱心及
研究河洛文化的專家學者獲選，

陳雲林先生獲選連任理事長（會

長），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

事長及台灣藝術界聯合會陸炳

文主席等獲選為常務理事。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成立

於2006年，首任會長為郭東坡
先生，2008年由陳雲林先生接
任，此次換屆大會於鄭州市

黃河迎賓館舉行，由全國政協

港澳台僑委員會楊崇滙副主任

主持，除了選出會長外，並選

出楊崇滙、李炳才、馬健、鄧

永儉（常務）、陳義初（常

務）、劉慶柱、王子今、王中

江等八位副會長；王玉英續任

秘書長；呂虹、張亞洲、蘇福

功（常務）、張鐵成等四人為

副秘書長。

大會並聘請陳奎元、張思

卿、羅豪才、張克輝、徐光春、

葉冬松、王全書等七人為顧問，

郭東坡、湯一介、李伯謙、李

學勤等四人為名譽會長。

常務副會長鄧永儉向大會提

報第一屆的會務報告及第二屆

的會務規劃。鄧副會長在詳盡

的業務報告中，用了很大的篇

幅介紹去年四月中在台北市舉

行的第十屆河洛文化研討會，

這項研討會是河洛文化研討會

首度跨海來台舉辦，由中華僑

聯總會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

共同主辦，中華僑聯總會承

辦，共有來自兩岸及海外的專

家學者共400多人出席盛會。
鄧永儉副會長高度評價這

次研討會，他說：「陳雲林會

長對這次會議自始至終都給予

高度重視，大會的兩岸主辦方

不負眾望，把這次會議辦成了

一個共襄盛舉的大會，開成了

一個圓滿成功的大會」。他並

說：「從與會學者的評價看，

台北第十屆會議應該是歷屆研

討會研討水平最高的一次。可

以說，台北第十屆河洛文化研

討會是河洛文化研究的創新和

跨越，在河洛文化研究的歷史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大會在近中午時分結束，

下午則由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

舉辦了一場專家座談會，題目

為：「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

區建設」。

作為河洛文化中心的河南

省，被中國大陸國務院核定為

「中原經濟區」，其建設綱要

中明訂五大戰略定位，其中第

五項即為「華夏歷史文明傳承

創新區」，為了這項建設案，

中國河洛研究會特別邀請專家

學者對這項議題提供建言，台

灣方面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

長、廖俊傑副祕書長，及台灣

藝術界聯合會陸炳文主席都應

邀出席發表意見。

簡漢生理事長對華夏文明

傳承創新區提出幾點期望：一

是要加深加大對陳元光因素及

開漳聖王現象的研究和探討；

二是「華夏文明創新區」的建

設，應該擴大參與的層面，有

台灣、港澳地區的熱情參與，

才能帶來更為多元而豐富的果

實；三是除了深層研究河洛文

化外，更必須對華語文的普及

及中華文化的世界化，進行應

用層面的開發，透過網路、雲

運算和電子閱讀器的高科技學

習工具，發展出無遠弗屆的華

語及中華文化學習系統。

簡漢生理事長並語重心長

的指出，兩岸必須密切合作，

讓台海成為亞洲和平安定的力

量，以及中華文化融合世界文

明的中心，共同創造中國人最

為光明的和平盛世。

簡漢生理事長（右）與全國政協原副主席
羅豪才先生合影。

簡漢生理事長（右）與陳雲林

理事長在會中交換意見。

鍾羽宣           鄭經緯                         彭成輝                         蕭家一

林挺瑞          郭怡君

由中國大陸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政

協江西省委員會、政協河南省委員會、中國

河洛文化研究會所主辦的第十一屆河洛文化

國際研討會，訂於2012年9月在中國江西省贛
州市舉行。即日起開放徵稿。

一.第十一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討會主題：

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

  相關議題：
1.中原漢人南遷與客家之形成
2.客家文化之內涵與特點
3.河洛文化與贛鄱文明
4.河洛文化與周邊地域文化

第十一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討會
 

二.論文提交：

1.論文在6000字以內，附300字以內中文摘
要，並提供摘要的英文譯文。

2.會議論文即將在研討會開幕前由河南人民
出版社正式出版。

3.參與論文一律提交電子版，於2012年6月31
日前發送至E-mail:zghlwhyjh200607@126.com

4.請不要提供已發表過的論文
三.會議具體日期：另行通知

四.聯繫方式：鄭州市花園路83號(郵編
450003)，電話/傳真：0371-65506806/13603844
141(楊先生)，13598011826(張先生)。

• 徵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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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育正／文 唐朝年間，閩南
一帶發生「蠻獠嘯亂」，祖籍

河南固始的陳元光將軍奉詔領

軍平定蠻亂，並在閩南地區建

州置縣，設立漳州府，開荒造

田，風化興教，促漢蠻融合，

使北至泉州，南至潮州，西至

贛州，全境大治，社會繁榮，

百姓安居。陳元光逝世後，當

地民眾感念陳元光大德，紛

紛立廟奉祀，尊他為「開漳聖

王」。明清時期，隨陳元光入

閩的唐府兵後裔多出海移民，

遷徙之際也多攜開漳聖王神像

或香灰以求平安，遂將開漳聖

王信仰散播到台灣、南洋及世

界各地，造就了今開漳聖王信

仰在台灣的傳衍與興盛。

從家族信仰到全民信仰

開漳聖王陳元光的信仰流

傳到全台各地後，廣受漳籍和

各種族群的崇拜與祭祀。雖然

開漳聖王的信仰一開始只限於

漳州陳氏家族的崇祀，但隨著

歲月的流變，開漳聖王的祭祀

圈逐漸地擴大，至今已成為台

灣各個族群所崇祀的對象。漳

州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的黃

偉民教授提到：「陳元光信仰

在剛剛形成的階段就表現出極

為明顯的家族性。自陳政領兵

入閩平亂就開始了陳氏家族經

營閩南的歷史。陳政死後，陳

元光承襲父職，成為家族新的

領袖.⋯。從陳政至陳謨五世
相繼統治漳州，時間前後長達

一百五十年之久，在中國歷史

上，由一個家族幾乎連續不斷

的統治一個州郡的現象是極為

罕見的⋯⋯由於在一定區域

內，政治權力和某一家族的權

力實際上是相通的，因此原來

屬於宗族的祭祀和崇拜活動就

有可能在權力的介入之下，輕

而易舉的擴大為民間的祭祀和

崇拜。」驗證了即使到了台灣

之後，漳籍先民在台灣各地開

墾發展，等到在各個聚落有了

一定能力和影響力時，從原本

自家祖祠的祭祀，到募集資金

為開漳聖王建廟，成為一個聚

落中重要的公共場所，隨著時

間演變與泉州、客家等各族群

不斷融合，使得不論是當地居

民或是遷移進來的民眾都能對

開漳聖王的信仰有所接觸與瞭

解，再往更多、更廣的區域去

傳播。以主祀開漳聖王地桃園

平鎮市建安宮為例，經過時間

的流變開漳聖王也成為當地客

家族群的主要信仰。可以說，

今開漳聖王陳元光的盛況已成

為全台各地不分族群信仰的對

象。

開漳聖王   

民族融合的先驅

開漳聖王聖像。

僑光社／ 河南省旅遊局決定自今年
起，開闢開漳聖王陳元光故居及河南省

民俗的觀光旅遊路線，讓台灣的開漳聖

王信徒能夠利用到開漳聖王陳元光在固

始縣的老家進香時，同時參訪河南省豐

富的民俗文化底蘊。

中華僑聯總會廖俊傑副祕書長最近利

用前往河南省鄭州市出席第二屆中國河

洛文化研究會會員大會之便，與河南省

旅遊局何琳副局長、朱建偉處長等人會

面，獲知河南省旅遊局正在規劃固始陳

元光老家景點（含：陳氏將軍祠、七星

河南省旅遊局何琳副局長（右四）與中華僑聯總會廖俊傑副秘書長（左四）商定開

闢「開漳聖王老家巡禮及河南民俗文化之旅」路線後，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楊海

中理事（右三）、旅遊局朱建偉處長（右二）、周學海副處長（右一）、宋宏普處

長（左三）、李琳娜（左一）、湯雁（左二）等人合影（照片由宋宏普處長提供）

吸引開漳聖王及87姓後裔文化尋根

河南省決闢 陳元光故居旅遊路線

有跡可尋：閩、台相繼發揮開漳

聖王陳元光精神，促進族群融合

開漳聖王陳元光精神對台

灣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促進

不同族群的合作與融和。渡台

伊始，漳籍先民們雖然必須面

對著福建、廣東等眾多其他籍

貫的先民，或是台灣本島上的

原住民族，因為彼此不夠瞭

解或是爭奪環境資源的問題點

上而產生摩擦和爭鬥，但是往

往在彼此犧牲了許多人力物力

之後，才發現團結發展方為對

大家都有利的方式。就如同當

年開漳聖王陳元光及其各姓將

士，從漳州以外的地方而來，

各自都源於不同的籍貫和生活

環境，在面對閩地的蠻獠（土

著）或是畲族的少數民族時，

彼此經歷無數征戰和資源的消

耗後，陳元光將軍發現到解決

問題的根本不在武力鎮壓，而

是和平共處、齊心發展的方式

才是對開展漳州這個地區最為

正面的一條道路。

伴月墓園、奶奶廟、開漳聖王祖廟興建

處等）、新鄭黃帝故里、開封包公祠、

洛陽關林（關公墓及廟）、白馬寺、少

林寺、中華民族發源地鞏義、鄭州等一

條線的觀光路線，可自合肥入鄭州返，

或自鄭州入合肥返。

這一條路線的規劃是配合開漳聖王信

仰和87姓入閩將士後代的尋根之旅，現
在正在規劃相關的食宿配套措施，更計

劃培訓一批閩南語的導遊來帶團，預計

將於今年年中正式開辦。

王天杞先生在〈試論陳元

光所執行的民族政策〉一文中

將開漳聖王陳元光當初治漳

時所實施的民族政策分為幾個

面向：在政治上，他主張各族

一律平等、提倡各民族間的通

婚、厲行法治、設置郡縣，在

經濟上，他採取唐代府兵制寓

兵於農的措施、招撫散亡，並

大力推行均田制、建立「唐化

里」（將依附的蠻獠集中擇地

居住，增加與漢人的學習與交

往）、推行「租庸調制和平均

徭賦」措施、興修水利、鼓勵

工商業發展，並且注重文化教

育的發展，這些都是促成漳州

能夠在設置州郡後迅速發展起

來的必要因素。而在台灣的漳

籍先民，也正是透過開漳聖王

陳元光這樣的精神和事蹟，學

習著怎麼與其他族群共處，並

且共同積極發展各種地方事

務，使得台灣的各項發展在這

些淬鍊和努力中加速前進，成

為這塊土地居民的一片新樂

土。

僑光社／ 河南省信陽市豫劇
團新編大型歷史劇「開漳聖王

陳元光」經過多次精修劇情內

容，已經正式公演，並於2月9
日晚間8時在河南省人民大會
堂，為參加第二屆中國河洛文

化研究會會員代表大會的所有

會員及出席貴賓演出，獲得觀

賞者極高的評價。

開漳聖王陳元光是唐朝名

將，13歲即隨父親陳政將軍、
祖母魏敬夫人自河南光州（今

信陽市）固始率領87姓軍校前
往閩南地區平定蠻變，隨即屯

兵當地，建設地方，引進中原

文化教育以及農牧技術，興修

水利，繁榮了地方之後，修表

奏請設州治理，遂被任命為首

任漳州刺史。陳元光治漳提倡

儒佛，深得百姓敬重，55歲時
隻身衝陷敵陣而陣亡，據史書

記載，斯時「官民同悲」，因

此捏土成像，加以祭拜，以感

其恩德，後來又被封為「開漳

聖王」。

一千多年來，開漳聖王成

為閩南、東南亞、台灣等地區

十分普遍的民間信仰，信徒眾

多，香火鼎盛。

但是開漳聖王信徒都知陳元

光來自漳州，卻少人知道其實

來自河南光州固始，而也少有

人注意到因為陳元光的率部入

閩平亂開墾，建設閩南，萬餘

人從此未再回返老家固始，無

意間造成了民族的大遷徙和中

原河洛文化的南傳，以致於國

際化，對河洛文化的傳揚居功

厥偉。

過去曾有幾次製作電視劇或

其他的表演型態，來演繹開漳

聖王陳元光的故事，但都不是

很成功，尤其無法凸顯開漳聖

王的「儒將」色彩和「和平融

合」的政治方針。

這一齣新編的豫劇，共分七

幕，劇情著重在陳元光重農興

業，並感服山賊的過程，扮演

陳元光的任現軍及魏敬夫人的

何雪林，演來絲絲入扣感人至

深，落幕後獲得觀眾熱烈的掌

聲。

「開漳聖王陳元光」豫劇目

前已正式公演當中，未來計畫

到福建及台灣演出。

河南信陽豫劇團新編大型
演出精彩 感人至深 可望來台分享同好

陳元光史劇

陳元光豫劇場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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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治華
〈緬懷國父〉

奔波壹世不辭勞，播種三民

壯志高；瀝血嘔心為救國，

推翻帝制逞英豪。

 陳德藩（楷書）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

周
忻
恩 

 

福
壽

▲馮正連  禪

▲楊蓁(篆書)

王勃〈滕王閣序〉滕王高閣臨江

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

浦雲，珠簾暮捲西風雨。閑雲潭影

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

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耿培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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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畫 受理報名

台北／ 以培育國際事務青年
人才，拓展國內青年國際視野

及增進對政府涉外事務之瞭解

為宗旨的「國際事務青年人才

培訓計畫」，即日起至3月9日
前受理報名。

凡年滿20至40歲具有大學學
歷或同等學力以上（含大專院

校在學學生）之國內青年，對

政治、外交、戰略等國際事務

相關領域有興趣者，可自即

日起至僑委會網站( www.ocac.
gov.tw/internationalyouth/ )下載
報名簡章及表件，並依簡章規

定備妥相關資料於3月9日前透
過網路將資料上傳。

培訓地點包括美國華府、紐

約、波士頓、西雅圖、舊金山

及洛杉磯；

課程概要及參訓時間是：

（1）國際事務課程：101年
6月至8月中旬；由錄取學員自
行申請美國知名大學於暑期開

設之國際事務相關課程，課程

結束後參加由駐外單位安排之

駐點實習活動。

（2）領導培訓課程：101年7
月20月至8月3日；錄取學員參
加由國際領袖基金會所規劃之

課程，內容包括專題研討與學

術座談交流、參訪美國公私部

門、拜會美國官員與政、學、

商界領袖、參訪美國民間機構

與團體等。

「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

計畫」是由僑務委員會與外交

部、國防部、教育部、行政院

青年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部會

依據馬總統「萬馬奔騰」的青

年政策，協助青年拓展國際視

野而舉辦，凡獲錄取之學員將

可獲得相關經費之補助出國短

期進修國際事務相關課程，並

於課程結束後前往駐外單位進

行駐點實習。

該計畫自98年開辦迄今已進
入第四年，總計培訓218位學
員，參訓學員均來自不同專業

領域。

緬甸德明堂慶賀馬總統勝選

緬甸／馬總統獲選連任，緬甸德明

堂元月18日舉行聯歡酒會慶祝，緬華
22個自由僑團的領導人及明德堂全體
委員均出席參加。

酒會由明德堂書記長邱龍廈主持，

除致詞祝賀馬總統獲選連任，更呼籲

旅緬僑胞摒除成見，團結一致支持中

華民國政府。該堂常委江松清、緬華

自由青年總社副理事長楊大巽、中華

民國緬甸歸僑協會常務理事尹開泰、

雲南僑領何廷貴等人也都先後致詞，

祝福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僑委會文化訪問團印尼演出 

印尼／僑委會副委員長任弘率領的

春節文化訪問團2月間分別在印尼棉
蘭、泗水、三寶壟及雅加達各演出一

場，以「龍飛鳳舞迎新春」為主題，

悠揚的歌聲、逗趣的演出及魔幻的技

藝，充分展現台灣的多元文化特色，

獲得僑胞與當地人士好評。

率團的任副委員長在各場演出致詞

時，特別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向

僑胞致意，讚揚僑胞在印尼的奮鬥與

成就，並感謝僑胞對中華民國的堅定

支持，尤其在建國100年期間，不但
踴躍在當地辦理慶祝活動，更組團回

國參加雙十慶典活動。這次的巡演希

望能讓印尼僑胞感受到政府的關心，

也期盼當地主流人士一同與會，感受

台灣的誠摯友誼。

駐印尼代表

夏立言也出席

棉蘭的巡演，除感謝任副委員長率領

訪問團宣慰僑胞，並陪同拜會棉蘭市

長拉胡曼（Drs. H. Rahudman Harahap, 
MM）。（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巴拉圭感謝我助建國宅

巴拉圭／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最

近與巴拉圭國家住居部部長羅隆

（Gerardo Rolon Pose）共同簽署「興
建社會住宅」捐贈議事錄儀式，國家

住居部主管、財政部及計畫部代表應

邀出席。

羅隆部長強調，住宅計畫向為巴政

府所重視的社會福利政策，對中華民

國政府慨允協助申致最深謝忱。

劉大使表示，合作議事錄簽約儀式

是兩國友好關係的明證，推崇巴拉圭

總統魯戈對民眾的關懷，期許未來

興建的160戶住宅成為「快樂之地」
（Vya Renda，瓜拉尼語），並增加就
業機會。（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阿根廷文化教學 百餘學生樂參與

阿根廷／ 阿根廷地區最近舉行海外
文化教學課程，在當地自聘教師指導

下，學生與家長約120人在5天中學習國
術、摺紙、古箏、鼓樂、書法、中國結

等民俗技藝，體驗中華文化之美。

成果驗收及作品發表由華興中文學

校校長陳惠敏主持，駐阿根廷代表處

僑務秘書張永剛也出席與會。學生認

真地擊鼓、彈奏古箏，展現豐碩的學

習成效。文化走廊也展示摺紙、書法

和中國結的作品。（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澳洲華人慶祝農曆新年

柏斯／西澳華人公會最近舉行「慶

祝農曆新年聯歡晚會」，共賞西澳中

華青年會的舞獅表演，鑼鼓聲中舞獅

助興，分享中華傳統美食佳餚，熱鬧

精彩，掌聲笑語如潮。

晚會由公會主席，也是僑聯總會澳

洲伯斯理事許錫忠主持，西澳地區僑

務顧問曾仲謀、西澳台灣聯誼會張振

鐽會長、西澳台灣商會副會長王錦昌

等出席。（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墨爾本／墨爾本華埠於1月29日舉行
歡迎農曆歲次壬辰龍年駕臨人間的佳

節活動。

當天早上，中華青年會的醒獅隊和

夜光金龍與七彩花龍在鑼鼓鞭炮響聲

中沿街騰舞，澳洲國旗和「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高高豎在廣場中央飄揚

招展，現場擠滿了近萬名觀眾。應邀

出席的貴賓包括駐墨爾本辦事處處長

翁瑛敏、維州司法部長暨經濟部長Hon 
Robert Clark議員、副市長楊千慧等。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黃玉液提供）

英倫中文教師聯誼會 新春聚餐

英國／ 英倫中文教師聯誼會2月中旬
舉辦年度大會及餐會活動，近20名來
自英國北、中、南僑校華語文教師齊

聚一堂。

聯誼會會長黃如玉首先在致詞時感

謝教師熱情參與，聯誼會將定期舉辦

培訓課程，提高華語文教學素質，也

期盼召募更多會員。會中並由副會長

華慧珍分享中文歌曲教學法經驗，引

發熱列討論。

駐英國代表沈呂巡也出席與會，並

贈送紀念套票給與會教師，也讚譽聯

誼會積極帶動教師共同推動華語文教

學，弘揚中華文化。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洛杉磯／ 為協助僑胞返台置
產更清楚便利，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美西南地區顧問吳程遠與

房地產協會及房地產專業公會

代表，齊聚洛杉磯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宣導「僑胞回台購屋

須知」手冊的使用方式。

這本這本針對海外僑胞返台

購置訪房地產所編撰的手冊，

是由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編撰，僑務委員會發

行，從產權登記，買賣流程，

房地產法規，估價評估，公設

比例，僑胞購屋稅務措施等多

項與海外投資人有切身關係的

資訊都詳細記載其中。

曾率美國房地產訪問團參觀

由僑聯與宜誠建設公司合作，

活．動．簡．訊

緬甸德明堂慶賀馬總統勝選。（緬甸德明堂提供）

參加101年度阿根廷地區海外文化教學課

程的學生認真地學習打擊太鼓。（轉載自宏
觀即時新聞網）

3月9日截止 相關表件可上僑委會網站下載

位於桃園航空城高鐵青埔站僑

峰建案的吳程遠，對於這個專

為僑胞需求而設計的建案十分

推崇。他表示僑胞們除了對於

台灣醫療品質，兩岸和平及未

來黃金十年發展深具信心外，

進出國門便利，生活機能佳，

國際學校設立以及低密度開

發，都能保留僑胞旅居海外的

生活品質，未來房價的發展更

是值得期待。

他表示，「僑胞回台購屋

須知手冊」，已由美國西聖蓋

博谷房地產公會 www.wsgvar.
com及華裔房地產專業協會 
www.carepa.org在官方網站提
供手冊下載，歡迎僑胞多多利

用。

法規、稅務、估價評估、公設比…置產注意事項全包括

僑胞回台購屋須知手冊 實用

吳程遠（前坐左二）與房地產業界代表宣導「僑胞回台購屋須知」

手冊具實用價值。（圖片由遠橋通訊提供）

墨爾本華埠舉行隆重歡迎農曆歲次壬辰佳

節活動。（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黃玉液提供）
英倫中文教師聯誼會舉辦年度大會及餐會

活動，出席教師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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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謝謝愛，讓你，在我身邊守

護我的未來⋯⋯」聽到李宇春的這首

「謝謝愛」，一股心酸湧上我的心

頭，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那一瞬

間，我心中激起陣陣波濤。如果不是

媽媽的付出與犧牲，我就不會生存到

今天。對媽媽給于我的愛，我常存感

謝心。

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是我一生中最

美麗的階段。父母用愛滋潤我，呵護

我成長。童年的生活猶如一條小溪，

歡快地哼著小曲向前奔騰。那時的我

可說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女孩。

所謂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十二歲那年，我不幸地患上了尿毒

症，頓時一種縹緲的幻滅似的悲哀，

在很遠的一瞬間抓住了我的心靈，一

股莫名的恐懼不停地纏繞著我，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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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不過氣來。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似

的往下掉。天啊，您太不公平了！媽

媽已泣不成聲，淚流滿面了。

那天晚上，媽媽的心臟病發作了。

媽媽病了整整一個月，紅撲撲的面龐

變得憔悴蠟黃。

每天晚上，媽媽緊緊地把我摟在懷

裡，微微地撫摸著我。媽媽似乎有千

言萬語要對我說，然而卻只是不停地

叹息，那一聲聲深沉無力的ā息，飽

含了母愛的濃濃情意，觸動了我的內

心深處。媽媽的愛，是一種渴望平安

的永恆。

無奈地，我開始過著洗腎的生活，

一個星期洗三次，我原本性格開朗，

患了尿毒症後，我變得憂心忡忡、鬱

鬱寡歡，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不平

靜。每一次管子插在我身上時，我的

心就像被一塊很重的石頭給壓著，一

直不停地流著血，我才十二歲，今後

的日子怎麼過呢？每個不眠的夜晚，

我蒙在被窩裡嚎啕大哭。

媽媽無怨無悔地陪著我，她真誠的

愛，彌漫在我周圍的每一個角落。洗

腎一個月的開銷約一萬元，這龐大的負

擔重重的壓在爸爸的肩上。爸爸近年來

已蒼老了許多，額頭上那一道道被歲月

刻下的痕跡也加深了。我看在眼裡，疼

在心上，我該怎麼辦呢？窗外，驕陽似

火，而我的心卻是冰涼的。

尿毒症的治療方法是換腎。要找

到適合的腎是很難的。再說，家裡的

開支越來越緊，換腎需要一筆非常龐

大的手術費。我要康復的機會似乎非

常渺小。找了很久，適合我並且有著

和我同血型的只有媽媽。老天真會作

弄人啊！媽媽心臟虛弱，是不適合捐

腎的。媽媽要求動手術把一個腎捐給

我，醫生卻不答應。媽媽的眼神非常

痛苦，眼角的魚尾紋清晰可辨。望著

媽媽，我的心酸滋滋的。我拭去眼

淚，一字一句地說：「媽媽，您放心

吧！女兒一定好好地活下去。」

洗腎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面對這

種與病魔抗戰的艱辛，我覺得自己的

青春歲月一片蒼白。風風雨雨中，我

在痛苦中掙扎，爸爸媽媽的愛給了我

力量和勇氣，支撐我迎接挑戰，也使

我戰勝了恐懼。

終於有一天，醫生說適合我的腎

找到了。我再次注意媽媽的眼神，她

那雙充滿智慧的眼睛溢滿了希望，閃

亮的像天空中的星星，我的心也頓時

像浪花一樣歡騰。為了支付龐大的手

術費，媽媽把娘家留給她的首飾變賣

了。

手術非常成功，而我也康復得快。

然而媽媽卻一直沒有來醫院探望我，

住院期間，我的眼皮總跳個不停，爸

爸只說媽媽感冒不方便來看我。我復

原回到家裡，找不到媽媽，後來爸爸

鄭重地告訴我，我的腎是媽媽捐的！

更嚴重的是，因為身體衰弱，動了移

腎的手術後，媽媽便突然昏迷了好多

次。後來媽媽患中風病而偏癱了。這

突如其來的噩訊，有如劃過晴天的一

道閃電，把我驚呆了。我的心像被撕

裂一般地痛著。我猛地推開窗戶，向

著黑黑的夜空呼喊。原來媽媽是這幕

後的主使者，媽媽犧牲自己來換取我

的光明。媽媽用她那博大的愛再度給

于我生命。這深似海、重如山的恩

情，我用一輩子的時間也無法去消化

和報答。

我的心篤篤跳著，眼皮直哆嗦，

臉燒得像烤了火，腳跟有些站不穩。

我腳軟地走到院子裡，連踩到一片枯

葉，聽到一顆石子滾動的聲音，都會

使我心驚肉跳，背脊裡榨出一身冷

汗。是我害了媽媽，我虧欠媽媽太多

了。我不斷地自責，我悲痛欲絕。

我鼓起勇氣，到醫院去探望媽媽。

一看到媽媽臥床不起，我頓時完全崩

潰了。一陣難以扺擋的悲痛揉斷了我

的心腸，淚水像小溪似的流淌著。媽

媽，我會照顧您一輩子的，您快點好

起來吧！讓女兒有機會盡孝心來報答

您啊！

如今，我身體內存著媽媽的一部分，

那一部分將永遠留在我的體內。就和感

謝之心一樣，常存我的內心深處。每當

想起那腎時，我會感受到一股暖流湧入

心頭。媽媽的腎代表著火熱的愛，陪我

走遍天涯海角，為我的人生旅程放射出

閃耀的光芒。親愛的媽媽，我會珍惜你

給我的一切，我將永遠銘記這份恩情，

並且常存感謝心。

徵文 初中組金牌獎

駱彥蓉（新加坡聖尼各拉女校）

常存感謝心

小學組銅牌 沈悅盈（美國紐約華僑中文學校）

小學組銅牌 楊蔚丹（美國紐約華僑中文學校）

六至九歲銀牌 李穎恒（澳洲墨爾本中華文化藝術學校）

六至九歲銅牌 謝礎陽（馬來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
繪畫

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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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抹谷明德佛經學校獲獎同學，

由該校老師代表頒獎，獲獎同學是

趙祥福（初中組徵文）、滕可

欣（初中組書法）、王仙珍（小

學組書法）。

（圖片由緬甸抹谷明德佛經學校提供）







僑校生獲頒獎狀

李穎恒

沈悅盈	 	 	 		 				楊蔚丹

謝礎陽

方便清理 兼顧美味         主婦最愛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A2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B3

  福建鑲豆腐

◆ 蒸籠：大火10分鐘 / 電
鍋：外鍋2/3杯水
生鮮材料：

板豆腐2塊（600公克）、
豬絞肉250公克、乾香菇（泡
軟）2朵、青蔥1支、香菜10公
克

其他材料：

櫻花蝦20公克
調味料：

A.鹽1小匙、烹大師干貝粉1小
匙、米酒1小匙、太白粉2大匙

B.醬油2大匙、白胡椒粉1小
匙、細砂糖1大匙、水100㏄

C.香油1小匙  
•準備GO GO
板豆腐＞切長方形

用廚房紙巾吸乾表面水分，

每塊再切成3等份為長方形。
乾香菇＞切碎

乾香菇去蒂頭，切碎。

青蔥＞切末  
青蔥切末。

香菜＞切小段

香菜去頭，切小段。

•作法

1.用湯匙將板豆腐中間挖約
2/3深度（挖出的豆腐碎留著和
肉餡拌勻）的凹洞，撒少許太

白粉於凹洞四周（份量外），

備用。

2.將豬絞肉、香菇碎、蔥末
和櫻花蝦放入調理盆，加入所

有調味料A抓勻，再加入豆腐
碎拌勻即為肉餡。

3.將豆腐排列於盤中，取適
量肉餡依序填入板豆腐凹洞，

均勻淋上拌勻的調味料B備
用。

4.將蒸籠底鍋的水加熱至
滾，放入裝絞肉豆腐盤子，蓋

1.雞絞肉、荸薺碎放入調理
盆，加入蛋液拌勻，再加入調

味料拌勻即為肉餡。

2.取適量肉餡整成扁圓形，
放上適量帶子丁，包裹成小球

狀，再排列於盤中，用拌匙稍

微壓扁備用。

3.將蒸籠底鍋的水加熱至
滾，放入裝帶子雞肉餅盤子，

蓋上鍋蓋，以大火蒸約10分
鐘，再鋪上紅蘿蔔條、毛豆

仁，續蒸5分鐘即可熄火（或
放入電鍋蒸至開關跳起來）。

4.小心打開鍋蓋，取出帶子
雞肉餅即可食用。

Cooking Tip
．帶子即為生干貝，曬乾後的

干貝又稱瑤柱，生干貝料理

前可以泡米酒，達到去腥提

鮮的作用。

．味醂以米為原料，再加上

麴、糖等釀造而成的味醂，

又稱為米霖，能去腥，可以

代替糖的甜味，帶有甘甜淡

雅的香氣。

方便清理 兼顧美味         主婦最愛無油煙
燉煮

  雙棗桂花雞

生鮮材料：

仿土雞腿1隻（500公克）、
紅棗12個、黑棗12個、香菜30
公克

其他材料：

桂花醬3又1/2大匙
調味料：

醬油2大匙、米酒3大匙、水
600㏄
•準備GO GO
仿土雞腿＞切小塊 
雞腿切小塊。

香菜＞切碎

香菜去頭，切碎。

•作法

1.雞腿肉放入滾水中汆燙，
撈起後用清水沖洗表面雜質附

著物。

2.將所有生鮮材料放入鍋
中，加入調味料、3大匙桂花
醬翻拌均勻。

3.開大火煮至滾，再蓋上鍋
蓋，轉小火滷約20分鐘至入
味，加入剩餘桂花醬拌勻，撒

上香菜即可盛起。

•作法

．配種而來的仿土雞，又稱半土

雞，仿土雞的肉質不會太硬也

不會太軟，介於肉雞和土雞

之間，適合各類烹調方法。

上鍋蓋，以大火蒸約10分鐘即
可熄火（或放入電鍋蒸至開關

跳起來）。

5.小心打開鍋蓋，取出絞肉
豆腐，淋上香油，撒上香菜即

可。

Cooking Tip
．板豆腐容易出水，撒太白粉

於凹洞，可以讓填入的肉餡

固定於豆腐中。

．福建鑲豆腐的特色為含蝦米

和白胡椒粉調味，剛蒸好的

鑲豆腐建議放涼，食用時再

回溫，可以讓豆腐更入味。

．烹大師干貝粉是萃取干貝精

華製成的調味品，自然的鮮

味適合各類料理方式，添加

1小匙就可以引出食物本身
的美味。

  帶子蒸雞肉餅

◆  蒸籠：大火15分鐘╱電
鍋：外鍋1杯水
生鮮材料：

A.雞絞肉400公克、帶子4個
（40公克）、荸薺6個（100公
克） 

B.蛋液1/2個、紅蘿蔔50公克、
毛豆仁35公克、香菜25公克
調味料：

醬油1大匙、米酒3大匙、白
胡椒粉1小匙、味醂2大匙
•準備GO GO
帶子＞切小丁 
帶子切小丁。

荸薺＞切碎

荸薺切碎。

紅蘿蔔＞切細條

紅蘿蔔去皮，切細條。

香菜＞切小段 
香菜去頭，切小段。

•作法

吃多了大火快炒、高溫油炸料理，何妨換用「蒸、燉滷、水煮」方 式，

除了無損美味，更能讓下廚輕鬆優雅，

做菜不再揮汗如雨，試試看吧！

．紅棗和黑棗是使

用率很高的中藥材，

在加熱中釋出自然

的甘甜味，不但補身

外，還可以取代減少糖

的使用量。

  香椿蟹肉鮮時蔬

生鮮材料：

蟹鉗肉100公克、小蕃茄
50公克、洋蔥30公克、甜豆
莢30公克
調味料：

香椿醬1大匙、醬油2大匙、
橄欖油1大匙、味醂1/2大匙
•準備GO GO
小蕃茄＞切半

小蕃茄對切。

洋蔥＞切大丁

洋蔥切大丁。

甜豆莢＞切斜片 
甜豆莢的蒂頭撕開，向下拉

去除筋，切斜片。

•作法

1.甜豆莢放入滾水中，以中
火煮約4分鐘，撈起泡入冰水
中冰鎮。

2.作法1原鍋水續煮滾，放入
蟹鉗肉，以中火煮約30秒鐘，
立即撈起泡入冰水中冰鎮。

3.將調味料放入調理盆拌
勻，放入所有材料翻拌均勻即

可盛盤。

Cooking Tip
香椿醬不油膩且不會太鹹，

還帶有清雅的香氣，可用來炒

飯、拌麵，做為涼拌或燉滷料

理調味，可到大型超市或有機

食品店購買。

（本文作者為柯俊年、吳文玲，

文圖提供：邦聯文化出版「無油煙

輕鬆煮」）

福建鑲豆腐 帶子蒸雞肉餅

雙棗桂花雞                                  香椿蟹肉鮮時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