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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為一／文 長庚醫院副院
長鄭明輝醫師，最喜歡對患者

說的一句話是「不要怕，面對

它、解決它，勇敢走出去」！

沉穩、輕柔的語調，給病人

無限安定、鼓勵的力量！

著作曾獲選為美國醫界教科

書的鄭醫師，是顯微重建外科

的權威，他多少年來為無數個

車禍、職災四肢受傷害的患者

進行移植手術；為口腔癌、乳

癌患者執行重建；⋯⋯，每當

患者因此能自如的運用手腳，

可以清楚的開口講話，拾回自

信，笑臉迎向人生時，他都有

難以言喻的感動。

曾經有位乳癌病人，在切除

協助患者建立自信 迎向陽光

鄭明輝醫師 全力做「 生命回春」推手

天都是行程滿檔，而在接任長

庚醫院副院長的行政工作後，

雖然已久違他最喜歡的球場揮

桿，但仍堅持定時向健身房報

到，因為他肯定只有運動才能

維持體能最佳狀況，做病患最

好的守護者！

同時是僑聯總會永續發展委

員會醫療組負責人的鄭醫師表

示，根據他訪問海外的經驗，

對諸多華人期待更好醫療管道

的需求，感觸特別深刻，他自

豪台灣具世界級醫療品質，而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陳義揚（右二）與長庚醫院鄭明輝副院長（右三）、褚柏顯

（右一）、江東和（左二）、李炫昇（左三）等醫師及管理部戴興業高專（左一）合影。

治療後過了9年灰色生活，自
認了無生趣，而在65歲那年，
接受鄭醫師的手術，重建乳房

外觀，也神奇的建立了自信；

從此她全心投入重建外科的推

廣，甚至遠赴上海、美國，參

加全球華人乳癌大會，以舞蹈

分享、宣揚「重建」陽光的喜

悅！

鄭醫師不諱言，與其說由於

他，讓受術者獲得重生，不如

說其實更因為患者的勇氣，

替自己創造了第二次生命的機

會。

他回想當初之所以走進顯

微重建外科的領域，固然是

著迷於顯微鏡下呈現肉眼難

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聽

了羅慧夫、魏福全兩位名醫的

演講，對「用愛彌補上天對顱

顏患者的疏忽」，和「不只撫

平生理的疤痕，還有心裡的疤

痕」以及「對病人的治療，不

管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都

可能影響他們的一生」的說

法，有著深深的悸動，決定扮

演「生命回春」的推手。

鄭醫師通常每周有2-3天的
開刀、2天的門診，還有似乎
永遠寫不完的論文、稿債，每

 鄭明輝醫師小檔案

學歷：中山醫學；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畢
業；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 研究員  

現職：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顯微重
建外科教授；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美國外科醫
學院院士 

獎項：榮獲美國顯微外科醫學會2006 Godina Lecturer Award-
Godina Lecturer Award，此獎是紀念Dr. Marko Godina 對
顯微重建外科界的無盡熱情及卓越貢獻，每年由美國
顯微外科醫學會 （ASRM） 於全球遴選出一位具有同
樣精神及貢獻的年輕醫師予以表揚。

所需費用卻相對低廉，所以他

亟盼建立一個平台，提供相關

的資訊和管道，協助全球華人

都能享受最適切的求醫就診資

源！

泰國 常務理事陳茂修台幣3000元。

澳門 理事張學池台幣2萬元。

日本 常務理事謝來興台幣6000元。

澳洲 顧問金義澳幣100元。

彥賢義捐
泰國 常務理事陳茂修台幣3000元。

澳門 理事張學池台幣2萬元。

日本 常務理事謝來興台幣6000元。

澳洲 顧問金義澳幣100元。

彥賢義捐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A2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A2 A1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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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結僑心‧反映僑情 第1333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創刊

中華郵政臺北誌字第1021號

海外華校學生暨台商子弟
僑聯即日起受理報名6月30日截止

書法、繪畫、徵文比賽

僑光社／台北 香港華僑華
人總會及香港地區和統會參訪

團，由團長梁淦基、饒美蛟率

同3月20日拜訪中華僑聯總會，
受到簡漢生理事長熱忱接待。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及香港地

區和統會參訪團成員此次來到

台灣，對美麗寶島的風景及人

文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

中華僑聯總會全體同仁熱忱接

待參訪團成員，使他們感覺如

同回到家中，這份盛情使他們

都感到難以忘懷。

簡漢生理事長在致詞中一

再強調，台灣與港澳地區各僑

社的互動，尚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部分政治理念及立場雖可

能存在若干歧異，但彼此都必

須將眼光放在更廣闊的領域，

惟有團結合作、自立自強，才

是華人未來能在國際舞台上大

放異彩的關鍵。

梁淦基團長在致詞時則表

示，團員們都是帶著歡欣無比

的心情來到台灣，而僑聯理事

長簡漢生和秘書長鄭致毅親自

接機，以及熱忱的接待，尤其

使他們感受濃厚的人情味。

他表示，與簡漢生理事長是

多年摯友，但過去兩地間僑社

和僑務等往來卻十分有限，希

望這次的到訪能夠加強維繫雙

方實務上的合作，共同為華人

在世界攜手打造和平且繁榮的

藍圖。

訪問團一行並由僑聯理事

長簡漢生及特別助理賴素梅

陪同，拜訪了立法院院長王金

中華僑聯溫馨接待

平、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

丙坤、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詹春

柏及中華港澳之友協會秘書長

張仕賢；受到王院長、江董事

長等親自熱忱接待，而在立法

院一小時的實際觀摩中，並旁

聽了立法院總質詢，由行政院

長陳沖接受質詢的過程，參訪

團尤其感受台灣民主政治的可

貴，認為值得香港借鏡學習。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香港

地區和統會的成員包括：名譽

團長邱維廉團長（澳洲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團長：

梁淦基（香港華僑華人總會會

長、中國僑聯常委、美麗達有

限公司董事長）；饒美蛟（香

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

席、香港崇正總會會長、香港

銅紫荊勳賢）。副團長：葉聯

意（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會長、星亞旅遊董事

長）；呂良民（香港華僑華人

總會副會長）。顧問：葉森堯；黃惠山；蘇金碧；馮丹藜；盧學

鋒。秘書長：方進平；崔大林。團員：饒運妹；林秋月；李莉莉；

王桂花；吳婉芳；翁全娘；劉北龍；黃真誠；歐陽鈞昌；陳甘輝；

周頌友；陳婉芳；潘瑞娟；胡億琴；林珠蓮；張安娜。張安娜。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香港地區和統會參訪團名譽團長邱維廉（左六）、團長梁淦基

（左七）、饒美蛟（左九）等全體人員與簡漢生理事長（左八）合影。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  香港地區和統會︱參訪團蒞臨
觀摩立院質詢感受民主政治 

廣泛拜會各界咸認收獲良多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詹春柏（前排左六）熱情接待參訪團，並與團長饒美蛟（前排

左五）互贈紀念品。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101年海外華校學生暨台商子弟書
法、繪畫、徵文比賽，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受理報名，歡迎海外華文學校
或中文補習班之在校學生﹐踴躍參加。

詳細比賽辦法除由僑聯總會分函各海外華校外，並已同步於僑聯網站

（www.focat.org.tw）公布，請直接下載參考。

簡漢生理事長（前坐左三）陪同拜會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前坐左五），前坐左

六、七為團長梁淦基及饒美蛟；前坐左四為名譽團長邱維廉。

簡漢生理事長（前排右六）

陪同參訪團至立法院，拜會

院長王金平（前排右七），

並與之合影留念；前排左五

是邱維廉、左六梁淦基、右

二是饒美蛟。

參訪團拜會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並與秘書長張仕賢（前排右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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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一行在老子故里合影：左起：中華僑聯總會秘書

長鄭致毅、河南省僑聯副主席姚新文、中華僑聯總會理

事長簡漢生、周口市委常委暨統戰部長武建新、中華僑

聯總會副秘書長廖俊傑、河南省周口市僑聯主席馮連

根。（圖片由周口市僑聯提供）

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3月中旬赴巴西
參訪，受到僑界熱烈歡迎。

簡理事長是以國際經濟合

作協會副理事長身份，陪同經

濟部國貿局長卓士昭率領的

經貿團訪問巴西，在里約、

聖保羅、巴西利亞等地與僑胞

見面，表達國內及僑聯總會的

關懷與重視之意，而國貿局長

卓士昭也承諾今後將更加強連

繫，務期藉由僑胞協助推動台

灣與巴西的經貿往來。

簡理事長對僑胞的熱忱表

示感動萬分，他以自己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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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身份率團往中南美洲開拓

市場的經驗表示，巴西地大物

博，石油、礦產、糧食等資源

豐富，而且民主發展成熟，社

會制度安定，值得對之多做了

簡漢生訪豫 肯定周口      資源優勢
強調雙方應加強交流 開展更多合作空間

根文化

伏羲廟前虔誠上香。（圖片由周口市僑聯提供）

訪巴西 感謝僑社熱烈歡迎
表達國內關懷重視心意 強調當地值得考慮投資

參訪里約市政府投資推廣處。（圖片由外貿協會提供）

解，並考慮為投資對象。

巴西經貿訪問團由經濟部

國貿局局長卓士昭率領，先後

拜會隸屬里約市政府投資推

廣處之賽事特別單位、聖保

羅州政府及巴國發展、工業暨

貿易部，同時考察里約市政建

設等，並舉辦一對一貿易洽談

會。卓局長表示，巴西做為

2014年世界盃和2016年奧運會
的主辦國，而台灣也爭取到舉

辦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
辦權，兩國或許有很多地方可

以相互交流與合作；尤其巴西

政府為舉辦這兩項國際賽事，

積極興建各項基礎設施，產生

的龐大商機，更值得台灣廠商

與政府重視。

卓局長及簡理事長並由我駐

巴西代表徐光普陪同，在巴西

里亞正式拜會了巴西聯邦政府

的相關部會，雙方一致認為台

訪問團抵達里約，僑胞熱烈歡迎，前排左三為僑務委員暨僑聯駐里約辦事處主任胡雲光；左四國貿局

局長卓士昭；左五里約中華會館理事長劉美琪；左六為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圖片由外貿協會提供）

巴之間無論貿易、投資及其他

方面，均有極大合作及互補空

間，實有賴雙方政府及民間廣

泛合作，共同促進雙方經貿、

文化、旅遊之發展。這是多年

來我政府官方代表團正式拜會

巴西聯邦政府相關部會，且備

受禮遇，可說是雙邊關係之重

要突破。

僑光社／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
漢生三月中旬，陪同經濟部國

貿局卓士昭局長訪問巴西，受

到僑界熱烈歡迎。

簡理事長等首站抵里約，

由里約中華會館理事長劉美琪

女士、僑務委員胡雲光及僑胞

數十人親自到機場接機，並連

續兩晚分別以中餐及巴西烤肉

招待全體團員，盛情感人。僑

胞並熱烈參與貿洽會及相關活

動。

隨後全團抵聖保羅，由巴西

台商總會設宴招待全體團員及

另一由貿協副董事長吳文雅所

率領的貿促團廠商四十餘家，

席開二十桌，台商會長張永

昌、 前會長楊國憲、劉學琳、
洪慈和、張永西等均親自出席

接待，聖市及遠從南部愉港等

市趕來參加的各地台商代表共

聚一堂話商機，台商一致希望

國內能多組團到巴西訪問，並

願協助台商到巴西創業，卓局

長及簡理事長分別致詞表示感

謝並保證一定會努力拓展巴西

市場。

周口／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
簡漢生3月26日至河南省周口
市參訪，對當地保留歷史文化

和發展觀光旅遊的成就，表示

讚佩。

簡漢生理事長是與秘書長鄭

致毅、副秘書長廖俊傑，在河

南省僑聯副主席姚新文的陪同

下，蒞臨周口市參觀考察。

周口市委書記徐光、市委常

委暨統戰部長武建新，副市長

李紹彬，市僑聯主席馮連根等

均出面接待並陪同考察。       
簡漢生一行先後到鹿邑縣

老君台、太清宮，淮陽縣太昊

陵，周口市文化藝術中心和周

口關帝廟等地，參觀考察老子

文化、伏羲文化、姓氏文化發

展情況，並就中華僑聯總

會與周口市在僑情資源分

享、經貿文化交流等方面

進行了充分溝通。    
簡理事長表達了對周口

市弘揚歷史文化和發展旅

遊產業所取得新成就的讚

賞，同時表示，周口歷史

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文

化資源豐富，其中的伏羲

文化、老子文化是周口得

天獨厚的傳統文化資源。      

簡漢生表示，中華僑聯總會

非常願意與周口市僑聯攜手，

一起將周口的根文化資源優勢

宣傳出去，並進一步加強兩岸

交流與合作，讓更多的華人華

僑到周口來，領略傳統文化的

博大精深，開展更加廣泛的經

貿文化交流。

簡理事長是參加在新鄭市黃

帝故里舉行的祭祖活動後，前

往周口市參觀。

巴西台灣商會盛宴款待參訪團，左起為：聖保羅辦事處處長陳宗

賢、貿協副董事長吳文雅、台商會會長張永昌、國貿局局長卓士

昭、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及僑聯常務理事楊國憲。

（圖片由外貿協會提供）

卓士昭、簡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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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僑青團到訪  與中華僑聯簽署友好協議 
     雙方建立協作關係 加強互惠發展約
定

福建省僑青團與中華僑

聯總會及歸僑團體理

事長們合影：前坐者自

左至右：張忠春、趙麗

屏、林澤春、簡漢生、

鄭茂生、劉官政、陳朝

宗；後排自左至右：

吳厚才、廖俊傑、李中

彥、蔡小吉、鄭致毅、

林狄、黃晨、賴素梅。

僑光社／台北 福建省僑聯僑
青團一行6人，2月29日下午拜
會中華僑聯總會，受到熱忱歡

迎。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第
15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3月29日
下午在僑聯會議室舉行，會中進行多

項工作報告，並通過僑聯成立60週年
慶祝活動及續聘林遵瀛為僑聯駐美國

亞特蘭大地區辦事處主任等議案。

會議由簡漢生理事長主持，理監事

出席參加。

會中除宣讀前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決議案執行情形外，並對僑聯

下半年將舉行的重大參訪活動做了如

下報告：

1. 為結合海外華人力量，推動海外
華人社會和諧共處，及提高華人僑居

國家權益與華人社會之興盛發展，擬

組團訪問越泰緬及星馬印等地區之僑

胞與僑社，屆時歡迎報名參加，共襄

盛會。

2.擬訂於6月中旬左右，組團參加由
大陸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辦，在

僑聯舉行第15 屆2次理監事會
通過多項慶祝僑聯60歲活動方案

理監事會現場，由簡漢生理事長（右上角）主持。

廈門召開之第四屆「海峽論壇」活動，

並赴湖南地區旅遊參訪，將邀請海內外

理事、顧問、會員約100人參加。
3. 7月15日至7月24日，組團參加由
河北省僑聯主辦「兩岸四地青年學生

交流營」活動，主要內容有：與兩市

大學生交流座談，參觀當地的名勝古

跡、知名企業和高等院校等。

預定邀請20名臺灣青年學生（大學
理工科專業三、四年級或碩士研究生

為主，含1名領隊）參加。
4. 7月28日至8月4日（初定），擬
邀請海外各地留學生約30人組團參加
由福建省閩台交流協會、福建省僑聯

聯合主辦「閩客之旅─福建尋根夏令

營」，以加強由台灣出國留學之學生

與大陸福建大學生互動交流。

5. 九月中旬左右，擬組團參加由中
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主辦，在江西省舉

行的第11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6. 十一月上旬左右，組團參加由中華
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河南省政協聯合

主辦「第四屆固始根親文化節」活動。

會中並討論通過1.慶祝僑聯成立暨

華僑節60週年紀念，舉辦研討、座談
會；園遊會及出版紀念文集等活動。

2.續聘海外辦事處主任林遵瀛先生為美
國亞特蘭達地區辦事處主任。

簡漢生獲選僑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為配合第60屆華
僑節暨成立60週年慶祝活
動，訂6月23日舉辦「全國
各大專院校僑生國語歌唱

比賽」，即日起至6月15
日受理報名，歡迎踴躍參

加。

有關比賽辦法及報名表

格，除已分寄各有關學校

外，並同步公佈於僑聯網

站，有需要者，可請自行

下載參考。

僑聯網站是：

http://www.focat.org.tw
僑聯總會地址：

(10045)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

121號7樓之16；

電話：(02)2375-9675～14；

傳真：(02)2375-2464；

E-mail:ovmusic100@gmail.
com

大專僑生歌唱比賽
即起受理報名

101年

吳清基獲一等教育獎章

僑光社／台北 僑聯文教基
金會3月2日舉行第11屆董事會
第一次會議，簡漢生獲選董事

長、鄭致毅受任執行長。

董事會同時新聘前教育部長

吳清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董事長簡又新為董事。

第一次訪台，但這裡的語言、

文字和主人的熱情，都讓他們

有如回家的親切感。

他說明福建省僑聯僑青團目

前有團員3百餘人，其中不乏
上市公司老闆、體育明星，目

的就是希望「僑」的團體增添

年輕的活力。

他表示，福建僑聯除擬於今

年6月組團訪台，也將在台北、
高雄邀集台閩攝影家，舉辦以

「美哉龍的故鄉」為主題的圖

片展，務期加強兩岸交流。

福建省人民政府督察室主任

鄭茂生指出，當地平潭正積極

發展中，前景看好，歡迎台灣

各界前往投資。

中華民國各歸僑協會正、

副理事長包括：緬甸趙麗屏；

印尼張忠春；寮國李中彥；港

澳蔡小吉；高棉林狄均到場與

訪問團見面，表達歡迎之意。

趙理事長建議未來兩岸青年論

壇，最好選在周末假日舉行，

以方便年輕上班族參加。

訪問團一行在台灣停留7
天，除拜會福建、福州同鄉

會等社團外，並參訪故宮博物

院、陽明山、大直官邸、士林

夜市、野柳、日月潭、中台禪

寺、埔里酒廠、阿里山、西子

灣、墾丁國家公園等南北重要

景點。中華僑聯總會鄭致毅秘

書長、廖俊傑副秘書長親赴機

場接送並全程陪同參訪，訪客

簡漢生理事長及林澤春團長

並簽署「中華僑聯總會青年團

暨福建省僑聯青年委員會締結

友好社團協議書」，約定雙方

建立協作關係加強互惠發展。

簡漢生理事長致詞表示，中

華僑聯總會成立60年，是一個
極重要的涉僑民間社團，多年

來他的工作目標就是服務海外

僑團僑社、發揚中華文化以及

加強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他強

調，台閩一水之隔來往方便，

期待雙方僑聯在密切交流的基

礎上，持續做更良性的合作。

林澤春團長代表成員感謝受

到的接待，表示雖然他們都是

均感覺備受榮寵。

僑青團是由福建省僑聯副主

席林澤春率領，成員包括：鄭

茂生（福建省人民政府督察室

主任）、劉官政（金星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朝宗

（廈門禹道投資管理公司總經

理）、吳厚才（福建省僑聯主

任科員）、黃晨（福建省僑聯

主任科員）。

基金會是於3月2日上午11
時，在僑聯會議室舉行，由僑

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擔任主

席，出席董事包括張植珊、王

能章、林基源、吳清基、葛維

新、鄧文聰、牟宗燦等人。

會中除選出新屆董事長簡漢

台北／ 前教育部長吳清基推

展教育貢獻卓著，3月中旬獲頒
「一等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教育部長蔣偉寧表示，教育

部在吳清基任內，推動十二年

國教、幼托整合、陸生來台、

打造台灣成為東亞高教重鎮

等，貢獻良多。

生，執行長鄭致毅外，並討論

通過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及代辦

各種僑生獎學金申請辦法；海

外優秀青年表揚辦法；101年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

畫比賽辦法等多項議案。

吳清基說，能獲獎是大家共

同努力成果，這個一等獎章也

將成為他們家的「傳家寶」，

未來將繼續擔任教育的志工，

為教育各項事務繼續努力。

吳清基同時是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所屬僑聯文教基金會董

事。



B4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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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祥福
溫庭筠〈利洲南渡〉

澹然空水對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

波上馬嘶看棹去，柳邊人歇待船歸；

數叢沙草群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

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黃成彥
夫妻相敬慈兒女，手足情深善孝親，

交友求同志與道，待人兼重信和人；

成功有賴堅強志，治學全憑每日勤，

言行先為家國想，一生榮辱決由身。

▲

▼     洪慧芳 花卉

▲     林雲英 相會竹林中 ▲     黃小瑜 紫藤  ▲     洪慧芳 傲笑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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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祥福
溫庭筠〈利洲南渡〉

澹然空水對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

波上馬嘶看棹去，柳邊人歇待船歸；

數叢沙草群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

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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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下的人們是醜陋的。背

負著他們的影子大言不慚的傳

教。沉甸甸的黑暗是原罪。陽

光是如此明亮而創傷，往往將

人們內裡的醜惡暴露。就像植

物在顯微鏡上連細胞和脈絡都

巨細無遺。

她，21歲，一無所有了。
還只是個孩子啊。在家庭破

裂的縫隙中掙扎生長的蓮花。

企圖追尋她所幻覺的愛而來。

來到這個龐大粗暴的城市。她

猶如一個純淨的嬰

兒，跟著一個被她認定為良人

的男子離開家鄉，可是現實終

究不是虛幻，他與她的愛情美

好而猛烈，煙花般一閃即逝，

徒留一地灰燼，還有她巨大的

空虛。

她在外獨自租了一間50平
方米的小套房，開始一個人生

活，卻仍未尋得內心的圓滿。

她的童年本應是美滿的。自從

從母親的母體蛻變出來，她就

枕著奢侈品一日夜好眠。而後

雙親突然離異，莫名構造起來

的關係輕易地被粉碎。她被迫

迅速接受長大，童年被無限縮

小。只有6歲的她被母親帶上
了火車，就好像其中一件行李

一樣，被運載到一個陌生的地

方，從來不需問過行李意見。

在路上她顛沛流離，長得愈發

與母親相似，彷彿沒有經過受

精作用，是由母親肉體剝離出

來的一部分。她只屬於母親，

母親倔強的不肯接受父親施捨

的一分一毫；她倔強的不願接

受這蒼白的世界。

她身著白色棉裙坐在窗沿，

以17樓的高度看著這城市如同
上帝俯視祂的孩子。淩晨三時

的灰藍天空，星辰都正隕落。

只有這時天地間才能尋得他們

本質的完整，摒除了一切營造

幸福假象的必需品。天地萬物

露出了他們真實的尊嚴。風

吹動她的裙角，白色的裙邊像

是麥田中的麥子在風中起伏。

她將是一隻大雁，來回往返。

追隨他人遺留下的愛與幻覺。

她是一朵主莖纖長、帶剌的蓮

花。一朵漆黑如墨，被黑暗灌

溉的黑蓮花。

她獨自摸索著成長了。那晚

她隨著男子遺棄了她的母親。

那怕是如今她再次被一個男子

拋棄，她仍舊不想回去，回到

那個有母親的地方。這世界只

有母親會用這般憂傷的眼神看

著她。母親的眼神如此赤裸

裸，彷彿自己是萬能的神。但

是她不願被救贖。

她想死。從17樓跳下去在地
面上綻放成火紅的烈焰。遲一

些就會被由清道夫的尖叫聲吸

引而來的群眾圍觀。他們會對

她的屍身指指點點，可能會動

一動她。可是沒有人會撫摸她

的髮，會擁抱她冰冷的軀殼。

她突然間淚流滿面。

眼淚是禁忌純潔的東西。

她盪著腳等待城市甦醒。她無

意暴露她的純潔。人性最晶瑩

的內裡被暴露在空氣中，她生

命中所蘊藏的能量已經在兩次

背叛中近乎殆盡。留下的一點

勇氣來支持她跳下去，從此消

失。

5時了，城市住家的燈光一
盞一盞地亮起，城市即將甦

醒。亮起的燈光就像蜿蜒的路。

連骯髒污穢的城市都還有道光

明的路，她卻無路可逃，難道

她就註定被上帝所毀滅嗎？

遠處已經有熹微的光，太

陽就將升起。她低頭看了看地

面，正準備往下跳。突兀的鈴

聲響起，敲碎了她的囈語。來

電顯示是「媽媽」。母親的神

情還有關懷的語氣突然在她腦

中迴響。她呆愣了一會儿，太

陽已從黑暗跳了出來。天空有

一絲躁動，萬惡的世界暫時退

居在暗處。她回過了神，瞇了

瞇眼，感受陽光在臉上直接而

猛烈的跳動。臉上的纖毛毫髮

畢現。她感覺到了無限的生，

還有樓下開始的人聲鼎沸。

還是有些留戀啊。這世界就

是如此反覆動盪。她收回腳，

腳踏在地面恍如隔世。鈴聲仍

逕自響個不停。接通了電話，

聽到母親著急的詢問卻又迅速

掛斷。她不想母親聽到她哽咽

的聲音。扯出一個蒼白的微

笑，跌坐在地上，尋思接下來

該如何尋得一條路。

陽光柔軟地透進屋子裡，

她的髮絲璀璨生輝。連她自己

都未注意到，路可能就在她面

前。

陽光下，她臉上崎嶇的淚

痕，是一條條光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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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檳城韓江小學獲獎同學，接受校

長、老師代表頒獎後，開心的合影留念，左起：馮廷月老

師；謝京容、陳芷莹、譚耀明（小學組徵文）；簡耀聰（小

學組書法）；陳華華校長。（圖片由馬來西亞檳城韓江小學提供）

林氏姐妹親至僑聯領獎 
  
台北／ 馬來西亞芙蓉拉杭華文小學四年級的林
欣敏和就讀芙蓉美華國中的姐姐林欣宜，分別獲得

書法小學組的金牌、繪畫14-17歲組佳作獎，兩人
在外婆、媽媽的陪同下，趁著旅遊台灣的機會，特

別到僑聯總會領取獎牌、獎狀。

笑得燦爛的林欣敏學習書法不到兩年，但是去年

就以一幅楷書獲得銀牌，今年更勇

奪金牌，同時也已晉階學習碑體。

欣敏媽媽說她是過動兒，一刻停不

了，但只要拿起毛筆，她就能專

注安靜，一寫數小時不喊累。

此次來台，欣敏和姐姐高興的

買了不少字帖、畫本，她們如獲

至寶的說要好好臨摩、學習！

徵文高中組金牌獎

陳源淳（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

走在成長的路上

←↑領取獎牌、獎狀後，

林欣宜（左圖）與林

欣敏（上圖）姐妹，

開心的與鄭致毅秘

書長合影。

六至九歲銅牌 馮天泱
（馬來西亞培正國民型華文小學）

六至九歲銅牌 楊凱妤
（馬來西亞古晉中華小學第四校）

小學組銅牌 李盈
（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校）

中學組銅牌 蔡蕙伉
（菲律賓中正學院）

 
 

繪
畫 

 
 
 
 
 
 

書
法

←馮天泱

←楊凱妤

李盈                                               蔡蕙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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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墨西哥「改革報」

旅遊版最近以3全版篇幅用
「高雄佛光山朝聖之路」、

「台灣展現文化創意」為題，

圖文並茂報導台灣觀光，內容

生動有趣，甚受墨國讀者喜

愛。

此篇由「改革報」旅遊版副

主編薩琳納報導的專文指出，

位於高雄的佛光山讓旅客感覺

如進入佛國聖地，除了高達36

王思寧獲選優秀青年

張學海代表頒獎

紐約／ 榮獲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舉辦2012年「海外優秀青年
榮譽獎」紀錄片編導王思寧，

3月24日由紐約華僑文教中心
主任張景南、僑聯總會美東地

區主任張學海，代表僑聯理事

長簡漢生，在文教中心頒獎。

王思寧畢業於西北大學經

濟、歷史學系，現從事紀錄片

和電影編導，2010年以描寫長
島美籍猶太裔家庭，在廣州

領養一位女孩為背景的紀錄

片「我愛妳，媽咪。」（Wo 
Ai Ni Mommy.），在公共電
視「觀點」（Point of View）
播出後，得到許多迴響，並獲

得多個電影賽事的肯定，如舊

金山亞美電影節等影展最佳紀

錄片大獎，該片並入圍第32屆
（2011年）艾美獎新聞及紀錄
片單元。

溫哥華台北經文處

4月1日喬遷

溫哥華／ 中華民國駐溫哥
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提供

加西地區各界及僑民更完善

之服務，4月1日起遷移至新址
辦公，新辦公室的地址為：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Vancouver,Suite 
2200,PO Box 11522, 650 West 
Georgia Street，Vancouver, BC 
V6B 4N7。
該處所屬領務、僑務、新聞

自然景致風貌迷人 市容形象文創意涵豐富

墨媒大幅報導：台灣觀光不容錯過 
公尺的寶塔外，尚有花園、寶

塔、博物館等設施，佛陀紀念

館是一座融合古今中外傳統與

現代的建築，遊客在禮敬佛牙

同時，得以感受佛性開悟與體

會涅盤境界。

專文報導，台灣透過藝術

家多種創意作品，將城市改造

成全新迷人風貌，各種藝術創

作在街頭或候車亭等地隨處可

見，藝術創作生氣盎然，台北

市華山文化創意園區的活力與

高雄市透過藝術家改造市容形

象均相當成功，建議國際遊客

不能錯過。

改革報旅遊版副主編薩琳

納是在參加中華民國行政院新

聞局籌組的「元宵節國際記者

團」，實地參訪台灣，對各地

的風土人情、美景美食，留下

深刻印象，撰文大力推介。

墨國民眾透過這次圖文並茂

報導，對台灣之美產生更深認

識及參訪興趣。

薩琳納的報導文章除於改革

報刊登外，還由墨國「北方日

報」（El Norte）和「公告報」
（Mural）轉載。（轉載自宏觀

即時新聞網）

僑．社．簡．訊

及文化各組仍將合署辦公，同

時聯絡電話（604-689-4111）、
傳真號碼（604-689-0101）、電
郵信箱（tecovan@telus.net）及
網址（www.taiwanembassy.org 
/ca/yvr）搬遷後均維持不變。
該處新址位於溫哥華市West 

Georgia Street夾Seymour Street
之Scotia Tower第22樓，為溫哥
華市中心最精華地段。Scotia 
Tower為溫哥華市中心辦公大
樓地標之一。

該處搬遷至新址後受理申

請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等領

事業務仍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
時至下午3時30分，取件時間
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
時。（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加西校聯會

將續辦暑期郊遊

溫哥華／ 台灣各大學加西
校友會聯會3月4日中午在列治
文麗華酒樓迎春茶敘中，決定

今年暑期繼續聯合舉辦郊遊活

動，待洽辦細節後公布實施。

廿多所各大學校友會會長及

聯絡人在茶敘中，熱烈歡迎文

藻學院新會長陳曼玲、東海大

學校友聯絡人王鵬程及國防醫

學院校友聯絡人朱國項來參加

聯會陣容。會中決定繼續聯合

舉辦暑期郊遊活動外，還表揚

工作及義工人員等。

參加聯合會活動的各校友

會會長及聯絡人包括：文化傅

淑貞、文藻陳曼玲、台大蔡春

松、世新謝堅、政大徐新漢、

師大甘偉民、逢大陳德洋、淡

大郭豐、興大王聖瀅、靜大李

秋金、輔大鄭建鵬、僑生徐慶

倫、實踐張雲燕、銘大楊敦

燕、東海王鵬程、國防朱國

項、中山徐暠璘、交通許延

樵、東吳陳冬美、成大程一

鵬、東設莊育晶、海大徐志

銘、及校聯會召集人徐新漢、

副召集人林見能、祕書長陳冬

美、副祕書長張英仲、總務長

劉振興等。

緬華各界

歡迎駐泰代表處人員

緬甸／ 我駐泰代表處僑務

墨爾本／ 澳洲維省欽廉同鄉會3月10日晚，
在史賓威金輝酒樓舉辦第9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暨慶祝觀音寶誕。500餘鄉親、政要、僑領嘉
賓雲集，喜氣洋洋。

澳洲維省欽廉同鄉會新屆理監事就職

維省欽廉同鄉會新屆理監事們與顧問團合影
（圖片由欽廉同鄉會提供）

組長高菁2月中旬巡訪仰光僑
社，受到熱情歡迎。

高菁組長此行主要目的是

在加強推廣僑校教學，她先後

參訪了仰光市廣東公司、慶福

宮、緬華自由青年總社、雲

南會館、和義館、福星孔子課

堂、德明堂、正友中學等僑團

僑校。

德明堂書記長暨緬華自由青

年總社理事長邱龍廈及當地僑

領設款待。

慶祝婦女節

法國婦聯會成果豐碩

巴黎／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法國分會最近在巴黎舉行婦女

節慶祝餐會，30逾位婦女僑領
僑胞及駐法國代表處人員家眷

出席。

分會主任委員林麗雲首先說

明會務推展情形，並感謝會員

去年熱情參與活動，期許今年

再接再厲，創造豐碩成果。

新任總幹事黃榮滿則鼓勵會

員踴躍參加瑜伽課程及即將開

辦的插花課程，並表分會示將

陸續辦理多項知性活動。（轉

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德州休士頓
龍岡親義公所
2012年聯誼春宴

休士頓／ 德州休士頓龍岡親
義公所3月中旬舉辦2012年聯
誼春宴，4百餘位僑胞及主流
人士同慶，該會會長張星熾除

安排舞獅、功夫表演、粵曲等

應景節目外，也有摸彩活動。

德州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

2012年聯誼春宴駐休士頓辦事
處處長廖東周、組長魏煥忠、

僑教中心副主任葉麗媛、中華

公所主席伍萬鈞、休士頓中華

老人協會會長趙婉兒等都出席

與會。（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王思寧（中）與張景南主任（左）、

張學海主任（右）合影。

司儀葉膺焜、葉成彬分以中、英語開場

白、並介紹專程從雪梨組團，前來祝賀的

「澳洲廣西欽廉同鄉會」18位鄉賢。僑領、
政要包括我駐墨爾本辦事處長翁瑛敏、維吉

尼亞州議員林美豐、澳洲維省市長謝如漢等

均到場祝賀。

欽廉同鄉會會長馮昌成致詞強調，任內一

定做好會務，無負鄉親祈望。

翁瑛敏處長指出，國父領導的辛亥革命，

在欽廉的就有兩次起義行動，足證欽廉同鄉

愛國、義氣、熱愛自由民主的精神，值得推

崇、敬佩。

陳世愷名譽會長主持頒發聘書予新屆理監

事會後，再由馮昌成會長頒發顧問團聘書，儀

式完成，賓主們合照留念。（欽廉同鄉會提供）

各大學加西校友會出席迎春茶敘的各校友會會長及聯

絡人合影留念。（圖片由加西留台僑生聯誼會提供）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法國分會舉行婦女節慶祝

餐會，與會人員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緬華各界宴請貴客並合影留念。（緬甸德明堂、緬華自青總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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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維省欽廉同鄉會新屆理監事就職

倫敦／  英國里茲大學（L e e d s 
University）的中國研究資深講師魏特
曼博士（Frances Weightman）預測，中
文將在英國學校課程中，取代法語、

德語和西班牙語。

魏特曼博士是在獲悉英國廣播公司

最近開播兒童華語教學節目，而且英

國許多公立學校已開始教授學生中文

後，做了如上預測。

她表示，學齡前兒童不會覺得中文

很難學。

她說：「中文的某些特性很適合教

導幼小孩童。中文有聲調，因此很適

合以模仿、童謠和唱歌這類方式來學

習。」

「此外，中文有短音，數字1到10均
為單音節，因此單字比法文短得多。」

魏特曼博士預測，中文總有一天會

在英國學校課程中，取代法語、德語

和西班牙語。

英國廣播公司（BBC）最近在兒童
頻道CBeebies開播語言節目「Lingo 

公立學校、廣播節目普推華語教學

英國學者預測         將成主流課程中文
Show」，透過名為「偉」（Wei）的卡
通人物，以唱歌和玩遊戲方式，教導

小至4歲大的兒童中文。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報導，年幼觀眾將學習以
中文數到10，說出「你好」和「謝謝
你」，並記住貓、狗、船和各種顏色

等基本單字的中文說法。

澳洲華校協會 辦數位華語研習

墨爾本／ 澳洲墨爾本維州華校協會
最近舉辦數位華語教學研習活動，邀

請多倫多數位華語教學點方舟中文學

校校長蔡素娥指導數位教學及經驗分

享，吸引60位墨爾本地區僑校校長及
教師參與研習。

駐墨爾本辦事處僑務秘書鍾文昌

及僑務委員王桂鶯等應邀出席結業儀

式，並頒發學員研習證書。鍾秘書致

詞感謝維州華校協會及蔡校長，更感

謝僑務委員林見松及王桂鶯贊助該研

習活動。（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澳洲墨爾本維州華校協會邀請多倫多方舟中文學校校長蔡素娥，指導數位教學及經驗

分享，會中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整合簡體字與正體字
─呼應李文慶會長的主張

馮汝城（僑聯總會名譽理事；留日東京廣東同鄉會會長）

自從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推行簡體字，成
了中國大陸文字的主流，卻造成文化斷層，今人不識古字

的困擾。相反的，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華文報紙，因

多數使用正體字（繁體字），正體字與古字相通，文化得

以傳承，有其最大優點。

最近拜讀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越寮海外分會會長李文慶鴻

文，對其在廣州市暨南大學舉行的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上

所提簡體字與繁體字應整合的主張，深表贊同。李會長登

高一呼，相信世界各地華人多表認同。

世界華商婦女會

日本分會 新舊會長交接

橫濱／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日本分會月前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共有29人到場。
新任分會會長謝美香表示，世界華商

婦女會世界大會即將在日本舉辦，希望

姐妹們團結合作，成功籌辦大會。

隨後舉行的第5屆會長交接及就任儀
式，世界華商婦女會總會總會長施郭

鳳珠、世界華商婦女會日本分會永久

顧問羅王明珠、駐日副代表羅坤燦及

僑務委員、僑團僑領都到場觀禮。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棉蘭佬台商會

新任幹部交接

民答那峨島／ 菲律賓棉蘭佬台灣商
會完成第5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由旅菲24年的張進忠出任會長。
棉蘭佬是菲律賓華僑對民答那峨島

的稱呼，新屆幹部就職典禮由駐菲律

賓代表王樂生主持監誓，僑務組長顏

國裕、僑務委員丁金煌、齊偉能、王

宏道和台商友會及傳統僑社代表到場

祝賀，場面熱鬧歡欣。

棉蘭佬台灣商會成立於2004年3月，
創會會長為有「鮪魚大王」之譽的邱

福，歷任會長為劉文煌和連任2屆的洪
永華。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非洲台商總會

18屆2次理監事會

南非／ 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南
非舉行第18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南非貿工部執行長出席並做專題演講。

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3月初在南非
舉行第18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開幕
典禮，來自非洲各國台商會幹部、理監

事、會員代表約200人出席，並邀請南
非貿工部執行長及台銀副理專題演講。

僑委會顧問吳松柏、世界台商聯合

總會總會長黃正勝、名譽總會長盧起

箴、秘書長林見松、亞洲台商聯合總

會名譽總會長李芳信、駐南非代表徐

佩勇、經濟組組長馮子陵、僑務組組

長吳豐興、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邱高

偉都應邀與會。

黃總會長在會中並捐助非洲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1萬美元。

中國國民黨維省支部

主辦歷史圖片展

墨爾本／ 為慶祝「中華民國101年
青年節」，中國國民黨維多利亞省支

部，3月25日至31日在墨爾本華埠舉辦
「大洋洲地區中國國民黨與華裔歷史

圖片展覽」。

黨史圖片共分九大輯，詳盡介紹大

洋洲百餘年來華裔及國民黨密不可分

的史實。

展覽開幕式當天並頒發由中國國民

黨主席馬英九簽署的榮譽証書給6位資
深黨員，其中95歲的莫德融老先生擁
有75年黨齡，最令人敬佩。

僑．社．簡．訊

非洲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孫宗美（中）

在南非舉行第18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中，致贈紀念品給僑委會顧問吳松柏

（左），右為僑務委員溫玉霞。（轉載自宏

觀即時新聞網）

今日的中國，已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之一，在海內外

推行「孔子學院」之餘，更應扮演改進中國文化的主要角

色。其主要工作，就應迅速整合簡體字，讓十四億人口認

識正體字，進行看得懂古文無負於文化大國。馬英九總統

所提的「識正書簡」主張，是改進的方向之一。

簡體字缺點很多，不勝枚舉。例如，正體字的「愛」，

在簡體字的寫法是「愛」，「心」字被刪去了，人無

「心」怎麼能有「愛」呢？中國字的創立有其特別意義，

如隨意刪減，學字的人靠死記就很辛苦了。相反，學正體

字的較不易忘記，這是正體字的優點。以前的人認為正體

字筆劃多，文盲不易學，如今是電腦時代，只要按鍵，再

複雜的都會呈現出來，就不難學了。

為了中華文化的統一，中國政府應盡快做前述工作，這

是文化工程，不應再忽視的。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日本分會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第5屆會長就任儀式及第5屆

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與會成員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95高齡的莫德融老黨員獲頒榮譽狀與王桂

鶯委員合影。（黃玉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