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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僑聯文教
基金會辦理之101年各種僑生
獎學金，12月29日上午在僑
聯舉行頒獎典禮，170位品學
兼優僑生獲得殊榮。

典禮由僑聯總會理事長暨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簡漢生主

持；教育部僑教會組主任劉

素妙、僑委會僑生處處長吳

郁華、彥棻文教基金會董事

鄭雪霏、僑聯常務理事梁傑

韶、文化大學教授李南賢、

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張標

材、幸福人壽保險公司襄理

溫開霖先生、僑聯秘書長鄭

致毅、副秘書長廖俊傑等及

得獎僑生百餘人參加。頒獎

完畢後並由輔仁大學朱寧同

學代表得獎僑生致謝詞。

簡理事長致詞，感謝各界

熱心人士慷慨捐輸，勉勵同

學要珍惜並且更努力學業，

以後能整合留台同學，發

揮華人「互通有無，守望相

170位僑生獲頒僑聯獎學金
簡漢生感謝各界捐輸 期勉同學珍惜 更努力學業

頒獎人分別與得獎同學合影：

簡漢生理事長（右五）

劉素妙主任（右四）

吳郁華處長（右七）

鄭雪霏董事（右六）

梁傑韶常務理事（右四）

鄭致毅秘書長（右六）

張標材理事長（右五）

李南賢教授（右五）

廖俊傑副秘書長（右六）

助，福禍與共，團結對外」的整

體力量。

他指出僑教是政府最重視、最

成功的政策之一，許多僑生在返

回僑居地後，也都有極出色的表

現，所以在台灣求學的過程，應

該是同學們最值得珍惜、留念的

人生經驗。他期望大家畢業後，

無論是否繼續留在台灣，都能經

常與教育部、僑委會、僑聯總會

連絡，更歡迎年輕朋友加入僑聯

青年委員會，多參加各項活動。

劉素妙主任及吳郁華處長先後

致詞，對僑聯總會長久以來不遺

餘力籌募民間資源，嘉惠僑生的

做法表示感佩；並向得獎同學道

賀。劉主任同時表示，教育部目前

不但增加各校僑生獎學金名額，更

擴大了僑生回國升學的管道，務

期僑生求學得到最好的照顧。

輔仁大學朱寧代表致謝詞，

表示感謝僑聯總會給予的支助與

肯定，也一定會繼續努力奮發向

上，不辜負各界的鼓勵。獲獎同

學也紛以信函向捐贈者致意。

頒獎儀式簡單隆重，在頒獎人

與得獎人合影留念後，圓滿結束。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101年
各種僑生獎學金，已經審查核

定170人得獎，每名新台幣伍
仟元。

101年僑生獎學金申請者共
有台灣大學等院校77所，馬
來西亞等27個僑區僑生計992
人，經提請僑聯總會僑聯文教

基金會審查後，共有170人獲
獎，名單如下： 
一、僑聯文教基金會：劉

建英，陳家綺、王薇琳、陳

美風、陳妙慧、黃岱棋、馮

潔嫻、黃嘉俊、鄔碧瑜、張

少龍、魯孋萫、蔡麗虹、鍾

琦、王若雁、林怡鈴、歐嘉

玲、江凱侖、梁佩欣、陳盛

譽、郭美儀、林妙薇、黃美

玲、邢凱權、潘柏湖、穆亞

文、蔡政康、高嘉莉、李政

世、吳佳磬、陳劍飛等3 0
名。

二、彥棻文教基金會：蔡

杰彣、陳家玲、板谷美沙、趙

興薇、林佳緣、陳伯帆、何佩

儒、羅丹伶、郭佳蓉、葉芳瑀

等10名。
三、南非甘居正、甘曼芝

伉儷：黃順清、鍾穎欣、梁

詩韻、許偲微、李鈴涵、林

明波、孫穎妍、陳秀芳、何

佩儀、陳欣恩、朱  寧、盧
佩雯、盧啟豪、黃天欣、黃

宜萱、陳玟仲、孫博文、朱

聖瑩、錢智恆、梁華勝等20
名。

四、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

福利基金會：林宇軒、何國

豪、李雪旖、田綺雯、辜祥

霖、曾培瀚、徐曼樺、吳佳

蓉、鄧淑愉、程祈荃、洪秀

儀等11名。
五、澳門尤裕質先生：羅

曉敏、李 浩、麥迪森、許嘉
珧、戴佳暄、陳麗虹、陳秀

蘭、廖仁佳、林挺政等9名。
六、紀念徐懋元先生：李

沛怡、周瑤鏵、葉嘉欣、徐芷

靖、鄭暹珠、洪卉卉、張樂

怡、陳添傑、楊安琪、吳抒憶

等10名。
七、荷蘭朱建人伉儷：方

愉、江靜怡、曾遠鵬、楊凱

琦、吳佩如、劉寶穗、伍慧

詩、蔡馨誼、林家慧、吳少芳

等10名。
八、澳門張貽秋先生：潘

嘉雯、徐瑋璘、黃明輝、吳慧

盈、郭嘉敏、賴素冰、陳嘉

吟、鄭淑玲、連若英、戴鈺鴻

等10名。
九、關島宋天佑先生：王

子權、黃傳祈、鄭潔穎、吳亞

軒、廖淑萍、彭穎儀、王妙

潔、李婉婷、鍾淑韻、李毓貴

等10名。
十、緬甸紀念楊天乙先生：

李志剛、楊必琳、陳朝燕等3

名。

十一、馬達加斯加梁信立、

黎蘊璧伉儷：張沁韻、吳豫

華、庄小芳、梁展輝等4名。
十二、美國楊昆山、林麗絲

伉儷：陳惠敏、陳仲恩、施綺

雯、謝媛婉、曾麗婷等5名。
十三、菲律賓吳似錦、戴良

玉伉儷：曾焯麗、王婉瑩、羅

頌恩、蘇奕馨等4名。
十四、澳門葉謀足先生：許

慧藝、盧志恆、謝國豪、周麗

芳等4名。
十五、緬甸王立三、尹蓮玉

伉儷：林娜、林靜等2名。
十六、法國丁偉星先生：簡

妙真、曾靄祺等2名。
十七、紀念陳秋薇女士：吳

先樺、陳翠瑤等2名。
十八、紀念莊清桂先生：施

子榕、黃曉晴等2名。
十九、紀念聶灼垣先生夫

人：陳穎姿、張佩雯等2名。

廿、黃天爵、謝俊伉儷基金

會：葉建敏、謝佩珈、余文惠等

3名。
廿一、印尼羅榮新先生：林嘉

媛、楊子建等2名。
廿二、菲律賓許書耀先生：謝

筱柔、鄺仲明等2名。
廿三、菲律賓吳民民先生：余

家均乙名。

廿四、泰國李鍚祺先生：林娃

莉乙名。

廿五、緬甸張標材先生：楊凱

瑜、楊世慧等2名。
廿六、緬甸張楠材先生：梁美

娟、康洪美等2名。
廿七、緬甸張梓材先生：鄭助

源、張劉玲等2名。
廿八、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

姜翠英、尹美松等2名。
廿九、馬來西亞李南賢先生：

謝婉怡、馬佩玲等2名。
卅、美國張光生先生：何靜雯

乙名。

101年僑生獎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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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第60屆華僑節暨僑聯總會成立60年，舉辦多

項活動：
● 8日上午9時，慶祝大會，在台北市張榮發基金會

舉行，馬總統親臨道賀並致詞，對中華民國自建國

至今，華僑的革命救國、抗戰救國以及投資報國表

現，表示敬佩。圖
● 8日下午，慶祝晚宴及慶祝晚會，副總統吳敦義

蒞臨現場，祝福僑胞及僑聯生日快樂！會中除有簡

理事長高歌及各歸僑團體的精彩歌舞表演，僑聯總

會更準備了6台37英吋螢幕的液晶電視，提供抽獎助

興，副總統並抽出其中一名幸運得主。圖圖
● 12日至15日，簡理事長率領海內外僑領一行130

人，參加由中國僑聯、澳門僑聯總會合辦的「兩岸

僑界九二共識20周年圖片展暨座談會」，簡理事

長在會中表示，僑務是民族層次的工作，希望兩

岸僑界「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福禍與共，團結對

外」，讓僑社做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典範，期許華僑

成為兩岸和平發展統一之母。圖
● 21日座談會，由簡漢生理事長主持，僑委會任

弘、呂元榮兩位副委員長、孫穗芳博士、僑聯常務

理事葛維新及其他海內外僑領共同參加。簡理事長

籲將僑務工作提高至民族層次。圖
● 21日孫穗芳博士贈送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國父銅

像，並為之揭幕。孫博士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孫

女，自2010年起開始「捐贈國父銅像」的夢想工

程，這次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揭幕的是第100座。

圖
● 編印「篳路藍縷一甲子─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中

華僑聯總會60回顧與展望」專

輯，以大量的文字、圖片記

錄了僑聯的誕生、發展，

現況及展望，更收錄簡

漢生理事長歷年重要演

講、文稿。

 (以上僑訊第13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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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龍年大事紀 

•
民國101年，僑聯歡度甲子慶，也逢第60屆華僑節，總統、副總統均親臨道賀，系列活動隆重

熱鬧；而孫穗芳博士贈送國父孫中山銅像、舉辦華文教育留根工程座談會……以及海外優秀青

年選拔、華文著述獎徵選、頒贈僑生獎學金、海外華校學生書法、作文、圖畫比賽以及國內僑

生歌唱比賽、海外理事會議、國內理監事、會員大會………等等例行活動固然辦得有生有色；

接待來自全球及中國大陸的訪客；應邀組團赴陸參訪研討的行程也依然滿檔，……。

我們整理出具代表者，與大家分享！

第60屆華僑節大會暨僑聯60周年

舉行多項慶祝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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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漢生連任第15屆理事長

馬英九主席電賀致意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第15屆理監事會1月18日完成

改選，簡漢生獲選連任理事長，在1月 31日就職

典禮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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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

黨主席馬英九也特電致賀。 

(僑訊第1331期)

由中國僑聯與中華僑聯總會共同舉辦之

「2012年兩岸僑聯懇親大會」及「靈秀僑

鄉攝影展」6月6日下午舉行，中國僑聯主席

林軍、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等共同剪

綵。林主席、簡理事長即席揮毫「龍」字，

祝願龍的傳人共同為中華民族再復興奮鬥。

而林軍主席（左三）林佑輝部長（左一）；

王建煊院長（左二）；李卓彬副主席（右

一）也與簡理事長合影留念。圖 簡漢生理

事長（左一）、李卓彬副主席（左二）、王

亞軍主席（左三）等貴賓並欣賞僑鄉攝影展

作品。圖
懇親大會中並由11組22位僑聯及社團代

表與廈門市等僑聯簽訂「兩岸一家親交流協

議」。

(僑訊第1336期)

舉辦兩岸僑聯懇親大會 中國僑聯林軍主席、李卓彬副主席專程參加

福建省僑聯主席王亞君率團在台舉辦「靈秀僑鄉攝影展」

組團參加第4屆海峽論壇

6月16日，簡理事長率領海內外僑領120人，參加由中國僑聯及

中華僑聯總會在廈門主辦的「第四屆海峽論壇－2012兩岸僑聯和

平發展論壇」，簡理事長並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展示僑胞良

好形象」為題作專題報告。參加論壇人員並於6月18至22日赴福

建華僑博物院、湖南長沙、衡陽等地參訪。

(僑訊第13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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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海外僑界社團和諧發展」論壇

9月3日上午，簡理事長參加由江蘇省僑聯主

辦，在南京舉行的「僑聯五洲相約江蘇─2012

海外僑界社團和諧發展論壇」。會中發表演

講，希望海外華人都有以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

為己任的信仰，發揮無比巨大的力量，更呼籲

海外僑界社團「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福禍與

共，團結對外」，讓僑社做為兩岸和平統一的

典範。

6月30日，中華僑聯總會與林兆樞顧

問（前左六）率領的中國河洛文化學術

研究會在台北市，共同舉辦「華文教育

留根工程兩岸合作共同推進」研討會，

兩岸專家學者經過4小時討論獲致六項

共識。(僑訊第1337期)

5 華文教育留根工程座談會

   7月26日至8月3日，簡理事長率參訪團一行16

人，應河北省僑聯邀請參加「大好河山張家口～

名企名商薈名城」經貿交流，並共拜中華三祖、

走訪內蒙成吉思汗陵、希拉穆仁草原等歷史景

點，此次活動主要目的是在加強兩岸僑界文化交

流及經貿合作。圖左六是內蒙僑聯主席吳化民，

前右六是河北僑聯副主席季加宇。(僑訊第1338期)

6 出席張家口經貿交流  走訪內蒙 參加河北、福建兩項青年交流營活動

7月15日至24日，本會由陳麗霞總幹事率領大學生青

年團一行22人，參加河北省僑聯主辦的「兩岸四地大學

生交流營」活動，成員包括台灣、香港、澳門與法國的

學生，十天內走訪了各大城市及金山萬里長城、故宮、

頤和園等各歷史文化景點，讓同學們對於河北省境內歷

史文化有了許多認識，亦促進兩岸四地的青年學生互動

與了解。圖 (僑訊第1337期)

7 8月3日至8月10日，由本會劉為一總編輯率領一

行12人海外僑生參訪團，包括泰國、美國、加拿

大、澳洲、哥斯達黎加等國的台灣留學生，參加

由福建省僑聯、福建省閩台交流協會聯合舉辦的

2012年「福建之旅~~文化尋根夏令營」活動。此次

內容包括參觀體驗閩僑文化、大學文化、閩南建

築文化及剪紙藝術、彩繪小牛及包水餃等有趣的

DIY。圖 (僑訊第1338期)

  簡理事長受邀泰國演講  泰華媒體大幅報導

8月5日，由泰國中華會館舉辦的中山講座，簡理事長應泰國中華會

館理事長陳水龍（前左五）之邀做「中山思想與兩岸關係的未來」

專題演講，闡述兩岸關係及實施中山思想現況，並呼籲共同努力，

再創漢唐盛世。受到當地各大報社大篇幅報導，被形容為「極為精

闢、權威性的演講」。(僑訊第1338期)

8

簡理事長表示，中國僑聯

首次邀請來自拉丁語系國家的

僑領到訪廣東，對瞭解當地僑

情，加強彼此聯繫與溝通有極

大的意義。圖片右起：簡漢生

理事長、黎振強會長、林佑輝

部長。(僑訊第1342期)

9

香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港台經濟文化交流團，由榮譽會長陳守仁為（前左五）

首，一行25人11月5日拜訪僑聯，感謝簡理事長的協助安排，才能有機會在行程中與多

位台灣政商人士會面，使團員達到經貿交流的目的。

(僑訊第1341期)

10 香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港台經濟文化交流團到訪

簡漢生理事長（圖左三）等一行18人，11月16日至22日應邀參

加「海外台胞看上海」活動，對大陸長三角地區經濟蓬勃發展與社

會進步和諧留下深刻印象。

參訪團是應上海市臺辦李文輝主任（圖左二）邀請前往，這是上

海市臺辦成立海外處後，第一次舉辦海外台胞訪滬的活動。上海市

委常委沙海林（圖左四）並設宴款待接待。 (僑訊第1341期)

11 上海台辦增設海外處

台灣旅外僑領受邀首批訪客

率團參加拉丁語系國家

僑領訪粵活動及聚濠江

聯誼會座談會

12

簡理事長與江蘇省僑聯史宇主席(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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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內蒙古僑聯赴
台參訪團一行10人，11月26日
抵台訪問8天，對台灣生態環
境的維護良好，中華文化的高

度傳承、弘揚，表示感佩，期

待與中華僑聯總會加強交流，

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盡心

力。

內蒙古僑聯是由主席吳化民

率同訪台，並於12月1日拜會
中華僑聯總會。

簡漢生理事長表達熱烈歡

迎之意，指出內蒙古距離台灣

遙遠，過去比較少接觸；但今

年他率團參訪後，印象深刻，

認同「不到內蒙，不知中國之

大」的說法，他說在當地一

面城牆上曾看到一句話「大好

河山」，反過來就是「河山好

大」，果真是如此。

簡理事長同時強調，台灣的

1.基本人文、文明水準高；搭
乘地鐵等大眾運輸工具時，民

眾普遍遵守秩序，戶籍遷移也

毫無設限，而且各地戶政事務

所均可受理，辦理相當方便﹔

2.城鄉差距不大，3.對中華文
化的保存維護非常周到，值得

訪客實地參觀、感受。

他也介紹了僑聯總會成立

的歷史，表示，僑聯是一個自

給自足的純民間組織，經費有

限，營運很辛苦，力量很有

限，但是儘量做事，強調目前

僑聯的工作重點是服務海外僑

胞及國內歸僑；致力傳揚中華

文化；加強與中國大陸僑聯、

台辦、人大政協、治公黨等各

渉僑單位的密切交流。他也寄

望兩岸今後共同在海外加強僑

社之交流與合作，秉持「互通

有無、守望相助、福禍與共、

團結對外」之精神，共同建構

和諧僑社，並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而奮鬥努力。

吳化民主席盛讚台灣青山綠

水生態環境維護的很到位，而

且經過一星期的參訪，深深感

受民眾的熱情、國民有水準，

對於汽機車分道井然有序的交

通狀況尤其覺得印象深刻，認

為值得學習。

他表示大陸的僑聯是屬於

群團組織，財務支出多由政府

供應，與中華僑聯總會的自給

自足方式不一樣，但在反映僑

情、組團宣慰僑胞及呼籲僑資

入蒙等僑務工作上，則也是

盡心盡力。

對王建煊院長在內地捐資

助學的義舉，他表示由衷敬

佩；也期望與中華僑聯總會

加強來往，為中華民族的復

興盡心力。

內蒙參訪團除團長吳化民

（內蒙古僑聯主席）外，還有

團員閻賀；劉廣義；孫忠華；

王瑞萍；代欽夫；劉麗清；

領柱；張建峰；劉文彬。

簡理事長兼程返國宴客

僑光社／台北 澳門緬華互助
會黃瓊成等一行24人，12月25
日拜會僑委會，由副委員長呂

元榮代表歡迎。

呂副委員長肯定緬華會熱愛

祖國，促進同僑團結互助的努

力成效。

緬華會並拜會了緬甸歸僑

協會，在前理事長趙麗屏及新

任理事長張標材陪同下，走訪

新北市中和華新街，對這條有

「緬甸街」之稱的商區，特別

感到親切。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簡

漢生也兼程自國外趕返，以晚

宴款待訪問團，黃瓊成團長等

對簡理事長的熱忱，表示感動

萬分。

宏觀電視、中央廣播電台等

媒體為緬華會訪問行程做了專

題報導。

緬華會是在澳門正式註冊

的民間社團，成立於1971年9
月16日，現有會員約3仟人，
現任第15屆理監事會會長是黃
國賢，此次訪台成員包括：黃

瓊成、王錦滮、翁伯昌、陳炳

銓、許煥炳、陳其傳、康寧

英、陳德榮、陳益乾、林清

風、李如秀、張惠周、胡定

安、林麗娟、何麗雲、魏彩

娘、陳秀雲、鄭榮貴、陳愛

娣、楊建菊、唐愛瓊、黃素

芳、蔡美美、鄭瑞華。

遵義朋友邀訪茅台酒故鄉

僑光社/台北 貴州省遵義市
僑聯一行11人，由團長劉素珍
主席率領，於12月10日上午造
訪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對

於這批來自聞名遐邇的茅台酒

故鄉之貴賓熱忱款待。

簡理事長於致歡迎詞時除了

向來賓簡述了僑聯60年的歷史
以及工作概況外，也點明了三

項在此行中可留意的重點：一

是台灣高度的人文內涵，二是

台灣的發展十分全面，可說已

無城鄉差距之別，三是台灣雖

小，但對於中華文化的保存和

發揚卻毫不遜色於大陸，這些

都是團員們在這次台灣行中非

常值得觀察的部分。

劉主席表示他們都是第一

次到台灣，感謝簡理事長和僑

聯總會的熱忱款待，也再三歡

迎簡理事長率團前往遵義市參

訪，特別當地是中國聞名的茅

台酒故鄉，更具有值得一探究

竟的價值與意義。

本次貴州省遵義市僑聯訪

問團團員有團長劉素珍(遵義
市歸僑僑眷聯合會主席)，團
員：李明奇、許晴晴、曹大

遠、黎鐸、母衛平、楊敏行、

余斌、劉建民、胡甫軍、覃

宇。

瀋陽市僑聯期待加強交流

僑光社／台北 瀋陽市僑聯
一行31人12月27日拜會中華僑
聯總會，團長徐洪貴感謝受到

的熱忱接待，並期願兩會共同

為華僑華人加強服務。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對遠方來的朋友表示由衷歡

迎，強調該會主要的工作方針

除了「服務僑胞及歸僑；發

揚及傳揚中華文化」外；就

是「促進兩岸僑聯、僑界交

流」，所以中國僑聯的朋友到

來，不是作客而是回家。

簡理事長也指出，台灣的硬

體建設或有不如大陸之處，但

人文素質卻絕對值得驕傲，而

台灣無城鄉差距、戶籍遷移沒

有限制、中華文化保存、傳承

完善尤其值得深入了解。

他更呼籲兩岸僑聯共同致力

促使海外僑社要「互通有無、

守望相助、福禍與共、團結對

外」。

訪問團團長徐洪貴是瀋陽市

僑聯副主席，也是瀋陽大東區

僑聯主席，表示無論他是第三

次訪台，還是首度來台的各位

團員，到台灣，都因為文字、

語言相通，沒有任何陌生的感

覺，而對簡漢生理事長所提上

述「互通有無⋯」等四點呼籲

及「服務僑胞⋯」等三項服務

尤其敬佩，認為值得學習。

中華僑聯熱忱內蒙.貴州.瀋陽僑聯
澳 門 緬 華 會

倒履相迎 掃榻以待

賓至如歸

瀋陽僑聯副主席徐洪貴（前排右五）及團員與簡漢生理事長（前排

右四）合影。

緬華會黃瓊成團長

（前座右四）等接

受簡理事長（前座

右五）晚宴款待。

▲

遵義僑聯訪客與主人合影，前排左起：廖副秘書長、鄭秘書長、劉

素珍主席、簡理事長、許晴晴、劉建民。後排左起：胡甫軍、李明

奇、黎鐸、母衛平、余斌、曹大遠、楊敏行、賴素梅、覃宇。

內蒙參訪團，前排左

起：孫忠華、鄭秘書

長、吳化民、簡理事

長、劉廣義、劉麗

清；後排左起：代欽

夫、廖副秘書長、劉

文彬、領柱、王瑞

萍、賴素梅。

▼

這幅作品是由郭楊騫先

生邀請河南省國家汴繡大師

段喜平女士特別創作，並贈

予僑聯總會收藏。

畫面中呈現之成熟又飽

實的稻穗及稻穀，象徵著分

佈於海內外各地的華僑華

人，正因有這些人的努力，

中華文化的種子和秧苗方得

以散播在世界上各個角落。

而中央將稻穗束起的絲帶，

則象徵僑聯總會將全體華僑

華人團結在一起，凝聚起僑

胞的向心力，使每一位華僑

華人得以享有中華文明種子

開花結果的豐碩果實。

（圖文：汪育正）

豐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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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綜合整理／ 中華僑聯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12月15日至20日，率
團參加拉丁語系國家僑領訪問廣東

及拉美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會座談

會。

訪問團同時在澳門觀賞拉語系國

家嘉年華活動的表演。

此次參訪是由中國僑聯邀請包

括中華僑聯總會及來自西班牙、巴

西、阿根廷、秘魯、墨西哥、蘇利

南、委內瑞拉、智利、巴拉圭、巴拿

馬、厄瓜多爾、玻利維亞12個拉丁語
系國家和臺灣地區的僑領訪問團一

行75人，到廣州、肇慶、佛山、江門
和中山等市進行參觀考察，尋找經

濟、文化發展合作機會。

中國僑聯副主席李卓彬、廣東省

僑聯主席王榮寶，廣東省僑聯副主

席華清文、中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

長梁麗嫻、肇慶僑聯主席黃志堅、副

市長陳宣群、江門市僑聯主席孔愛

玲、中山市僑聯主席余志勇等均熱忱

歡迎訪客，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副部

長楊嘉明、廣東省僑聯聯絡部部長

楊建光等則陪同參訪行程。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表示

中國僑聯首次邀請來自拉丁語系國

家的僑領到訪廣東，對瞭解當地僑

情，加強彼此聯繫與溝通有極大的

意義；他強調中華僑聯總會最重要

的工作方針是「服務海外僑胞，傳

揚中華文化以及加強與中國各涉僑

單位的連繫」，更呼籲僑社一定要

「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福禍與

共，團結對外」才能共同建構和諧

僑社，並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奮

鬥努力。

對於「拉語系國家嘉年華活動」

的精彩歌舞表演，訪問團均給予熱

烈掌聲。

▼簡漢生理事長（右五）在中山市與梁麗嫻部長

  （右四）合影。

率團參加拉丁語系國家僑領訪粵活動及聚濠江聯誼會座談會

簡漢生籲加強交流合作  建構和諧僑社

簡漢生理事長（右）在拉美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

會座談會致詞，左一為林佑輝部長，中間為黎振

強會長。

▲
肇慶市政府的歡迎晚宴，前排左五是陳宣

群副市長，右五是簡理事長。

左起：蔡嘉松經理、洪慧珠董事長、廖俊傑副

秘書長、鄭致毅秘書長、林樹森前省長、簡漢

生理事長、林積局長、賴素梅特助、張月梅女

士、張条明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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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文教基金會舉行董事會
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聯文教基金會第11
屆董事會第2次會議於12月11日（星期二）上
午11時，在僑聯會議室舉行，討論通過多項議
案。

會議由基金會董事長簡漢生主持，張植珊、

王能章、林基源、葛維新、牟宗燦、林再藩、

簡又新、鄧文聰、陳飛龍等董事均出席；鄭致

毅、吳燕玉、江金台等列席。

會中除報告第11屆董事會第1次會議紀錄、
101年華文著述獎、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
繪畫比賽等評審結果、頒獎等工作處理情形

外，更討論通過101學年度各種僑生獎學金得獎
人名單及頒獎日期、102年華文著述獎申請辦法
等議案。

受聘僑聯阿根廷主任 李茂勇樂意服務僑社
劉為一／文 有著僑務顧問、國民

黨書記以及阿根廷客屬會會長等諸多

頭銜的李茂勇，被稱做「主任」時，

卻總有份特別的感動，因為這是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阿根廷辦事處的職稱，

他樂意被付託僑聯服務僑社的重責大

任。

根據李主任的說法，由於阿根廷華

校缺乏參加國際性藝文比賽的機會，

所以當地四所華文學校，每年最期待

的就是參加僑聯總會舉辦的海外僑校

學生作文、書法、繪畫比賽，每次也

都有入榜佳作甚至金銀銅牌獎的好成

績，而當總會的獎牌、獎狀寄達時，

他和辦事處的夥伴都一定分別親往頒

獎，表示總會對得獎同學的重視與道

賀之意，而多少年下來，當地僑社的

師生、家長都將僑聯總會與重視僑社

子弟，致力中華文化傳揚劃上等號。

36歲出國，旅居阿根廷22年的李主
任，正值人生閱歷、事業發展的巔峰

期，回想當年出國，花錢買下大筆土

地後，原期望務農為生，卻因為毫無

經驗，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耗盡了所

有的資金。痛定思痛下，妻子的一句

「民以食為天」，讓他調整方向，走

上食品工業。

這麼多年來，最讓李主任津津樂道

的一件事是，在初始進軍食品業時，

為了突破阿根廷人對食物不敢嘗新的

習慣，他便在參加當地僑社移民節活

動籌備會時，帶著產品分享與會者，

想不到食品受歡迎，他個人踏實、誠

懇的表現，也贏得異國友誼，更因為

對他的好感而肯定台灣人的親切，甚

至在當地移民節大會開幕式時，特別

在我們的進場導引牌上秀出青天

白日滿地紅國旗，讓台灣名聲獲

得「技術性」的彰顯。

李茂勇以客家鄉親的身份，擔

任客屬總會阿根廷分會會長，積

極投身客家事務和公益事業，為

台灣進行成功的國民外交；不久

前被納入客委會「客勤遠拓──

中南美洲二十位客家人足跡」新

書的受報導主角之一，享受實至

名歸的殊榮。

在推動僑聯業務時，李主任最

感謝包括林正和顧問在內的每一位理

事、顧問的無私奉獻，他表示辦事處

的夥伴們都在當地事業有成，但只要

總會交代任務，大家都會不計名利，

不求回報全心付出，在他們的認知，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是他們向心力最強

的「家」，特別是這些年在簡漢生理

事長領導下，僑聯服務僑社、傳揚中

華文化、加強兩岸交流的工作績效有

目共睹，發展之路愈走愈寬，尤其讓

他們這些海外遊子有著身為僑聯一份

子的與有榮焉感。

李茂勇主任（右）與林正和顧問。

彥賢義捐名單

新加坡 顧問王大剛台幣5000元。

香港 名譽理事陳銘添台幣2000元。

加拿大 名譽理事鄭偉志台幣1000元；

          顧問周仰生台幣4000元。

瑞士 理事何振威瑞士法郎200元。

澳洲 名譽理事刁振謀台幣4000元。

模里西斯 理事李麗生美金100元。

在台 陳治軍先生人民幣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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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里麗

文 華 僑 學

校」，位於

馬德里瓦耶

卡 (Vallecas) 
區，由西班

牙中西文化

教育推展協會

籌設，目前暫

租借公立小學

「La Rioja」校
舍使用，環境

清幽、交通方

便，擁有寬敞

的校園及兒童遊樂設施，是非

常適合馬德里地區的華人子

女，及西班牙人認識中華文化

及學習華語的場所。

據「麗文華僑學校」陳校

長表示，麗文僑校除了教學中

文、教導孩童體認中華文化，

更著重孩童健全的身心發展，

提升樂教功能，以達「寓教於

樂」的目的。              
（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供稿）

又訊／ 為慶祝中華民國102
年元旦，我駐西班牙代表處，

於元月一日早上10時，在馬德
里瓦耶卡區西班牙聖德多明哥

公立小學，舉行升旗典禮。

升旗典禮由侯清山大使主

持，有旅西僑胞、留學生、及

僑胞子女近百人參加。

「元旦升旗典禮」，是侯大

使上任以來，第三次舉行，除

了能夠凝聚僑心、支持政府之

外，也讓旅西僑胞，藉此機會

互話家常、相互拜年。

 （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供稿）

僑光社／ 浙江大學為推崇鄭貞

銘教授對新聞教育與兩岸交流的貢

獻，最近出版「台灣新聞教育家鄭

貞銘」一書，這是大陸出版台灣學

者傳記的少數例子。

浙大出版社以「華岡新聞教育的

奠基者、兩岸新聞交流的先行者、

世界華人傳播的啟蒙者」推崇鄭教

授。

該書由武漢大學博士，華南師

大副教授劉兢撰寫。全書總共10萬
字，圖文並茂，從鄭貞銘在政大新

聞系讀書談起，詳述他如何一路奮

鬥，走過教職、黨職，成為台灣最

重要新聞教育工作者，以及參與兩

岸交流，提供對岸台灣新聞教育的

第一手經驗。

鄭教授畢業於政大新聞系，為文

大新聞教育體系之創立奠基貢獻50
年，台北扶輪社曾以「對我國新聞

教育最有貢獻的人士」頒贈給曾虛

白、成舍我、馬星野、徐佳士與鄭貞

銘。文大董事長張鏡湖亦以「功在華

岡」匾額感謝他半世紀的貢獻。

近20年間，鄭教授為兩岸新聞
交流馬不停蹄，獲近十所名校聘為

「講座教授」。

浙大召開「鄭貞銘新聞教育的理

念與實踐」，舉辦了學術研討會。

江西國際藝術學院並以萬畝湖泊命名

為「貞銘湖」，以推崇他的成就。

鄭教授足跡遍遊70國，門生滿
天下，他的新聞有關著作影響華人

世界和全球各地華人，民國76年，
他並以「熱情老師、天才學生」、

「老師的另類情書」兩書獲中國文

藝學會五四文藝獎；國外華文媒體

開創者與經營者許多都出自他的門

下，紐約聖若望大學因而頒發給他

「對新聞教育特殊貢獻獎」。

鄭教授多年來受聘擔任僑聯華文

著述獎的評審委員，也是僑聯兩岸

論壇活動的重要成員之一。
由浙江大學出版的「台灣新聞教

育家鄭貞銘」一書。

馬德里／ 馬德里麗文華僑
學校，為歡度耶誕節，與所借

用的公立小學La Rioja合作，
於12月17日上午在該校禮堂舉
行三場「聖誕歌謠、唱遊」表

演會，馬德里瓦耶卡 (Vallecas) 
區政府首長、西班牙國會議員

Eva女士，以及我國駐西班牙
代表處侯清山大使，都應邀欣

賞。

「聖誕歌謠、唱遊」音樂

表演會，是由劉麗雪、陳錡慧

兩位老師，分別教唱中、西文

歌曲，並由陳錡慧老師鋼琴伴

奏，僑校學生先後演唱了「ㄅ 
ㄆ  ㄇ  ㄈ」、「當我們在一

起」、「頭.肩膀.膝.腳 趾」、
「小星星」等四首中文歌曲，

學生們唱得興致高昂，台下的

師生、家長更是掌聲不絕、讚

賞萬分。

馬德里瓦耶卡 (Vallecas) 區
政府首長等貴賓除受邀欣賞表

演會外並訪視「麗文華僑學

校」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成果，

對陳文楠校長致力辦學、積極

推展華文教育、傳揚中華文化

的績效與精神，表示嘉勉、讚

揚，而能在兩個月時間內，就

能讓學生有如此亮麗的表演成

績，尤其認為難能可貴。

甫於2012年10月初成立的

鄭
貞
銘
獲
浙
江
大
學
專
書
推
崇

對
新
聞
教
育
及
兩
岸
交
流
貢
獻
受
肯
定

創校2個月 教導中外小朋友華語歌謠有模有樣

馬德里麗文僑校音樂會 唱作俱佳

僑．社．簡．訊

群英戲劇曲藝團廣州獻藝受好評

台北／粵劇群英戲劇曲藝團

最近赴廣州，參加第六屆羊城

國際粵劇節，精彩的演出受到

極大好評。

第六屆羊城國際粵劇節是由

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廣

州市振興粵劇基金會主辦，於

11月21日至27日在廣州隆重舉
辦。這是粵劇自2009年正式成
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後的第

一個粵劇節。 
共有來自20多個國家和港澳
各地區的粵劇社團代表共襄盛

舉。

來自台灣的粵劇群英群英戲

劇曲藝團則在團長黃偉率領知

音、群英、玉群等三團，包括

洪鼎、馮珍、趙達光、黃偉、

趙嘉敏、梁中英、莫瑞群、龐

伶聲、林日東、李幗眉、劉金

英、顧鳳嫻、詹衛平、李叁

娣、利少英、梁玉瓊、梁玉

群、翁軒錦、劉鳳、譚影華、

莫大衛、陸健生等一行20餘人

參加，演出天姬送子折子戲等

八個劇目，受到極大好評。

雪中送炭 韓華僑團體捐贈弱勢

首爾／ 南韓華僑慈善團體

「鄰友會」，12月3日捐贈給
首爾市西大門區區廳長文錫珍

百包白米及泡麵，希望轄區內

弱勢族群能夠過個溫馨冬天。

鄰友會是由15名於1980年畢
業於漢城華僑中學漢高第23屆
同學組成，他們除向華僑小學

捐贈課外讀物外，並向轄區內

幼兒院捐贈書桌、向貧困人士

贈送食物，被僑社讚譽為「雪

中送炭」的慈善志工。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瑞士伯恩中文學校 辦朗讀賽

伯恩／ 瑞士伯恩區中文學校
為推廣中華文化，最近舉辦校

內華語文朗讀比賽。

學生除了踴躍報名參加之

外，個個都有初生之犢不畏虎

的精神，上台時更是穩如泰

山，精彩和可愛的演出博得台

下評審團及家長的笑聲、讚嘆

聲和掌聲。除兒童組表現優異

外，青少年組和成人組更是不

遑多讓，可見學生都很努力地

練習，希望得到好成績並讓口

語表達能力更加進步。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基督城花車遊行 華興協會亮眼

紐西蘭／ 紐西蘭基督城年度
花車大遊行，在艷陽高照及數

萬觀眾的注目下，日前在基督

城市區正式展開，130個隊伍
中，由華興協會所組織的百人

遊行隊伍更是其中的亮點。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主辦

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

芝加哥／ 由美中中文學校

左起：莫大衛、黃偉、林日東、莫瑞群、李幗眉、黎潔萍。

協會及主流學校華文教師聯誼

會主辦，易學中文學校承辦的

2012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華
文歌唱示範與舞蹈武術觀摩，

最近在芝加哥僑教中心舉辦。

當日活動共有近30個節目，
分別由來自美中中文學校所屬

各中文學校及主流學校華語班

的學生展演，節目豐富精彩，

包括卡拉OK比賽，二胡、鋼
琴的演奏，舞蹈、武術、太極

劍舞、手語、扯鈴表演等。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瑞士伯恩區中文學校舉辦華語文朗讀比賽。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基督城花車遊行，穿台灣原住民服裝的鄉

親開心合照。（轉載自僑委會即時新聞網）

前排左起：僑校吳金蘭顧問、駐西代表處侯清山

大使、瓦耶卡區政府首長Eva Duran、僑校陳文

楠校長、陳錡慧老師。後排左起：劉麗雪老師及

上台表演的學生。（僑聯西班牙辦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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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為一／文 出生香港，

1958年中學畢業，在港參
加臺灣的大專聯考，分別

被錄後取而赴臺唸大學的

聶文駿、聶威杰兩兄弟，

最能感受僑生負笈異地的

辛苦─除了想家更有打工

貼補學費的需要，所以本

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

原則，自2008年起，提供
獎學金，委託僑聯文教基

金會贈送，讓孩子們知道

求學路不孤單。

他們表示，在成長、求

學及工作的過程中，雙親

總是不遺餘力的照顧及支

持他們，但他們卻因為工

作、時間的關係，未能承

歡膝下，等有能力及時間

的時候，老人家卻已不在

人世，使兄弟兩有著深深

的遺憾，決定以「紀念聶

灼垣先生夫人」名義設置

清寒獎學金，表達對父母

的懷念；又因為兄弟兩人

分別畢業於台灣大學及中

興大學，所以以兩校的僑

生為贈獎對象。

自稱「老僑生」的威杰

先生以贈獎人身份說，非

常感佩僑聯總會募款為僑

生謀福利的義舉，更感謝

提供這樣的機會，讓其能

給在學僑生些許鼓勵；而

對得獎同學來說，兩位聶

先生都表示，所謂學無止

境，並非單指與學術有關

方面，事實上，做人處事

的修為，和學識的增進同

樣重要，唯有各方面多充

實、「磨厲以須」，以後

作為社會的新鮮人才會比

較容易適應。

聶氏兄弟中，文駿先生

是加拿大某油公司的退休

工程師，威杰先生則在夏

威夷大學食品技術研究員

任內榮譽退職後，目前不

但擔任夏威夷國建聯誼會

秘書多年，最近更被馬英

九總統任命為僑務委員，

所以每天仍是行程滿檔，

他笑稱雖然不能安排真正

的退休生活，但能享受

工作的奉獻樂趣，也是難

得的人生歷程新篇章！而

兩位都以其豐富的人生經

驗，語重心長的叮嚀年輕

朋友，雖然常有人強調，

「凡事不要太過執著，要

學會變通」，但「原則」

仍要堅持，就像僑生畢業

後回到僑居地，一定不能

忘記支持中華民國的立

場，更要期許自己做個傳

揚中華文化的有力尖兵！

｜上林美饌．獨享尚林｜

頂級鐵板燒御宴～尚林鐵板燒堅持最好，

嚴選最新鮮最高等級的食材，

謹慎處理每道步驟，並創新料理，33年來從不間斷，

五星級的服務品質，並提供您最高級舒適的用餐環境，

鐵板燒之最  首選上林

The Sunlit Teppanyaki
Restaurant

民權東路 ◆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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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林鐵板燒餐廳

Carefully selects the most fresh and best food quality and
Precisely handles each cooking procedure,

Sunlit’s  continual innovation in cuisine provides not only
A five-star class service and quality for 33 years,

but also furnishes our treasured guests a comfortable dining place .
For the best choice of Teppanyaki, only Sunlit Teppanyaki Restaurant !

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31號B1
B1, No 131, Sec. 3, Min-Sheng E Rd., 
Taipei, Taiwan 105
TEL   02-2547-1100（代表號）
FAX  02-2514-9000
www.thesunlit.com.tw

尚林鐵板燒餐廳
The Sunlit Teppanyaki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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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文駿。

聶威杰。

緬甸千佛寺中華佛經學校，

參加民國101年海外華校學

生徵文，書法，繪畫比賽，

得獎學生在10月14日孔聖誕

典禮中獲頒獎。

僑
校
生
喜
獲
頒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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