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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中國河洛文化研究
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河南

文化聯誼會、中華僑聯總會合辦，信

陽市豫劇團演出的歷史大型豫劇「開

漳聖王陳元光」，將自5月23日起，分
在宜蘭、南投、雲林、鳳山及台北市

各地公演，招待開漳聖王信徒及社會

大眾觀賞。

演出的時間分別是：5月23日19:00

在宜蘭壯圍永惠廟；24日19:00南投草
屯陳府將軍廟；25日19:00雲林斗六福
興宮；26日19:00高雄縣鳳山開漳聖王
廟；5月27日晚間19:00在台北國軍文
藝中心戲劇廳。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表示，

這是「開漳聖王陳元光」歷史大型豫

劇第一次登「台」公演，在彰顯陳元

光對中華文化貢獻的歷史定位上，深

中華僑聯總會力邀「開漳聖王」豫劇首度登台

簡漢生：彰顯陳元光歷史定位 深具意義

僑光社／台北 大陸中國僑
聯副主席喬衛，浙江省政協

副主席兼浙江省僑聯主席吳

晶一行4月13日上午，拜會
中華僑聯總會，受到理事長

簡漢生熱忱歡迎。

前排左起：鄭致毅秘書長、喬衛副主席、簡漢生理事長、吳晶

主席；後排左起：陳小雲先生、廖俊傑副秘書長、陳邁部長、

賴素梅特助、趙加慧處長、張亮秘書。

歡迎大陸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到訪

簡理事長：期待兩會加強合作

具意義。

成立已逾60年的中
華僑聯總會，向以聯繫

五大洲的僑團、僑社、

僑校，為數千萬華僑華

人服務為目的，更以推

動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

的復興為重要的工作之

一，而也因此發現了一

個關係到中華民族遷徙

和中華文化傳揚的重要

歷史人物--開漳聖王陳
元光。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

漢生和僑聯總會的全體

同仁注意到陳元光，是

一個機緣，但是了解之

後，卻是一則以喜，一

則以惜。

簡理事長說明，喜的

是，我們了解到中華民

族的播遷和中華文化的

傳揚有更多和更早的資

料；惜的是，關係到中華民族播遷和

中華文化傳揚大業中關鍵地位的陳元

光，卻未能受到應有的歷史對待。

對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和全

體同仁而言，在深入了解後都認為陳

元光是一個被歷史遺忘或被忽略掉的

民族英雄，確實值得大家從一些新的

角度重新來評價他，定位他，還原歷

史真相與公道。

因此，簡漢生理事長和中華僑聯

總會的同仁誓願做做兩件事情，一是

大力宣揚陳元光的歷史功績，「還給

陳元光應有的歷史定位」，二是要讓

「陳元光回老家」，回老家的計畫包

括：讓陳元光英靈回歸故土、在陳元

光老家河南固始縣籌建「開漳聖王祖

廟」、帶動兩岸更多人前往陳元光老

家河南固始縣緬懷這一代偉人。

所以，自2009年開始，僑聯總會每
年都會帶領超過200人的團體前往河南
固始參訪。

同時，在2011年，中華僑聯總會與
河南固始縣合辦了一項名為「開漳聖

王陳元光回老家」的活動，這項活動

包括在河南省固始縣陳集鎮籌建「開

漳聖王祖廟」及固始縣開漳聖王酒業

公司率先供奉迎自台灣的第一尊開漳

聖王神像等系列活動，於2011年11月8
日至10日在固始縣城舉辦的「第三屆
根親文化節」盛大登場。

而在傳布開漳聖王陳元光的歷

史功績方面，中華僑聯總會更於去

（2012）年安排了大陸中央電視台前
來台灣拍攝「開漳聖王陳元光」信仰

在台灣蓬勃發展的實況，收錄在「閩

台祖地」三集紀錄片的第一集「開漳

聖王」中，這集紀錄片已經於2013年3
月18日在大陸中央電視台第八套節目
中播出。

2013年4月，僑聯總會並接待了來自
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個12人的專
案製播小組重要成員，前來台灣全面

了解開漳聖王信仰在台灣的實況，將

於6月下旬製作一個現場節目，讓台灣
與漳州的開漳聖王活動同步轉播。

中華僑聯總會並在2011年年底開始
與河南省信陽市（古稱光州，固始縣

棣屬於信陽市）洽商該市豫劇團新編

一齣歷史劇「開漳聖王陳元光」，並

全力邀請該團前來台灣演出，經過多

方努力，終於在今年成行，台灣開漳

聖王信徒有福得以觀賞這齣演出。

（相關新聞見A3版）

簡漢生理事長介紹了中華

僑聯總會的工作，他對喬衛

副主席和吳晶主席率「親情

中華」藝術團來台表示歡迎

和感謝，希望進一步密切與

大陸僑聯組織的交流合作，

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出更大貢

獻。

喬衛副主席感謝中華僑

聯總會給予「親情中華•歡
聚臺灣」巡演的支持，他指

出，中國僑聯及有關地方僑

聯與中華僑聯總會交流密

切，雙方為推動兩岸和平發

展做出了很多努力，特別是

雙方共同舉辦的「兩岸僑界

和平發展論壇」影響日益顯

著。喬衛代表林軍主席，感

謝簡理事長及諸位同仁為推

動兩岸僑界交流做出的貢

獻，希望兩岸僑聯真誠團結

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

共同努力。

吳晶主席表示，浙江省僑

聯與中華僑聯總會在多次交

僑光社／台北 即將在台灣公演
的「開漳聖王陳元光」歷史大型豫

劇，是河南劇作家孔凡燕依據老版

本修改而成的新版，人物角色表現

鮮明，劇情更見張力，值得觀賞。

該劇導演黃天博表示，此劇不

但更鮮明的表現陳元光這個歷史名

人的藝術形象，同時也呈現如下特

色：一是淡化了民族矛盾，強調了

陳元光所揭櫫的「外鄉本土全屬唐

朝疆界」和「山上山下都是中華子

民」，並以罷兵言和共建漳州為結

束，這是陳元光對中華民族和歷史

的最大貢獻，在這齣新編的劇本中

得到彰顯；二是突出了陳元光和祖

母魏敬的情感交流，表現出陳家幾

代人為開拓漳州前仆後繼的忠勇精

神；三是增強了中原和閩南的文明

傳播和融合，這也是中華文化有系

統地引進東南邊陲的巨大貢獻，對

日後中原河洛文化繼續傳佈到台灣

與海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重要

性；四是讓三個主要人物─陳元

光、魏敬和藍自興在劇中都「活」

了下來，弱化了情節的悲劇性。

在演出樣式上，此劇強調的是將

舞美、音樂和表演的設計統一在既

定的演出樣式之中，以形成簡潔、

明快而凝重的演出風格。

而在演出人物方面，劇中文武

兼備人物眾多，有名有姓的角色就

有九人之多，其中既有歷史真實的

人物（陳元光、魏敬和種沉），也

有藝術虛構的人物，而在眾多的群

體人物之中，也有個性化的臺詞表

演，值得觀眾特別注意。

新版「開漳聖王陳元光」的劇本

修改、舞美和音樂設計以及導演的

前期工作共進行逾三個月，並以三

天一場戲的進度排練，在2011年11
月13日左右完成全劇的連排、20日
完成全劇的連響排，最後在25日完
成全劇的舞臺合成和審查演出。

• •
••

  淡化民族矛盾 強調中原、閩南文明傳播與融合 

「開漳聖王陳元光」歷史豫劇 值得觀賞

往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浙

江省是僑務大省，希望中華

僑聯總會組織更多的朋友訪

問浙江、投資興業，加強兩

岸團結、交流聯誼。

當日中午，簡漢生理事

長由秘書長鄭致毅、副秘書

長廖俊傑陪同，設宴款待訪

客。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

事長、前國民黨組織工作會

主任丁守中，中華救助總會

理事長、前國民黨社會工作

會主任張正中，浙江同鄉會

理事長、國民黨文化傳播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葉潛昭，亞

新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莫若

礪，臺灣金、馬、台、彭交

流協會會長、前中華文化總

會秘書長、前臺聯黨主席蘇

進強，臺灣首府大學董事長

蔡清淵等均應邀參加。

喬衛等一行也拜會了華僑

協會總會，受到理事長陳三

井等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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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楠／文 為讓旅居西班

牙台灣僑胞青少年，能親身體

認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精深

博大，中華僑聯總會西班牙辦

事處主任、馬德里麗文僑校校

長陳文楠，帶領「旅西台僑青

少年參訪團」一行15人，於復
活節假期前往上海等地，作為

期八天的參訪活動。

參訪團於3月22日早上出
發，23日早上九時半飛抵浦東
機場，僑聯總會賴素梅特助，

上海僑聯嚴小蒨處長、丁宏新

部長，以及陪同導遊宋先生等

位，都在入境大廳等候，迎接

「青訪團」的到來，上海台辦

更以遊覽車提供青訪團代步。

當天在賴特助引領之下，入住

上海「棠柏賓館」酒店，午飯

後即開始緊湊的參訪行程。

8天行程豐富多元

前後八天的參訪活動，共參

觀了上海陸家嘴商圈、浦東科

技館、城隍廟商業區、東方明

珠旋轉台、懸空觀景台、上海

城市規劃館、夜遊新天地、及

洋山深水港；在南通登船夜遊

濠河生態環境、狼山風景區、

及南通植博園、遠眺長江最

寬處、南通博物苑、華僑博物

驚艷山川壯麗 人文薈萃

旅西台僑青少年首度訪滬 不虛此行
簡理事長期勉學好中文 以體認更深層中華文化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將組團參加「2013年河
北省河北、香港、澳門、台灣

兩岸四地青年學生交流營」活

動，5月15日截止報名，人數共
20名，額滿為止。
此項交流營是由河北省僑聯

主辦，行程自7月14日至23日，
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邢臺、

邯鄲舉辦兩岸四地青年學生交

流營活動，並順訪北京，歡迎

參加，共襄盛舉。

活動主要內容包括：與三

市大學生交流座談，在邯鄲舉

行成語競賽，學練太極拳；在

石家莊參觀全國愛國主義教育

基地西柏坡、大佛寺、國家乒

乓球隊集訓基地、趙州橋，在

邢臺參觀臨城溶洞、今麥郎食

品有限公司，在邯鄲參觀博物

館、永年廣府古城、楊氏太極

拳故居、峰峰磁州窯遺址、成

語典故苑、黃梁夢等，在北京

參觀頤和園、故宮、水立方、

鳥巢等，具體行程安排將在僑

聯網站刊登。

凡現就讀文、理科大學三、

四年級學生（年齡18-25周歲，
不限僑生），即日起至5月15日
截止報名，人數共20名，額滿
為止。參加者除機票自理並繳

交報名費美金100元外，其餘均
由主辦單位負責接待。

請購買7月14日台北至石家
莊及7月23日北京至上海至台北
之往返機票，並自行前往機場

及投保意外、醫療保險。（僑

聯總會可代購機票，費用新台

幣15,700元），而為方便統一

安排在石家莊機場接、北京機

場送，務請購買7月14日桃園至
石家莊，東航MU5096/12:25∼
15:15(直航)，7月23日北京至
虹橋，東航MU5104/09:00∼
10:55；或7月23日虹橋至松
山，東航MU 5097/ 14:20∼
16:15之班機。 
有意參加者請與僑聯聯絡，

或上僑聯總會網站(http://www.
focat.org.tw)點閱並下載報名
表。

僑聯聯絡人：總幹事吳燕

玉；電郵：wu_0502@yahoo.
com.tw
電話：＋886-2-23759675轉

17；傳真：＋886-2-23752464

館、珠算博物館；到揚州參觀

揚州的瘦西湖、何園、揚州市

區遊覽；前往南京參觀了總統

府、夫子廟、江南貢院、秦淮

河等景點，並敬謁中山陵，向

國父孫中山先生獻花、行禮。

上海市僑聯張癸副主席於23
日晚，在設宴款待團員的餐會

上表示，歡迎西班牙台灣僑胞

青年朋友到上海參觀訪問，實

際接觸中華文物，對中華文化

有更多的了解與認識。他歡迎

大家常來往，增進彼此的情誼

與了解。

陳文楠主任致詞，除感謝

上海市僑聯的熱情款待，也表

示，這次參訪團員都是在西班牙

大學畢業、學有專精的職場青年

才俊，而組團登陸，對旅居海

外的台灣僑胞青少年而言，是

一創舉，所以每一位青年朋

友，都特別的期待、興奮雀

躍。

24日上海市台辦李雷鳴副主
任設宴於「虹橋賓館」，在晚

宴中強調，陳主任是舊識、老

友，也是好朋友，陳主任能帶

團前來上海參觀訪問，上海市

台辦表示萬分的歡迎，希望各

位青年朋友，在上海能多看看

上海的城市建設，體會上海的

生活，希望陳主任每年都能帶

團前來上海參觀訪問。

陳主任也表示，上海是擁

有2700萬人口的大都會，雖然
參訪團在上海停留兩天，只能

參觀幾個重要景點，但以後一

定還有機會造訪。這次帶團前

來，受到上海市台辦熱情款

待，代表全體團員表示衷心的

感謝之意。賴特助素梅女士補

充強調說，陳主任這次組團前

來上海非常不容易，這十幾

位青年朋友，都是「首次登

陸」，也是中華僑聯海外辦事

處第一次舉辦到大陸的參訪

活動。

25日下午青訪團和專程由
台北飛抵上海的僑聯總會簡理

事長會合，理事長帶領全體團

員直奔南通，下榻「文峰飯

店」。晚上在該飯店「百花

參訪團團長陳文楠贈送紀念品給江蘇

省僑聯主席宮琳（右二），右一為吳

金蘭，左一是劉麗雪。

參訪團員在南通狼山頂寺廟台階合

照，南通市僑聯機要曹博平（前排左

三），黑龍江穆裬市僑聯主席王淑艷

（右三）及黑龍江穆裬市台辦副主任

叢培秀(右一)均熱情陪同。

廳」，由南通副市長張宗琪設

宴款待簡理事長及全體參訪團

員。26日晚上接受南通市僑聯
主席吳亞軍，在「華僑娛樂

會所」宴會廳，設宴款待參

訪團員。27日下午參訪團抵達
揚州，進住「揚州金陵大飯

店」，僑總簡理事長漢生博

士、特助賴素梅已經先行到

達，且在飯店大門口等候，迎

接青訪團的到來。

簡理事長期勉好好學中文

當晚，簡理事長設宴款待全

體團員時表示，歡迎陳主任帶

團前來大陸各地參觀、訪問。

「旅西台灣僑胞青少年參訪

團」到大陸參訪，是海外台灣

僑胞組織青少年參訪團的第一

次，陳主任能夠帶團前來，很

是辛苦、精神可嘉。希望大家

把握機會，深入了解中西文化

的差異，尤其是身為華人的一

份子，對中華文化一定要有相

當程度的了解與認識。也因為

有了這一次的參訪，大家一定

能認知學好中文的重要性，因

為將中文學好，就能接受更深

層的中華文化，甚至有發揚中

華文化的能力。

陳主任則表示，此次參訪

順利圓滿，最要感謝簡理事長

和賴特助的多方協助。相信經

過這樣的參訪過程，各位青年

朋友們一定感受學好中文的重

要性，回去後，一定要努力學

習，才不辜負理事長對大家的

期望與諄諄教導。

28日晚上由江蘇省僑聯副主
席宮琳女士，在秦淮河畔「貴

賓樓」設宴招待，並合照留影

紀念。晚餐後，即趕回上海

「棠柏賓館」，打包行李，29
日回返西班牙，結束這一趟終

身難忘的旅程。

（本文作者及圖片提供者為中華

僑聯總會西班牙辦事處主任）

接受上海市台辦晚宴後合影，前排左起：上海僑聯聯絡長丁宏新、潘

印德、邱瑞珍、陳文楠、上海市台辦副主任李雷鳴、賴素梅、吳金

蘭、上海台辦海外處長陳佐際、劉麗雪；後排為訪問團的青年團員。

南通市政府晚宴後合影，左起：南通市僑聯黨組書記陸軍、南通

市委會副秘書長劉鋒、吳金蘭、陳文楠、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

漢生、南通副市長張宗琪、南通市僑聯主席吳亞軍、賴素梅。

前排左起：台商企業董事長盧文彬、參訪團團長陳文楠、上海市僑

聯副主席張癸、理事長特助賴素梅、上海僑聯處長嚴小蒨；後排左

起：台商企業董事長夫人邱玲惠、参訪團副團長劉麗雪。

左起：陳文楠、南通僑聯主席吳亞軍、參訪團顧問吳金蘭、

參訪團領隊潘印德、副領隊邱瑞珍。

河北青年夏令營受理報名 額滿為止
共20名 不限僑生 以文、理科大學三、四年級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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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大陸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對台灣節目中心廈門

節目製作室為製作「第六屆海

峽兩岸開漳聖王文化節祭祀大

典」節目，安排於3月31日至4
月6日抵台採訪台灣幾間較具代
表性之開漳聖王廟，並於4月1
日下午訪問中華僑聯總會，由

鄭致毅秘書長與廖俊傑副秘書

長接待和說明僑聯總會近年來

對於開漳聖王信仰與文化活動

的推廣。

鄭秘書長首先提到僑聯總

會之所以與開漳聖王會有所淵

源，最早是透過河南固始邀請

參加「根親文化節」而來。在

參與的過程中，開始認識了這

位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漳州

人士的開漳聖王，原來其出身

是遠自於離閩南千里之遙的河

南，也是歷史上所謂「中原」

王朝的畿要之地。而有鑒於弘

揚中華文化為僑聯總會的使命

之一，於是便逐步開始有系統

的對開漳聖王的文化與信仰做深

入研究與了解，期盼開漳聖王文

化能對兩岸和平發展發揮極大的

貢獻。

廖副秘書長除了補充僑聯總

會所舉辦的迎開漳聖王回老

家、重新整理並試圖統一開漳

聖王傳略內容、積極組建開漳

聖王學術研究會等活動外，還

提出他認為兩岸都必須對開

漳聖王重新認識的「兩個向

上」：一是將歷史時間軸向上

回溯到八百年前的唐代；二是

將歷史空間從閩南漳州向上延

伸回河南固始，讓長期以來總

給外界閩南漳州人守護神定位

的開漳聖王，能夠以唐朝時期

河南固始出身的形象，讓世人

對他將中原文化引進南方的巨

大貢獻，能夠有更多的了解。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節

目中心廈門節目製作室到中華

僑聯總會採訪的成員有團長：

劉立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

中央人民電台來訪，團長劉立忠（左三）及團員們與僑聯總會秘書長鄭

致毅（右三）、副秘書長廖俊傑（左二）合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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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宗時期，閩粵交界之處

發生「蠻獠嘯亂」，民不聊生。高

宗李治欽點河南固始人歸德將軍陳

政率領府兵入閩平亂。時年13歲的
陳元光隨父深入閩南。八年後，陳

政病故，陳元光繼任父職，擔起了

平息嘯亂、開發閩南的重任。他心

懷仁德，一方面興農桑、辦書院，

向閩南群眾傳播先進的中原文明；

一方面威惠並施，不顧個人安危親

訪山寨，勸說寨主們放下刀槍，棄

惡從善。為了閩南的長治久安，他

又上表朝廷，建議在泉州與潮州之

間設立漳州。朝廷採納了他的建

議，並委任他為首任漳州刺史。陳

元光55歲時，在與粵東流寇交戰中
不幸殉難。由於他在閩南辛勤耕耘

四十二年，終於使閩南得到開發，

成為魚米之鄉。北宋時，他被宋高

祖追封為「開漳聖王」。今為閩

南、台灣和東南亞各地華人華僑銘

記，廟祠林立，歲歲奉祀。

本劇依據史實，通過戲劇化的情

節，展現了陳元光博大的情懷和光

彩照人的形象。

「開漳聖王陳元光」劇情簡介及演出表

總顧問：陳義初、王鐵、郭瑞民 

總監製：宋效忠、王玉英

總策劃：張春香

策  劃：潘林、張冬梅

             喬清忠、馮磊

             師建軍 

歷史顧問：楊海中

總統籌：梁光旭

編    劇：孔凡燕

導    演：黃天博

作     曲：耿玉卿

                 蔡書志

                 陳金池

舞美設計：陳文龍

服裝設計：藍翎

燈光設計：齊世明

                毛志明

執行導演：江鳳香

音     響：劉彥明

陳元光：任現軍飾

信陽市豫劇團演出演  出  表

有朋自遠方來
台北/ 4月22日來自江蘇省
如東縣的僑聯朋友拜訪中華僑

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晚宴接

待，僑聯巴西里約辦事處主任

胡雲光做陪，賓主盡歡，並合

影留念，前坐左起：鄭致毅

秘書長、如東縣僑聯沈更生主

席、簡漢生理事長、胡雲光主

任、如東縣人大辦公室卜其銀

主任；後排左起：仇建民總幹事、

賴素梅特助、陳曄輝總經理、廖俊

傑副秘書長、如東縣僑聯陳春建副

主席、吳燕玉總幹事。

簡理事長致詞歡迎，左為王坤騰教授。

僑光社／台北 經濟學者王騰

坤等四位嘉義中正大學的教授4
月26日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期望雙方能針對華僑經濟等主題

進行相關合作。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對學者

們的來訪表示歡迎，也認同合作

建議。

擁有英國University of Essex國
際經濟博士頭銜的王騰坤教授，

曾獲選僑聯海外優秀青年，目前

任教中正大學，並與同行來訪的

王元章、洪育忠、蔡仰虔等教授

負責「華僑經濟年鑑」的編撰工

作。

「華僑經濟年鑑」是由僑委會

出版，委由中正大學編輯。

四位教授先後發言，期望藉僑

聯總會的平台，獲得華僑經濟的

諸多民間資訊，使年鑑內容更豐

富，華僑經濟研究層面更深入。

簡漢生理事長肯定「華僑經濟

年鑑」的專業水準，同意雙方討

論可行的合作方法。

除「華僑經濟年鑑」外，中正

大學同時承攬有關華語文僑教的

專案，對僑務工作投入相當的心

血，簡理事長表示，今後樂將中

正大學納入僑團參訪對象。

拜會僑聯的四位中正大學教授

是：王騰坤（公共政策管理研究

中心特聘研究員）、王元章（財

務金融學系）、洪育忠（會計與

資訊科技學系暨研究所）、蔡仰

虔（經濟系）及谷逸萱（華僑經

濟年鑑助理）。

洪育忠教授（右）、王元章教授。 蔡仰虔教授（右）、谷逸萱小姐。

魏    敬：何雪林飾

盤月娘：曲    譜飾

阿   桂：王小萍飾 

藍自興：王  強飾

馬   勝：周亞真飾  

苗望山：張書偉飾

許天正：陳建國飾 

司    鼓：張新國

板    胡：蔡書志

伴    奏：劇組樂隊

灣節目中心廈門節目製作室主任)，團
員：甘永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
節目中心方言節目部副主任)、盛志耘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節目中心方
言節目部著名主持人)、謝良建(中央
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節目中心廈門節

目製作室製作人)、呂貝娜(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對台灣節目中心廈門節目製

作室主持人)、劉揚濤(中央人民廣播
電台對台灣節目中心廈門節目製作室

主持人)、梁曉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對台灣節目中心廈門節目製作室主持

人)、鄭婷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
灣節目中心方言節目部主持人)、蕭惠
鈴(台灣非凡音廣播電臺秘書長)、葉
芯怡(台灣非凡音廣播電台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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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致毅秘書長（第二排左四）、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張標材（第二

排左五）參加澳門潑水節活動。（圖片由梁傑韶監事長提供）

澳門旅遊局長全程參與，緬

甸、越南、印尼、汶萊等國總

領事都參加，足證普受各界重

視，很成功的將此項潑水節打

造成國際性活動。

簡理事長同時表示，緬甸由

於國情特殊，天然資源豐富，

是目前少數能供開發的寶地，

他建議在澳門的緬華發揮投資

的媒介功能，開展緬澳雙贏的

商機。

緬甸文化局特別派出藝團參

加表演，緬甸歸僑聯誼會理事

長張標材也率團共襄盛舉。

潑水節是緬甸人送舊迎新

的重要新年慶典，有著祝福來

年去除污穢，消災解難的意

涵，在東南亞國家，潑水節的

第一天早上，人們都會沐浴盛

裝，然後到佛寺堆沙建塔、浴

佛聽經，年輕男女互相潑水祝

福，之後便展開一連幾日的慶

祝活動。而澳門的緬華潑水節

則於4月19日揭開序幕，20至
21日一連兩天，有花車巡遊澳
門市區及各景點，向市民送上

美好祝福，20日於三盞燈圓形
地和光復街一帶，設置美食攤

位，讓大家一嘗緬甸和東南亞

美食，並請來緬甸藝術團、江

西工貿學院藝術團表演民族歌

舞，4月21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潑水節簡漢生理事長(左三）參加開幕儀式。
（圖片由梁傑韶監事長提供）

受邀參加澳門緬華潑水節慶典

簡漢生讚內容豐富 有利行銷澳門旅遊業

 
自謙僑務新人 

夏  威  夷
辦事處主任

汪育正／文  在夏威夷僑居30
年，甫接中華僑聯總會當地辦事處

主任的張國基（見圖），在談到參

加僑社或僑務工作經驗時，自謙或

許是一份自認外來人的低調，一直

對僑社或僑務沒有太深的涉入，但

他總會默默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

他不會插手覺得不適合的事情，但

如遇任何人需要幫忙的時候，一定

在能力範圍內義不容辭。

接任辦事處主任後，張國基告訴

自己，要在僑社以更真誠的心交朋

友，更全面的付出，做好僑聯海外尖兵的角色。 
至於最初為何選擇到夏威夷發展，他說當時並沒有做什麼特

殊的規畫，純粹是因緣際會使然。大學就讀淡江大學日文系，

畢業後發現夏威夷有著很大一部份使用日語的人口，依自身所

擁有的專長來說，是有發展機會和潛力的地方，於是抱著且

戰且走的心情，前往夏威夷發展，沒有想到這一去就待上了30
年，真的坐實了「日久他鄉變故鄉」的說法。

與年輕世代分享30年的夏威夷經驗時，張主任對有興趣赴夏
威夷發展的台灣青年子弟提出建議。他認為現在當然與當年的

環境大不相同，過去在餐廳打工端盤子雖然倍嘗艱辛，但時薪

與小費的總收入，一個月還可以讓他賺到1500元美金。現在同
樣的勞力付出，所得卻不足以供應生活所需。所以張主任建議

年輕人若想前往夏威夷，不論是工作或唸書，都一定要備妥詳

盡的規劃，以免到了當地接觸實際環境之後，產生強烈的不適

應感，反而會使人加倍挫折。

與于佑任侄孫女于媛結成良

緣美眷，賴燦賢難掩喜悅！

那一天，在杭州黃君壁畫

展，64歲的他，遇到46歲的
她。

他，是殷實台商，也是黃君

壁文化藝術協會榮譽會長；她，

是于佑任侄孫女，也是大學歐美

文學教授，更是知名于體書法

家。

他，風流倜儻；她，氣質出

眾；兩人相見恨晚，他鼓勇以

手機傳送「201314（愛妳一生
一世）」告白，毫不掩飾幸福

的感覺；兩人於是成就百年好

合，共譜兩岸一家親！

（圖／賴燦賢  文／劉為一）

情定于佑任侄孫女 賴燦賢喜結良媛

賴燦賢先生與于媛女士百年

好合。 于媛女士師古創新的于體墨寶，

她預定今年底在台灣開個展。

張國基真誠交朋友

僑光社／澳門 中華僑聯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4月19日參加第
18屆澳門緬華潑水節慶典，肯
定緬華互助會成功的將潑水節

打造成國際性活動，對行銷澳

門的旅遊業有極大助益。

與簡理事長同行者包括僑聯

總會鄭致毅秘書長、梁傑韶監

事長及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秘書

長李傳亮等人。

簡理事長在祈福晚會中致

詞，肯定潑水節活動在緬華互

助會全體通力合作下，內容除

了傳統的潑水項目，還包括攝

影展、美食、花車巡遊、文藝

晚會等，真是豐富多元，不但

僑光社／台北 廈門市兩岸交流協會名
譽會長陳昭揚等一行6人，4月17日拜會
中華僑聯總會，對僑聯促進兩岸交流、

華人經濟崛起的諸多貢獻，表示由衷敬

意。

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及各大歸僑協

會理事長均熱忱歡迎訪客。

各歸僑協會理事長包括：越南洪鼎、

高棉林狄、印尼張忠春、緬甸張標材、

港澳蔡小吉、寮國符玉鸞。

簡理事長表示台灣與廈門一水之隔關

係密切，僑聯總會成立61年來，以台灣
最大涉僑團體之一的民間社團身份，近

年來與中國僑聯及大陸各涉僑單位都互

動頻繁，而他對海外僑社「互通有無，

守望相助，福禍與共，團結對外」的理

想，也受到林軍主席、陳雲林會長的認

同，希望兩岸一起推動，共同努力。

洪鼎、林狄、張忠春、張標材、蔡小

吉、符玉鸞等各歸僑協會理事長分別致

詞，歡迎大家常來常往，增進情誼。

廈門市兩岸交流協會名譽會長陳昭揚

表示，他雖是第一次到訪僑聯，但對中

華僑聯總會促進兩岸交流的貢獻，早已

銘感在心，對簡理事長的高瞻遠矚尤其

敬佩。

廈門市僑聯副主席洪春鳳強調通過海

峽論壇的平台，兩岸建立了良好的互動

交流，她個人受惠良多，也希望今後能

與中華僑聯總會共同承辦各種大型活

動，同時加強青少年的活動，務期雙方

優勢互補，互動共贏，有利兩岸僑社和

諧。

交流協會一行包括：團長陳昭揚（廈

門市兩岸交流協會名譽會長、廈門市人

大常委會副主任）；團員：陳鴻萍（廈

門市兩岸交流協會常務理事、廈門市人

大常委會委員、廈門市人大僑務外事委

員會主任委員、廈門市人大常委會台胞

工作委員會主任）；洪春鳳（廈門市兩

岸交流協會理事、廈門市僑聯副主席、

廈門市人大僑務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黃奮強（廈門市兩岸交流協會理

事、廈門市安翔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陳永紅（廈門市兩岸交流協會理事、廈

門市台辦協調處副處長）；彭建偉（廈

門市兩岸交流協會理事、廈門市人大僑

務外事委員會秘書處副處長）。

前排右起：陳鴻萍主任、符玉鸞理事長、洪春鳳副主席、

簡理事長、陳昭揚團長、張標材理事長、洪鼎理事長；後

排右起：廖俊傑副秘書長、黃志英女士、林狄理事長、張

忠春理事長、黃奮強、鄭致毅秘書長、蔡小吉理事長、陳

永紅副處長、賴素梅特助、彭建偉理事。

廈
門
市
兩
岸
交
流
協
會
到
訪

半，在路環黑沙公園舉行大型潑水嘉年華，各嘉賓會身穿沙龍灑水

祈福，之後便展開潑水戰，無論市民和遊客都加入戰團，盡情

濕身，氣氛熱鬧喜氣。

感
佩
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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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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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基真誠交朋友

藝 文 天 地僑 訊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比賽 優勝作品展

作品獲選優勝  領獎好興奮

巴西聖儒華文學校參加僑聯總會舉辦101

年徵文繪畫比賽優勝的同學，在該校10

周年校慶晚會中接受頒獎後與校長合影。

（圖片由巴西聖儒華文學校提供）

繪畫14至17歲銀牌

立志做個有用的人

「我要做個很厲害的人，讓這個世

界因為我而有那麼一點點的改變。」

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中如是說。這部電影轟動了華語影

壇，引起了無數人的共鳴，也啟發了

我深切的思考。

如何定義一個有用的人？也許你會

說，有用的人要能賺很多的錢、要很

能幹、要擁有成功的事業與美滿的家

庭。真的只是這樣嗎？

在我的認知裡，人可以沒有財富、

地位和名望，但絕不能喪失自己對生

活的熱忱。一個有用的人為自己和身

邊的人做出貢獻，哪怕只是微不足道

的付出，也將被他人一生牢記於心。

夢想是我們擁有的最大財富。有用

的人不會將其壓抑在心底直至日漸淡

忘。他們會認定了一個目標，然後用

初中組銀牌獎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

吳子雋

盡畢生的氣力和信念來追逐夢想。最

後，成功與否並不那麼重要了，重要

的是過程中不曾搖擺的定力。

人的一生，來匆匆，去更匆匆，在

這世上不過區區的幾十年。這幾十年

說長很長，說短也很短。命運掌握在

自己手中，問題只在於自己要求怎樣

的生活，若你沒有目標，對自己也毫

無要求，那你的人生註定一眨眼就凋

謝，且不留下任何印記。而有些人卻

立下明確的志願，充實自己的生活，

將活著的幾十年填滿璀璨光彩，活出

生命的意義，他們才是真正有用的

人。

或許有的人生意成功，不愁衣食，

想要什麼就能有什麼，但他們抑或不

知道自己活著的意義為何。他們以為

擁有了一切，但竟抵不過一場小小的

心理考驗，如是失去了一切。這是何

等的失敗啊！

我曾經閱讀過一篇令我十分震撼的

採訪，是來自本地的一名戰地醫生的

訪問。他姓蕭，他的名字我雖已不復

記憶，但他對我的影響卻將一輩子銘

心刻骨。

蕭醫生是一名志願工，到不同的

戰地為受傷的軍民進行醫療。他在填

寫報名表格時就已經非常明瞭，當志

工從那一刻開始他的生命將不會有任

何的保障。而他所簽署的生死同意書

則列名了重要的兩點：一、若自己受

傷，須放棄被搶救的權利，一切救濟

物品應全數留給病患。二、若自己被

俘虜，需即刻自盡。

他是用自己的性命在救濟他的病

患。這份工作需要多少的勇氣與捨身

貢獻精神，才有資格勝任？對我而

言，這是最有意義的人生，而蕭醫生

是最有用的人。能在有限的人生中做

一件比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的事，造

福自己，造福他人。

我立志要做一個有用的人，為自

己、為身邊的人、甚至為世界盡一份

棉力。伍紫盈（馬來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 高沛如（菲律賓中正學院）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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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 西澳台灣聯誼會最近舉辦「西澳渡
假打工青年安全宣導與工作交流聯誼」，為

230位來自台灣的背包客和西澳當地青年加油
打氣。

近幾年來，在澳洲打工渡假的台灣青年發生

各類意外事故的次數急遽增加，主辦單位將外

交部在澳洲提供台灣青年的各項協助，印製成

緊急聯絡電話通訊卡，並發放給當天參與活動

的背包客。會長張振鐽特別提醒注意包括工作

場所安全、交通旅行安全及居住環境安全等。

除了安全宣導、法律諮商、義診外，主

辦單位還準備各式各樣的BBQ食材飲料
甜點，更貼心為大家準備台灣美食，如豆

漿、肉包、炒米粉、台式素食等，讓青年

朋友們品嘗家鄉美食解鄉愁，氣氛歡樂。

當日出席活動還有副會長王錦昌、西澳

台灣商會會長季勇均、前會長張禎娥、志

工小組組長范智明等，共同為來自台灣的

青年付出關懷、關心與協助。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贈送緊急聯絡電話通訊卡 提醒注意工作場所安全事項

西澳台灣聯誼會 宣導青年打工度假安全

西澳台灣聯誼會舉辦「西澳渡假打工青年安全宣導與工作交流聯誼」，

為230位來自台灣的背包客和西澳當地青年加油打氣。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緬華自青總社
慶祝青年節

仰光／ 緬華自由青年總社最
近舉辦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暨慶祝青年節聯歡晚會，緬華

各僑團代表青年師生約150人
應邀出席。

與會者行禮如儀，並向七十二

烈士肅立默哀致敬一分鐘。

正友中學師生到場表演精彩

歌舞助興。

紐西蘭台灣華夏協會
贈金地方社區

紐西蘭／ 紐西蘭台灣華夏協
會最近舉行第17屆第2次會員
大會暨23週年慶，由理事長李
明岳僑務顧問及常務監事黃柏

誠僑務顧問共同主持，會中除

選舉新屆理監事，並捐贈奧克

蘭市社區協會紐幣5千元，由
社區協會主席Mark Bentley代
表接受。

僑‧社‧簡‧訊

會中也同時頒發會員子女獎

學金，並安排客家兒童歌謠及

舞蹈表演。

創會慶祝活動接續登場，駐

奧克蘭辦事處處長丁樂群夫婦

及全體館員、國家黨國會議員

Jamie-Lee Ross等主流社會人士
與僑務榮譽職人員、各僑團負

責人、協會會員、當地友人等

約500多人共襄盛舉。（轉載自

宏觀即時新聞網）

雪梨博愛老幼基金會
慈善募款

雪梨／ 雪梨博愛老幼信託基
金會最近舉行「周年慈善暨擴

建籌款晚會」，為擴建中的印

支高齡宿舍籌款，共籌得善款

澳幣5萬4000元。
基金會主席陳盛福表示，印

支高齡宿舍2003年營運以來，
投入社會服務至今剛好10年，
獲得社區各界的認同和肯定。

新舊宿舍連同新停車場共佔有

近10000平方公尺，可說是雪
梨西南區設備最完善最齊全的

高齡宿舍。

印支高齡宿舍籌款委員會

主席黃肇強醫生除了向出席者

致謝外，並表示，宿舍除為照

顧西南區長者外，也成為區內

高齡宿舍的典範，這都有賴員

工、義工與社會大眾的支持與

努力。

代表總理吉拉迪的聯邦議

員Matt Thistlewaite、紐省議員
Nick Lalich及駐雪梨辦事處處
長周進發都高度肯定宿舍對長

者照顧與對社區發展的努力。

這次的晚會透過善長捐款、抽

獎券及幸運抽獎撲克的發售與

嘉賓獻唱共籌得澳幣5萬4000
多元。（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法國弟子規朗誦賽
逾百人參加

巴黎／ 法國佛光文教中心
最近在巴黎東郊碧西（Bussy 
Saint Georges）巿法華禪寺舉
辦「弟子規」朗誦比賽，300
多位家長及師生出席，參賽者

超過百人，氣氛熱烈。

駐法國代表呂慶龍出席致詞

表示，「弟子規」是中華傳統

生活教材，華裔新生代經由競

賽認識祖先的智慧，優質中華

文化得以延續傳承，間接協助

華人成為法國社會令人敬佩的

族群。他並贈送僑委會出版的

「弟子規」教材給法華禪寺監

寺如海法師，承諾將持續提供

文教中心中華文化教材。

比賽分團體組，以及高年

級、中年級及低年級等3組個
人組進行，並由有舜法師、資

深華文教師孫姿婷及王靜速、

代表處僑務秘書陳奕芳擔任評

審。參賽者個個有備而來，現

場也安排學生報告「弟子規」

讀後心得，以不同形式發掘經

典古籍的精華。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緬華自由青年總社正友中學表演。（緬華自由青年總會提供）

紐西蘭台灣華夏協會理事長李明岳（左）代表捐贈奧克

蘭市社區協會紐幣5千元，由社區協會主席Mark Bentley

（右）代表接受。（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法國佛光文教中心舉辦「弟子規」朗誦比

賽，並由駐法代表呂慶龍頒獎給優勝者。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更正
第1345期僑訊A3版，葉秀

娟曾在「中興大學」就讀…

為「台灣大學」之誤，特此

更正。

芝加哥僑教中心主任閻樹榮及副主任林垙舞於決賽後為冠軍

UIUC校友隊及亞軍頒獎並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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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華人復活節運動大會舉行開球

儀式。（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賽後台美商會李副會長則宴

請全體參賽隊員，促進台灣

留學生與台美商會及駐處交

流。

南非／ 駐南非代表處僑務

組長吳豐興最近應邀前往伊

莉莎白港，陪同駐開普敦辦

事處丘高偉處長出席第54屆
南非華人復活節運動大會開

幕典禮，約600人與會。
該運動會為南非傳統僑社

年度盛會，每年輪流在不同

城市舉行，各省市球隊代表

偕同家人與會，年輕華裔男

女順便聯誼交流。

芝加哥／ 駐芝加哥
辦事處、芝加哥台美

商會及海外青少年文

化大使協會青年團員

（FASCA）等僑界精
英日前共組芝加哥籃

球聯隊，參加伊利諾

州州立大學香檳分校

（UIUC）台灣留學生
同學會於該校辦理的美

中地區台灣留學生籃球

聯賽，當天共有8隊參
賽，其他7隊是由美中
地區台灣留學生所組成

的隊伍，其中更有校友

遠從加州及波士頓前往

參賽，當天比賽精彩激

烈，最後由UIUC校友
隊獲得冠軍。

當天芝加哥僑教中心

主任閻樹榮及副主任林

垙舞、芝加哥台美商會

副會長李嘉展僑務促進

委員及秘書長林俊光、

僑務工作促進委員胡玲

玲等人專程前往參賽並

為參賽者加油打氣。

閻主任除於比賽中向

參賽者簡介僑教中心資

源，歡迎同學們善加利

用，並於賽後與林副主

任一同為冠亞軍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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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華人社區服務 傳揚中華優良傳統文化

獲選僑聯海外優秀青年 雲妮紐約受獎 
贈送緊急聯絡電話通訊卡 提醒注意工作場所安全事項

西澳台灣聯誼會 宣導青年打工度假安全

馬來西亞／ 大馬政府批准新紀元學院升格大
學，成為大馬第一所以中文授課為主的大學。

大馬高等教育部發表聲明表示，這項消息不具

任何附帶條件，也無關大選逼近關係，純粹是根

據1996年私立大專法令第22條文下，正式將已經
申請6年的新紀元學院升格為新紀元大學。
高教部表示，雖然新紀元在剛開辦時就希望升

格為大學，不過一直到去年才完全符合高教部訂

立的升格標準，其中2項條件是達標關鍵，包括
具有博士學位的講師須達15％，目前新紀元已達
23％；另1項是75％課程須獲大馬學術資格鑑定
機構（MQA）認可，而新紀元已於去年11月達
到80％。
高教部長已在今年3月29日簽署新紀元學院升格
為大學的批准信，目前只待新紀元向高教部註冊

組註冊，包括繳交押金後，約1至2個月就能正式
升格大學。

雲妮獲獎，當地僑報大篇幅報導。（圖片由張學海提供）

僑協總會墨爾本分會成立

墨爾本／ 籌備經年的「華
僑協會總會墨爾本分會」成立

典禮，於4月28日在「富貴陶
園」酒樓隆重舉行；總會及各

國分會成員組成40餘位祝賀團
蒞臨見証慶典。

五時正司儀胡仲娜宣佈晚

會開始，首邀分會會長王桂鶯

委員致詞，歡迎總會陳三井理

事長率團蒞墨爾本見証分會成

立；並略陳籌組分會緣由，將

遵從總會宗旨、尊崇 國父孫
中山先生、奉行三民主義，凝

聚僑心增進海外僑胞對自由民

主之中華民國的共識。翁瑛敏

處長致詞介紹華僑協會總會成

立的歷史，並祝賀分會取得成

功。

授旗儀式由總會陳三井理事

長授予分會王桂鶯，先後將證

書、印鑑及大旗交予王會長，

儀式圓滿完成。（華僑協會總

會提供）

德國舉辦華語文測驗

德國／ 中華民國駐德國代

表處文化組從4月中旬至下
旬，在德國各地舉辦一系列

「華語文能力測驗」及「兒童

華語文能力測驗」。測驗成績

可做為外國學生和僑生申請台

灣獎學金的參考。

德國地區的測驗在週六或週

日分別在7個城市舉行。駐德
代表處文化組表示，華語文能

力測驗分成基礎級、進階級、

高階級和流利級4個等級，兒
童華語文能力測驗則分為萌

芽、成長及茁壯等3個等級。
前者報名參加的有不少是修

習華語文的德國學生，後者報

名參加測驗的則多是僑校的華

裔小朋友。

德國學生申請台灣獎學金

必須提出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

單，若想申請中華民國教育部

的華語文獎學金，這項測驗成

績也是遴選的重要參考。

此外，華語文能力測驗也是

僑生參加海外聯招會免試地區

的中文科目成績採計標準，而

許多台商也以華語文能力測驗

成績作為評核外籍員工華語能

力的參考標準。（轉載自宏觀即

時新聞網）

溫蘭馨社邀會員
賞櫻、插花

溫哥華／ 溫哥華西北溫蘭馨
社將４月份訂為「藝術與美」

之月，帶領會員參與「藝術與

美」有關的活動，藉由欣賞藝

術的過程更使其愛好藝術。

４月初西北溫蘭馨社即帶

領會員們賞大溫的櫻花之美，

觀看櫻花綻放、櫻花雪等，另

外，還帶領會員參加櫻花織品

創意展，作品呈現出多種不同

的織品裝飾材質組合，令人驚

艷。

４月中旬安排了插花課程，

特別邀請溫哥華資深池仿流插

花老師張詠淳蒞臨授課，兩個

小時的時間裡，會員們聚精會

神聆聽老師指導，插出人生中

第一盆精美的池仿流插花作

品。（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阿根廷新興中文學校
培訓數位師資

阿根廷／ 為響應僑教數位化
教學，新興中文學校一年多來

設計了一系列數位師資培訓課

程，從基礎班開始培訓，讓老

師們能夠應用數位化在教學領

域發揮出更好的成效！

今年除了對僑教老師的培訓

外，新興中文學校也將這寶貴

的學習環境分享給僑界人士，

不分年齡都可一起來學習現代

進步的媒體科技。（轉載自宏

觀即時新聞網）

漢字文化節
邁阿密演講比賽

邁阿密／ 配合南佛州漢字文
化節系列活動，珊瑚泉中文學

校粵語部最近在珊瑚泉中華文

化中心舉辦中文演講比賽，逾

50位學生參加，其中不乏外籍
學童。

參賽者以集體表演、歌唱、

朗讀，或是個別說故事、講成

語等方式上台演講。由於個個

認真表達，努力演出，博得在

場人士一致好評。駐邁阿密辦

事處僑務組長李定勇也在講評

時稱讚參賽者的表現，並鼓勵

學生及家長努力學習中文，增

進中文使用能力。（轉載自宏

觀即時新聞網）

德國法藍克福中文學校舉行華語文

能力測驗。（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僑協總會祝賀團與分會成員及貴賓大合照。
（圖片由華僑協會總會提供）

阿根廷新興中文學校老師們參與電腦文書應

用課程。（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西北溫蘭馨社會員參加課程。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珊瑚泉中文學校粵語部舉辦中文演講比賽，得獎學生與

評審及出席貴賓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香港 名譽理事黃炳鏐港幣2000

元；理事簡兆平港幣1500元、

廖凱旋港幣1000元、鄔欣餘、

賴慶榮各港幣500元、羅華壽

港幣300元；顧問衛英培港幣

1000元、盧佳港幣800元、鄔嘉

榮、洪益林各港幣500元、姚

文港幣300元。

日本 常務理事謝來興台幣5000

元。

美國 理事高翔雲美金100元。

瑞典 理事劉東山美金100元；

顧問林歷中美金100元。

中
文
大
學
誕
生

紐約／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美東紐約辦事處於青年節當天

舉行2013年度「海外優秀青年
榮譽獎章」頒獎儀式，由駐紐

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

范國樞代表頒給獲獎的青年楷

模執業律師雲妮。 
范國樞表示，雲妮是在海外

成長的年輕一代，但能秉持中

華優良傳統文化，殊為青年的

楷模。紐約華僑文教中心副主

任李偉農同以「青年」自稱，

他自勉能效法雲妮熱心服務僑

社的精神，期待將來也獲此

「榮譽」。大紐約區美華民主

正義聯盟顧問李春溪、紐約愛

心松柏會會長王玉英等參加了

頒獎儀式。 

雲妮現為法拉盛雲妮律師樓

負責人，專業領域在房地產買

賣、遺囑訂立。她喜歡與人交

流，從中學習，工作之餘作為

紐約慈濟基金會志工，參加去

年珊迪颶風救災等社區服務，

同時為新移民提供專業及一般

法律幫助。能在海外獲得優秀

青年榮譽獎章，她甚為欣喜。 
今年全球共有11名海外青年
獲獎，雲妮則是美東唯一的獲

獎者。推薦人僑聯美東辦事處

主任張學海表示，雲妮在求學

階段成績優異，屢獲獎學金；

平日孝順父母、尊敬長輩、友

愛同儕；公餘積極參與華人社

區服務，也曾獲中華民國總統

馬英九及大紐約多個社團表

揚。 
雲妮在台灣高中畢業後即

來美國留學，先後取得文學

士、媒體管理碩士及法學博士

學位，並考取紐約、新澤西州

律師執照，現在法拉盛執業。

雲妮父母親雲大植、葉映紅皆

畢業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系，並進入聯合報系服務，數

年前在紐約世界日報退休。

（文稿資料由僑聯美東辦事處主任

張學海提供）

大
馬
第
一
所

彥  賢  義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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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彥  花鳥 老樹有餘韻。別花無此姿。

彭鴻  篆書釋文
杜甫〈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

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

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洪慧芳  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