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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節慶祝大會暨僑聯海外理事會10月7日舉行
10月8日辦理宜蘭一日遊活動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02年華文著述獎，優勝

名單已揭曉，程法彬、楊祖愛、韋玉華、吳仙昌、張發、顏

文雄等6人，分獲新聞寫作評論類、新聞寫作報導類、學術

論著社會人文科學、文藝創作散文類、文藝創作小說類及文

藝創作詩歌類等各類首獎，將獲得獎金、獎狀等獎勵。

根據華文著述獎辦法規定，學術論著獎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参萬元、第二名新台幣貳萬元、第三名新台幣壹萬元，另取

佳作若干名，發給獎狀，並酌予其他獎勵。文藝創作獎三名

及新聞寫作獎二名，每名獎金新台幣壹萬元，另取佳作若干

名，發給獎狀，並酌予其他獎勵。

僑光社／台北 第61屆華僑節慶祝大

會訂10月7日上午9時，在台北市國軍英

雄館舉行，海內外華僑、歸僑個人、團

體及全國各界代表，均將與會共襄盛

舉。

慶祝大會後，僑聯總會將隨即舉行該

會第15屆第二次海外理事會，內容包括

10月7日上午10時至12時，邀請魏啟林

董事長及郁慕明主席做專題演講；下午

則進行會務報告、頒發熱心會務獎、薛

琦政務委員及張亞中教授專題演講及海

外僑情報告；預定當日下午5時30分閉

幕，6時30分聯歡晚宴。

10月8日舉行宜蘭一日遊活動，內容

包括：羅東林業園區→香草菲菲→幾米

主題公園→宜蘭甲子蘭酒廠→望龍碑→

亞典蛋糕密碼館→宜蘭名產→金車蘭花

園，預定當晚8時結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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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組得獎名單

彥 賢 義 捐
泰國 常務理事陳水龍台幣4000元，

名譽理事鄭英華台幣1000元，

理事李淑雲、林政男各台幣

4000元。

越南 顧問莫瑞群台幣4000元、郭菲

台幣2000元，陳舜生先生台幣

1000元。

緬甸 常務理事趙麗屏台幣4000元，

理事簡康強、許德源各台幣

1000元，顧問莊明良台幣1000

元，旅緬惠安同鄉聯誼社台幣

1000元。

印尼 理事李兆民台幣1000元，顧問

張仲琪台幣3000元。

澳門 理事林昶台幣4000元。

日本 常務理事陳阿讚、莊福松各台

幣4000元，理事張秋雄日幣

5000元、顧問張詹寶秀日幣

5000元。

美國 名譽理事吳睦野美金200元、

馬滌凡台幣5000元、葉國鈞美

金140元、黃有和、余國柱各美

金100元，理事吳毓苹、張秋雄

各美金200元，顧問雷玉松台幣

5000元、吳錫漢美金100元、李

梅章美金30元、周平之台幣1000

元。

加拿大 名譽理事程法彬、鄭偉志各加

幣100元，理事劉華志台幣4000

元。

巴西 理事陳賢哲台幣1000元。

法國 常務理事丁偉星台幣5000元。

西班牙 名譽理事繆彝鼎台幣4000元。

德國 常務理事姚舜台幣4000元。

荷蘭 理事張堯炎台幣4000元。

比利時 理事陳銧台幣4000元。

澳洲 理事柯雨財台幣4000元，顧問金

義澳幣100元、顧依青台幣2000

元。

紐西蘭 常務理事施慶桂台幣1萬元。

夏威夷 理事聶威杰美金100元。

南非 常務理事陳源淵台幣1萬元。

馬達加斯加 理事陳玉鑾台幣2000元。

在台 常務理事林再藩台幣1000元。

▲部分得獎作品▲

▲海外理事會活動日程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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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育正/河南 縱使冒著「天

兔」颱風的威脅，由簡漢生理

事長率領之台灣代表團仍堅持

於風雨中出發，前往9月22日

至27日於河南省信陽市與固始

縣召開的第五屆中原根親文化

節活動。

此次代表團共由台灣幾間開

漳聖王廟之執事人員、台灣開

漳聖王聯誼會代表、河南同鄉

會代表、福建漳州台商等不同

性質之50餘位代表組成。

簡理事長誦讀祭文 

表達對先祖追思

中原根親文化節於9月26日

上午在固始縣委大會堂舉行開

幕式，出席的嘉賓除中華僑聯

總會簡漢生理事長外，還有全

國台聯汪毅夫會長、河南省政

協主席鄧永儉先生、九屆河南

省政協副主席及河洛文化研究

會常務副會長陳義初、信陽市

市長喬新江、固始縣委書記焦

豫汝、固始縣縣長曲尚英等。

開幕式由固始縣統戰部李

勇部長主持，曲尚英縣長致

尋根問祖 彰顯兩岸關係淵源流長

僑聯總會組團參加中原根親文化節活動  有意義

詞，歡迎從各地遠

道而至的嘉賓齊赴

固始，並且展開積

極的互動，使豫閩

台之間的淵源關係

及文化傳承更加清

楚及明確。

開幕式結束後，

代表團一行人即前

往根親文化公園參

加祭祀南遷先民活

動。

台灣代表團由台灣開漳聖王

廟聯誼會高文輝委員、高雄市

議員兼鳳邑開漳聖王廟委員陳

粹鑾議員、南投草屯陳府將軍

廟李紹騰副主任委員等人代表

捻香致祭，中華僑聯總會簡漢

生理事長代表全體與會來賓誦

讀祭文，以彰顯參加此次活動

之全體人員，對於先祖遠離家

園南遷的辛勞與艱鉅，所表達

之追思與敬意。

廖俊傑演講 強調根親文化

與中華文化並重

活動在當天下午，於固始縣

委大會堂舉辦了「第六屆固始

與閩台淵源關係研討會」，會

中邀請了四位來賓進行專題演

講，中華僑聯總會廖俊傑副秘

書長也於應邀之列，並對固始

移民與閩台之關係進行演講，

他在演講中列舉中華僑聯總會

近年來大力推行河洛文化和開

漳聖王文化之事，強調根親文

化是與中華傳統文化並重的思

維，唯有重視根親文化，方能

加速中華民族的復興，進而凝

聚出海內外華人的團結意識。

這次台灣代表團由桃園出

發，經香港轉飛武漢後，由信

陽市僑聯接赴信陽市，進行為

期三天(22-24日)的參訪。抵

達當晚並由信陽市統戰部方波

部長設宴款待，為遠道而來的

嘉賓和各氏宗親接風洗塵。晚

宴中安排五月底方來台演出之

信陽市豫劇團團員與代表團成

員見面，由於許多代表團成員

都曾在豫劇團在台公演期間與

各團員培養出了深厚的情感，

故能在晚宴中重逢，其歡欣之

情更是溢於言表。

於信陽參訪期間，代表團參

觀了信陽市雞公山、南灣湖以

及中原四大古寺之一的靈山寺

等幾個極富盛名的名山勝景，

除此之外，也走訪了信陽市博

物館、信陽市工業城等地，對

信陽市的歷史和發展現況有了

極為詳細的了解。

親訪聖王公故鄉

確認先祖來自中原

代表團一行人於文化節開

幕前夕，還走訪了固始縣幾處

極為重要的根親文化勝地，如

陳集鎮開漳聖王陳元光的老家

陳氏將軍祠、陳克耕(陳元光

將軍之祖父)墓、奶奶廟(祀陳

元光將軍之祖母魏敬夫人)以

及探勘開漳聖王陳元光祖廟修

建之預定地，另外還走訪了開

漳聖王酒廠，一行人還於酒廠

內一同祭祀於台灣斗六福興宮

為「開漳聖王回老家」活動而

分香至當地的開漳聖王聖像。

使代表團內許多開漳聖王之信

徒，對於能夠親自來到「聖王

公」的故鄉朝聖備感欣喜，更

再再加深了他們確定先祖是從

中原南遷的一支脈絡，根親之

情無可抹滅。在陳氏將軍祠前合影。

祭祀南遷先民儀式，簡漢生理事

長代表與會來賓誦讀祭文。

僑聯團員在南遷先民祭拜儀式現場，前右六是簡漢生理事長，前左一是

鄭致毅秘書長。

固始與閩台淵源關

係研討會，左起：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與考古研究所

長張新斌、中華僑

聯總會廖俊傑副秘

書長、河洛文化研

究會常務副會長陳

義初、福建省省委

黨校副校長劉大

可、廈門大學教授

陳支平。

▼

簡理事長以墨寶贈

送信陽陽市博物

館，站立者前右六

是信陽文廣新局局

長張冬梅。

廖俊傑副秘書長在固始與閩台

淵源關係研討會中發表演講。

▼

第五屆中原根親文化節開幕典禮現場，前排右四是簡漢生理事長，

右五河南省政協主席鄧永儉，右六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右七河洛

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陳義初。

河南省政協主席鄧永儉在開幕禮中致詞。

固始縣委書記焦豫汝在開幕禮中致詞。

▼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參訪

信陽市博物館及陳元光祖祠時，

受邀以詩作墨寶贈送兩單位：

送信陽市博物館： 

淮上家園毛尖香   豫風楚韻源流長

千古傳揚今勝昔   落葉歸根念鄉邦

送陳元光祖祠：

大將南征入霞漳  闢土開疆稱聖王

中原教化傳天下  繁衍民族振炎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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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代辦本學年度各種僑生

獎學金，即日起至10月底前受

理申請，凡在國內公私立大學

院校大學部（不含研究所）肄

業，並確係海外保送，或港

澳考取，或自行來台介考有案

之僑生，符合條件者，均可申

請。

本學年度僑生獎學金，分下

列各項，共逾200名，均委由

僑聯總會統籌辦理。

1.僑聯文教基金會獎學金30

名。2.彥棻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10名。3.財團法人紀念林國長

先生社會福利基金會獎學金11

名。4.英國董媽獎學金40名。

5.南非甘居正先生、甘曼芝女

士伉儷獎學金10名。6.荷蘭朱

建人伉儷獎學金10名。7.澳門

張貽秋先生獎學金10名。8.紀

念徐懋元先生獎學金10名。

9.關島宋天佑先生、李蘭娟女

士伉儷獎學金10名。10.澳門

尤裕質先生獎學金9名。11.緬

甸紀念楊天乙先生獎學金3

名。12.美國楊昆山先生、林

麗絲女士伉儷獎學金5名。

13.馬達加斯加華僑梁信立

先生、黎蘊璧女士伉儷獎學

僑光社／台北 信

陽市僑聯副主席、

信陽市僑商聯合會

執行會長連武，副

會長王菊生、孟春

江、李志輝等一行

18人，9月20日拜會

中華僑聯總會簡漢

生理事長，受到熱

忱歡迎。

信陽市僑聯暨僑商聯合會一

行是於9月19日至26日抵台考

察旅遊，由於適逢中秋節連假

期間，簡漢生理事長特別表示

雖然有「月是故鄉明」的說

法，但是兩岸本是一家親，

到台灣應該感覺就像是在家

一樣，而且能有機會分享台

灣烤肉過中秋的特有民間習

俗，應該是非常難得也是十

分有趣的經驗。

簡理事長也介紹了中華僑

聯總會的主要工作宗旨在1.服

務僑社、僑團；2.透過僑聯的

組織平台致力傳揚中華文化；

3.加強與大陸各涉僑單位連

繫，全力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他期待加強僑界連繫，透過

「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福禍

與共，團結對外」的做法，建

構和諧僑社。

僑聯總會秘書長鄭致毅、

副秘書長廖俊傑也陪同接待訪

客，廖副秘書長表示，僑聯總

會9月22日將組織一個50人的

參訪團前往河南省信陽市及固

始縣，尋訪閩台祖地的各項遺

蹟，並參加在固始舉行的第五

屆根親文化節。

信陽市僑聯副主席、信陽

市僑商聯合會執行會長連武代

表團員感謝簡理事長的熱情接

待，表示參訪寶島是他們嚮往

已久的行程，而拜訪中華僑聯

總會更使他們有賓至如歸的親

切感。

綜合報導／ 中華僑聯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9月10日應邀參

加「中國--東盟傳統文化傳承

與傳播」論壇，期許海外僑胞

在傳承中華文化的時代使命

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僑聯總會秘書長鄭致毅、副

秘書長廖俊傑、特助賴素梅、

中華文化觀光永續發展協會顧

問脫宗華夫婦及賴燦賢先生等

人也應邀與會。

「中國--東盟傳統文化傳

承與傳播」論壇，是第十屆

中國--東盟博覽會主題論壇之

一，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

府與中國僑聯在廣西首府南寧

共同主辦。

論壇以開幕式、主題演講、

參觀考察的形式進行，來自45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名海外

重要僑領、文化領域專家學者

和海外華文媒體、華文學校代

表、部分省區僑聯負責人、廣

西壯族自治區有關部門負責

人、知名專家學者、華文教育

僑聯代辦僑生獎學金 10月底前受理申請
總計逾200名  每人5千元  歡迎踴躍爭取

金5名。14.菲律賓吳似錦先

生、戴良瑜女士伉儷獎學金4

名。15.澳門葉謀足先生獎學

金4名。16.緬甸王立三先生、

尹蓮玉女士伉儷獎學金2名。

17.法國丁偉星先生獎學金2

名。18.紀念陳秋薇女士獎學

金2名。19.紀念莊清桂先生獎

學金2名。20.紀念聶灼垣先生

夫人清寒獎學金2名。21.菲

律賓許書耀先生獎學金2名。

22.財團法人黃天爵先生、謝

俊夫人伉儷基金會獎學金3

名。23.印尼羅榮新先生獎學

金2名。24.菲律賓吳民民先生

獎學金1名。25.泰國李鍚祺先

生獎學金1名。26.緬甸張標材

先生獎學金2名。27.緬甸張楠

材先生獎學金2名。28.緬甸張

梓材先生獎學金2名。

29.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獎

學金2名。30.香港何昭來先生

獎學金2名。31.台北市南安同

鄉會6名。

上開第2項之獎學金優先分

配就讀法律、經濟、統計、合

作、教育等科系，每一科系

優先名額最多3名，其餘不分

科系。第4項優先分配清寒僑

生。第26項優先分配於經濟學

系、中國文學系僑生。第19項

優先分配台灣大學及中興大學

清寒僑生。第8項優先分配音

樂系、藝術系僑生如無則按績

優順序分配。第11、16、26、

27、28、29項之獎學金優先分

配緬甸地區僑生。

有關申請資格、手續等

規定，可上僑聯網站（www.

focat.org.tw）點閱。

簡理事長熱忱接待 

信陽市僑聯訪客賓至如歸

應邀參加中國東盟博覽會─傳統文化傳承與傳播論壇

簡漢生期許僑胞積極傳承中華文化

簡漢生理事長等出席論壇後參訪桂林，左起：脫宗華先生、賴素

梅特助、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廖俊傑副秘書長、賴燦

賢先生。

簡漢生理事長（站立者）宴請信陽市僑聯

副主席連武（右二）等訪客。

和媒體代表等匯聚一堂，展示

顯性文化，研究隱性文化。

此項論壇的目的是為進一步

弘揚中國與東盟各民族傳統文

化，推動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文

化交流與專案合作，同時，積

極發揮海外僑胞在中華文化走

向世界中的獨特作用，不斷拓

展廣西對外聯誼、交流、合作

的管道。

影響。

大陸僑聯副主席喬衛表示，

中國與東盟國家地緣、文化、

歷史相近，交往密切。東南亞

地區數以千萬計的華僑華人珍

視和秉持祖籍國和住在國的優

秀文化傳統，不斷增強多元文

化交流的內生活力和動力。他

們既是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傳播

者，又是將中華文化與當地文

化融合在一起的推動者，還是

將東盟各國文化引入中國的推

介者。華僑華人已成為架設在

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交流合作

的橋梁，成為傳承、傳播傳統

文化、開展文化交流的一支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簡漢生理事長等出席論壇之

貴賓並同時參訪考察了南寧、

柳州、桂林等地，認識廣西的

進步新貌。

僑光社綜合整理／ 內容包括「傳統

文化傳承與傳播」論壇及「輕工」、

「農業」兩個展覽的第十屆中國-東盟

博覽會，自9月3日起分別舉行，其中，

「輕工展」、「農業展」於9月3日至6

日舉行；「傳統文化傳承與傳播」論壇

於9月10日至14日舉行。

輕工展並同期舉辦工藝品專場貿易對

接會、行業論壇、購物嘉年華等活動，

農業展則舉辦了多場高規格商貿促進活

動。

博覽會的輕工展還同期舉辦了工藝品

專場貿易對接會、行業論壇、購物嘉年

華等活動，而農業展不但首次設立了大

型品牌繭絲綢精品展區，還舉辦了多場

高規格商貿促進活動，包括中國-東盟

果業年度盛會——中國-東盟優質水果

推介活動、中國-東盟咖啡對接會、博

覽會茶葉評比大會等特色活動，為參展

企業面對面交流洽談提供平臺，促進交

流合作。 

博覽會期間，也成立了中國—東盟港

口城市合作網絡，推動大陸與東盟47個

港口的海上互聯互通，並且舉辦了産業

園區招商大會和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方面

的交流合作。

據悉，博覽會吸引了澳大利亞、日

本、韓國、印度等RCEP（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成員國企業與會，舉辦多項

企業交流會，拓展了合作區域。

博覽會加強與區域外國家合作，澳

大利亞作爲觀察員國，派出了高級別商

務代表參會。日本、韓國、印度、澳大

利亞、新西蘭等企業積極參會。境外采

購團組人數比上屆增長9.96%，美國、

加拿大、法國等區域外採購商比往屆

更多。會期舉辦了“10+6”企業家交流

會、韓國—中國貿易洽談會等一系列面

向區域外的經貿交流活動，促進了中國

與東盟作爲一個整體參與區域外經濟體

的合作。

與會的各國代表期望雙方通過博覽會

和商務與投資峰會深化互利合作，並共

同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

記危朝安表示，本屆論壇以

「中國—東盟傳統文化傳承

與傳播」為主題，以「僑」為

「橋」，搭建相互學習交流的

平台，共同探討傳統文化傳承

與傳播問題，必將對進一步弘

揚中國與東盟各民族傳統文

化，推動中國與東盟傳統文化

的交流合作產生積極的重要的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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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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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合
作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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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作備忘錄」及「台灣食品採購意向書」兩岸多元化交流

秦光榮承諾採購百類台灣商品七彩雲南寶島行成果豐碩

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持續推動會展交流及組團來台採購等多個項目。

僑光社綜合整理／ 應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邀請，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

率領200多人訪問團，9月18日至23日

在台灣進行「七彩雲南寶島行」活動。

「七彩雲南寶島行」18日在台北圓山

飯店揭幕。

雙方並在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和秦

光榮共同見證下，由貿協副秘書長王熙

蒙，分別和雲南省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

副會長周越明，及大陸國際貿易促進委

員會雲南省分會副會長黃珊，簽署「合

作備忘錄」，雙方將持續推動會展交流

及組團來台採購等多個項目。包括台灣

康舒公司、雲南省科技廳等多個單位和

雲
南
省
僑
聯
主
席 

李
嶸
由
衷
敬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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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僑聯簡漢生理事長與雲南訪客合影，左起：致公黨雲南省委主委、雲南省僑

聯主席李嶸、簡理事長、龍潤集團董事長焦家良、雲南金成集團董事長梁夏。

企業，18日也共同簽署「台灣食品採購

意向書」。

商總理事長張平沼、中華僑聯總會理

事長簡漢生等人均受邀與會。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表示，兩

岸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可以互補學習，共

創雙贏。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表示，今

後將加強雙方多層次訪問交流，並採

購100種台灣商品到雲南銷售。

吳伯雄表示，雲南是大陸西南地區

大省，又接壤緬甸、寮國、越南等

國，在產業發展方面有很大潛力。他

認為雲南的高地農業和台灣農業，可

相互學習，不但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只要互補就會創造雙贏。

200多人的雲南團共分為教育、科

技、農業、文藝表演、民企、民航、

貿易、金融、旅遊等9個分團，在7天

8地的交流參訪中，除到桃園「忠貞

新村」與雲南鄉親共度中秋夜，並分

別前往台北、桃園、新竹、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和花蓮，與台灣各界

人士和基層民眾廣泛接觸，交換對加

強雲臺兩地交流合作的意見和建議。

秦光榮表示，在臺灣參訪7天，他們

領略到了臺灣的美麗風光，感受到了

臺灣人民的熱情友好，看到了臺灣的

民生和文化。歸納此次參訪活動，秦

書記認為獲得了如下豐碩成果：1.在

推動雲臺交流合作方面達成了許多

重要共識；參訪團會見了多位臺灣政

界高層人士，暢談兩岸和平發展的願

景，深入交換推動雲臺交流合作的意

見，夯實了加強雲臺合作交流的思想

基礎；2.看望了在臺的雲南籍鄉親，

共度中秋佳節，實現了兩地鄉親們60

多年的心願，大家擺起長桌宴，說著

鄉音、共敘鄉情，在臺風來臨時還共

賞到了一輪明月，充分感受到親情割

不斷、血濃于水的感情，進一步加深

了兩岸同胞的感情；3.深化了兩岸民

眾的互信；參訪團深入臺灣社區、農

村、企業、學校、醫院，與基層民眾

廣泛溝通交流，增進了解，溝通感

情，相互學習借鑒；四是搭起了雲臺

交流合作的橋梁。

他指出，雲南和臺灣「十個100」的

交流合作計劃受到了熱烈響應，在農

業、生物產業、旅遊、醫療健康、電

子信息技術、服務貿易等方面達成了

一係列合作成果，必將開創雲臺交流

合作的新局面。他強調，此次參訪時

間雖然不長，但深深感受到中華文化

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兩岸同胞的感情

血濃於水，感受到兩岸和平發展的前

途光明，感受到雲臺兩地交流合作的

前景無限。希望大家並肩攜手，不斷

推進兩岸和平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

訪問團還包括省委統戰部長黃毅、

省委秘書長曹建方、副省長高樹勛、

國台辦局長王剛、省台辦主任李極明

及各單位200多人。

參訪團一行於9月23日離台。

灣進行「七彩雲南寶島行」活動。

「七彩雲南寶島行」18日在台北圓

山飯店揭幕。

商總理事長張平沼、中華僑聯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等人均受邀與會。

僑光社綜合整理／ 「七彩雲南寶

島行」訪問團此行受到極大重視及禮

遇：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9月18日

會見秦光榮省委書記，並邀請50餘位

台灣工商、企業界代表與訪問團主要

成員餐會、交流；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也

分別邀宴工商企業界代表與訪問團員

見面；而在參訪團離台前，中國國民黨

副主席蔣孝嚴、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也特別設宴為其送行。

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對訪問團受到

的禮遇表示由衷感謝，濃厚的鄉情感

受點滴在心頭，更強調近年來，雲南

只要碰到地震或旱災，台灣同胞均慷

慨捐款捐物，讓雲南度過難關，充分

顯示兩岸血濃於水的情份。

訪問團除簽署兩岸合作備忘錄外，

秦光榮一行特於19日在中華僑聯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陪同下，前往桃園縣，

參加「忠貞新村」獨具雲南民族特色

的「長街宴」，進行兩岸鄉親中秋大

聯歡。

「忠貞新村」居民是一群從滇緬邊

區撤回的官兵及眷屬，其家眷多是擺

夷姑娘，由於都帶有雲南口音，所以

「忠貞新村」又稱「雲南村」，雲南

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秦光榮

一行特別來到「忠貞新村」，為雲南

鄉親解鄉愁，現場並有台北市雲南同

鄉會到場歡迎，以及盛大的歡迎隊

伍，在這個中秋夜並在「忠貞新村」

以「長街宴」方式，配合座談會及舞

台表演來舉辦雲南同鄉中秋聯歡交流

活動。

此外，9月21日下午，「七彩雲南

寶島行」貿易交流分團近20家企業與

臺灣屏東原住民代表在高雄舉行了採

分享「長街宴」濃濃擺夷味 沉醉小米酒原民風情

秦光榮：兩岸血濃於水 鄉情點滴心頭
購對接會。參展商攜帶成品親臨對接

會，協會也帶了原鄉咖啡、紅藜.珍珠

面膜、紅藜麵、手工藝品皮雕、小米

酒、小米等，來自雲南的企業家對台

灣屏東原住民產品如原鄉高粱酒、小

米酒、大米、小米、萬寶祿酵素、阿

里山茶等，表示了濃厚的採購興趣，

成交約130萬元新台幣。雲南「投融資

擔保股份公司」現場還為台灣原住民

學生捐助新台幣47萬元作為貧困生助

學資金、原鄉急難救助金及推廣傳承

原民珍貴的部落文化藝術產業景點等

基金，中華海峽兩岸原住民暨少數民

族交流協會特頒贈感謝狀。

雲南是大陸少數民族聚居最多的省

份，此次「七彩雲南寶島行」採購活

動，推動了兩岸原住民暨少數民族交

流合作的不斷深化。

僑光社綜合整理／ 中華僑

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9月19日

與大陸致公黨雲南省委主委、

雲南省僑聯主席李嶸等一行進

行餐會，雙方共識加強交流，

期許透過「互通有無，守望相

助，福禍與共，團結對外」的

做法，建構和諧僑社。

李嶸主席感謝簡理事長的熱

忱接待，對其所領導的中華僑

聯總會致力兩岸文化交流的付

出及成果，更表示由衷敬佩，

期待彼此能常來常往，相互學

習共創雙贏。

參與餐會的「七彩雲南寶島

行」民企交流團成員包括：李

嶸（雲南省僑聯主席）、焦家

良（雲南工商聯副主席）、竇

孝勇（雲南省僑聯幹部）及梁

夏、林劍鋒、劉興督、耿聰、

楊東勝、陳樹合、蘇文建、李

先龍、彭宇興、馬慶華等各大

陸企業董事長及總經理。

李嶸主席等一行是應中國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邀請，由雲南

省委書記秦光榮率領200多人

訪問團，9月18日至23日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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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主辦之102年海外華

校學生書法、繪畫比賽，已經

僑聯文教基金會聘請專家、學

者評審完成，各組優勝名單如

下：

一、書法比賽

小學組   

金牌一名：陳芃穎（馬來西

亞檳城雙溪里蒙光華小學）。

銀牌兩名：翁嘉惠（美國羅省

中華孔教學校）、吳卓珊（馬

來西亞檳城雙溪里蒙光華小

學）。銅牌三名：李盈（美國

羅省中華孔教學校）、簡如絮

（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校）、

陳律汛（馬來西亞林覺民國民

型中（小）學）。佳作：羅裕

靜（韓國議政府華僑小學）等

29名。 

中學組

金牌一名：張凈彥（馬來西

亞柔佛永平國中書藝協會）。

銀牌兩名：林怡恬（馬來西亞

美里拿督柏邁蘇里中學）、許

政豪（馬來西亞林覺民國民型

中學）。銅牌三名：吳子君

（中國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蘇巧坪（菲律賓馬尼拉崇德學

校）、李奎孝（汶萊中華中

學）。佳作：鄧德敏（韓國漢

城華僑中學）等36名。

二、繪畫比賽

6至9歲組

金牌一名：劉心悅（澳洲

墨爾本中華文化藝術學校）。

銀牌兩名：施正鎊（菲律賓中

正學院小學部）、宮城一心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銅牌

三名：金榮仁（韓國議政府華

僑小學）、宋政柔（馬來西亞

耀才中文補習班）、諏訪凜太

郎（日本橫濱中華學院）。佳

作：蔡桂城（菲律賓三寶顏中

華中學）等85名。

10至13歲組

金牌一名：黃詩蓉（菲律

賓中正學院）。銀牌兩名：丁

怡文（中國東莞台商子弟學

校）、梁敬力（馬來西亞培

正國民型華文小學）。銅牌

三名：邱浩中（美國朋朋學

苑）、陳妮妮（泰國中華會舘

中華語文中心）、蔡淳聿（巴

西樂兒學園）。佳作：鄧嫣鎔

（美國布碌崙華人聯合會）等

92名。

14至17歲組

金牌一名：賈美英（菲律

賓描戈律華明中學）。銀牌兩

名：朴昭炆（韓國仁川華僑

中山中學）、甄哲銳（馬來

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銅牌

三名：王宜婷（中國東莞台商

子弟學校）、羅完嫕（泰國中

華會舘中華語文中心）、許清

茹（菲律賓馬尼拉聖公會中

學）。佳作：雷慧燕（美國朋

朋學苑）等59名。

三、徵文比賽

小學組 

102年海外華校學生書法、繪畫比賽優勝名單揭曉
得獎作品 將陸續在「 僑訊」及僑聯網站刊出 

書法小學組金牌

陳芃穎 馬來西亞檳城雙溪里蒙光華小學

書法中學組金牌

張凈彥 馬來西亞柔佛永平國中

繪畫6-9歲組金牌

劉心悅 澳洲墨爾本中華文化藝術學校

繪畫10-13歲組金牌

黃詩蓉 菲律賓中正學院

繪畫14-17歲組金牌

賈美英 菲律賓描戈律華明中學

金牌一名：駱彥銘（馬來

西亞寬柔第二小學）。銀牌兩

名：葉子瑜（中國上海台商子

女學校）、李盈（美國羅省

中華孔教學校）。銅牌三名：

王銘漪（菲律賓中正學院）、

王毅祥（中國上海台商子女學

校）、章震（中國上海台商子

女學校）。佳作：黃小賢（馬

來西亞寬柔第二小學）等53

人。

初中組  

金牌一名：徐琮源（新加

坡華中國際學校）。銀牌兩

名：高子涵（中國華東台商子

女學校）、周昕妤（中國華東

台商子女學校）。銅牌三名：

范書銘（中國華東台商子女學

校）、譚美瑤（新加坡華中國

際學校）、張子萱（新加坡華

中國際學校）。佳作：王潔

（韓國仁川華僑中山中學）等

43人。

高中組

金牌一名：石欣穎（馬

來西亞寬柔中學）。銀牌兩

名：林士霖（馬來西亞寬柔中

學）、王梓（新加坡華中國際

學校）。銅牌三名：劉麗華

（韓國仁川華僑中山中學）、

戴佳瑄（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

學）、劉明香（緬甸臘戍明德

學校）。佳作：曾靖雅（中國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等49人。

本年海外華校學生參加書

法、繪畫、徵文比賽，共收

3338件作品，其中書法共收

390件，包括中學組240件；

小學組150件，繪畫比賽計

收1813件，包括6至9歲組650

件；10至13歲組721件；14至

17歲組442件，徵文共收1135

件，包括小學組438件；初中

組363件；高中組334件。

本年徵文比賽各組題目是：

高中組─「我的人生觀」「學

習華語文的好處」、「網路

世界對我的影響」，任選一

題。初中組─「朋友對我的影

響」、「母愛的偉大」、「我

最喜歡的老師」，任選一題。

小學組─「學習的樂趣」、

「快樂的假日」、「我的家

庭」，任選一題。

得獎學生之獎牌、獎狀，將

由僑聯總會函送學校，於10月

21日華僑節日或11月12日國父

誕辰紀念日，全體學生集會中

頒發，不個別通知得獎學生。

各組金銀銅牌獎作品，將不定

期在「僑訊」月刊刊登，僑聯

網站（www.focat.org.tw ）

也預定自10月下旬起展示，屆

時只要進入「書法繪畫作品

區」，點選金、銀、銅牌獎之

編號，即可欣賞。

（本版刊載為書法、繪畫各組金

牌獎作品，徵文小學組金牌作品因

稿擠，延後刊出）

劉心悅

黃詩蓉

陳芃穎

賈美英

張凈彥

藝 文僑 訊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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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著名智庫「公

共事務協會」9月5日舉辦「台灣民主

及公民社會發展」新書發表會，協會

會長Grigorij Meseznikov特別邀請駐

斯代表李南陽依當地習俗為新書「施

洗祝福」，預祝新書發表成功，斯國

會副議長Erika Jurinova、國會友台

小組主席Ivan Stefanec、國會議員Eve 

HORVATHOA、Ivan Svejna、首任駐華代

表Jan Bratko及政、經、學界人士約80

慕尼黑／ 中華婦女聯合會

南德支會9月19日在慕尼黑舉

辦慶祝中秋節活動，會員、會

友、當地僑胞一齊同樂，駐慕

尼黑辦事處處長鄭兆元及夫人

潘靜、秘書李俊志也到場與僑

胞歡聚。

當天活動邀請目前在「巴伐

利亞邦皇家宮殿、花園與湖泊

修護保存中心 BSV」實習的台

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研

究生莊竣傑，以「文物的修護

與修護師這一行」，介紹何為

文物、修護歷史演變、修護倫

理及修護師工作，除讓僑胞認

識德國的文物保護，同時了解

台灣對文物修復的重視，並將

對台灣文物保護及保存觀念推

廣給僑胞，讓與會人士度過了

非常有藝文意義的中秋夜晚。

諾曼地／ 諾曼地台法聯誼

會9月21日在康城（Caen）近

郊舉行餐會，近40位會員及眷

屬歡慶中秋，駐法國代表呂慶

龍偕僑務秘書陳奕芳前來共度

佳節。

呂代表在餐會前向會員賀

節，並簡要介紹台法經貿交流已

趨多元發展的近況，並誠摯邀

清大家到台觀光或學習華語。

荷蘭／ 荷蘭台灣鄉親聯誼

會21日舉辦「中秋節聯歡大

會」烤肉活動，約250位僑胞

及荷蘭友人出席，會中安排臉

部彩繪、水晶鳳梨工作區、曬

書會等活動，並發送台灣月餅

及摸獎等。

當天最引人注目的活動是鄉

親會準備的10個平溪天燈，並

斯洛伐克著名智庫「公共事務協會」舉辦「台灣民主及公民

社會發展」新書發表會，協會會長Grigorij Meseznikov（左

三）與駐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陽（左四）等出席貴賓合影。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提供）

斯洛伐克智庫出書 推讚台灣民主化
見解獨到深刻 普受斯國意見領袖關注

～烤肉 吃月餅 放天燈～ 

僑社慶中秋 濃濃鄉情味

人出席。

李代表致詞時首先讚許身為

斯國知名學者的Meseznikov會

長，去年曾參加「中華民國獎

助金計畫」應邀赴台研究，對

台灣民主發展及公民社會均有

獨到且深刻的見解，他將研究

心得化為新作，相信將是斯國

研究中華民國當代政治及社會

發展的重要工具書。

李代表表示，今年是台斯相

互設處10周年紀念，代表處籌

劃相關慶祝活動，包括國光劇

團6月在「歐洲文化之都」斯

國科西切（Kosice）市訪演，

廣獲好評。Meseznikov會長的

新作是首本以斯語介紹中華民

國民主化的專書，有助促進斯

國民眾對台的認識，也是台

斯相互設處10周年紀念重要獻

禮。

李代表並邀請與會人士參加

17日至19日在斯京藝術電影院

舉行的「台灣電影節」活動，

同時呼籲繼續支持台斯交流與

合作，獲得與會人士熱情掌聲

回響。

斯國智庫「公共事務協會」

是斯國討論國際及公眾議題

的主要平台，經常辦理各項

活動，在斯國廣受意見領袖關

注，也是「台灣書院」在斯國

的聯絡點。

與室外温水游泳池、冷水游泳

池、廻力球等活動，百餘位會

員及會友倘佯山谷綠水間，心

曠神怡。

坎培拉／ 澳洲留台校友會

最近前往坎培拉拜訪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由駐澳代表張小月

在官邸接見，並特別準備多款

台灣小吃接待大家，共度中秋

佳節，張代表並為大家介紹代

表處工作項目以及台灣近況。

澳洲留台校友會也前往澳洲

聯邦國會大廈參觀，並轉赴聯

邦公園賞花，適逢坎培拉建都

100周年，又是一年一度的坎

培拉花卉節開幕，近百萬朵金

香鮮花在聯邦公園的花床裡同

時綻放，令人目不暇給。

紐西蘭／ 紐西蘭客家同鄉

會9月21日在奧克蘭舉辦中秋

節聯誼活動，邀請駐奧克蘭辦

事處處長丁樂群夫婦及全體員

眷、僑務榮譽職人員、各僑團

負責人暨客家鄉親逾百人，共

同歡度「八月半」。

客家同鄉會理事長郭少奇祝

願與會來賓及客家鄉親「八月

半」平安喜樂，並與丁處長共

同頒發優秀客家子弟獎學金。

會中也安排客家民謠合唱、客

家童謠、客家歌謠等節目表

演，充分展現出客家文化的本

色。

美國／ 南加地區客家鄉親

9月21日扶老攜幼群聚美國客

家會館，參加由美國客家會

館和加州客家聯合會共同主

辦的中秋烤肉活動，當天還

安排卡拉0K教學、美國總統

歐巴馬推行的全民健保政策

說明、親子遊戲、團康、賞

月、抽獎、合唱，並有美味

的烤肉及客家米粉湯，其中

最受老少歡迎的是排舞教學

和台式烤香腸骰子，吸引大

排人龍，讚氣連連。

菲律賓／ 菲律賓台商總會9

月14日在馬尼拉金海灣海鮮餐

廳舉辦中秋聯歡晚會，駐菲副

代表張泰來、組長昌建明、菲

華文教中心副主任曾琇鈺都出

席與台商同樂，馬尼拉地區服

務的僑教替代役男也應邀共襄

盛舉。

與會人士隨後在豐富佳餚及

摸彩、卡拉OK等精彩節目中，

共度愉快中秋佳節。

（以上報導均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侯清山大使宴請僑校教師

西班牙／ 為慶祝2013年教

師節，我國駐西代表處侯清山

大使暨夫人（中華婦聯西班牙

分會主委），於9月29日（星

期日）中午二時，在馬德里

「你好」餐廳，設宴款待馬德

里兩所僑校之兩位校長，及老

師們等共13位。

侯大使在餐會中表示，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

年大計，亙古流傳、綿延子孫

的宏偉事業，所以對兩所僑校

的兩位校長，以及僑校各位老

師，在這一年來教學的辛勞，

積極傳揚中華文化的努力，表

示由衷的感謝與敬佩。

餐席間，侯大使暨夫人殷切

地垂詢僑校的教學，以及學齡

破天荒地在荷蘭海邊放天燈，

駐荷蘭代表李光章親自題字花

好月圓，祈願國泰民安，在場

每人都度過一個既溫馨又難忘

的夜晚。

南非／ 南部非洲台灣客屬

聯誼會最近在南非林波波省

Klien Kariba，舉辦中秋節自強

活動暨聯歡晚會，駐南非代表

處僑務組長吳豐興應邀參與。

主辦單位安排包括滑水道、

迷你九洞高球、四輪越野車、

騎馬、脚踏船、爬山、室內

中華婦女聯合會南德支會在慕尼

黑舉辦慶祝中秋節活動。（轉載
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荷蘭台灣鄉親聯誼會舉辦中秋節

聯歡大會，並首度在荷蘭海邊放

天燈。（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澳洲留台校友會前往坎培拉拜訪

駐澳大利亞代表張小月，在官邸

前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紐西蘭客家同鄉會舉辦中秋節聯誼活動，並

安排客家童謠表演。（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

美國客家會館和加州客家聯合會合辦中秋烤肉活

動，並安排排舞教學，廣獲歡迎。（轉載自宏觀即時
新聞網）

菲華文教中心副主任曾琇鈺與替代役男在

菲律賓台商總會中秋聯歡晚會中合唱。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分班等相關問題，充份瞭解僑

校的概況與發展。

馬德里麗文僑校校長陳文楠

（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主任）、

馬德里僑校校長蔡仁霖、及代

表處僑務秘書蔡靜怡等，均出

席慶祝教師節的餐會。

（圖文由西班牙辦事處、蔡靜怡秘

書提供）

前排右五、六為駐

西大使侯清山及夫

人李芷瑄；右一僑

校校長陳文楠；

左四僑校老師劉麗

雪；後排右一僑校

校長蔡仁霖；後排

右二僑務秘書蔡靜

怡。（蔡靜怡秘書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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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海等人拜會美退伍軍人協會

紐約／ 中華民國退伍軍人

協會美東分會理事長張學海、

監事長周唐軒偕同理事楊金

龍、周鳳萍、史興安等人於9

月18日上午拜會美國退伍軍人

節大遊行主辦單位-United War 

Veterans Council，該會執行

長Patrick L .Gualtieri等重

要幹部多人在場熱忱接待，除

表示歡迎本會繼續參加大遊行

外，並告知今年活動將較去年

更為熱鬧。

預定11月11日舉行的美國退

伍軍人節大遊行，彭博市長將

援例任主人，去年甫自美國陸

軍退伍，史上第一位女性四星

上將Gen. Ann E. Dunwoody 亦

將應邀出席主禮。

張學海一行與Patrick等

人，交談甚歡，並攝影留念。

柏林地區慶祝教師節

柏林／ 駐德國代表陳華玉

9月20日設宴款待柏林中文學

校校長及老師，陳代表對於校

長及老師奉獻時間精神在海外

教授華語文及正體字、宣傳

招生、籌辦文教活動，感到欽

佩，劉桂蓮校長也感謝陳代表

抽空慰勞老師，也希望能政府

和僑胞一同努力，繼續推展海

外華語文教學。（轉載自宏觀即

時新聞網）

亞特蘭大1200人

品嚐台灣道地美食

亞特蘭大／ 2013年亞特蘭

大台灣美食展籌備會於9月21

日在僑教中心舉行台灣美食園

遊會暨廚藝巡迴講座，計有中

外嘉賓超過1200人出席品嚐台

灣道地美食，辦事處處長戴輝

源、副處長鍾文正、參事曾一

泓、組長邱建義及僑教中心孫

主任國祥全程參加。

節目包括竹竿舞、扯鈴、客

家傳統歌舞等，同時安排僑委

會所遴派的弘光科技大學餐旅

管理系助理教授許凱敦及該校

餐旅管理系老師林士育示範製

作台灣美食，宛如美食嘉年華

會。（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北加州南灣台灣同鄉會

會長交接

北加州／ 北加州南灣台灣

同鄉會9月14日在庫比蒂諾舉

行年會，並舉行新舊會長交接

儀式，蘇永添將職務交給沈令

儀，當晚在昆蘭中心舉行的年

會約200多人參加。

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傅正

綱代表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

分別頒發感謝狀及賀函給卸任

及新任會長，當晚出席貴賓還

有金山灣區僑教中心主任吳郁

華、副主任蘇上傑、僑務諮詢

委員洪順五、鄭武略、台

灣志工社社長潘秀蘭等。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山梨台灣總會

參與山縣神社文化祭

山梨／ 山梨台灣總會

原住民舞踊團9月23日在

甲斐市山縣神社參與學問

文化祭演藝活動。

當天首先由甲斐市長保坂武

致詞開場，保坂市長首先介紹

山縣神社的由來，以及後來如

何成為學問成就、合格祈願的

聖地，並介紹山梨台灣總會的

社福奉仕精神。隨後，學問文

化祭演藝活動熱鬧登場。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越南歸僑慶生會改選 

鄧朝輝連任會長

台北／ 越南歸僑慶生會9月

8日舉行第15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改選理監事暨360期壽宴，

鄧朝輝獲選連任會長。

總計監事7人當選：陳英潮

連任監事長、呂泉新任副監事

長；監事：杜豔娥、羅定華、

劉月萍。理事15人：鄧朝輝連

任會長、曾鴻瑞副會長、利

蓮副會長；理事：呂卿、王謝

蘭、黃瑞華、朱紫雲、顧鳳

嫻、陳妙順、黎氏敏、李仕

邦、劉潤萍、鄧錦霞、朱美

雲、趙礎光。

紐西蘭／ 僑委會大洋洲國

慶文化訪問團「藝姿舞集」於

9月11日在紐西蘭南島基督城

Westburn小學演出，吸引約350

名當地我國僑胞及紐西蘭友人

前往觀賞。

駐紐西蘭代表常以立夫婦、

基督城市議員陳金龍、僑務諮

詢委員張少農、僑務委員傅陽

明等也出席。常代表應邀致詞

時，肯定「藝姿舞集」來紐進

行文化交流，感謝主辦單位基

督城華興協會全力投入，使晚

會圓滿成功，並祝僑胞中秋節

快樂。常代表感謝紐西蘭僑界

支持簽署台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並強調該協定生

效後，台紐雙邊關係將更加密

切，我國國際經貿角色及地位

亦將更為提升。

台紐ANZTEC設有原住民族專

章，強化台紐原住民交流與合

作，「藝姿舞集」在基督城之

演出，特別加演我原住民族傳

統舞蹈，在場僑胞及紐西蘭友

人甚為感動。

澳洲／ 為慶祝中華民國102

年國慶，僑委會遴派國慶文化

訪問團「藝姿舞集」前往大洋

洲巡迴表演，4日在西澳柏斯

國慶文化訪問團紐澳巡演
舞藝精湛受好評

駐紐西蘭代表常
以立與國慶文化
訪問團「藝姿舞
集」、紐西蘭當地
僑胞合影。（轉載
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Regal Theatre 的演出共

吸引超過900名僑胞到場

觀賞。

在柏斯的演出是由西

澳台灣聯誼會及西澳台

灣商會共同舉辦，率領文化訪

問團的僑委會僑教處副處長榮

幼娥、僑務委員曾仲謀、西澳

台灣商會會長季勇均、西澳台

灣聯誼會會長張振鐽、大洋洲

台灣商會總會長楊浩平都出席

參與。（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

僑委會國慶文化訪問團「藝姿舞集」在西澳柏斯演出，出席貴
賓與演出者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墨爾本／ 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指

導，駐墨爾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策劃，

維州華校協會主辦的2013年墨爾本漢字文

化節，9月21日在墨爾本博士山市的社團

聯合服務中心，分兩日熱烈展開。

21日上午中高年級和VCE組作文；下午

初級和中年級硬筆寫字賽，第二日的詩歌

吟唱誦及比賽勝出頒獎典禮，親子共同度

過緊張嚴肅的比賽氣氛、歡樂溫馨的為今

年的僑校漢字文化節畫下了美麗合諧的句

點。

主辦單位設計有數位電子卡片製作、臨

場硬筆寫字和作文為比賽主題，當天吸引

了二百位學生分批到場參賽。

六歲以上參加的學生們人人信心十足、

毫不怯場，領取試題後自行落座，神情自

若的書寫起來，陪同前來的阿公阿媽最緊

張、還有拉著孩童小手的爸媽，指指點點

的囑咐不停。被會場的監視老師請出離

場，參加的學生才得以安靜！一篇五十字

題材自小手中寫出，是如此工整，多麼漂

亮，這需要半個鐘頭以上才能寫完，百餘

位小朋友卯足全力沒有一個交白卷。

文化節系列活動之二「青少年中文作文

比賽」，題目多元含有我的家鄉、美麗寶

島-台灣、我覺得最有趣的事、我喜歡的

中國節日、在澳洲過中國年等等，與賽入

場的學生七十人。來自各校的高年級生果

然不同凡響，不但字體工整清潔；作文基

本結構、標點符號也一一標示清楚。還沒

有細讀內容，已可以想見強有力的語文表

達了。

勝出頒獎的優勝獎學生有(低年級硬筆) 

鈕兆晞、吳柯偉、陳柏旭、陳欣恬、林

卓穎，(中年級硬筆) 楊媛顏、莊佩琳、

李惠娟、林陳佩媛、陳君睿、林郁佳、莊

天悅、鈕麥琳、謝傳儀、謝傳緯，(電子

卡片設計比賽)雷昱棠、賴淑霞 (VCE作文

組) 黃婕安、謝佳妡、洪郁婷，(中年級

作文) 謝文芳、葉爾琳、呂埝 (高年級作

文) 陳君瑄、梅惠群、陳彥汝。此外佳作

入選人數多，在此無法一一詳述。

頒獎典禮儀式中穿插詩歌吟唱誦表演，

抑揚頓挫、字正腔圓，台風穩健，唱和俱

佳可媲美專業明星。
學子和家長歡歡喜喜的參加漢字文化節。
（維州華校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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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四為退伍軍人協
會美東分會理事長
張學海，左五為美
國退伍軍人協會執
行長Patrick。

▼

亞特蘭大台灣美食展籌備會舉行台灣美食園遊會暨
廚藝巡迴講座，超過1200人出席活動。（轉載自宏觀即
時新聞網）

北加州南灣台灣同鄉會舉行年會，卸任會
長蘇永添（後排左二）、新會長沈令儀（前
排左一）與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傅正綱（後
排右三）等人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山梨台灣總會原住民舞踊團參加甲
斐市山縣神社學問文化祭演藝活
動。（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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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庸 楷書  大悲咒

劉為一／文 數月前才小中風的

中華僑聯總會駐泰國辦事處主任

賴建信，除了左側肢體仍有不便

外，現在可是精神奕奕，特別兩

眼炯炯有神，完全不見病容，更

在妻子陪同下，遠道台北，與總

會接洽泰國地區參加十月華僑節

慶祝大會及海外理事會議的相關

事宜。

去年接聘辦事處主任職位後，

賴建信積極進行會籍整理，他認

為無法確切掌握會員資料，就不

能真正推動任何工作；一些老成

凋零或是移居它遷者固然要處

理，吸收新血輪，尤其是他努力

的方向，目前他已引薦了20餘人加

入僑聯，他們年齡層在30至50歲之

間，有華文教師，更多的是當地

事業有成的工商企業人士；他希

望會員不只是數字的呈現，是真

正的實體存在。

10年前經由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吳富雄、陳鴻彰介紹入會，成了

僑聯的一份子，他表示，感覺中

這五年的僑聯組織較之以往健全

許多，活動力也超強，對海外僑

胞更具吸引力，而這也使他有感

他們不只想空有僑聯理事、顧問

的頭銜，也確實想做一些實際的

工作，因此他期望總會能在年初

將全年預定的活動計劃通告各地

辦事處，並指定需配合的工作項

目，以便辦事處及早準備，此

外，他也建議，今後當總會有任

何通知時，或者交由各辦事處統

一分發，或是副本寄交辦事處，

以求時效，而當各地理事、顧問

個別向總會繳交會費時，也希望

總會告知，免得重複催繳，造成

尷尬。

28歲自台灣先後到美國、沙烏

地阿拉伯旅居10年後，38歲那年

轉至泰國，不但締結了良緣，更

從此定居那裡，如今，自己固然

早已功成名就，子女四人也分在

美、泰各有發展，他在管理自家

企業外，更能行有餘力關心僑社

事務，而他最自我期許的就是，

以打造企業的精神打響僑聯泰國

辦事處的招牌！

徹底整理會籍 積極吸收新血  全力配合總會活動

           賴建信自勉打響泰國辦事處招牌重視主任頭銜

僑聯泰國辦事處主任賴建信與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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