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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訪美西   僑社、僑團熱情歡迎

簡漢生：期待華人團結一致 提升主流地位
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理事長簡漢生11月4日、5日

訪美，拜會我駐洛杉磯代表處

及主流僑社等多處單位，受到

熱烈歡迎。

簡理事長是於11月3日受邀

參加「2013年全美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聯合年會」並發表專

題講演後，於4日轉道訪問洛

杉磯。

這是簡漢生自五年前接任僑

聯理事長後，第一次到洛杉磯

訪問，受到眾多僑胞的歡迎。

在拜會我駐洛杉磯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時，簡理事長與處

長令狐榮達大使及周慶龍副處

長等，針對兩岸關係發展及僑

界互動狀況廣泛交換意見。簡

理事長特別感謝令狐大使就任

後對僑界的重視及照顧，尤其

對兩岸四地僑界交往持較開放

之態度表示敬佩。

拜會洛杉磯中華會館時，曾

與主席馬國威等相關人員會談

僑情僑務以及兩岸關係，他特

別強調，政治議題應由民間做

起，期待兩岸高層訓令兩岸官

方駐外單位，訂定遊戲規則，

兩岸僑社共同遵行，實現融

合。

在拜會拜會洛杉磯世界日

報時，也曾與社長郭俊良探討

海外華人需團結一致，才能維

護權益，提升在主流社會的地

位。 

簡理事長表示，此次來美

參加和平統一促進會，希望海

外華人和僑社發揮民間團體力

量，多開討論論壇，從經濟、

科技、交通等多領域著手，找

到兩岸問題的解決辦法。 

他認為，無論藍營還是綠營

都應該給對方發言機會，「不

是主張獨才有發言權」。雙方

應在平心靜氣的前提下，開誠

佈公、各抒己見，找到對台灣

前途最好，老百姓最贊同，可

行性最高的解決方式。 

他指出，此時是平面媒體

提供平台，扮演公平、正義角

色，發揮輿論領導力的最佳時

機。他認為，紙質媒體拋棄浮

華影像，給雙方最嚴謹、理性

的思維探討，也可讓讀者更清

晰和全面的比較雙方觀點。 

僑聯總會美西南地區辦事處

主任文光華特別安排並全程陪

同了訪問行程。

簡理事長的行程包括：11月

4日，拜會我駐洛杉磯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令狐、美

簡理事長（左四）拜會中華會館，與大家合影，右五是馬國威主席，

左三是文光華主任。

僑社代表在機場歡迎簡理事長，右起：陳喬治先生、亞洲商會會

長張友亮先生、簡理事長、僑聯洛杉磯辦事處主任文光華、中華

會館馬國威主席、楊泰鵬夫婦。

國中華文化學院顏文雄並與作

家協會座談、與北美洛杉磯華

文作家協會陳十美會長座談；

11月5日，會見星島日報張社

長、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主任梁崇禮、羅省中華會館、

世界日報社長郭俊良，並接受

華語電台洛城空中相約採訪。

美國中華文化學院校長顏文

雄先生以「兩千十三年新世紀

音樂會」一書，獲得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主辦的2013年海外華

文論述獎文藝創作詩歌類第一

名，簡理事長特別利用訪美機

會，為其頒贈獎金及獎狀。

文光華主任表示，簡理事

長此番訪美，不但使僑界充分

了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服

務僑胞，傳揚中華文化，促進

兩岸和平發展」所做的努力和

成效，更因此受到僑界高度推

崇。

簡理事長（前坐左三）訪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與會長陳十美

（前坐右三）等人交換有關傳揚中華文化等意見。
顏文雄校長（右二）接受簡理事長（右三）頒獎，左二是文光華主

任，左一是洛杉磯粥會會長朱永寬，左三是美亞洲商會會長張友亮，

右一是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吳宗錦。

右起：美國亞洲商會會長張友亮、駐洛杉磯代表處周慶龍副處長、

令狐榮達處長、簡漢生理事長、文光華主任、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吳程遠會長。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僑

聯文教基金會102年各種僑生獎學金，已

經審查核定200人得獎，每名新台幣伍仟

元。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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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個僑區僑生

計935人，經提請僑聯總會僑聯文教基金

會審查後，共有200人獲獎，名單如下：

一、僑聯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姚慧琳、陳歆予、鄭子楊、張薈軒、

陸熳琳、馮歆、許向榮、陳朝雄、田廣

榮、陳美珠等10人。

二、南非甘居正先生、甘曼芝

    女士伉儷獎學金

吳潔雯、盧樂兒、吳芷恩、田綺雯、

陳如佳、劉立慧、韓桂卉、楊珏慠、周

志傑、林漢德等10人。

三、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福利

    基金會獎學金

陳玠瑋、傅詩茹、許春秀、劉文婷、

曾志明、陳彥文、陳洁曦、董宗霖、何淑

婷、陳英佑、凌慧凝、王玉玲、廖栗莉、

翁詩韻、吳文婷、林芷怡、黃楚鈈、陳浩

輝、陳蕙昀、李婉媚、鄭詩琪、林昭妤、

林怡鈴、張貝嘉、莊宇、黎璀穎、呂年

潤、朱嘉祺、劉柏顯、朝陽科技周嘉涵

等30人。

四、荷蘭朱建人伉儷獎學金

張咏靖、羅學榮、蔡承翰、白如寶、

洪淑樺、李其栵、蔡淑靈、陳益祥、劉

佩恩、陳嘉琦等10人。

五、澳門張貽秋先生、林惠敏

    女士伉儷獎學金

周培真、李志珊、李穗豪、潘僖彤、

黃恩民、劉添順、戴佳喧、黃慶堯、呂

靖、陳亮心等10人。

六、關島宋天佑先生、李蘭娟

    女士伉儷獎學金

謝曉悅、邱雯欣、陳汶湘、吳慧婷、

羅立安、梁廣譽、陳恩沛、彭艾琳、葉

倩倩、梁曉琳等10人。

七、澳門尤裕質先生獎學金

余佳華、彭恒歷、彭思凱、劉詠琛、

台南應用陳韻婷、陳翠瑤、許慧藝、黃

楚珩、陳麗韻等9人。          (文轉A2)

102年僑生獎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預定12月28日頒獎  200位品學兼優學子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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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綜合報導 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理事長、中華民國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副理事長簡

漢生博士，11月9日率領「葡

西經貿考察團」一行15人，分

至葡萄牙、西班牙做為期12天

的考察、訪問。

經貿考察團於10至13日訪問

葡萄牙4天。

考察團團員包括中台橡膠、

台灣岩崎電氣、立點股份有限

公司、青航股份有限公司、鳳

凰旅行社及金屬工業研發中

心、資訊工業策進會、工業技

術研究院等機構代表。

在中華民國駐葡萄牙代表

何建功陪同下，經貿考察團

赴葡國北部的波多市及蓋亞

（Gaia）市拜會市長及會晤當

地企業界代表，並在葡萄牙企

業協會總部舉辦經貿說明會

及參訪CEIIA機動工業研發中

心。

12日赴里斯本拜會葡萄牙工

業總會、葡萄牙外貿暨投資

局、Azevedos生技公司、ROFF

資通科技公司、REFER鐵路公

司等單位及企業。

12日經貿考察團在里斯本與

葡萄牙工業總會（AIP）共同

召開第一屆台葡經濟合作會

議，介紹台葡雙方的商機潛

力，以促進雙邊經貿合作與交

流。

何建功表示，這是台灣第

一次組成經貿考察團訪問葡萄

牙，產業涵蓋資訊科技、再生

能源、生物製藥、運輸物流及

簽署合作備忘錄  加強台葡、台西經貿暨雙邊交流

訪視僑校 拜會國會議員  關切華文教育推廣現況簡漢生率團訪歐 

簡理事長（前右四）率訪問團與葡萄牙蓋亞市 (Gaia)市長 Eduardo 

Vitor Rodrigues（前右五）合影，左四是何建功代表。

(文接A1)

八、美國楊昆山先生、林麗絲

女士伉儷獎學金

李寧蔚、蘇琳錦、劉敏兒、

梁佩欣、庄振源等5人。

九、馬達加斯加華僑梁信

立先生、黎蘊璧女士伉儷暨羅

榮新先生、許書耀先生、吳民

民先生、王立三先生、尹蓮玉

女士、張標材先生、張楠材先

生、張梓材先生、楊天乙先

生、明翠中女士、吳似錦先

生、戴良瑜女士、葉謀足先

生、丁偉星先生、陳秋薇女

士、莊清桂先生等各項獎學金

葉建敏、陳雪樂、黃蔚婷、

陳禮迎、李錫汝、潘心儀、陳

怡璇、李詩雯、楊永旭、甘正

位、寸密芳、段生榮、楊傳

智、龔志珍、楊麗婷、尹美

松、方心欣、趙榮媛、伍存

龍、張蘭清、董賽英、曾子

慈、潘嘉倫、歐陽競康、李威

宏、黃家耕、麥慧玲、林芷

怡、陳美村、俞秋詠、陳穎

達、楊慶琳、王學為、吳永

滎、李美慧等35人。

十、彥棻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戴雯麗、李佳芯、林子玉、

陳柔君、王惠齡、鄭洛汶、陳

采煥、田偉佳、施旭峯、郭佳

蓉等10人。

十一、黃天爵先生、謝俊夫人

      伉儷基金會獎學金

顏文賦1人。

十二、紀念聶灼垣先生夫人

      清寒獎學金

吳允瑄、中興大學胡栢健等

2人。

十三、紀念徐懋元先生獎學金

譚宏威、李褘穎、黃馨卉、

張馨月、孔錦潼、謝媛婉、孫

博文、李惠田、伍嘉欣、葉芳

瑀等10人。

十四、香港何昭來先生獎學金

程詩敏、陳麗虹等2人。

十五、台北市南安同鄉會

       獎學金

黃子揚、許詩恩、林宇軒、

莫萃偉、吳麗莉、丘清玉等6

人。

十六、英國董媽獎學金

梁麗婷、姚欣樂、黃永益、

李勁奕、郭大全、黃毓婷、

吳一怡、周詩樺、鍾雪娟、

李瑩瑩、楊淑恩、陳聲昇、

丘時溦、程慧莉、陳美麗、鄭

可欣、戴畹庭、高馨怡、周志

聰、羅焯雄、黎敬凌、林超

揚、蘇藹明、劉慧慧、李德

娟、楊雯雪、虎尾科技林友

量、林育湘、菅原祐依、梁淑

莊、陳美燕、沈治祖、林偉

杰、佘慶玲、羅聖杰、胡靜

欣、謝嘉欣、方婕熒、李茹

意、鍾嘉豪等40人。

訪了馬德里的兩所僑校，和

兩所借用校舍的校長Lidia和

Antonio親切地交談，並致送

紀念品，對該校舍及設備無條

件提供僑校學生使用，表達感

謝之意；之後，再探訪馬德里

瓦耶咖區政府首長、國會議員

及友台協會副主席額瓦．杜朗

（Eva Duran）女士，對她批

准借用僑校校舍，嘉惠華裔子

女，表達了感謝之外，也致贈

了一份紀念品，額瓦．杜朗則

回贈了一座由她親自簽名、提

字的「市政府紀念匾牌」。拜

會結束後即時趕到西班牙商業

部投資處與團員會合，展開經

貿考察團的參觀、拜會等訪問

的既訂行程。

簡理事長等一行16日參訪考

察參觀馬德里的市區建設及文

物，於中午乘車前往機場，搭

乘西航班機飛往巴塞隆納，由

外貿協會駐巴塞隆納中心吳雪

鴻主任接待，並陪同參訪文經

建設及拜會有關單位，同時參

訪了科學園區、生技醫藥研究

所、智慧城市展覽館、鐵道工

業展等等。

考察團於19日下午返台。

右起：葡萄牙工業總會副理事長George Pais、何建功代表、簡漢生

副理事長、葡萄牙國會議員Paul de Almeida 先生。

駐西代表侯清山大使（中立）歡宴簡漢生理事長（左二），僑聯西

班牙辦事處陳文楠主任（左一）、僑聯吳金蘭常務理事（右二）及

鳳凰旅行社廖董事長（右一）等應邀做陪。

在馬德里Vllecas市政廳，左起：劉麗雪老師、吳金蘭常理、簡漢生

理事長、Eva Duran國會議員、陳文楠主任、賴素梅特助。

右一葡華僑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周一平，右三簡漢生理事長、左一

何建功代表、左二葡萄牙Porto市市長Rui Moreira。

左起侯清山大使、簡漢生理事長、西班牙企業家組織聯合會外貿促

進委員會副理事長Dr.Jose Garcia-Morales、西班牙經濟部歐亞司

司長Ramon Botas Vigon先生。
觀光等，3天的密集參訪與座

談將開啟台葡經貿關係及科技

合作新頁。

考察團於13日下午搭機離開

葡萄牙前往馬德里。

「葡西經貿考察團」於13日

下午7時抵達馬德里機場，駐

西代表處侯清山大使、經濟組

曾鉦德組長、僑聯陳文楠主任

等均到機場迎接，並參加侯大

使的歡迎晚宴。

侯大使歡迎簡副理事長率

領「葡西經貿考察團」到西班

牙，並表示此次行程中除了

和「西班牙企業家聯合會」

共同召開台西經濟商務聯席

會議、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之外，還有許多的拜訪及洽

談商機座談等行程。

侯大使對考察團一行為國

家拓展貿易，促進台葡、台

西間的經貿關係，強化雙邊

關係與交流的努力，表示敬

佩。

簡漢生團長則對候大使的

熱情接待及行程安排，表示

萬分的感謝。

11月14日，經貿訪問團一行

前往西班牙企業家聯合會總

部，與該會共同召開「第十屆

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聯席會

議會」。由該會總會長Jesus 

Bannegas及簡理事長共同主

持，雙方並簽署了「合作備忘

錄」，代表處侯大使以貴賓身

份應邀出席見證並致詞。

由於簡理事長對華文教育的

關注與重視，15日特別增加訪

視僑校的行程。

由馬德里麗文華僑學校校

長陳文楠、老師劉麗雪、及僑

校名譽理事長吳金蘭陪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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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作備忘錄  加強台葡、台西經貿暨雙邊交流

訪視僑校 拜會國會議員  關切華文教育推廣現況

僑光社／綜合報導 中華僑

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表示，兩

岸應該正視歷史事實，承認政

治現實，以「只有一個中國，

海峽兩岸主權共享」為最高指

導原則。

簡理事長是於11月2日受邀

參加2013年全美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聯合年會，並以「一個

中國主權共享」為主題，發表

專題演講。

簡理事長從歷史、國際新局

勢等方面分析兩岸政治關係，

強調應該以「只有一個中國，

海峽兩岸主權共享」為兩岸關

係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

簡漢生表示，受國際新局勢

變化的衝擊，台灣地區戰略地

位進一步凸顯，海峽兩岸應忘

記過去的不愉快，面向未來。

他指出，美國所謂的重返亞

洲，真正的目的是圍堵中國，

希望能夠遏制或者減緩中國與

周邊國家交往的速度，由於亞

太地區形勢的緊張，台灣的地

位與角色重要性越來越凸顯，

儘管美國過去給予台灣很多幫

助，但現在兩岸發展關係已經

截然不同，台灣在自身定位上

應有新的思考，不能一方面讓

大陸讓利，一方面在美國招手

時，又一起遏阻大陸，這是失

去民族立場的行為，是不可取

的。

受邀參加全美和統會年會 發表兩岸關係專題演講

簡漢生：        兩岸主權相互涵蓋 治權相互承認

世界日報灣區綜合B3版、
星島日報以頭題及顯著標
題，報導簡漢生理事長的
專題演講內容。

他進一步表示，兩岸分裂

分治是歷史現實問題，不妨把

分裂分治看成天賜機遇，忘記

過去，面向未來，以現實為

基礎，為中華民族開拓更好空

間，這樣才能開拓心胸，擺脫

障礙。 

簡漢生表示兩岸應該正視歷

史事實，承認政治現實，以只

有一個中國，海峽兩岸主權共

享為最高指導原則。他指出，

大陸官方認為1949年中華民國

已經滅亡，這是兩岸關係在政

治層面最大的分歧點，我們必

須要用很大的勇氣來面對兩岸

歷史事實，承認政治現實。

他表示，台灣現主張的「互

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過於消極。他希望未來兩岸應

共同努力，維護中華民國的招

牌，同時互相涵蓋共享主權，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

望能夠更進一步做到「主權相

互涵蓋，治權相互承認」，則

兩岸政治上面臨的矛盾，大多

可迎刃而解。

簡理事長強調加強兩岸政治

層面的議題應由民間先行，特

別是加強兩岸華人華僑相互交

流。他鼓勵海外華人為兩岸良

性發展多做貢獻。他強調，不

要受個別的「國歌國旗問題」

影響，他更呼籲可以讓兩岸在

海外先實現統一，謀求團結友

好的生存發展空間。

談到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期

許，簡漢生提出兩岸僑界應

「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福禍

與共、團結對外」。

由北加和統會主辦的第13屆

全美和統會聯合年會，共有來

自全美各州共計16位和統會會

長和歷任會長參加。同時，來

簡漢生理事長（中）專題演講，希望兩岸主權互相涵蓋。左、右分

為北加和統會名譽主席方李邦琴及會長林青。

自中國大陸、台灣、歐洲、非

洲各大洲關心和從事促進兩岸

和平統一的社團組織代表等數

百人，也都與會。

會中除邀請僑聯簡漢生理事

長、新黨前秘書長李勝峰及大

陸國台辦新聞局長楊毅等多位

嘉賓發表專題演講，共同深入

探討中國和平統一大業外，大

會還收到了從全球各地發來的

數十篇論文，從不同的角度、

視野對兩岸和平統一提出建

言。

僑光社／巴西 全球華僑華

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於

2013年10月17日在巴西里約熱

內盧召開，全球各地華僑華人

約4百人參加。

大會由巴西和統會會長尹

楚平擔任主席，大陸中國統促

會副會長、第十一屆全國人大

副委員長桑國衛、民革中央副

主席鄭建邦、新任國務院僑辦

主任裘援平、中國僑聯副主席

朱奕龍、國台辦主任助理龍明

彪、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呂虹局長等領導出席大會。

簡漢生理事長應邀出席，並

在會上以來賓身份致詞。

簡理事長表示，兩岸民間團

體應開始針對兩岸政治相關議

題展開對話，期能充分發揮民

間團體更具彈性的特色，使兩

岸在政治相關議題上先清除若

干障礙，並就可行部分加以深

化，俾便官方正式協商時能有

較務實的基礎。

簡理事長並期待兩岸在政治

立場上，能從現階段「主權互

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消

極狀態，進一步到「主權相互

涵蓋，治權相互承認」的積極

狀態，則兩岸許多目前難以處

理的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簡理事長的講話在現場引發

了極為熱烈的回響。

大會並發表宣言，認同九二

共識，在僑界倡導「兩岸一家

親」的理念，並希望兩岸加強

經濟合作，深化文化交流，擴

大人民交流，期能早日促成兩

岸的和平統一。

僑光社／ 中華僑聯總會理

事長簡漢生10月13日扺達巴西

聖保羅拜訪僑界。

簡理事長是應邀赴里約做專

題講演前，先到聖保羅訪問。

聖保羅是簡理事長過去的

僑居地，友人極多，但因時間

有限，未敢驚動，僅與我駐聖

保羅經濟文化辦事處、外貿協

會、中華會館、客屬總會、台

商會等單位代表聚會，廣泛交

換意見，介紹台灣發展現狀及

僑聯近年工作方向。

僑界咸希國內多瞭解並掌握

2014及2016巴西主辦足球世界

盃及奧林匹克世運會的商機，

多與台商合作創造互利雙贏的

局面。

歡迎簡漢生理事長訪聖保羅

僑界盼國內把握世界賽商機

簡漢生董事長（右上角）主持董事會議。

通
過
僑
生
獎
學
金
得
獎
名
單

僑
聯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會

右起：巴西台商會魏源璋副會長、聖保羅台北經

文辦事處王啟文處長伉儷、廖安義董事長、簡漢

生理事長、外貿協會駐巴西主任顏貽彬伉儷。

右起：關冰如、鍾正心、張永西、鍾正心夫人、簡漢

生、蓋維新、劉國華、簡國珍、惠承德、魏源璋。

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聯文

教基金會11月28日上午11時，舉行

第11屆董事會第4次會議，討論通過

102學年度各種僑生獎學金200名得

獎人等議案。

會議由基金會董事長簡漢生主

持，張植珊、葛維新、林基源、吳

清基、鄧文聰、王能章、牟宗燦、

林再藩、簡又新等董事均出席會

議。

會議中除宣讀第11屆董事會第三

次會議紀錄，報告102年3至10月財

務狀況及102年華文著述獎、各種僑

生獎學金申請事宜、103年海外優

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等辦理情形

外，並討論通過102學年度各種僑生

獎學金得獎人名單及頒獎日期訂為

12月28日。

會中多位董事並曾提出各項建議

如下： 

簡董事長漢生：1.請僑聯各地區

辦事處加強推薦當地優秀青年參

選。2.爾後得獎僑生不要註明清寒

生文字。

吳董事清基：1.可研究舉辦國內

大專院校僑生十大傑出青年選拔。

2.舉辦海外十大傑出創業青年選

拔。3.舉辦各種活動，經費可向教

育部提出申請，或企業界募款，如

有困難本人願意出力幫忙。4.獎學

金頒獎時，以各別方式頒獎，並將

照片發布在僑聯網站供僑生點閱。

張董事植珊：1.獎學金得獎同

學，可發給得獎證明，以資鼓勵。

2.開闢僑訊名人堂專欄，提供喜愛

寫文章者，一個寫作平台。

簡董事又新：僑聯應先定位清楚

後再決定要做什麼？目標清楚後活

動才有方向。

一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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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東京華僑總

會回國致敬團一行17人，11月

19日上午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對僑聯服務僑胞的熱忱與

努力表示感動，希望能多參加

僑聯的活動。

僑聯總會秘書長鄭致毅代表

簡漢生理事長接待訪客。

鄭秘書長歡迎貴客臨門，

表示到僑聯來就是對僑聯的肯

定。他以植物為例，指出，雖

然一般來說，花草菜蔬要有

土壤、水分，才能成長，但仙

人掌在沙漠中照樣可以成長茁

壯，也就是說，無論城市或偏

遠地方的僑社、僑團，只要盡

心，都可做出有利「僑」的最

好事情。

鄭秘書長同時簡介了僑聯的

歷史，表示僑聯成立61年來，

始終以服務僑胞、傳揚中華文

化為最重要的工作方向，自簡

漢生理事長接任後，更加強兩

岸交流，並呼籲兩岸僑社「互

通有無、守望相助、福禍與

共、團結對外」，鄭秘書長也

期待海外的朋友回到僑居地

時，多支持僑聯，歡迎更多人

加入僑聯，為僑聯擦亮金字招

牌。

包括李維祥、魏延年、謝

偉、薛永台、楊元珍、邱麗

珠、楊美鷗、羅鳳英、林錦

漫、林冠銘、李孝宗等團員，

都分別以國語、日語發言，感

謝僑聯總會的熱忱接待，表示

僑聯舉辦的各項活動都非常精

彩，僑聯為服務僑社、傳揚中

華文化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所

做的努力，也讓他們感佩萬

分，而針對日本中華傳僑社與

中國大陸僑社鮮少有互動的現

況，團員們也希望借鏡僑聯與

中國僑聯的交流方式，逐步達

到「僑務休兵」的理想。

團員們不但當場填寫僑聯入

會申請單，也表示將鼓勵更多

旅日僑胞成為僑聯的一份子。

致力服務僑社、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令人感佩

東京僑團樂意引薦新血入僑聯

98高齡樂活人生
林錦漫，在東京華僑總會回國

致敬團裡最受矚目，因為，他高齡

98，不但出國快樂遊，平日居家，

最喜歡的竟然是騎鐵馬趴趴走。

不多話的林老總是笑得靦腆，

養身之道？他說的簡單，就是飲食

清淡、作息正常，多笑少發怒，外

加適度運動，因為，活動活動，要

「活」就要「動」！

（圖文．劉為一）

東京僑團團長李維祥（前坐左三）率全體團員與鄭秘書長（前坐右

三）合影。

僑光社／台北 由文春輝團

長率領的香港新界鄉議局台

灣考察團一行21人，11月28

日下午拜會僑聯總會，受到

熱忱歡迎。

簡理事長除親自接待考察

團一行人之外，更有鑒於團

員內有許多工作人員是第一

次來到台灣，特別在致歡迎

詞時表示，台港距離非常接

近，獨具得天獨厚的地利之

便，所以期待兩地需更加強

多方面的交流。

文春輝團長致詞時則表

示，本次參訪團成員極富專

業性，主要來台觀摩學習環

保以及原住民權益問題。尤

其是新界鄉議局目前十分關

心如何維護當地原住民權益

問題，希望透過立法保障，

能夠促使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不至於快速流失，甚至在現

今所謂的文明社會中消失殆

盡。參訪團認為台灣在原住

民權益維護以及立法方面，

比香港發展高出很多，故此

次來台希望在這方面能夠有

豐碩的成果。

團員中的廖書蘭博士，不但是新

界鄉議局的成員，更醉心創作，所著

「黃花崗外」一書榮獲僑聯總會華文

著述獎，是優秀的民間文史工作者，

簡漢生理事長特頒發聘書，改聘廖

博士為僑聯的常務理事。

本次新界鄉議局台灣考察團成員

歡迎新界鄉議局代表到訪

簡漢生理事長期待常來往

有團長：文春輝，副團長：

陳嘉敏。團員：廖書蘭、簡汝

謙、陳崇業、駱水生、邱榮

光、陳東岳、邱錦平、張漢

球、劉玉蓮、歐陽鳳珍、王

玉玲、余智榮、方灝澄、李澤

民、李小衛、楊玉峰、張文

然、何水娣、王劍蘭。

新界鄉議局台灣考察團一行與簡漢生理事長（前坐右四）；右

五為文春輝團長；右三陳嘉敏副團長；左三廖書蘭博士；左一

僑聯鄭致毅秘書長；第三排右三廖俊傑副秘書長。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前河南省政

協副主席陳義初（前左）先生，於10月29日前來

台北開會，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特設宴歡

迎，對河洛文化研究會及河洛文化研討會的相關

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當天作陪的有僑聯總會理事廖壽棧夫婦（後

中），副秘書長廖俊傑（後左）及理事長特別助

理賴素梅（後右）。（圖文．廖俊傑）

有朋自遠方來
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名譽理事長明鎮華於10月27

日病逝台北，11月29日舉行公

祭，總統馬英九特頒「志業流

徽」輓聯，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僑委會委員長陳士

魁等並代表黨國，為其靈柩覆

蓋國旗及黨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由鄭致

毅秘書長率領全體同仁前往致

唁，國民黨中央黨部、僑委會

及各歸僑團體等各界代表數百

人均參加了公祭。

明鎮華1924年9月27日出

生，廣東省三水縣人，享年90

歲。廣州大學政治系畢業，革

命實踐研究院第14期結業。

明公自幼天資聰穎，成績

過人，尤擅書法。民國31年，

以弱冠之齡進入廣東省政府任

職股長，傳為美談。大陸淪陷

後，輾轉來台，與陳麗文女士

結為連理，共組家庭，育有一

子一女，各有所成。

明公於87歲之年罹患阿茲海

默症，健康日益退步。後於

今年5月底染患肺炎，入院治

療，幾經反覆，不幸於10月27

日病逝。

先生忠勤任事，無怨無悔，

奉獻中國國民黨逾39年，功績

卓著，榮獲華夏三等獎章等五

座，服務公職亦長達19年，並

獲頒行政院獎章；先生一生盡

忠職守，貢獻國家社會。

明先生是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名譽理事長，1985年8月至1990

年6月曾擔任僑聯秘書長；

1986年任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

會副主任，並任世界聯盟分會

常務理事；1990年6月起任僑

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對僑務工

作貢獻極大心力。

明
鎮
華
公
祭 

靈
柩
覆
蓋
國
旗
及
黨
旗

香港  常務理事廖書蘭台幣5000元。

日本 常務理事李維祥台幣5000元，顧問薛永台台幣
5000元，高博恭台幣3000元，林冠銘台幣2000
元，楊元珍台幣1000元，林錦漫先生台幣3000
元。

美國 名譽理事廖聲顯台幣1000元。

西班牙 名譽理事莫索爾歐元80元。

德國 名譽理事陳清峰台幣4000元。

澳洲 名譽理事刁振謀台幣4000元、理事李崧基伉儷澳
幣200元，理事黎奕強、李筱莉、李平基各澳幣
100元，顧問李杰澳幣100元。

關島 名譽理事賴豐明美金150元。

在台 理事張貽秋台幣5000元，顧問林惠敏台幣5000元。

彥
賢
義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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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11月2日上午，在林口校區(僑生先修

部)舉辦了「林口校區國際文化日」，

收集僑批實物 反映政經文化 抒發原鄉情濃

東南亞華人與僑批 斯土斯情 意涵深遠 
僑光社／台北 由泰國

僑領兼任泰國中華會館

理事長許茂春先生編著

並出版的「東南亞華人

與僑批」一書，內容有

許多豐富且珍貴的圖片

資料，是一本收錄齊全

的海外華僑史書籍。

許茂春理事長生於

泰國、長於泰國，但

從未忘記自己是潮州

裔華人的後代。

許理事長自己於書中

提到：「從小時常見父

母親每月如常的寄家批

匯款往中國家鄉供養親人，至

今記憶猶新，也因此使筆者萌

發了尋覓東南亞華僑的家批，

作為研究旅居海外華僑表達出

忠孝心聲的僑批究竟有多少數

量。從收集僑批的實物中，期

間發現裡面除寄款存孝外，還

展示出當時當地的經濟、文

化、政治、民生、交通和各地

往來的郵路等許多歷史參考的

實據和僑批珍貴的歷史價值，

促使作者寫下本書，以供後代

作為華僑歷史的資料。」

東南亞一帶（或稱南洋）從

古至今即為中國閩、粵籍居民

體會異國風情

師大林口校區國際文化日  

由許茂春先生編著並

出版的「東南亞華人

與僑批」。

師大林口校區國際文化日精彩的舞蹈表演。(僑先部課外組鄭淑華提供)

向外謀生或創業的主要地點，

更有許多人從此在各個國家落

地生根、世代相傳，其中更不

乏成為各國政要、社會名流、

商業巨擘等傑出角色。出生於

泰國的傑出僑領，現任泰國中

華會館理事長的許茂春先生，

有感於儘管生於泰國，但體內

依然是留著華人的血液，因此

透過對「僑批」研究來抒發對

家鄉的熱愛之情。

在這本349頁，圖文並茂書

冊中，作者收集了大量東南亞

各國（泰、柬、緬、星、馬、

菲、老、越、印）僑胞們早期

的郵件、書信及照片，展示了

許多珍貴的資料，對於研究早

期華僑史有極為卓著之貢獻。

除此之外，作者更將每章節用

各個國家做區分，並且花費許

多篇幅介紹東南亞各國早期的

僑民、僑領及僑社，更是讓讀

者能夠清楚的對該國華僑歷史

有清楚扼要的了解。

至於何謂「僑批」？作者在

書中有著極為清楚的定義：

「有部分移居僑居地之僑胞，

其目的只想賺錢養家，抱著

『落葉歸根』的心態，更沒有

定居打算，一有所蓄，就把錢

和信件託付給他人帶回國，於

是所謂『僑批』就出現了。所

謂『批』，主要為了報平安，

維繫與家鄉聯繫的紐帶，同時

也寄錢，以盡贍老養小、維繫

家庭日常生活之責任，以及買

田買厝。早期華僑無法透過郵

局或者銀行匯款回國，只有當

同鄉或相識的人回國，華工才

把金錢和平安信一起託付帶

回。」

作者這本著作，除了抒發

自己身為華人對家鄉的熱愛之

情外，更希望藉此喚醒除了東

南亞以外，全球各地的華僑華

人，能夠面對過去、展望未

來，以團結復興中華為己任，

迎來真正屬於華人的新世紀。

汪育正/文 任教文化大學，

同時是僑聯總會馬來西亞地區

名譽理事的李南賢教授，一向

對僑生的關愛協助不遺餘力，

尤其對僑聯總會僑生獎助學金

的贊助更是熱心支持，去年、

今年，他分別以參加華文著述

獎得到的1萬元獎金及5千元稿

費，捐作獎學金，他謙稱戔戔

之數不足掛齒，得獎者卻是點

滴心頭，。

累積了與僑生相處以及處理

僑生事務的豐富經驗，他特別

希望針對「吸引僑生來台就讀

或畢業後留台就業誘因不足」

的問題，提出一些建議。

就學校部分來說，他認為其

實各個學校都十分用心且具熱

忱的規劃每年的招生文宣和說

明會，但是方法卻有待斟酌。

李教授以馬來西亞為例指

出，其實大多數馬來西亞僑

胞，對於當地潮州同鄉會或同

學會的信任度遠大於各校的招

李南賢期待受惠學子傳延助人薪火
生委員會，所以很多僑生家長

在乎的「孩子到了台灣可以學

到什麼？」、「出了問題或遇

到困難可以找誰幫忙？」等問

題，如果出自同鄉會或同學會

說出的答案，似乎比招委會的

說法更有說服力，所以學校何

妨透過海外華人的同鄉會或同

學會進行招生，以期收到事半

功倍之效。

除此之外，李教授說政府的

政策也需要做適當的修改，現

行規定，畢業的僑生，在台之

工作收入若未達每月新台幣三

萬元，就不能居留在台灣。

許多僑生認為就連本地生都

未必見得能夠一畢業就找到如

此待遇的工作，何況是外籍生

或僑生呢？所以李教授強烈建

議政府有關單位，應積極正視

這項問題，最好放寬規定為：

只要有企業主願意聘雇這些僑

生，即可讓他們前往就業，並

且留居下來。

李教授說他自

己早年在美國留

學期間，生活十

分困苦，甚至於

有過只靠喝水止

飢的艱辛，所以

他非常能夠體會

學生隻身在外，

離鄉背井的那一

種難處。他說，

中國人十分強調

孟子提倡的「惻

隱之心」，所以他在他能力範

圍許可的條件之內，從不吝於

協助生活上有困難的學生(不

論是僑生或本地生)。但他同

時也強調，他資助同學並不是

讓他們將金錢使用在娛樂用途

上，而是希望能夠藉此幫助認

真用功、但家中環境的確有迫

切困難的同學，渡過許許多多

生活上的難關，不要讓他們連

吃得飽、穿得暖的基本條件都

難以達到。

李教授不諱言能力十分有

限，經常在幫助很多同學之

後，他自己就必須更省吃儉用

的生活。不過即使如此，他仍

覺得心甘情願、樂在其中；他

說長期以來透過這樣的模式與

同學交流，與同學們之間情感

的累積早就不是金錢價值所能

夠衡量的。他說就如同他穿在

身上的西裝，是大概十年前因

為舊的衣服穿破了，有同學主

動送給他的，他這些年來只要

穿著它，就如同帶著同學與他

的感情一般，讓他備感窩心。

雖然李教授自嘲到了這個

年紀，每週還要上到將近十個

鐘頭的課，的確讓他的身體感

到吃力，可是他卻認為十分值

得。收入對他來講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能夠將他所學以及理

念，在課堂上與學生們交流。

就如同他對接受他幫助的學生

強調的，他不需要回報，而是

希望藉由薪火相傳，將這份助

人的熱忱延續下去，才是他所

要傳達的主要精神。

關愛僑生的李南賢教授。

自奉簡約不浪費

關愛僑生不吝嗇

僑光社／ 第七屆郎

靜山攝影獎作品展將

於12月14至19日，在

台北市國藝中心（台

北市中華路1段69號）

二、三樓藝術廳舉

行。

本屆郎靜山攝影獎

作品展是由中華僑聯

總會、上海市僑聯、

上海華僑攝影學會、

台灣攝影協會、台北

攝影協會、高雄市攝

影協會共同主辦。

開幕典禮訂14日上

午10時舉行，並將同

時頒獎給台灣地區26

位得獎者。

第
七
屆
郎
靜
山
攝
影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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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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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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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
台
北
市
舉
行 

 

藉由來自不同僑居地的同學們設攤販賣

充滿各式異國風情的美食與紀念品，讓

所有與會的來賓及民眾在校區內就能感

受到彷彿置身不

同的國家一般，

品味著各種獨特

的民族風味。

活 動 的 開 幕

式是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張國恩

校長首先致歡迎

詞，歡迎各界來

賓以及林口當地的鄉親能夠一起來同

樂，也為所有參與活動的同學加油打

氣。僑務委員會僑生處陳世池處長、林

連忠科長，以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

司僑生及外生事務科劉素妙科長也都蒞

臨活動給予指導，並與僑生先修部的同

學們一起同樂。

活動當天最受歡迎的是中東肚皮舞

及傳統印尼舞蹈表演。僑先部學生分別

來自馬來西亞、香港、澳門、印尼、緬

甸及其他地區的國家，各社團及各班同

學均精心準備各國家鄉美食及好玩的遊

戲，國際事務處及進修推廣學院等單位

也用心安排各項文化體驗活動，使得這

一次的國際文化日真是好吃、好玩、又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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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

與澳洲國家大學11月8日簽署

第二期「台灣研究講座計畫」

合作備忘錄，未來三年澳洲國

家大學將開設台灣歷史、文

化、社會、語言、政治及經濟

相關課程。

簽署儀式在澳洲國家大

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校長會議室舉

行，由駐澳代表張小月見證，

澳洲國家大學校長楊格與駐澳

代表處教育組組長遲耀宗完成

合作備忘錄的簽約。

澳洲國家大學相當重視「台

灣研究講座計畫」，文化歷

史語言學院院長喬治（Ken 

George）、中華研究所所長芮

格比（Richard Rigby）與中文

教授明佛德（John Minford）

也出席這場簽署儀式。

張代表表示，中華民國政府

近年來已與全球多所知名大學

簽訂「台灣研究講座計畫」，

透過這項計畫，不僅成功促進

學術教育交流，也讓台灣文化

走向國際。

來自台灣藝術大學的教授廖

新田是第一期「台灣研究講座

計畫」的講師，他生動活潑的

教學方式受到學生歡迎，期末

教學評鑑滿意度高達9成。

楊格非常滿意第期「台灣研

究講座計畫」的成果，因此繼

續與駐澳代表處合作推動第二

期計畫。他感謝駐澳代表處與

教育部的支持，讓這項有意義

的計畫可以順利進行。

張代表說，她與澳洲國家大

學師生都期待第二期「台灣研

究講座計畫」將有更多令人驚

喜、感動的課程，讓更多外國

人認識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

化。（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羅馬啟動台灣書院

文化光點計畫

羅馬／ 中華民國駐義大利

澳洲國家大學續簽台灣研究講座計畫
未來三年將開設台灣歷史、文化、社會、語言、政治及經濟相關課程

代表高碩泰11月18日與羅馬

第3大學校長潘尼扎共同主持

「台灣書院文化光點」、台灣

當代文學及華語文講座系列開

幕剪綵。

高碩泰指出，羅馬第3大

學（Universita degli studi 

Roma Tre）是義大利知名高等

學府，10月與中華民國教育部

簽署為期3年「台灣研究講座

計畫」合作備忘錄，11月也立

即與中華民國文化部合辦「文

化光點」系列。透過邀請台灣

知名作家及大學教授來義擔任

講座的方式，促進義大利人對

台灣文學及文化的瞭解，並加

強與台灣各大學交流、介紹台

灣華語語言學研究概況。

羅馬第3大學從11月18日起

到12月9日止，辦理台灣書院

文化光點計畫「台灣當代文

學」及「華語文」系列講座。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台灣退伍軍人協會
參加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

紐約／ 台灣退伍軍人協會

會員及眷屬組隊，11月11日參

加美國退伍軍人在紐約市第五

大道舉行的大遊行。

台灣退伍軍人協會美東分會

理事長張學海表示今年是台灣

退伍軍人第18年參加美國退伍

軍人節遊行，今年度特邀空小

旗隊、義警鼓隊、三太子民俗

團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包

飾的重型機車、民族服裝展等

單位及項目，總人數超過200

人。

波士頓／ 麻州美國退伍軍

人部最近在波士頓舉行美國退

伍軍人節遊行活動，波城華

裔退伍軍人會由會長Matthew 

Seto率領曾參與第二次世界大

戰、韓戰、越戰、伊拉克、阿

富汗等戰役的退伍華裔軍人出

席。由駐波士頓辦事處副處長

陳銘俊及波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郭大文擔任總領隊、理事長石

家孝擔任指揮官的波士頓榮光

會，是唯一受邀參加遊行的外

國隊伍。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紐西蘭僑社健行踏青

紐西蘭／ 紐西蘭台灣婦女

會及台灣華夏協會最近聯合辦

理健行踏青活動，由婦女會會

長陳姿穎僑務顧問主持，並由

婦女會常務監事郭惠君及台灣

僑民協會會長陳良男醫師夫婦

2人擔任嚮導。50多位鄉親一

起前往奧克蘭西區著名的Lake 

Wainamu Tracks，沿著湖邊步

道健行，欣賞湖光景色，並在

瀑布前享用午餐，回程則光腳

溯溪，共同度過愉快的初春午

後。（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賴索托、雅加達全僑
102年國慶聯歡會
壓軸登場

賴索托／ 賴索托全僑慶祝

中華民國102年雙十國慶、教

師節、中秋節聯歡會，最近在

賴斐台商學校舉行，駐南非

代表徐佩勇、斐京巿議員李崇

維、賴索托臺灣商會會長陳肇

林等約300人與會，阿彌陀佛

關懷中心賴索托院童及賴斐台

商學校學生帶來表演，電音三

太子也登台。

雅加達／ 由雅加達華僑慶

典委員會主辦的慶祝102年光

輝十月聯歡晚會最近舉行，旅

雅加達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及

新興、傳統僑團僑社成員500

餘人參加，駐印尼代表夏立言

亦率僑務組組長汪樹華、僑務

秘書蔣翼鵬及各組組長出席。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台大EMBA同學攜帶國旗
征戰芝加哥馬拉松

芝加哥／ 一群在各自職場

出類拔萃的台灣企業界人士，

憑著不斷挑戰及創新的心，在

台灣大學EMBA學程相識，並藉由

跑步結成好友，經過多次參加

台灣的比賽後，付諸實行向世

界知名的馬拉松挑戰。

這群台灣大學EMBA

學程學生繼在東京馬

拉松跑出信心後，最

近再度征戰馳名的芝

加哥馬拉松，芝加哥

僑教中心特別主動協

助，聯繫大芝加哥臺

灣媽媽社團會長李蘋

蘋，經由中心提供中華民國國

旗，交由台灣大學EMBA同學攜

帶參賽，除展現愛國護旗精神

同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

及與會者有機會認識台灣，提

昇中華民國的國際能見度，有

效促進國民外交。（轉載自宏觀

即時新聞網）

德華中文學校
漢字文化節園遊會

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德華

中文學校為呈現活潑、可愛的

孩子們每周中文課程的學習，

11月8日舉辦「漢字文化節園

遊會暨成果發表會」，與大家

分享學習的成果，駐德國代表

處僑務秘書吳曉竹及駐法蘭克

福辦事處秘書金綺年都到場與

學生及家長同樂。

當天節目有小小朋友的自我

介紹、唱歌跳舞、自創猜謎、

還有青少年的成語故事等等。

吳僑務秘書對於老師們發揮巧

思設計多元的表演節目，展現

學生們驚人的學習效果，感到

非常的驚喜。而老師們因應不

同年齡層的學生，結合感官統

合、童謠音樂、數位媒體教學

等，充分宣揚正體字之美，也

強化學生們的學習成就。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張學海（右一）等代表台灣退伍軍人協會參加紐約退伍軍人遊行。

波士頓榮光會參與在波士頓舉行美國退伍軍人節遊行活動，是唯一

受邀參加遊行的外國隊伍。（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僑‧社‧簡‧訊

賴索托全僑慶祝102年國慶聯歡會表演非洲舞蹈。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雅加達僑界舉辦102年光輝十月聯歡晚會，500餘人

共襄盛舉。（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台灣大學EMBA學程學生攜帶中華民國國旗參加芝加哥馬拉松大賽，

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及與會者認識台灣。（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參加紐西蘭台灣婦女會及台灣華夏協會聯合舉辦的健行踏青活動的

鄉親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德國法蘭克福德華中文學校日舉辦「漢

字文化節園遊會暨成果發表會」，分享

學生的學習成果。（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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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紐約僑教中心及紐

約中華公所11月15日至17日在

紐約中華公所共同舉辦「華裔

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展出

美國華人移民史及華裔風雲人

物誌等豐富史料。

特展透過有系統的歷史回

顧，呈現華僑從19世紀迄今在美

國的奮鬥歷程，以及對美國社

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之卓越

貢獻。參觀者藉著一幅幅巨型海

報，體驗先人移民來美披荊斬棘

的艱辛，以及胼手胝足打拼至今

的成就。許多家長表示，該展可

為年輕一代提供回顧歷史、展望

未來的活教材。

駐紐約辦事處代處長范國

樞、中華公所主席吳國基、7

大僑團代表、台灣會館理事長

陳春蘭、市議員顧雅明辦公室

主任陳鐵輝及僑教中心主任張

景南都出席開幕茶會，中華公

所顧問伍銳賢在會中分享收集

華人史料的心得。

主辦單位並印製活動紀念年

曆卡，其中的老照片是1937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紐約華人在

中華公所前大遊行支持抗日的

歷史影像，極具珍藏價值。

特展12月中旬在僑教中心展

出，明年則移至辦事處繼續展

出。

爾灣／ 美國南海岸中華文

化協會爾灣中文學校於11月2

日在該校舉辦「美國華裔移民

貢獻展」開幕典禮。爾灣市政

府、主流學界及橙縣僑團、僑

務榮譽職人員、媒體界等多位

代表出席開幕式，場面熱鬧。

該展覽計畫在南海岸中華文化

中心展出至年底，開幕典禮前

主辦單位並特別安排一場專題

研討會，邀請主流學界深入探

討華裔移民對美國社會的貢獻

史蹟。

（轉載自宏觀新聞即時新聞網）

呈現華僑在美奮鬥歷程  華裔移民貢獻展普受重視

紐約僑教中心主任張景南（右一）向駐紐約辦事處代處長范國樞等

與會貴賓介紹「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展出內容。（轉載自宏觀

即時新聞網）

阿根廷愛育學校
辦唐詩、唱遊賽

阿根廷／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阿根廷教會愛育學校最近舉

行幼兒班、學前班、小學一年

級的唐詩、唱遊比賽，以及小

學二、三、四年級的歌唱比

賽，經由有趣的體驗方式讓孩

子們學習華語，並以間接方式

讓小朋友明瞭華語的語態和發

音，由音樂節奏體會華語的結

構，引導孩子學習華語及中華

文化。（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徐榮娟獲選澳洲
台灣婦女聯誼會會長

雪梨／ 澳洲台灣婦女聯誼

會最近在雪梨僑教中心舉行

會員大會，選舉第23屆會長及

理監事，由徐榮娟獲選為新任

會長。駐雪梨辦事處處長周進

發、僑教中心主任鄭介松皆到

場參與祝賀。

活動由會長李安琪報告今年

舉辦的各項活動，包括各項醫

療健康講座及關懷打工度假活

動。

由於前會長黃少瓊積極帶領

婦女會參與各項僑界活動，因

此僑委會特遴聘黃前會長為僑

務促進委員。（轉載自宏觀即時

新聞網）

南非南華教學中心
舉行畢業典禮

南非／「成功是通過你不斷

地辛勤的工作和不求回報的奉

獻！」，南華教學中心11月8

日舉行畢業典禮中。

典禮由南華寺當家慧行法師

主持，Zama Zama中學校長及畢

業生等近80人參加，現場一片

歡喜。在南華寺及國際佛光會

的協助下，讓Monsterrus地區

的年輕人不用花錢就可以達成

學電腦的夢想，能夠重拾自信

去找工作，甚至當義工，幫助

別人。

南華寺也邀請以前的畢業生

Eddy Tshabalala出席，他勉

勵學弟妹一定要努力的朝著自

己的目標努力，要對自己有信

心，遇到挫折一定要有勇氣和

力量去面對，如此才能達到人

生的目標。（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

網）

全球華人隆重紀念
國父冥誕

僑光社／綜合報導 包括模

里西斯、墨爾本、斐濟、休士

頓、芝加哥等各地僑社，最近

分別舉行舉辦國父孫中山先生

148歲冥誕紀念活動，以示對

開創亞洲第一共和國、世紀偉

人 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永遠懷

念。

墨爾本華埠並同時舉行國父

銅像豎立兩週年紀念。

以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理念，推動行動數位化學習，結合

雲端教學平台與雲端教室的加拿大

溫哥華聯合中文學校，不但提升學

生學習語文的能力與興趣，更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華語文方法，讓傳統

僑校轉型為雲世代的智慧僑校。

聯合中文學校自1999年設立以

來，即開始推動資訊融入華語文

教學，逐漸累積數位能量。2009

年該校設置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

示範點後，更加積極推動全校教

學數位化，2012年9月集結校內

數位師資成立「行動學習典範團

隊」，致力推動海外華語文雲端

教學。校長賴飛鍾表示，今年該

校落實雲端教與學，將平板電腦

導入教室，利用雲端教學平台與

資源整合的雲端教室，提供更貼

近雲世代學生的學習模式，

聯合中文學校目前有包括單機

操作、雙向平板、Wiimote及基

礎智慧等四種不同類型的智慧教

室，針對老師的數位能力、教學

習性分配不同型態之智慧教室並

適時提供支援。

漫遊雲端 齊步同飛

該校除推動當地僑校數位學習

外，也不忘將「華語雲」介紹給

全球僑校老師。賴校長透過於全

球華文網建置專屬的雲端學校、

參加僑務委員會「華語文數位學

習中心經營管理人員研習班」、

全加會議及全球華文網線上課程

等不同場合，適時向全球僑校校

長及老師們分享和宣導如何建置

雲端學校，以及雲端學校建置所

帶來的效益。

今年6月份更舉辦「行動學習」

示範觀摩會，成功吸引了超過600

位以上之學生、家長及老師們參

加，現場示範教學，並說明如何

推動Heritage Language多元語言

的教學模式、華語文教育結合雲

世代行動載具等之推動方法，讓

參加者充分了解到透過雲端科技

運用於華語文教學，可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成效。

雲端教室--貼近雲世代的

社群學習模式

聯合中文學校學生涵蓋華裔子

及非華裔，學校針對不同國籍、

不同華語文程度之學生，開設不

同的班級，及MSL(Mandarin as 

Second Language)等課程，提供適

性化教學；近年來，學校積極動

雲端教室，目前每週平均上線人

次近800人次。

賴校長解釋，所謂雲端教室包

括了電子書櫃、課前預習用的翻

轉教室課程、課中運用的學習回

饋系統及課後加強用的學習輔助

教材等，學生也可利用雲端平台

繳交作業、進行線上學習，以及

平臺的社群功能，加強與老師、

同儕間的互動。如此多元的學習

方式，讓孩子們感受到華語文學

習既特別、又多元，且符合雲世

代的學習方式，效果非常好，更

是吸引許多非華裔學生選擇聯合

中文學校就讀原因之一。

賴校長表示，該校於本年度推

動全新的教學計畫：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意即學習不

限載具，學生可以使用iPhone、

iPad、任何一種作業系統之智慧

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只要有網

路，就可連線至學校雲端平台，

與老師進行同步溝通教學。

聯合中文學校之數位教學不僅

成長迅速，也願意將該校數位融

入華語文教學和推動雲端教與學

的豐富經驗，與在地學校及全球

僑校共同分享，相互切磋學習成

長，共同推動創新華語文教學與

學習。（文稿由僑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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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台灣婦女聯誼會舉行新任會長選舉，前排右二

是新會長徐榮娟。（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佛光山南非南華寺舉行Zama Zama電腦班及南華教

學中心Pastel payroll課程畢業典禮，畢業生高

興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阿根廷教會愛育學校舉行唐詩、唱遊比賽，經由

有趣的體驗方式，引導孩子學習華語及中華文化。（轉載自宏觀即時新

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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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顧右盼的年終假期終於來臨

了，爸爸帶我們到海邊的度假屋小住

三天，我和哥哥都雀躍萬分。

當爸爸把汽車駛近海邊時，我欣

喜若狂，情不自禁的歡呼起來。在城

市裡長大的我，每天在人山人海的人

群中來來往往，穿梭於熙熙攘攘的塵

世間，心情也變得麻木了。凡事為了

成功和勝利，我每天背著包袱走路，

很辛苦，也時時感到憂鬱和無奈。今

天，來到海濱，我親吻著海的蔚藍。

我敞開胸襟，呼吸著海香很濃的空

氣，格外振奮。海景很美，在艷陽的

照耀下，碧綠的海面好似撒下了嶄新

的金幣，浮光躍金，五彩繽紛，真使

人心曠神怡。

把行李搬進度假屋後，我和哥哥

換上泳裝，迫不及待地投入大海的懷

抱。此時此刻，我覺得自己的心，同

天、同海、同艷陽連成一片。喜悅像

湧上海面的潛流，不停的滾向我。我

們在海裡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心情

像浪花一樣歡騰。過後，我們躺在軟

軟的沙灘上，沐浴著陽光，陪伴我們

的是在海面上翩翩飛舞的海鷗。我們

也在沙灘上堆沙堡，沉浸在無比的歡

樂之中。與大自然為伴，我樂不思

蜀。

漸漸地，夕陽西下，天際出現一

抹紫紅色的餘暉，幽靜的暮色暗暗地

向四面圍攏起來，矇矓的天色，確實

迷人。爸爸牽著媽媽的手，他們像一

對初戀情侶，漫步於沙灘上。父母親

平時日夜奔波，生活忙碌，難得能暫

停緊湊的腳步，鬆馳心情。我和哥哥

在海灘上追逐嬉戲，我們拾了一桶五

顏六色的貝殼，海水溫情地舔著我的

腳，浪花像慈父的大手撫摸著我，我

感到很溫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

晚飯過後，我依偎在爸爸身邊，聽

他訴說童年的故事。爸爸工作繁忙，

經常有飯局，很少有時間陪伴我們。

今晚，我們一家四口，樂融融的享受

天倫之樂。窗外月亮露出笑臉，它把

柔和皎潔的銀光灑向人間。黛色的夜

幕上出現了一顆顆星斗，像一顆顆寶

石，像一粒粒珍珠，閃爍著。遠方一

群人仍坐在礁石上，欣賞夜景，他們

似乎捨不得離開這美麗的海濱。聽著

滔滔的海浪聲，我進入甜美的夢鄉。

隔天早上，我們去看日出。媽媽準

備了美味的三明治，爸爸攜帶他的照

像機，在暗淡的天色下，我們往岸邊

的岩石走去。坐在岩石上，我們一邊

吃早餐，一邊觀賞日出，驚喜萬分。

黎明的寒氣，雖然其冷入骨，然而質

地清純，可清肺。忽然東方泛起了魚

肚似的淡白色，接著整個天空變得透

藝 文 天 地僑 訊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書法比賽 優勝作品展102年

小學組金牌獎
馬來西亞 寬柔國民型第二小學

快樂的假日 

駱彥銘

明晶亮。海面躍出了一輪紅日，鮮艷

奪目，萬道金光，給水面染上了一層

胭脂紅，好美！海灘上有三五成群的

小孩子跳躍嬉笑著。海上、岸上都充

滿了魅力，令人神往。我被一對正在

放風箏的小男孩吸引住了。經過爸爸

的同意後，我和哥哥快樂地奔向他

們，不一會兒，我們就跟這對很友善

的兄弟打成一片。他們教我們如何放

風箏，我學他們把線慢慢地收回來，

然後又再放出去，興奮極了。海濱風

和日暖，放風箏最適合了。爸媽也跟

著我們一起放風箏，真想不到大人也

和我們一樣玩得不亦樂乎。這一時

刻，每個人都渾然忘我，異常歡喜。

我覺得人生太美好了，原來幸福和快

樂，就是那麼的簡單。這是我從來沒

有領略過的快樂。其實我們應該偶而

給自己放個假，享受上蒼賜予我們的

一切美好：美麗的風景、美的心情、

美的意境，更要享受青春活力的美與

光彩。

小兄弟邀請我們到他們家去做客，

我們被他他們的熱情打動了。來到海

濱一棵棷樹下的一間小木屋，阿里叔

叔和太太熱忱地款待我們，還請我

們吃香噴噴的椰漿飯。阿里叔叔是漁

夫，待人親切。飯後，阿里太太泡上

一壺淡淡的清茶，我輕輕地啜上一小

口，那茶香，一點一點滲進身體，我

感到輕鬆愉快。小兄弟還教我如何制

作自己的風箏，我滿懷歡喜。幸福不

需要榮華富貴，簡簡單單就是快樂。

第三天，我們到小鎮去逛逛。看到

琳瑯滿目的土產和手工藝品，我心花

怒放。買了一些土產後，我們便依依

不捨的踏上歸途。我希望從大自然借

來純潔堅定的力量，永遠保持心境開

朗，永遠快樂。

海邊度假屋小住三天，是我最快樂

的假日。

歡喜得獎

1.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週六
華語文班受獎同學與老師
合影。（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供）

2. 緬甸臘戌明德學校參加
102年徵文、書法、繪畫
比賽。獲獎同學與校長、
指導教師合影。（緬甸臘

戌明德學校提供）

3. 馬來西亞林覺民國民型
中（小）學陳律汛分獲
書法小學組銅牌及繪畫
10-13組佳作，開心的接
受頒獎後，與師長合影。
（林覺民小學校提供）

書法小學組銀牌

吳卓珊
馬來西亞檳城

雙溪里蒙光華小學

翁嘉惠
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校

繪畫6-9歲組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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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卓珊 翁嘉惠

施正鎊 宮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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