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

會理事長簡漢生率領僑聯總會

重要幹部一行四人於1月5日出

發前往北京，拜會大陸9個相

關涉僑及涉台單位，交換對海

外僑社和諧發展的議題，並討

論各單位與中華僑聯總會在新

一年度交流合作的具體事項，

獲致極高的共識。

此次拜會的大陸涉僑、涉

台單位包括：中國僑聯、國

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務院台

灣事務辦公室、全國政協港澳

台僑委員會、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

央黨部、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

誼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宋慶

齡基金會等9個單位及原海協

會陳雲林會長，同時也和去年

前來台灣參訪的歐洲華僑華人

社團聯合會相關幹部，及全國

政協去年由盧昌華副秘書長所

組成的河洛文化參訪團團員聚

餐聯誼。

中華僑聯總會一行四人為：

簡漢生理事長、鄭致毅秘書

長、廖俊傑副秘書長、賴素梅

特助等。

共同集會慶祝傳統民族節慶

獲認同

簡漢生理事長近年一向主

張兩岸四地的海外僑社不僅

應該捐棄成見，和諧相處，

他還提出：「互通有無、守

望相助、福禍與共、團結對

外」的16字箴言，希望營造中

華炎黃子孫在海外大團結的形

象與氛圍；簡漢生理事長在這

一次北京行的每一場拜會中，

更進一步提出一個構想，希望

兩岸共同努力，促成兩岸四地

的華僑華人，在基於民族情感

的前提下，共同集會慶祝傳統

民族節慶；他並主張，兩岸當

局都應該努力促進海外僑胞的

交流，必須先讓僑胞再度團

結在一起，作為促進兩岸和

平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

樣，兩岸的和平發展才有落

實的可能。

這一個相關涉僑的議題，

簡漢生理事長在此次所有的

拜會行程，不厭其煩的詳加

說明，希望能夠集結共同的

力量盡速促成，獲得9個單位

負責人的高度贊同，並允諾

一起努力。

（下轉A2版）

討論對海外僑社和諧發展議題及新年度合作計畫

分訪涉僑、涉台單位 簡漢生北京行成果豐碩

右起：孔濤副部長、楊嘉明副部長、喬衛副主席、中國僑聯林

軍主席、簡漢生理事長、鄭致毅秘書長、廖俊傑副秘書長、賴

素梅特助。
左起：廖俊傑副秘書長、賴素梅特助、國僑辦裘援平主任、簡

漢生理事長、鄭致毅秘書長。
左起：范映杰副局長、賴素梅特助、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

事長、國台辦張志軍主任、廖俊傑副秘書長、頓世新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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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趙東科巡視員、賴素梅特助、鄭致毅秘書長、

簡漢生理事長、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楊崇匯主

任、馬健副主任、呂虹局長、廖俊傑副秘書長。
左起：賴素梅特助、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

海協會陳德銘會長、楊流昌秘書長、廖俊傑副秘書

長。

•

福

春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訂2月7

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在本會七樓會議室舉行春

節團拜，歡迎參加。

•

• •

僑聯團拜 





 





左起：賴素梅特助、廖俊傑副秘書長、

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民革中

央萬鄂湘主席、鄭建邦副主席、浙江省

民革吳晶主委、李惠東秘書長、楊海燕

副部長、許國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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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拜會過程中，簡漢

生理事長並向各單位說明了中

華僑聯總會近幾年推動中華文

化復興、舉辦第十屆河洛文化

研討會；以及推動開漳聖王信

仰文化系列活動的目的，主要

是因為台灣現居民大多來自福

建，長期以來都有一種誤解，

認為福建漳泉是台灣民眾的終

極故土，卻不知道事實上是來

自中原河洛地區，尤其海外華

僑華人更多是從閩、粵、台灣

向外移民，這個移民體系其實

還是最早從中原地區先移民到

閩粵之後的再移民，所傳承的

中華文化更是中原河洛文化，

而其中很重要的傳承啟動人就

是開漳聖王陳元光，因此作僑

務工作，以及復興中華文化，

就必須對陳元光大將軍的功業

予以研究、肯定和傳揚。

尋求兩岸中小企業僑商深化合作

元月六日上午，本會代表團

首先拜會了中國僑聯，與海外

交流部楊嘉明副部長、孔濤副

部長、桑寶山處長、鄭慧等人

進行工作會議，討論今年海峽

論壇的舉辦方式、及根親文化

節和華僑青年的交流活動，都

將在精簡務實，及加強功能性

的原則下進行。

隨後中國僑聯林軍主席和

喬衛副主席也參與討論。由於

中國僑聯才於去年12月完成換

屆，林軍主席續任僑聯主席，

新的領導班子也已組成視事，

簡理事長及所有團員向林軍主

席致賀，並期待與新的領導班

子發展更緊密的夥伴及合作關

係。林軍主席對過去數年與中

華僑聯總會的合作和績效表示

高度肯定，希望能夠繼續合作

為海外僑胞的團結和諧貢獻力

量。對於中華僑聯總會計畫對

大陸中小企業型的僑商尋求與

台灣僑商深化合作的提議，更

是深表贊同，認為這是對大陸

中小型僑商的福音。

6日下午先拜會了前海協會

會長、兼前全國政協港澳台僑

委員會主任陳雲林先生，陳會

長現在仍然擔任中國河洛文化

聖王陳元光」的歷史豫劇，也

表示贊同，並承諾適時協助。

陳雲林會長並邀請新任國台

辦副主任龔清概先生與大家見

面，龔副主任是閩南人，對兩

岸關係非常熟悉，且與大家用

閩南語交談，備感親切。

加強推展海外華文教育、

傳揚中山思想

6日下午拜會宋慶齡基金會，

由基金會李寧秘書長和陳愛民

部長、王珈珈副處長接待。

宋慶齡基金會於2005年邀請

本會組團前往北京參訪，促成

了本會與中國僑聯兩岸兩個涉

僑的民間組織首度歷史性的接

觸，因此與本會淵源甚深，李

寧秘書長基於這樣的情緣，對

本會的創新型態工作方式甚為

關注，尤其在河洛文化和孫中

山思想的傳揚、開漳聖王信仰

文化的推動，以及年輕一代的

交流和海外華文教育的推動，

都展現了高度的興趣，兩會並

相約今後在這些方面能有更進

一步的交流、合作和推進。

7日上午先是拜會了中共中

央統戰部，由第三局傅鐵生局

長接待，陳李軍處長及劉康寧

先生陪同，傅鐵生局長介紹了

中央統戰部的工作內容，並指

出台灣各界對該部可能有一些

並不正確的刻板印象，甚至認

為是搞顛覆、搞情報的單位，

但其實統戰部的工作型態類似

中國國民黨的社會工作會，是

以服務為主，是替黨多連繫各

界、解決社會矛盾、多交朋友

的單位，希望今後能與中華僑

聯多連繫，多交流。

（下轉A3版）

詩書合體  相得益彰

簡漢生理事長去年11月5日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

「我眼中的北京」一文，文中並以「北京、北京」為題賦

詩一首「帝都興衰歷滄桑，列強侵陵逞豪強；百年積弱悲

國步，萬里哀鴻弔民殤；同室操戈終須盡，中華一統致和

祥；炎黃兒女齊奮進，共譜民族復興章。」；大陸全國政

協委員，書法大師盧中南則應和一首「漢家奕代事農桑，

生養綿延逐日強；蕩蕩黃河肥沃土，巍巍岱嶽祭民殤；常

求自立追新夢，每盼相親祝永祥；天海融融開口笑，和風

伴我寫鴻章。」，並將兩人詩作以工筆正楷撰寫後贈送給

簡理事長，為此次訪問平添一段藝文佳話。

研究會的會長，陳會長與中華

僑聯總會是老朋友了，從2009

年起就展開對中國河洛文化研

究活動的合作，陳會長對於本

會推動僑務發展、傳播中華文

化，以及開漳聖王陳元光相關

活動的推動都很清楚，也很感

興趣，對於本會計畫繼續引進

信陽市豫劇團赴台演出「開漳

全國台聯汪毅夫會長（左）、簡漢生理事長。 左起：賴素梅特助、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宋慶齡基金會李寧秘書長、廖俊傑

副秘書長、陳愛民部長。

簡漢生理事長與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三局傅鐵生

局長（右）。

大家欣賞簡理事長和盧委員的詩作及盧大師的墨寶，左起：

趙東科巡視員、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盧中南大

師、盧昌平團長。

盧中南大師工筆正楷撰寫的兩首詩作。
    （編者按：盧中南先生的楷書在大陸屢獲大獎，是大陸楷書泰斗）

大畫家李小可訪台期間，為簡理事拍攝了不少照片，並將之作了黑

白色調處理，極具古意，大家拿著照片合影；左起：賴素梅特助、

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李小可先生、「河洛文化參訪團」

盧昌華團長、廖俊傑副秘書長。

左起：賴素梅特助、鄭致毅秘書長、簡漢生理事長、前海協會陳雲林會長、國台辦龔清

概副主任、廖俊傑副秘書長、李炳才前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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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統戰部的職掌裡面涵

蓋了連繫宗教事務，本會廖俊

傑副秘書長特別提醒傅局長關

注到台灣的開漳聖王信仰，必

須注意到開漳聖王陳元光，並

不是傳說的神話人物，而是一

個確確實實存在的歷史人物，

而且對中華民族的遷徙、繁衍

開拓和中華文化的傳揚貢獻卓

著，是兩岸血脈相連、根在中

原的歷史鐵證，因此在對台的

工作中，必須更加重視這個信

仰的影響力。

受邀參與抗戰老兵口述歷史

的錄影訪談

7日上午拜會了中國國民黨

革命委員會中央黨部，中國國

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大陸八大民

主黨派中排名第一、規模最大

的民主政黨，與本會的關係更

是水乳交融。萬鄂湘主席、鄭

建邦副主席、李惠東秘書長等

親自接待，許國耀主任及楊海

燕副部長、孟彬幹事等陪同，

而具民革黨員身份的浙江省僑

聯主席吳晶，正好來京向民革

中央黨部匯報工作，與簡理事

長一行老朋友相見更是愉快。

萬主席及鄭副主席希望擴大

與本會的合作和交流，其中尤

以紀念明年抗戰勝利70周年，

民革中央進行一項對當年參與

正面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錄

影訪談的工作，最值得兩會合

作，因為這是一項和時間賽跑

的搶救工程，民革中央希望本

會能協助進行台灣部分的訪談

錄影，另外，對於孫中山思想

的傳揚，兩會也將進行一些合

作。

7日下午拜會全國政協港澳

台僑委員會，由楊崇匯主任、

馬健副主任、呂虹局長親自接

待，趙東科巡視員、楊小強處

長、彭凌飛副處長陪同。楊崇

匯主任對簡漢生理事長所提的

一些建議表示高度贊同，對於

中華僑聯總會與全國政協港澳

台僑委員會每年例行的交流活

動，以及活動所探討的主題也

認為很有意義，並希望僑聯總

會對於海外華文教育的議題，

提供具體的落實計畫，使得海

外中國人的子弟都能受到中

華文化的薰陶，並繼續將中華

悠久的優良文化在世界各地傳

揚。

海協會、台聯承諾協助

陳元光豫劇再登台

8日上午拜會了海峽兩岸關

係協會，由海協會陳德銘會

長、楊流昌秘書長親自接待，

鄭崇陽副秘書長、丁艷靈主

任、李天祝先生等人作陪。

陳德銘會長對於簡漢生理事

長所提，要做好對台工作必須

先做好對僑工作的論述深表贊

同，他也清楚瞭解中華僑聯總

會近數年在中華文化傳揚方面

的績效，對於本會將繼續辦理

豫劇「開漳聖王陳元光」赴台

公演之事，特別交代楊流昌秘

書長盡可能給予協助。

8日上午同時拜會了中華全

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汪毅夫會

長、梁國揚書記親自接待，何

昌明部長及任揮處長作陪。

由於本會與全國台聯淵源甚

早關係密切，老朋友相見分外

親切，汪會長在去年信陽市豫

劇團來台演出「開漳聖王陳元

光」歷史劇時，給該團很大的

幫助，使得演出得以成行，簡

漢生理事長特別表示感謝，並

期望若該劇仍有赴台演出的機

會，還請汪會長繼續大力支

持；對於全國台聯主辦的「百

姓論壇」，由兩岸輪流舉辦，

簡理事長也表示這項活動對姓

氏研究、宗親聯誼，更重要的

是追根溯源的意義十分重大，

希望有機會和全國台聯一起合

辦這項有深遠意義的活動。

兩岸和平發展

海外僑界團結是關鍵

8日下午，拜會了國務院僑

務辦公室，裘援平主任親自

接見，王曉萍司長、雷振剛司

長、董傳杰副司長、邱立國

副主任、吳剛處長、陳曉毅處

長、孫剛副處長等相關部門主

管作陪。

由於國僑辦與中華僑聯總會

的業務關聯性很高，因此討論

的議題就很廣泛，簡漢生理事

長首先向新任的裘援平主任提

出邀請，希望她在適當時間到

台灣參訪。簡理事長並對海外

雙方僑團間的隔閡現象表示憂

心，認為兩岸四地海外的僑界

若不能團結，就很難奢談兩岸

的和平發展，因此期望雙方共

同發揮智慧，為海外的僑界大

聯合、大團結規畫出一個好的

方式；簡漢生理事長並對兩岸

共同推動海外華文教育提出合

作的建議，這些提議引起裘主

任的重視和肯定，並表示將努

力推進。

9日上午拜會了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由張志軍主任親

自接見，頓世新局長、范映杰

副局長、張壯民調研員作陪。

「兩岸僑界和平論壇」

將聚焦政治議題

簡漢生理事長向張主任說

明了台灣海外僑民的現狀，他

指出，目前幾乎7成以上的台

灣民眾都有海外關係，而海外

原有200萬左右的僑民是來自

台灣，每人成家，再加上第二

代、三代，總數應已近千萬，

而這些海外的台僑與台灣都保

持十分密切的關係，不僅時常

回台灣，與台灣的親友密切聯

繫，更重要的是基於傳播及通

訊的便利，海外台僑對台灣所

發生的任何事務都是消息迅

速，關心備至，甚至深度的參

與，具有高度的影響力，這種

特殊狀況可用八個字來說明，

就是：「僑中有台，台中有

僑」，因此，簡理事長建議張

主任，要做好對台關係，就必

定要做好對僑關係，這樣才能

事半功倍。簡漢生理事長並指

出，兩岸僑聯2014年「兩岸僑

界和平論壇」將聚焦一些兩岸

的政治議題，由兩岸海外的僑

界人士及對僑務問題有研究的

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兩岸未來發

展的一些過度性政治規劃和設

計，提供給兩岸當局參考。張

主任對這樣的計畫表示歡迎和

肯定。

中華僑聯總會此行的拜會活

動於9日中午圓滿完成，隨即

進行輕鬆的交流活動，首先前

往歐洲華僑華人聯合會駐北京

辦事處，與聯合會張曼新秘書

長、萬子美常務理事、文明選

總編輯等會面。

由於張曼新秘書長去年六月

曾經率領歐洲22個國家27個華

僑華人協會的負責人共39人盛

大訪問台灣，開啟了中華僑聯

總會與大陸旅居海外華僑華人

的首度接觸和交流，大家印象

深刻並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相

約今後在台灣、在大陸，以及

在歐洲各個國家繼續保持定期

而深入的交流。

詩文唱和 惺惺相惜 

9日晚間，去年12月由全國

政協組織的「河洛文化參訪

團」一行15位藝術文化的大

家，在盧昌華團長、樓志豪及

王明明兩位副團長的召集下，

15位團員中除了兩位在外地出

差外全員到齊，與當初接待他

們全台參訪的中華僑聯總會朋

友們在北京歡聚一堂。聚會

中，盧中南大師將簡漢生理事

長去年底創作的一首詩：「北

京！北京！」加上盧大師自己

的唱和詩，以工筆正楷書法撰

寫，贈送給簡理事長；大畫家

李小可並將在台參訪期間為簡

理事長拍攝的照片，製作成頗

具古意的黑白色調並放大，贈

送給簡理事長。兩位大師的書

法和攝影作品為聯誼餐會掀起

了高潮。

簡理事長一行人結束行程後

於10日返台。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第15屆第６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於1月23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在總會七樓會議室舉

行，討論通過該會102年度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103年度工作

計畫、收支預算等多項議案。

會議由簡漢生理事長主持，葛維新、梁傑韶等27位理監事

出席。

會中除報告各項會務情形外，並討論通過：1.本會訂本年6

月中旬，組團參加由大陸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辦，以

「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為主題，

在廈門召開之第六屆「海峽論壇」。

2.由於去年，河北省僑聯主辦的「兩岸青年學生交流營」

活動，獲得圓滿成功，本會訂於本年7月上旬，繼續邀請20名

臺灣青年學生組團參加，預定的活動主要內容包括：與該地

大學生交流座談，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蹟等。

3.為促進兩岸華人青年及僑界青年，與經濟、文化、藝

術、友誼等方面交流與合作，特成立「青年委員會」並依據

本會組織章程第廿二條訂定組織簡則。

左起：萬子美常務理事、簡漢生理事長、歐華聯合會張曼新秘書

長、鄭致毅秘書長。

理監事會議現場，會

議由簡理事長（右上

角）主持。

▼

僑聯理監事會議 討論通過多項議案：

6月起 組團參加海峽論壇及學生夏令營
成立青年委員會 加強兩岸及僑界青年交流合作

理監事尾牙

好菜好酒 大快朵頤
理監事會後，依往例在僑聯舉辦

年終聚餐，由僑聯及理監事們分別

提供佳餚共襄盛舉，菜色內容豐

富，具濃厚的家常味與地方風味，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齒頰留香，

而在品味的同時，理監事們還隨著

伴唱帶高歌，現場充滿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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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僑務30年  無怨無悔 

僑聯巴拉圭辦事處 李肇洪主任分享服務心得   

汪育正／文 擔任過僑聯總會三屆

顧問、兩屆理事的李肇洪主任（見

圖），談到當年商院畢業，任職於

台北市政府擔任稅務員，深感稅務

工作與自身興趣不合的他，在早他

一步赴巴拉圭從商的弟弟鼓勵之

下，毅然而然於1979年離開公職，

也前往巴拉圭從商，只是沒想到這

一去，至今就是30多個年頭。

李主任於1990年開始，陸續於巴

拉圭創立榮光聯誼社等多個華人社

團。他談到在當時，中華民國在巴

拉圭的僑胞人口可說達到頂峰，約

有六千人左右，而當地華僑大多以

從商居多。但從此之後，或者因為

子女就學和返國照顧親人等不同因

素，僑胞陸續離開巴拉圭，至今約

剩兩千人左右。

農業專才受歡迎

而雖然近年來面對中國大陸旅

外的華僑人口不斷激增，但巴拉圭

卻始終是一個我國僑民數多於大陸

僑民數的僑居地。但李主任也呼籲

政府，應正視中國大陸旅外華僑人

數大幅上揚的問題；他談到長期以

來，我國駐巴拉圭之駐外單位，對

中國大陸僑民都有著排斥、不接觸

等心態，但李主任卻認為只要是優

秀人才，又能認同中華民國政府和

政策，不妨延攬這些人進入僑

社單位，進而發揮他們的影響

力，使僑務工作能夠達到正面

的效果。

李主任也談到，有別於過

去尚有年輕人赴巴拉圭、巴西

等南美國家讀書或工作，現在

可謂幾乎沒有了，青年人口大

多往歐美、澳洲、日本等開發

度較高的國家。可是李主任還

是依他過來人的經驗，分享給

有興趣前往巴拉圭冒險進取的

年輕人；因為巴拉圭為一農業

大國，比較適合從事農產品的

商業活動，而且因為較無其他

適合發展的產業，故有志來此

找尋機會的年輕人，最好確定

自己就是要投入該項產業再前

來，比較不會吃虧。

語言能力是職場利器

對於年輕人的呼籲，李主

任也以他自己在僑居地所接觸

的一些第二、三代華僑子弟為

例：這些年輕人往往具有中

文、英文、西文或葡文多項的語

言能力，在返台之後，這些豐富

的語言能力往往成為他們找尋工

作的利器。所以他也鼓勵國內的

莘莘學子休嫌辛苦，可以趁著

年輕多花點時間、精力去多學

點語言，對於未來投身職場，可

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只會對

自己持續向上加分。

僑光社／台北 由南加華人文化保存

基金會執行長陳十美主編的「光大傳

承─南加華人三十年史話」，已授權

中華僑聯總會經銷。

「光大傳承─南加華人三十年史

話」，於去年12月13日在台北市重慶

南路，中華僑聯總會舉行新書發表

後，立即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

僑聯經銷
「光大傳承─南加華人三十年史話」
   全書千餘頁　記錄華裔移民對南加社會諸多貢獻　值得珍藏

每冊售價（含航空掛號郵資）：

新台幣6200元，美金200元。

購買方法：

1.請將書款及郵資支票寄到：台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121號7樓之16；

2.將書款及郵資匯入本會帳戶，款
項匯入之後，請將匯款單傳真至＋
886-2-2375-2464，本會帳號如下：

一、新台幣匯款帳號：

戶名：社團法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郵局劃撥帳號：50079158

花旗（台灣）銀行帳號：6689039578（銀行代碼：021）

二、美金匯款帳號如下：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城中分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HENG CHUNG BRANCH）

ADDRESS : 42 HSU CHANG ST.,TAIPEI TAIWAN R.O.C.

SWIFT CODE：ICBCTWTP017

帳號（A/C NO.）：017-53-04093-0

戶名（A/C NAME）：社團法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F.O.C.A）    

僑聯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號7樓之16

電話：（02）2375-9675  傳真：（02）2375-2464

光大傳承─南加華人三十年史話
     代 購 服 務

這本由財團法人「美國東亞文教

基金會」與「南加華人文史保存基金

會」花了四年餘的時間，號召南加各

界人仕及上千筆資料彙整提供，含口

述歷史、文獻蒐集與訪談…等珍貴文

史紀錄，主要將1980年前後來美的華

裔移民們，一番堅苦卓絕的奮鬥歷史

與對於南加社會百態或社區等等方面

的貢獻與建設留下歷史的見證，並將

華僑們親歷的見聞寫成原始資料集結

編纂成此書，是第一部由華人編撰的

區域性華人史料類紀實。

全書菊八版本，1217頁，分為十七

章詳述華裔移民對南加社會的貢獻。

該書主編陳十美女士表示，『華

人』一詞，深富歷史的縱深與文化的

推廣，踩著中華民族的血液在美國這

片土地發揮了堅毅與卓越的精神，胼

手胝足，篳路藍縷地開創了不容小覷

的華人天地，藉由本書紀錄從1980年

代前後起至2010年代之間的南加州華

人歷史。讓空白了幾十年的南加華人

近代史在文字紀錄中成為鑑古知今的

重要史料，而此書深遠的意義就是為

了讓美國的主流社會有一個族裔了解

與評比的資料，也希望留給下一代華

裔了解上一代移民如何辛勤地奠定歷

史基業的過程。

僑光社／ 參加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102年海外華文著

述獎獲獎的程法彬先生及楊

祖愛女士，分別在多倫多、

休士頓接受頒獎。

旅居加拿大，同時是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名譽理事的程

法彬先生，以「台海兩岸時

事評論輯」榮獲102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新聞評論類首獎。在安省中華總會館，

由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文儀代表僑聯總會致贈獎金、獎狀及

獎章。

美國休士頓地區的楊祖愛女土以「太空飛船系列」榮獲102年海外華文著述

獎新聞報導類首獎。由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夏季昌、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

尤正才代表僑聯總會致贈獎金、獎狀及獎章。

程法彬  楊祖愛
獲頒華文著述獎

程法彬先生（右二）接受頒獎後，與陳文儀處長

（右一）合影。

瑞典 顧問楊能權瑞典幣
300元。

澳洲 常務理事古財發澳幣
120元，顧問鍾學忠
澳幣100元。

在台 常務理事鄧凌峰台幣
1000元。

彥賢義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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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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組金牌獎

駱彥銘
馬來西亞寬柔國民型第二小學

書法中學組銅牌

吳子君 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蘇巧坪 菲律賓馬尼拉崇德學校

李奎孝 汶萊中華中學

繪畫10-13歲組銀牌

丁怡文 中國大陸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梁敬力 馬來西亞培正國民型華文小學

繪畫6-9歲組銅牌

宋政柔 馬來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

金榮仁 韓國議政府華僑小學

諏訪凜太郎 日本橫濱中華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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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假日

吳子君 蘇巧坪 李奎孝

梁敬力丁怡文

宋政柔

金榮仁

諏訪凜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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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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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世界華文作家
交流協會就職禮

墨爾本／ 「世界華文作家

交流協會」元月12日下午，在

墨爾本社團聯合服務中心舉辦

第二屆秘書處暨顧問團就職典

禮。

蟬聯第二屆秘書長的黃玉液

（心水）致歡迎詞，略述該會

過去三年會務，並衷心感謝各

界的支持。

獲邀致賀詞的貴賓有楊千慧

議員、趙捷豹人民大使、廖嬋

娥主任、王桂鶯會長、劉國強

僑務委員、「同路人雜誌」周

偉文社長、「維州華文作家協

會」名譽會長陸揚烈等七位。

84歲的資深作家陸揚烈，介

紹心水秘書長樂於助人的事

蹟；高度贊揚了心水當年創辦

「維州華文作家協會」，鼓勵

大陸新移民文友們創作，並開

創了澳華文壇各文學團體、為

文友們集體出版「作協文選」

的先例，功不可沒。

熱烈掌聲中，由楊千慧議

員、心水秘書長頒發秘書處新

任工作人員的證書，

儀式完成後，現場並提供精

美茶點，賓主盡歡。（心水提

供）

董淑貞資助貧困學生

重慶／ 愛心台商董淑貞女

士最近到巫山縣黃林小學舉行

愛心捐資助學活動，為該校

124名孩子送上棉帽、糖果等

禮物，為她幫扶的6名貧困學

生各發放慰問金，並表示要長

期資助他們直至大學畢業。

在捐贈儀式上，董淑貞女士

給孩子們作了一堂精彩的勵志

報告，講述了她如何從苦難到

成功的拼搏經歷，並鼓勵孩子

們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要

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樹立堅

強的信心，刻苦學習，用行動

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儀式結束後，孩子們圍繞在

「董媽媽」身邊，講述學習情

況，相互交流談心。董淑貞女

士高興地和孩子們一起互動，

並與他們合影留念。

越南台商總會
西寧分會會員大會

越南／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西寧分會最近在現任會長

郭海豐公司舉行第11屆第5次

理監事會及第3次會員大會，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副處長林文

職、組長曾顯照及秘書游凱全

應邀參加。

第5次理監事會主題為討論

分會即將興建自有會館，希望

全體會員支持與贊助。隨後的

第3次會員大會中，舉行新任

會長及監事長選舉，由現任會

長郭海豐連任。

郭會長致詞時首先感謝會員

1年來的支持，未來將持續服

務會員，也希望任內能將分會

會館興建完成，讓分會有自己

的家。（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
暑期班授課

阿根廷／ 阿根廷華興中文

學校海外文化教學及中文暑期

課業密集班，從元月2日至24

日，展開為期20天的文化教學

課程，由校長陳惠敏主持。今

年計有來自智利、巴西、烏拉

圭及秘魯4個國家及阿根廷地

區10個省份共約130餘位台僑

子弟，到該校精進華語文正體

字教學。華興中文學校並自聘

文化教師，預計於24日舉辦教

學成果展。

該校在僑委會及駐阿根廷

代表處指導下，連續第3年在

阿根廷地區舉辦海外自聘文化

教師教學活動，本年該校擴

大辦理，計聘老師陳貴華、陳

博媚、彭麗竹、Noelia、張秋

惠、陳輝宏、陳保舟、劉卜

銘、劉信宏、莊宇僧、陳清泉

分別教授書法、剪紙、古箏、

太鼓、扯鈴、舞獅、國術等民

俗文化技藝。另陳校長親自教

授葫蘆絲，共計8門文化教學

課程。

駐阿根廷代表李世明關心該

校海外文化教學及華語文正體

字教學課程，於7日上午指派

僑務組長張永剛到校關心上課

情形，並就海外華語文教學現

況及展望與台僑子弟及老師討

論、分享，盼下一代在僑居地

積極學習華語文，除具備聽說

讀寫之能力之外，加深認識具

台灣優質特色之中華文化。

（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緬華自由青年總社
63歲生日

緬甸／ 緬華自由青年總社

最近舉行聯歡宴會，慶祝成立

63周年。

歡宴會主席邱龍廈呼籲旅緬

華人僑胞摒除紅白之分，團結

互助共同為促進僑胞福利而努

力。

副理事長代表總社向來賓致

謝。（緬華自由青年總社提供）

緬甸僑校教師
師範進修班結業 

緬甸／ 僑委會輔導緬甸曼

德勒孔教學校於102年3月至

103年1月辦理「緬甸地區僑校

教師師範進修班」，進修班於

元月9日在曼德勒孔教學校東

區分校舉行結業典禮，由孔教

學校董事長段必堯主持，泰華

文教中心副主任周瑞珍出席，

並代表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感

謝緬甸僑校校長、老師以及僑

教先進，多年來推動緬甸華語

文教育，中華民國緬甸歸僑協

會前理事長趙麗屏也出席，表

示支持及鼓勵。（轉載自宏觀即

時新聞網）

澳洲／ 台灣青年在澳洲打

工度假人數眾多，「打黑工」

問題日益嚴重。一群台灣背包

客最近成立台灣打工度假青年

聯盟，並舉辦座談會，呼籲台

灣青年關注自己的勞動權益。

這場「對抗無良老闆大作

戰」座談會在雪梨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舉辦，邀請澳大利亞肉

類工會的國際聯絡官譚凱欣出

席，說明澳洲工會的角色與功

能，並有背包客陳一仁分享與

無良雇主打交道的經驗。

譚凱欣呼籲目前從事肉類行

業的背包客加入工會，工會除

了可協助打黑工的背包客轉為

白工（合法勞工），享受應有

的法律保障外，在工會的保護

傘下，雇主也會更加重視勞工

的權益。

中華民國駐雪梨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周進發、雪梨華

台灣背包客成立打工度假青年聯盟
呼籲赴澳洲打工 勿忘自身勞動權益

一群台灣背包客成立台灣打工度假青年聯盟，並舉辦座談會，出席

人員合影。（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鄭介松，

以及雪梨僑務志工團團長陳景

燦和澳洲慈濟分會等都出席關

心台灣青年。

在澳台灣青年人數逐年攀

升，雪梨跨年煙火每年都會聚

集很多台灣打工度假青年，雪

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連續3年

協助台青們舉辦座談，前兩年

進行安全講習、工作交流，今

年則聚焦工作權益。

駐雪梨辦事處也特別前來進

行領務講座，並以實際案例說

明，提醒青年們在澳需留意事

項。

來澳一年多的許韋婷因為進

行「We Report」問卷調查，

而結識許多在澳背包客。去年

10月與其他志同道合的5人成

立「台灣打工度假青年聯盟」

（T-WHY），有人蒐集翻譯澳

洲的勞動政策和工作權益等資

訊，有人負責架設網站平台。

許韋婷說，台灣打工度假青

年聯盟主要關注勞動權益，希

望背包客在澳洲打工知道如何

爭取權利與保障。現階段目標

在打造一個資訊分享平台，讓

澳洲各地的背包客都能透過網

站獲得實用資訊。

剛來澳洲兩個月的陳韻姿

表示，參與座談會獲益良多，

除更了解澳洲勞工的權益與工

會的重要性，背包客的經驗分

享，讓她日後在澳打工會更加

留意警惕。（轉載自宏觀即時新

聞網）

僑‧社‧簡‧訊

僑領與作家們大合影。（心水提供）

董淑貞女士和小朋友們合影留念。

緬華自由青年總社理監事合影。（緬華自由青年總社提供）

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海外文化教學今年

擴大辦理。（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西寧分會舉行新任

會長及監事長選舉，由現任會長郭海豐

（持麥克風者）連任。（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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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為慶祝中華民國

103年元旦，中華民國駐西代

表處於一月一日中午十二時，

在馬德里華僑學校舉行元旦升

旗典禮暨團拜。

旅居馬德里七十餘位僑胞，

不畏嚴寒、扶老攜幼前來參

加，各個精神亢奮高唱國歌和

國旗歌，並相互拜年，互祝新

歲如意、健康快樂。

代表處侯大使清山在祝賀

時表示，今年元旦升旗是到任

以來的第四次，也是僑胞參與

最踴躍的一次，可見各位僑胞

對國家的支持與熱愛是有增無

減、難能可貴。

無畏嚴寒
扶老攜幼參加升旗禮

侯大使也藉此機會代表僑委

會，將五張獎狀頒發給婦聯會

分會、麗文僑校、台商會、青

商會、青年會等馬德里僑社組

織，表彰各僑團組織在去年國

慶期間，盡心盡力籌辦慶祝國

慶活動之辛勞，分別由婦聯會

分會主委李芷瑄、僑校校長陳

文楠、台商會李志俊、青商會

陳元斌、青年會繆興國代表受

獎。

在元旦升旗典禮暨團拜中，

駐西代表處特別準備了蛋糕、

甜點；僑務委員李耀熊帶來了

珍珠奶茶等茶點；僑聯西班牙

辦事處主任陳文楠，則提供了

兩大箱的橘子，供全體與會僑

胞享用。

2014年馬德里全僑元旦升旗

典禮暨團拜，歷經兩個半小

時，在溫馨、歡樂、滿懷希望

的氣氛下圓滿結束。（僑聯西班

牙辦事處供稿）

阿根廷／ 阿根廷臺灣僑民

聯合會舉辦慶祝中華民國103

年元旦升旗典禮及慶祝大會活

動，由理事長李水泉僑務委員

主持，駐阿根廷代表處參事許

洪濤代表駐阿根廷代表李世明

出席致詞，專題演講則由代表

處僑務組長張永剛及前僑務委

員周建宏分別以僑務工作及時

事概論為題主講，隨後舉行團

拜及會後餐敘，共有僑胞及當

地友人200多人參加。

華裔青年擔任旗手

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大底

特律都會區僑學界元旦升旗典

禮元月一日隆重舉行，約250

多位僑領、僑學各界代表齊聚

高唱中華民國國歌及國旗歌，

駐芝加哥辦事處副處長曾偉

明、政治組長林易民及芝加哥

僑教中心副主任林垙舞也應邀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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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加拿大方舟中文學校於

2006年創校時就以數位科技輔助華語文

教學為主要發展核心，在蔡素娥校長專

業教學背景及樂於分享的帶領下，方舟

全體教師用心推動校內教育科技，帶動

學生數位學習風氣。

結合師生親  共構優質學習場域

方舟中文學校為確保方舟中文學校

的學生能夠擁有最優質的華語文學習環

境，在校任教的老師都要參加校內及僑

委會的師資培訓課程，不斷精進自我專

業授課知識及技巧、準備好自身教學能

力後，才能開始授課。

方舟另一個特色就是「以學生需求

為主體」。海外華語教育多屬第二語言

教學，為了幫助學生學習華語，蔡校長

鼓勵老師自己準備教案，俾能隨時因應

學生的需求及程度，調整教學內容和進

度，以及提供適合的教材。目前校內教

師普遍年輕化，多具備多元數位教學能

力，適時導入課室教學之中，加上活潑

生動的華語文創新教學法，成功帶動班

級學習氛圍，讓學生在體驗數位科技的

同時學好華語文。

鑒於語言學習是一種習慣的建立，方

舟除了對當地及全球僑校老師授課外，

亦針對學生家長進行數位能力之培訓，

透過帶領學生家長認識華語文的數位世

界，和孩子們一起參與學校的教學，甚

至獨立開辦家長專屬的學習課程，讓家

長成為老師教學最大的助力。

跨文化活動 開啟學習金鑰

方舟也積極規劃及參與各種文化活

動，除了每年的開學典禮、中國年節、

成果展等場合，邀請家長及當地居民參

與，提供大家認識中華文化的機會，吸

引不同族群加入華語文學習行列外，該

校更積極參加當地密西沙加多元文化嘉

年華會文化活動，讓學生將華人文化以

表演的方式呈現，有效達成文化交流，

更能體驗跨文化間的差異性。

為了迎接海外華語教學新世紀的挑

戰，校方目前正積極規劃推動「翻轉教

室」，未來學生可在家先觀看老師預先

做好的課程內容，隔週再到學校上課討

論、做作業，藉以貫徹學校對於推行數

位化教學理念。

學習語言需要互動，教學模式更需

要創新。蔡校長期許學校能持續結合過

去累積的數位化教學基礎，整合相關資

源，讓學生快樂自主地學習華語文，也

讓數位教學充分在方舟中文學校實踐，

讓更多未來的華語數位種子都能適地而

生。（文稿、圖片由僑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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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元旦當天舉辦「慶祝中華

民國開國103週年暨元旦聯歡

宴會」，緬華自由廿二僑團代

表及德明堂全體委員都踴躍出

席。

當天會中在大會主席邱龍廈

書記長致詞後，隨即由德明堂

常務委員陳自廷及台商聯誼會

副會長何廷貴發表專題，現場

氣氛熱烈。

園遊會秀台灣

吉隆坡／ 馬來西亞吉隆坡

台灣學校與馬來西亞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吉隆坡台灣商會1

日聯合舉行元旦升旗典禮暨台

灣文化美食園遊會，駐馬來西

亞代表羅由中、吉隆坡台灣學

校董事長丁重誠博士、馬來西

亞台商總會總會長江文洲、名

譽總會長洪榮民、吉隆坡台商

會會長蔣平中、馬來西亞留台

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李子

松、馬來西亞華裔青年台灣觀

摩團輔導委員會主席徐忍川、

馬來西亞寶島婦女協會總會長

方淑華等約200多人參加，現

場也舉辦園遊會售賣台灣小

吃，熱鬧溫馨。

羅代表應邀致詞時表示，

希望中華民國在總統馬英九的

領導下，新的一年能在世界

立足、發光發熱，儘快加入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RCEP）等區域經濟

組織，也希望台馬雙邊簽署經

濟合作協議，增進雙邊經貿及

友好關係。

僑團志工踴躍出席

荷蘭／ 荷蘭僑界元月4日在

海牙舉行元旦團拜，由駐荷蘭

代表李光章主持，共有來自荷

蘭各地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

（校）負責人及志工近70人出

席，相互賀年，頒發僑務榮譽

職證書。李代表並期勉僑胞支

持繼續政府，打造幸福台灣。

南非／ 包括約堡及斐京的

豪登省21個僑團聯合主辦、南

部非洲台灣同鄉會承辦、駐南

非代表處僑務組長楊先耀協導

的南非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03

年元旦升旗典禮，元月1日在

約堡華心中文學校廣場舉行，

駐南非代表徐佩勇偕全體員眷

及200多位僑團代表與會。

慶祝103年元旦 全球僑社歡欣鼓舞

西班牙元旦升旗典禮後大合照，（輪椅）僑聯名理曾若境、（中

間）駐西大使侯清山、（左六）大使夫人李芷瑄、（右六）僑聯

常理吳金蘭、（右五）僑務委員李耀熊、（右四）高齡老僑李韶

明、（右三）僑聯主任陳文楠、（右二半蹲）僑校老師劉麗雪抱

孫子。（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供稿）

阿根廷僑胞踴躍出席元旦慶祝活動。
（駐阿根廷代表處提供）

方舟中文
學校打字

比賽。

升旗典禮由僑務委員張正義

擔任主席、僑務顧問傅曼玲擔

任司儀，並由閻毓萍領唱國歌

及國旗歌，海外青少年文化志

工團華裔青年擔任旗手，儀式

簡單隆重。

曾副處長及林副主任致詞時

都對僑胞冒著風雪出席升旗典

禮的愛國心，表示最大的肯定

與感動，同時並恭喜底特律名

醫張正暘日前獲頒僑委會「華

光專業獎章」。曾副處長並會

中頒發僑委會感謝狀給張僑務

委員等協助辦理密西根州2013

年雙十國慶有功人員。

聖保羅／ 中華民國103年聖

保羅僑界元旦團拜1日在聖保

羅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

共有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負

責人、僑胞及駐聖保羅辦事

處與僑教中心同仁約250人出

席。

元旦團拜活動首先由與會者

高唱中華民國國歌，以及向國

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再

由僑胞互道恭賀新年，駐聖保

羅辦事處處長王啟文、僑教中

心主任郭殿臣、僑務委員關冰

如、前僑務諮詢委員董乃虞及

僑務諮詢委員劉學琳隨後分別

致詞，王處長並代表僑委會頒

發感謝狀給去年積極籌辦慶祝

雙十國慶活動的僑團及僑胞。

緬甸／ 為慶祝中華民國開

國紀念日及新年元旦，緬甸德

海外青少年文化志工團華裔青年擔任旗手。（轉載自宏觀即時新聞網）

緬甸德明堂全體委員出席「慶祝中華民國開國103週年暨元旦聯歡宴

會」並合影。（緬甸德明堂書記長邱龍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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