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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總統對右老樹立的御史風

範，表示敬佩。

傳承中華文化 樹立御史典範 兩岸共同追思

于右任逝世50年紀念會 歷史意義深遠

僑光社／台北 由中華僑聯

總會、中華于右任研究會共同

主辦的「于右任先生逝世50週

年紀念大會」，12月16、17日

在台北市順利舉行，兩岸來賓

共同追思一代草聖傳承中華文

化的貢獻及樹立御史大夫高風

亮節的政績表現。

于右任先生從辛亥開國元

勳到擔任監察院長達34年，並

制訂了「標準草書」，今年適

逢他135歲誕辰、逝世50年，

吳副總統(右三)與簡理事長(右一)、賴燦賢(左一)、

于媛(右二)，在文物展現場合影。

陝西同鄉在右老墓前致敬。

為紀念右老對民族、文化的貢

獻，中華僑聯總會和中華于右

任研究會共同在兩岸舉辦「于

右任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大

會」，相關紀念活動從今年初

起即橫跨兩岸各地陸續舉行。

在台北舉行的「于右任先生

逝世50週年紀念大會」活動內

容，包括16日在陽明山巴拉卡

的右老墓園鄉祭儀式，17日在

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紀念大會和

于右任兩岸學術座談會及右老

生前用品和書畫文物展。

吳敦義副總統、立法院副院

長、國民黨副主席兼代理秘書

長洪秀柱、前海基會副董事長

焦仁和、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高

孔廉、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

事長詹火生與大陸陝西省政協

主席馬中平、秘書長姚增戰、

主任雷濤、全國政協港澳台僑

副主任委員趙陽及70餘位來自

陝西的鄉親均參加了活動。

吳副總統以「當代草聖，

他表示，這次紀念于右任的系

列活動，為傳承中華文化，為

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增添歷史新

頁。

身為于右任侄孫女婿的中

華于右任研究會理事長賴燦賢

表示，于老一生為國為民鞠躬

盡瘁，在書法的研究上不遺餘

力，不僅開創前所未有的書

法風格，更充分表達出傳統

文人書法的精髓，被當代書壇

譽為「一代草聖」、「當代書

聖」，其書法作品對中華文化

的保存與發揚，更是貢獻鉅

大。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參加紀

念大會系列活動之一的「辛亥

百年陝西紀念文集」台灣發表

會時表示，于右任先生是兩岸

寶貴資產，她並引宋朝文天祥

的正氣歌：「哲人日已遠，典

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

照顏色」，推崇右老是浩然正

氣、忠貞節操的最佳典範。

此次右老生前用品和書畫文

物展中，許多從未面世的右老

遺物也首次展出，包括右老20

多歲時的手稿、穿過的便服和

用過的墨盒等，尤其珍貴的是

收藏了當年涇惠渠的治水工程

圖紙。由于右任副官宋子才所

收藏提供展覽的文物，則可看

出右老在台灣的生活，他留有

大量習字練筆的便箋，包括當

年蔣經國先生辦公桌後一直懸

掛的「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

應求萬世名」對聯。

右老侄孫女于媛致詞中感

慨地表示：「這一趟，我們來

得並不容易，這一灣淺淺的海

峽，當年是于右任先生難以踰

越的生死線，歷史的曲曲折

折，讓我們等了半個世紀，才

得以帶著右老晚年朝思暮想的

家鄉的土、家鄉的水而來。」

她期盼，當年「望大陸」的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

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

哭」的右老，如今經由兩岸同

祭得到了欣慰。

高風亮節，端肅政風，國之干

城」總結于右任燦爛輝煌的一

生。他高度推崇于右任對於國

家與文化等方面的貢獻，在

兩岸都留下深刻長遠的影響。

他特別指出：「右老一生不置

私產，樹立了御史大夫的風

範。」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在紀念會上表示，對於于右

任先生的人格風骨與書法作品

傳承中華文化的貢獻，十分尊

崇。「右老在監察院長任內，

以身作則，家無恆財，提倡社

會善良風氣，澄清吏治；個人

草書作品，留給後代最深厚的

文化遺產，至今仍是兩岸四地

華僑學習書法的重要範本。」

←簡理事長致

詞推崇右老傳

承中華文化的

貢獻。

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

會理事長簡漢生11月2日接待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交流參訪

團指出，僑界文化依歸就是河

洛文化，僑聯總會近年來推動

的開漳聖王文化，就是聯結河

洛文化傳承紐帶，其目的是希

望兩岸不要走分離路線。簡理

事長強調，兩岸交流不會因為

政黨或主政者輪替而改變，因

為這種趨勢是擋不住。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交流參

訪團一行15人，由中國河洛文

化研究會副會長楊衍銀率領，

來台參訪。

團長楊衍銀表示，簡理事

長從事的兩岸僑界和平交流與

團結的工作，十分有意義，尤

其是海外僑胞同是中國人，更

應互相幫忙、團結對外，成為

兩岸和平發展的先行者。曾參

與2011年台北舉辦的河洛研討

會的秘書長呂虹，對於僑聯總

會舉辦大型活動，展現的行動

與戰鬥力，印象深刻，感到佩

服，「簡理事長這麼多年心繫

兩岸和平發展與海外僑胞和諧

團結，是所有從事僑務工作者

的典範。」 

與中華僑聯來往互動緊密

的澳門歸僑總會會長黎振強表

示，在僑務工作上簡理事長是

前輩、老師，從2008年起，在

中國僑聯牽線下，兩單位就一

直交流合作互訪，大家齊心為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努力。

簡理事長上任6年多，積極

推動河洛文化，並於2011年在

台北舉辦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

研討會，邀請400多位學者專

家與會，以河洛文化維繫海外

華人向心力，促進兩岸團結和

諧。

簡理事長表示，做為中華

文化傳統的主幹，河洛文化在

兩岸發展上，具有無可取代的

精神紐帶作用，台灣與大陸有

著血脈與文化然連繫，中華

民族對文化傳統的認同，超越

時空、社會制度與意識型態。

「中華民族的復興，應是文化

的復興，而河洛文化是中華文

化最重要的源流之一，是文化

復興的載體，河洛文化的研討

與交流，是兩岸最根本最務實

的文化共識。」

他指出，在海外僑胞從 

閩、粵、台遷徒出去，華僑文

化根源就是從河洛文化這一支

分出去，也就是僑界文化依歸

河洛文化，研究僑界文化即傳

揚河洛文化，這種巨大的親和

力與凝聚力，「一脈相傳 源

遠流長」，正是兩岸一家親。

簡理事長指出，上任以來積

極連繫服務海外僑胞、僑社，

並利用中華僑聯這平台發揚中

華文化，同時與大陸各涉僑單

位互動交流，「這6年多來接

待大陸參訪人數達1200多人，

而自己帶團到大陸參訪人數更

高達2000多人。」綿密的交流

互訪與中國僑聯及各省市僑聯

建立極良好的關係，「兩岸交

流不會因為政黨或主政者輪替

而改變。」他進一步表示，兩

岸四地的僑社應統一合作，海

外僑胞更應發揮「互通有無 

守望相助 福禍與共 團結對

外」精神，「過去孫中山先生

說華僑是革命之母，現在華僑

應是和平統一之母」，僑胞彼

此合作，共創中華民族的和平

發展。

歡迎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交流參訪團
簡漢生強調 僑界文化依歸就是河洛文化

前排左起：黎振強會長、羅松多吉副團長、楊衍銀團長、簡理事

長、劉佳義副團長、李羚女士、李嘉音女士；後排右二鄭致毅秘書

長，右一呂虹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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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台聯拜訪僑聯總會
鄭致毅期許雙方合力推展兩岸交流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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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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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以銘、孫韻慧、張俊凱、

劉國權、林佳汶、朱嘉祺、徐

曉盈、吳燕珊等8人。

二、南非甘居正先生、甘曼

芝女士伉儷獎學金

任潔慧、簡妙真、陳俐枟、

田德敏、黃子君、葉慧嫻、符

宛蓮、朱俊諺、雷文威、王茀

永等10人。

三、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福

利基金會獎學金

張咏靖、楊毅輝、盧樂兒、

何裕玲、黃俊傑、趙楚嵐、張

家瑜、廖毅誠、賴棨溵、徐欣

雅、田憶玲、曾慶慧、文新

瑩、張菱、黃美淦、鄧祖兒、

林淑君、卓文慧、翁于眉、林

方茜、黃煜楠、張欣慈、區富

凱、謝婷、謝擬葦、鄭菀韻、

鄭文蔚、關沁儀、彭恒歷、賴

柱云等30人。

四、荷蘭朱建人伉儷獎學金

103年僑生獎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預定1月10日頒獎 百萬金額200學子獲鼓勵

李尹、鍾華軒、張楦宜、呂

欣芳、李寧蔚、黃馨卉、許智

慧、吳佳蓉、岑燕麗、林欣蔚

等10人。

五、緬甸黎順發先生獎學金

程鈺玲、朱運祿、葉惠彬、

張豌婷、李佳芯、林舒敏、田

欣瑜、陳惠敏、曾慶深、林宜

臻、周奕君、陸凱昉、蔡佩

茵、黃汝意、黃宜萱、歐陽

競康、周依文、蔡萩瑾、符煒

其、曹瑩珠等20人。

六、澳門張貽秋先生、林惠

敏女士伉儷獎學金

孔憲倫、施文文、戴詠君、

符晶晶、何婉婧、林詠詩、徐

可瑜、曾幸麒、陳海言、繆子

釗等10人。

七、關島宋天佑先生、李蘭

娟女士伉儷獎學金

賴毓榮、曾子慈、張建業、

吳永滎、謝凱鈴、李敏儀、鄧

景薇、黃琳荔、羅曉瑩、彭艾

琳等10人。

八、澳門尤裕質先生獎學金

黎熙、李曉彤、陳瑩恩、顏

彩雲、李曉琳、楊曉彤、徐秋

宜、梁敏婷、葉靜雯等9人。

九、美國楊昆山先生、林麗

絲女士伉儷獎學金

林世晉、傅詩茹、梁芷欣、

楊千琪、陳雪樂等5人。

十、紀念馬達加斯加華僑梁

信立先生、黎蘊璧女士伉儷獎

學金

黎璀穎、周俊川、湯翠媚、

吳心婷、吳美儀等5人。

十一、菲律賓吳似錦先生、

戴良瑜女士伉儷獎學金

蘇蔭兒、田曜誠、吳明順、

陳柘諺等4人。

十二、澳門葉謀足先生獎學

金

陳詠琛、盧啟豪、許靜儀、

李燕珊等4人。

十三、緬甸王立三先生、尹

蓮玉女士伉儷獎學金

梁正英、劉來柔等2人。

十四、法國丁偉星先生獎學金

楊慧欣、蔣瑋。

十五、紀念莊清桂先生獎學金

曾嘉欣、洪賢等2人。

十六、菲律賓許書耀先生獎

學金

盧雋軒、丘欣霓、黎二龍等

3人。

十七、印尼羅榮新先生獎學金

郭業穎、鄭禮森等2人。

十八、紀念陳秋薇女士獎學金

駱瑞芝、沈桂婉等2人。

十九、紀念美國崔公懋先生

獎學金

李文汐、曾凡軍等2人。

二十、美國黃社經先生新聞

獎學金

李雪旖1人。

二十一、菲律賓吳民民先生

獎學金

蕭欣怡1人。

二十二、澳門洪質元先生獎

學金

韓鵬衍1人。

二十三、緬甸張標材先生獎

學金

寸密芳、傅其靜等2人。

二十四、馬來西亞李南賢先

生獎學金

陳林松1人。

二十五、模里西斯明翠中女

士獎學金

李俊傑、黃嘉鼎等2人。

二十六、彥棻文教基金會獎

學金

葉立維、游佳瑜、吳源晧、

陳亞衣、王乃薇、林婉媛、呂

星儀、胡開元、藍家齊、王品

心等10人。

二十七、黃天爵先生、謝俊

夫人伉儷基金會獎學金

雷歡榕、陳秋妤等2人。

二十八、紀念聶灼垣先生夫

人清寒獎學金

蔡杰彣、張佩雯等2人。

二十九、紀念徐懋元先生獎

學金

蔡承翰、溫麗娜、林毓冰、

崔玟彬、劉佩恩、廖聖捷、黎

正堃、鄭文意、尹世泓、鄭沛

樺等10人。

三十、紀念香港何昭來先生

獎學金

謝永林、陳孝珍等2人。

三十一、台北市南安同鄉會

獎學金

謝曉悅、田憶君、梁紫婷、黎

敬凌、曾祥耀、黃韵升等6人。

三十二、英國董媽獎學金

黃詩慧、黃永益、林凱琪、

姚慧琳、鄭可穎、鄭婉清、潘

麗韵、李曉勤、盧德祥、林

穎盈、郭海玲、袁瑋晶、陳

姬雪、陳進軒、文小燕、龔

靜雯、盧卓誠、謝沁蓮、魏慧

益、吳道勇等20人。

僑光社／上海 中華

僑聯總會理事岑摩岩以

「花」表達和平與發展」

為題的攝影作品，榮獲

2014年上海國際「郎靜山

攝影藝術獎」慈善攝影大

賽金像獎，並由鄭致毅秘

書長陪同，於12月18日在

上海接受頒獎。

上海國際「郎靜山攝

影藝術獎」，是國際上獎

項規模最大、獲獎人數最

多的國際性攝影藝術獎之

一，由上海市歸國華僑

聯合會、中華僑聯總會、

中國華僑攝影學會和上海

市華僑攝影協會、臺灣攝

影學會、台北攝影學會、

台中攝影學會、高雄攝影

學會等兩岸僑界、攝影

郎
靜
山
攝
影
藝
術
獎 

岑
摩
岩
獲
頒
金
像
獎

界共同主辦，2014年的競賽是

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設

有藝術金像獎和金牌獎各100

個。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參加頒獎典禮並致詞，他表

示，今年攝影大賽以「和平與

發展」為主題，祈願世界和平

與發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

願，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世

界人民的歷史使命與期待。他

並期盼「郎靜山攝影藝術獎」

能推向國際，讓華人攝影作品

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

年逾90的岑摩岩得獎後指

出，攝影是他終生唯一的愛

好，1949年由香港來到台灣生

活後，業餘加入攝影學會社

團，學習攝影理論與技巧，即

使現在已92高齡，住在老人院

快10年，仍把握機會到各地攝

影創作。岑摩岩理事這次以花

為主題，表達和平相處共生、

追求美好生活、弘揚中華文

化、遍地開花世界大同意境，

受到評審讚賞獲得金像獎。

主辦單位有意將「郎展」打

造成攝影界的最高獎項—「奧

斯卡」，多年來「郎展」的評

選得到了海內外廣大攝影團

體、攝影家和攝影愛好者的廣

泛參與和大力支持。每屆都評

選出精彩的攝影作品並製作成

精美畫冊，攝影展還赴美國、

臺灣等地公開展出，得到社會

各界的廣泛好評。

岑摩岩拿著得到的金像獎，

好開心。

岑摩岩獲獎展出作品，以花的千變萬化表達追求美好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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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聯文教基金

會12月16日下午4時，舉行第11屆董事會

第6次會議，討論通過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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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維新、林基源、王能章、簡又新、吳清

基、陳飛龍等董事均出席會議。

會議中除宣讀第11屆董事會第五次會

議紀錄，報告103年3至11月財務狀況及

103年華文著述獎、各種僑生獎學金申請

事宜、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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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

各種僑生獎學金得獎人名單及頒獎日期

訂為明年1月10日。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莫鏗

美金150元；張琴女

士美金50元。

荷蘭地區 常務理事朱建

人台幣5000元。

彥 賢 義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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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與中華僑聯

總會同是62歲的廣州市僑聯一

行，12月25來台參訪，一下飛

機直奔僑聯總會，全體團員在

主席兼團長李瑜率領下，見到

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交辦到台灣

一定要見到學習對象中華僑聯

與簡漢生理事長，十分激動與

興奮。李瑜主席說，身為中國

最大僑鄉的廣州市僑聯，日後

一定更緊密的與中華僑聯保持

互動交流，兩岸兄弟同心攜手

服務世界各地華人華僑。

簡理事長致歡迎詞表示，李

瑜主席一行早在半年前就規畫

這趙台灣行，半年來不斷以電

話、書信連繫，終於從夏天盼

到冬天到來。

團員多是第一次踏上台灣，

簡理事長介紹僑聯總會成立時

間，雙方才發現兩會竟是同歲

數。簡理事長指出，他上任

6年多來，除持續加強服務海

外僑社僑團僑胞，並運用這

平台在世界各地發揚中華文化

之外，更與中國僑聯、大陸各

省市、地籍市、各縣市僑聯往

來交流及其他涉僑單位互動合

作。「兩岸交流與僑界交流已

是不可逆的趨勢，任誰來執政

都無法中止或停頓。」簡理事

長誠心的期盼廣州市僑聯回大

陸後，向上反映向下表達，在

未來一年半仍是國民黨主政時

間，應更加強與台灣交流合

作。對於簡理事長精闢剖析兩

與世廣、北市廣同鄉聚會在台灣
拜 會 同 齡 中 華 僑 聯 總 會首次訪台 

廣州市僑聯祈願兩岸兄弟攜手貢獻僑務

廣州市僑聯拜訪本會，前排左起：黎愛珍理事長、張忠春理事長、李瑜主

席、簡漢生理事長、張標才理事長、吳鴻發理事長、邱易文常務理事。後排

左四盧啟明副主席，後排右四鄭秘書長、後排右一賴素梅特助。   

岸局勢，李主席與團

員都十分佩服簡理事

長的高瞻遠囑，心繫

兩岸。

李瑜主席指出，來

到台灣第一個見到是

鄭致毅秘書長在機場

接機，備感溫暖，再

到僑聯總會，見到在

兩岸僑界富有聲譽與

名望的簡理事長，更

是感動，且對於僑聯

總會是個自給自足的

純民間社團，運作不受任何黨

派、政府影響，更是廣州市僑

聯尊敬與學習的對象。

李主席接著說，兩岸同根同

生，全世界僑是一家人，廣州

僑光社／台北 廣東省台聯赴台

教育文化交流訪問團，12月7日拜會

中華僑聯總會，由秘書長鄭致毅代

表理事長簡漢生接待。鄭秘書長表

示，台聯與僑聯本是一家人，參訪

團來台交流教育文化，一定對台灣

各地保存中華文化完好，留下深刻

印象。

參訪團顏珂團長也呼應鄭秘書長，

指出台僑關係密不可分，經由牽線搭

橋方式，推進兩岸交流與合作。

廣東省台聯參訪團包括顏團長

等在內，有多位是出生在台灣的鄉

親，儘管是第一次踏上寶島台灣，

但備感親切，有如回到自己家一

般。

鄭秘書長指出，僑聯總會成立至今

超過60年，除了連繫服務海外僑胞，

利用這平台傳承發揚中華文化，並在

2008年馬總統執政之後，與大陸涉

僑單位展開交流互訪。鄭秘書長表

示，即使政黨輪替或主政者易人，

但兩岸交流是不會停止的。

參訪團在拜訪本會後將南下，鄭

秘書長表示，台灣治安良好，人民

親切有禮，同時沒有城鄉差距，團

員一定會對此地印象深刻。

僑光社／台北 浙江省平陽縣縣長黃敏

率各局處長12月24日到訪本會。簡漢生理

事長指出，台灣無論選舉結果，亦或政黨

輪替，台灣與大陸之間的互動交流不會停

止，只會更加密切，唯有如此，兩岸百姓

才有遠大的福祉。

簡理事長見到大多數都是第一次來台

的團員，個個都是青年才俊，尤其是團長

黃敏縣長才剛40歲，且具有博士學歷，十

分誇讚。簡理事長表示，上次前往溫州，

受到包括殷海金主任等熱情接待，十分感

謝。他表示，溫州雖屬於地籍市，但溫州

人好客有禮更擅於經商，在海外僑界極富

盛名，溫州人在商界表現甚至超過一些省

份。 

他接著說，到台灣團員可以發現，台

灣這寶島保存中華文化完好、沒有城鄉差

距，如果有時間，他推薦團員搭乘台北捷

市僑聯離台灣近，但與台灣僑

聯互動卻不多，日後一定要加

強交流合作，「近一、二個月

會再組團來台參訪，並與僑聯

總會簽署合作交流協議，徹底

廣東省台聯拜訪僑聯總會
鄭致毅期許雙方合力推展兩岸交流

平陽縣政府赴台參訪團拜訪本會，前排左起：台灣事務

辦公室殷海金主任、鄭秘書長、黃敏縣長、簡理事長、

公安局黃偉軍局長、本會賴素梅特助。

廣東省台聯赴台教育文化交流訪問團拜訪本會，(前排

左一)林建光部長，(前排左三)華清文副主席，(前排

中)本會鄭秘書長，(前排右三)顏珂會長。

意外獲悉父親因辦報有成、研究稅制貢獻良多，不但列名鰲江

小學傑出校友，更被譽為「平陽之光」，鄭秘書長與有榮焉。

平陽縣府、教育文化團先後到訪

簡漢生：兩岸交流 共謀百姓福祉

秘書長父親鄭邦琨教授在鰲江

小學刊登的傑出校友名人錄，

令鄭秘書長十分意外且激動，

並表示日後有機會要到父親母

校拜訪。

平陽教育交流團，團員都

是從事教育工作，其中有4位

是中小學校的校長。簡理事

長對於從事教育工作的團員，

特別提出台灣這塊土地對中華

文化保存、發揚的努力、成

就，「如果團員到捷運、區公

所、醫院參觀，就可以發現民

眾自動自發守秩序，不會爭先

恐後，大聲喧嘩，這代表民眾

生活素質高。」簡理事長也提

及，台灣雖然是多元社會，但

民眾對於大陸訪客對待是親切

有禮，大家可以放心到南部參

觀遊覽。

鰲江小學趙校長猛拉著鄭秘

書長聊治校的點滴，提及鄭秘

書長父親鄭邦琨教授，趙校長

說，鄭邦琨是浙江平陽之光，

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財

政系，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

杭州市創辦「當代晚報」，任

發行人兼社長，1949年5月在

臺灣創辦「自立晚報」，亦任

發行人，1951年創辦「稅務旬

刊」，任發行人，並從事租學

術之著述及籌組租研究團體，

對台灣稅制改革貢獻十分大。

落實雙方僑務合作。」

僑聯總會也邀請印尼、緬

甸、越南、高棉、寮國5大歸

僑團體理事長與會，彼此認

識、溝通僑務工作。

來台第二天，廣州市僑聯

首次見到世界廣東同鄉會與台

北市廣東同鄉會鄉親，世界與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黃葉

美英邀請各級幹部以高規格接

待。這次破冰之旅兩岸鄉親見

面敘鄉情，場面感動溫馨。

之後，團員一行拜訪華僑協會

總會，由理事長陳三井設宴接

待，團員對於台灣同胞熱情，

都感不虛此行。 

運，體驗場站整潔、民眾守秩

序的生活環境。

黃團長則指出，台北與溫州

只有50分鐘飛行行程，加上語

言相通，到了台灣不像是到國

外，就是兩岸一家親，而對於

台灣的人事、行政管理如此有

效率，值得大陸多學習。

簡理事長以僑聯秘書長鄭致

毅為例，與團長講的是家鄉溫

州話，一見如故，即使相隔超

過一甲子漫長歲月，如同家人

的情感是不會流失。

又訊／ 浙江平陽教育交流

團12月15日拜訪中華僑聯總

會，受到簡漢生理事長與鄭致

毅秘書長熱情接待。簡理事長

對於初次來台的團員，推薦參

觀體驗捷運、區公所與醫院，

感受台灣的人文素質涵養與親

切待人的有禮風度。

同樣出生於浙江平陽的鄭秘

書長，見到來自對岸的老鄉，

雙方用溫州家鄉話話家常，感

情交融備感熟稔。團員中的鰲

江小學校長趙正國，更出示鄭

浙江平陽教育交流團拜訪本會，與簡理事長（前排

中）、鄭秘書長(前排左二)合影，前排右二是雷文多團

長，前排右一是平陽教育局長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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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中原大學

海外華人研究中心主辦「全球

僑民教育與華語文教育研討

會」，12月5日在中華僑聯總

會舉行。僑委會主任秘書張

良任指出，僑民教育與華語文

教育是相輔相成，華文教育是

世界櫥窗，是展現台灣進步的

軟實力，更是傳承中華文化，

國際認識台灣最佳媒合劑。中

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則表

示，沒有僑教就沒有僑務，更

期盼台灣與大陸，在海外華語

文教育上相互合作，共同發揚

中華文化。

由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

系主任夏誠華教授主持的海外

華語文研究中心，主辦的「全

球僑民教育與華語文教育研討

會」，邀請台、港與歸僑協

會等學者專家50餘人與會共同

討論，並以國別方式，提出共

計印尼、菲律賓、柬埔寨、泰

國、越南等地區與華語文教育

發展6篇論文。 

張主任秘書首先表示，內閣

變動與否，僑委會對於海外華

文教育與僑民教育的政策是持

續進行不會改變，尤其是陳士

全球僑民教育研討會  加強華語文國際能見度

簡漢生呼籲：兩岸攜手推動海外僑教發展

僑光社／澳門 中華僑聯總

會簡漢生理事長率團，參加12

月12日「2014華僑華人聚濠江

聯誼大會」，肯定主辦單位為

連繫國際僑界所做的努力。

「2014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

大會」12月12日在澳門金沙城

喜來登酒店開幕，來自近70個

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名華僑華

人出席了大會。大陸全國政協

副主席何厚鏵等均應邀出席。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

中國僑聯主席林軍、澳門特區

行政長官崔世安先後發表講

話，對大會的舉行表示祝賀。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副院長金燦榮應邀大會，以

「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為題

主持講座。金燦榮圍繞未來和

平世界八大趨勢、本年度國際

僑光社／澳門 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率團，

參加12月13日在澳門舉行的「日本亞太地區罪行圖片

展」，對此全面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太地區反人類、

反民主、反道德的圖片展覽，表示極具歷史意義。

「血寫的歷史——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太地區罪行圖

片展」是由中國僑聯主辦，12月12日與13日分別在香港

和澳門舉辦，展覽共有「實施狂轟濫炸」、「製造慘

案」、「實施細菌戰和化學戰」、「虐殺戰俘」、「摧

殘婦女兒童」、「擄掠勞工」、「掠奪與摧殘」、「審

判戰犯」、「罪行自白」、「警示未來」十個部分，記

錄整個亞洲、太平洋戰場上，日軍從開始侵略至戰敗所

犯罪行的歷史事實。

此次圖片展，從徵

集到的大量圖片中精

選了360幅照片，是

自1946年東京審判以

來，全球第一次全面

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

整個亞太地區的罪行

展覽。

魁委員長，長期服務於僑界，

在使命感的引導下，對於僑民

教育與華語文教育全力付出奉

獻。

他進一步說，華語文教育與

僑民教育是密不可分、相輔相

率團參加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大會

簡漢生肯定主辦單位連繫國際僑界的努力

成，華語文教育能在世界發光

發熱，以僑民教育服務僑民，

傳承中華文化，讓國際友人認

識台灣，正是展現台灣軟實力

的最好櫥窗。

對於如何推廣華語文教育，

張主任秘書指出，面對華人第

二代、第三代崛起，推動華語

文教育更艱辛，因此必須結合

數位科技、創新的表現方式、

學習方法，才能廣為被接受與

充份學習。

簡理事長致詞則指出，馬總

統曾表示，「僑教政策是中華

民國遷台以來最成功的政策之

一，僑教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

資源」。他表示，沒有僑教就

沒有僑務，因為僑教是僑務工

作中最重要的一環。面對華語

文教育成為「顯學」，但包括

經費、師資、教材、行政等推

動上面臨的問題，簡理事長認

為需予以克服，方能讓華語文

教育永續發展。 

大陸近年來也在世界各地

積極推動華語文教育，並以此

做為改善國際關係的工具，簡

理事長指出，兩岸應在推動華

語文教育上建立共識，共同合

作，避免惡性競爭，浪費彼此

資源，讓華語文教育在國際增

加能見度，進而了解認識中華

文化。

形勢主要特點、中國外交戰略

的構成、新班子外交評述，以

至未來十年外交挑戰及主要周

邊挑戰等，闡述了個人觀點與

看法。

他指出，中國外交戰略的

構成，主要包括大國外交、周

邊外交、發展中外交、多邊外

交、公共外交（軟力量建構）

及全球治理即議題外交或部門

外交等。直言未來十年的外交

充滿了挑戰，主要面對大陸內

部問題、分離主義問題以至外

部挑戰等，尤其外部挑戰的歷

史階段更具複雜性，涉及內容

更為廣泛。

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

長認同金教授的看法，並建議

1.中國在外交方面，應加強國

際宣導，尤其可借重網路做宣

傳工具；2.將美國民眾列為重

要的接觸、溝通對象，務期經

由民意促使五角大廈更重視維

持國際和平；3.加強維繫與華

僑華人的關係。

來自北美、歐洲、大洋洲及

非洲的華人華僑代表，也就南

海等國際問題提問，獲金教授

解答。

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大會是

澳門歸僑總會主辦的國際僑界

活動，曾於澳門回歸1週年、5

週年、10週年時，先後舉辦了

3屆。

參加大會的來賓也參訪了澳

門大學橫琴校園，對該校雖位

於廣東橫琴島，卻採行澳門法

的特殊型態，表示真是創新做

法。

西班牙／ 西班牙馬德里華僑學校

理事會董事長張淡浪，偕同名譽董

事長吳金蘭，秘書長陳文楠等一行

三人，於12月15日前往馬德里瓦耶卡

(Puente de Vallecas)區政府，拜會

區政府首長、國會議員額瓦杜朗女

士。

此行主要目的是三位代表僑校董事

會暨全體師生，向額瓦杜朗議員，祝

賀聖誕節及新年，並贈送禮物。

僑委會僑務顧問、董事會秘書長、

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主任陳文楠，代

表陳士魁委員長，贈送額瓦杜朗議

員台灣金門高粱酒，並轉達陳委員長對他

能夠長期免費借用僑校校舍，表示由衷的

感謝。

額瓦杜朗議員除了向陳委員長表示謝意之

外，並當場表示，將繼續提供僑校的發展必

要的協助。

馬德里國會議員承諾繼續協助僑校發展
簡
漢
生
：
日
本
暴
行
圖
展 

一
篇
血
淚
史

簡理事長(左)觀看日本侵華圖

片，右為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

澳門前特首何厚鏵。

簡理事長與金燦榮教授（右）

合影。

簡漢生理事長（後左三）、鄭致毅秘書長（前右五）率訪問團與林

軍主席（後左二）、劉藝良副主席（後右四）合影。

←簡理事長表示，沒有僑教就沒有僑務。

↑與會人員合影，前坐右二是本會鄭致毅秘書長，左二是夏誠華教授。

僑委會僑務顧問陳文楠代表陳士魁委員長，將金門高

粱酒贈送給額瓦杜朗女士 ，左起：吳金蘭名譽董事

長、額瓦杜朗議員、陳文楠僑務顧問、張淡浪董事

長。(僑聯西班牙辦事處供稿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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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僑居地促進兩岸四地僑

社、僑團的團結和諧及交流互

動

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兩

岸四地在海外的僑社、僑團也

都能和平相處了，這雖然是可

喜的現象，但很遺憾的是大

家基本上仍是各搞各的，距離

筆者所期待兩岸僑團共同舉辦

中華民俗節慶的活動，或是召

開有益於兩岸相互增加認識瞭

解的座談或研討……的願景仍

有相當距離。究其原因，恐與

兩岸官方駐外單位都有上級嚴

格訓令規定，因而不便介入推

動有關。筆者對此無意苛責，

只深覺遺憾;因為既然兩岸都

希望持續走和平發展之路，則

由已經脫離了兩岸直接管轄的

海外僑社、僑團來推動兩岸同

胞大和諧、大合作的活動，營

造中華民族團結復興的氛圍，

是最理想的場所和環境，也可

對外國人展現海外華人對兩岸

未來發展最客觀公正的看法和

立場，更能因展挸出華僑華人

的團結一致，而更受尊敬。因

此，筆者也曾大聲疾呼，希

望兩岸當局能好好坐下來研

擬一套兩岸僑社僑團共同舉

辦民俗或其他活動的規範，

並且明文規定僑社這些活動

不涉及所謂主權承認或其他

的政治爭議，也明訂對所謂

「旗」、「歌」、「官方頭銜

稱謂」……的處理方式，則筆

者的期望庶幾能夠實現。如前

所述，兩岸僑界的合作，兩岸

駐外單位對所有華僑華人的保

護和保障是民族層次的合作關

係，攸關中華民族的復興和未

來，實不應等閒視之。筆者一

再宣示「兩岸雖尚未統一，但

僑社可先統一」、「讓華僑華

人過去是國民革命之母，未來

是和平統一之母」，所有華僑

華人都應在海外「互通有無，

守望相助，福禍與共，團結對

外」才能自立自強。前述如何

促進兩岸僑團和諧團結，共辦

活動的看法絕不是筆者個人單

獨的奇想，幾可說是目前所有

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願望，期

待兩岸當局能以嚴肅的態度從

速實現僑界共同的願景。

3.鼓勵並促成兩岸四地僑胞

對陸、台、港、澳，進行交流

互訪

大陸改革改開放三十多年

來，僑居海外的同胞愈來愈

多，在全世界各國的僑社都

引起了巨大的變化，三十年前

各地僑社的組成人員大抵分為

自1949年以前就僑居海外的老

僑，及自五○年代起自台、

港、澳地區出國的移民，但近

年來，各地僑社來自大陸的僑

胞人數，都已是台、港、澳地

區的數十倍之多，尤其過去

台、港、澳移民較少的非洲、

東歐、阿拉伯、中亞、俄羅斯

等地區，比例更是懸殊。傳統

的老僑因祖籍多為廣東、福

建，所以在地緣和鄉情上與大

陸關係較深，但1949年以前他

們對國民政府也留有深刻印

象，所以對台灣的情況也相當

瞭解，自台、港、澳移民的新

僑則因思想、行動自由，所以

對大陸及台、港、澳均有接

觸。反而在海外僑社對台、

港、澳瞭解最少的，正是人數

華僑華人如何在國際變局中為兩岸關係貢獻力量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  簡漢生     

• 編按：中華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於2013年10月及11月分

別在巴西里約、美國舊金山兩地的僑界，以「華僑華人如何在

國際變局中為兩岸關係貢獻力量」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受到極

大好評與重視，而全文經簡理事長於2014年6月增修後，內容

更見豐富、精闢，「僑訊」自1360期起全文連載，以饗讀者。

6

最多、分佈最廣、來自改革開

放後出國的大陸僑胞。他們在

成長過程中，都接受過當年大

陸對台灣極負面的宣傳，對台

灣的實況毫無瞭解，印象大抵

停留在「蔣幫餘孽」、「分離

份子」、「美日傀壘」等負面

描述中，對近六年來兩岸關係

突飛猛進的正面發展，更沒有

什麼深刻的感受，這對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及海外僑社的團結

和諧都構成了很大的障礙。所

以近年筆者大聲疾呼要多邀請

大陸在海外的僑胞到台灣參

訪，以瞭解台灣各方面的真實

狀況，當然，也要鼓勵台、

港、澳的僑胞多到大陸各地，

以瞭解改革開放後各方面進步

的實況，並消除當年在台灣接

受到對大陸政權亦是完全負面

教育的影響。總而言之，兩岸

四地的僑胞都應加強對四個母

體的實地和現狀的接觸與瞭

解，才容易在僑居地建構和諧

的僑社，也才能在海外為促進

中華民族的復興多盡一份力

量。去年，本會第一次邀請了

歐洲地區22個國家共40位大陸

的僑社負責人到台灣參訪十

天，取得豐碩的成果，團員一

致認為參訪極具意義，尤因絕

大多數都是首次來台，感受更

是要用震撼、驚喜來形容，可

見其意義確實重大。

4 .「 鼓動風潮，創造時勢」，

在海外營造兩岸和平發展及中

華民族復興的勢頭

兩岸關係未來究竟向那一個

方向發展，不僅是全球所有華

僑華人共同關注的議題，也將

是世界各國輿論的焦點，可預

見的是未來海外華僑華人對兩

岸關係的看法，會是外國媒體

眼中較為公正客觀的意見，而

且會影響到僑居國政府對兩岸

問題的政策走向，因此，如何

在海外僑社中營造出華僑華人

團結一致，希望兩岸走向和平

發展而非分離主義的道路就顯

得格外重要。筆者對此特別敏

感，正是因為有許多跡象顯示

在美國已有不少主張台獨分離

主義的台裔美國人，已在有計

劃地將他們有相同政治主張的

子弟送到美國國會，擔任美國

聯邦參眾議員助理工作的實習

生，從而希望在未來能有多重

管道來影響美國對華及對台政

策，這是非常值得兩岸當局重

視並思破解的課題!緬懷百餘

年前，中山先生在海外僑社中

「鼓動風潮，創造時勢」，奔

走宣揚國民革命，終能結合海

內外，推翻帝制，諦造民國。

今天華僑華人應為兩岸的和平

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團結復興，

肩負起同樣的責任和使命，願

我全僑共勉之。

七、結語

本文蘊釀時間較長，付梓

前，大陸周邊國際環境僅幾個

月的時間，就變得更為險峻;

東海、南海可謂濁浪滔天，越

南政府居然放任暴民大規模排

華，造成台港陸資廠商無辜損

失約十億美金的投資及人員

的傷亡事件，大陸內部也有疆

獨份子在雲南、新疆製造大規

模恐佈活動，兩岸關係也因在

台灣服貿協議尚未能生效而受

阻等一連串的問題，許多這幾

個月發生的事件與狀況，均與

本文所分析的內容息息相關，

筆者衷心期盼兩岸當局能及早

化解內部的矛盾，才能真正以

中華民族整體生存發展的利益

為依歸，攜手團結、沉著穩健

地面對東亞地區在美、日煽風

點火下，山雨欲來的局面。筆

者衷心祝願兩岸當局真心誠意

地對相互之間有「唇亡齒寒，

休戚與共」的感受;若在國際

局勢如此陰惡之時，居然互相

還抱持著「幸災樂禍，隔岸觀

火」的心態，則真正是「自作

孽，天不容」，望兩岸有識之

士共警之。           (全文完)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提供作品    
Tel：02-2836-4460    Fax：02-2531-9490
郵政劃撥帳號：19408887 
E-mail：hong1588@ms39.hinet.net

賓碧秋 草書/篆書/中堂

張繼屏〈登黃鶴樓〉

仙人去後詩人去，但見長江日夜流。

江上白雲常萬里，樓中黃鶴自千秋。

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今古愁。

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

周東和 花鳥  花開欣姿引朝儀。

賴宗煙 行書/全開

宋．謝枋得〈和曹東谷韻〉

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樑鐵硬對皇天；

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

▼

全球僑民教育研討會  加強華語文國際能見度

簡漢生呼籲：兩岸攜手推動海外僑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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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儘管旅途奔波，但團員回國參

訪與致敬的心卻是炙熱的。（僑訊1359

期）

●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一行34人，5

月15日在吳程遠會長率領下，拜會中

華僑聯總會，受到理事長簡漢生熱情

接待。簡理事長十分肯定與敬佩全美

台灣同鄉聯誼會在支持中華民國政府

與傳承中華文化的堅持與努力。（僑訊

1359期）

● 菲律賓華僑文化經貿訪問團一行30

人，7月27日拜會中華僑聯總會。訪問

團由菲律賓中華總商會理事長盧祖蔭

率領，成員包括政經、文化與醫界人

士。

團員們驚聞高雄氣爆，在南下拜訪

中國國民黨高雄市黨部，捐贈100萬台

幣做為救災善款，並轉交高雄市民眾

服務社運用。（僑訊1361、1362期）

● 菲律賓洪門進步黨台灣參訪團，11

月8日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由理事長簡

漢生親自接待，簡理事長指出，菲僑

菲華與中華民國關係十分密切。參訪

團顧問許澤堆則推崇簡理事長與僑聯

總會在促進僑團、僑社與僑胞團結的

努力。（僑訊1365期）

● 來自澳洲的大洋洲越柬老撾華人

團體聯合會24人，在團長楊怡生帶領

下，於11月5日拜訪本會。簡漢生理事

長針對團員關切的兩岸問題時指出，

兩岸一定要走和平路線解決問題，

因為「和平沒有輸家，戰爭沒有贏

家」。（僑訊1365期）

 拜會大陸9個涉僑與涉台單位 建構和諧僑社共識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本年度海外理事會暨第

62屆華僑節慶祝大會開幕典禮，10月7日上

午9時，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舉行，吳副總

統親臨道賀，代表馬總統歡迎來自全球各地

的僑領與僑胞代表回國，更期勉大家群策群

力，持續協助與支持政府。（僑訊1364期）

僑聯馬年大事紀 
民國103年，僑聯持續辦理海外優秀青年選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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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邀組團赴陸參訪

研討；熱忱接待來自全球及中國大陸的訪客，……。

我們整理出具代表者，與大家分享！

僑聯103年海外理事會暨62屆華僑節慶祝大會
吳副總統親臨道賀

● 海外僑商高階領導班代表一行6人

3月21日下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關切

僑聯在海外發展情形，表示願提供相

關協助。（僑訊1357期）

● 美國南加州僑胞一行九人，由北

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陳十美陪

同，４月1日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對簡漢生理事長為中華文化傳揚的付

出和成效十分感佩。（僑訊1358期）

● 由團長余聲清率領的泰華僑團首長

訪問團，5月27日拜會中華僑聯總會，

對僑聯服務僑社、傳揚中華文化、力

促兩岸和平發展的貢獻欽佩。（僑訊

1359期）

● 美京中華會館李治瑞率團長等一行

16人，5月6日晚間7時拜會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強調華僑與國內同胞血濃於

水，密不可分，來到僑聯有如回家，

親切又溫暖。（僑訊1359期）

● 菲華青年服務團軍中服務團，慶

祝60周年致敬團，5月12日拜會中華僑

聯總會。參訪團一行15人由僑聯總會

常務理事吳民民率領回國，團員年紀

介於7、80歲之間，其中更有兩位行動

2月7日上午，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行新春團

拜，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與多位貴賓、僑聯理

監事百餘人共聚一堂，互道恭喜。陳委員長表

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是國內最重要的民間僑

團之一，他本人對僑聯服務僑胞、傳揚中華文

化十分敬佩。（僑訊1356期）

1

2 新春團拜 陳士魁委員長與僑聯理監事互道恭喜

海外僑團先後到訪 4

1月5日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率領本會秘書

長鄭致毅等重要幹部一行4人，前往北京，

拜會大陸中國僑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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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海岸關係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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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關涉僑與涉台單

位，交換對海外僑社和諧發展意見，

並針對今年新的一年與中華僑聯總會

合作交流具體事項，取得極高的共

識。（僑訊1355期）

包括江蘇省台辦、

僑辦、僑聯、政協與

港澳事務辦公室等5個

團，組成的江蘇省僑

務交流團，4月20日拜

會中華僑聯總會，這

是江蘇省各涉僑、涉

台、涉港澳機構第一次到訪，代表意義十分重大，希望彼此交流互

動，發揮1+1大於2的效果。（僑訊1358期）

5 江蘇省涉台涉僑單位首次到訪
發揮互動加乘效果6

● 4月28日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一行

5人蒞台，參觀桃園長庚養生村與泉

僑中學，對養生村提供海外華僑安

適的居住環境，對印尼華僑設校嘉

惠學子的貢獻表示欽佩。在參觀過

程中，林軍主席得知台灣健保，是

全台灣全民共享的醫療保健制度，

雖然是政府財政一大負擔，但卻是

台灣人民最大福利，十分肯定這項

福利政策。（僑訊1358期）

● 3月26日，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

簡漢生帶領多位歸僑協會理事長，

前往桃園長庚生文化村，訪視養生

村內的僑胞。為配合海外僑胞返國

養老的需求，僑聯在2010年與養

生村合作，安排海外僑胞參觀、進

住，截至今年養生村內海外僑胞已

超過4成。養生村方案是僑聯永續

發展委員會為僑胞建構完善的照顧

網。（僑訊1357期）

中國僑聯主席林軍蒞台 肯定台灣健保政策
歸僑理事長參觀長庚養生村 建構僑胞照護網3

吳副總統在華僑節慶祝大會致詞，強調僑力即國力。（僑訊1364期）

新春團拜，陳士魁委員長致詞。（    僑訊1356期）

林軍主席贈送博愛橫軸給養生村。
（僑訊1358期）

簡漢生理事長向養生村住民問好。（僑訊1357期）

泰華首長團。（僑訊1359期） 美京中華會館團。（僑訊1359期） 菲律賓華僑文化經貿訪問團拜會僑聯總會。（僑訊1361期）

拜會大陸9個涉僑與涉台單位，簡理事長（左四）一行

與林軍主席（右四）等人合影。（僑訊1355期）

江蘇省僑務交流團一行合影。（僑訊13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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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台灣10家開漳聖王宮廟主委與幹部

近50人，在中華僑聯總會秘書長帶領下，飛往大

陸河南固始開漳聖王故居尋根，溯源謁祖感念陳

元光大將軍塵淨東南無量功德。（僑訊1362期）

● 由中華僑聯總會主辦的2014年大陸河南信陽

市豫劇團再度來台，5月29日至6月8日巡迴公演8

場。該團是第二度來台，雖然適逢梅雨季時晴時

雨，但並未澆息民眾與信徒觀賞的興緻與熱情，

觀眾對於此種兩岸文化交流都表肯定與支持。

（僑訊1359、1360期）

● 第六屆中原（固始）根親文化節，9月26日

在河南固始盛大開幕，中華僑聯總會由秘書長鄭

致毅率團與會。在開幕式，鄭秘書長以貴賓身份

站上主席台，並代表向南遷先民祭拜。開幕式後

舉行閩臺淵源關係研討會。（僑訊1363期）

開漳聖王宮廟 河南固始陳元光故居尋根
信陽市豫劇團二度來台巡演 傳揚開漳聖王文化7

簽訂多項合作協議8
● 由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王太華、

副主任卞晉平率領的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

交流團，5月10日接受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

生宴請，雙方並就雙方的合作確立了方向。（僑

訊1359期）

● 大陸瀋陽市歸僑聯合會一行，6月26日上午

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由鄭致毅秘書長接待，並

與瀋陽僑聯王主席代表雙方簽署「締結對口交

流關係意向書」。（僑訊1360期）

● 第一次到台灣參訪的大陸貴州遵義市僑聯，

在團長熊遠芳副調研員率領下，10月20日拜會中

華僑聯總會，並由鄭致毅秘書長、熊遠芳副調研

員代表簽署了交流合作協議書，協議今後將加強

文化交流事宜。（僑訊1364期）

應邀澳門兩項研討、高峰會議
簡漢生樂見兩岸深化發展 互惠雙贏9

●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

長簡漢生10月30日應邀

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澳台關係十五

周年回顧與前瞻」研討

會開幕式剪綵並致詞，

強調深化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是早日實現和平

統一的必要進程。（僑

訊1365期）

● 10月25日應邀參加

第11屆世界華商高峰會議，並擔任專題講演的引言人及總

結報告人，強調樂見開展兩岸經貿互惠雙贏新境界。（僑訊

1365期）

海外台胞華文教育考察團訪滬浙

海外台胞華文教育考察團一行25人，由中華僑聯總會

理事長簡漢生率同，於5月8日赴上海、浙江一帶參訪8

天，受到上海市委常委兼統戰部長沙海林及各單位熱烈

歡迎，上海台商子女學校、上海宋慶齡學校也特別介紹

了各校教學特色。（僑訊1359期）

● 2014年「兩岸僑聯和平論

壇」，6月14日在廈門舉行。中國

僑聯主席林軍、副主席喬衛、福建

省副省長倪岳峰、中華僑聯總會理

事長簡漢生、台灣華僑協會總會理

事長陳三井、福建省僑聯主席王亞

君出席。簡理事長在致詞時表達

「永遠認同中華民族」、「加強僑

界交流 共促和平發展」的願景。

（僑訊1360期）

● 第六屆海峽論壇，中華僑聯

總會特別選在會議6月14日結束當

晚，在下榻飯店舉辦別開生面的

11 兩岸僑聯和平論壇 加強僑界交流 
台灣茶 鳳梨酥　別開生面茶點會 兩岸僑聯相見歡

簡漢生率團參訪江蘇工商集團

本會簡理事長於6月25日至30日赴

江蘇省參訪，一行18位成員都是來自

英、美、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

等世界各地的華人工商企業家，行程

中參訪了實聯化工、揚州智谷、揚子

船業集團等工商集團。6天行程，受到

省市僑聯、僑辦、台辦的熱忱歡迎。

（僑訊1360期）

北京僑博館來台尋寶
滿載而歸

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為蒐集在台灣有關華

僑文史資料，館長黃紀凱一行三人9月8日來

台「尋寶」，獲得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

大力協助，越柬寮印尼緬甸歸僑協會更提供資

料，讓黃館長一行滿載而歸。（僑訊1363期）

來自全台灣13所大學男女同學，在中華僑聯總會仇

建民總幹事帶領下，7月13日至21日赴河北參加2014

年兩岸四地大學生交流營活動。學員們8天行程中，先

後參觀秦皇島開發區前景技術公司、海灣安全技術公

司、萬里長城起點天下第一關、灤州古城、唐山地震

遺址公園、頤和園、故宮博物院、天安門等景點，學

員們皆留下深刻印象。（僑訊1361期）

中華僑聯總會和中華于右任研究會12月17日在台

北市張榮發基金會共同舉辦「于右任先生逝世50週

年紀念大會」，副總統吳敦義蒞臨大會，高度推崇

于右任對於國家與文化等方面的貢獻。

簡漢生理事長認為，這次紀念于右任的系列活

動，為傳承中華文化，開展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增添

歷史新頁。（僑訊1366期）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岑摩岩以「花」表達和平與發展」為題的攝影作

品，榮獲2014年上海國際「郎靜山攝影藝術獎」慈善攝影大賽金像獎，

並於12月18日在上海接受頒獎。（僑訊1366期）

郎靜山攝影藝術獎 
岑摩岩理事獲頒金像獎16

15 于右任逝世50周年紀念會 
兩岸追思右老高風亮節

12

13

14 兩岸四地大學生交流營活動
拓展青年視野 

江蘇省僑務交流團一行合影。（僑訊1358期）

岑摩岩拿著得到的金像獎，好開

心。（僑訊1366期）

全體團員在開漳聖王紀念館前合影。（僑訊1362期）

豫劇團精彩演出。（僑訊1360期）

貴州遵義市僑聯來會拜會，（前排中）本會鄭秘書

長、(前排左三)團長熊遠芳，（前排左二）本會吳

燕玉總幹事。（僑訊1364期）

簡理事長在第11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致詞。（僑訊1365期）

宋慶齡學校小朋友精彩的才藝表演，受到參

訪團極大讚賞。（僑訊1359期）

中華僑聯總會以茶點款待參加大會的福建僑聯

貴賓。（僑訊1360期）

簡漢生理事長(右)致贈中華僑聯

總會60周年特輯給黃紀凱館長。
（僑訊1363期）

參加兩岸四地大學生交流營的中華僑聯團員們。
（僑訊1361期）

「茶點會」，邀請省市僑聯代表「相見

歡」，中華僑聯、台灣阿里山高山茶、特

產鳳梨酥三大王牌，吸引60多人與會。

（僑訊1360期）

吳副總統、簡漢生理事長在展場與賴燦賢會長、于媛

女士合影。（僑訊13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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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儒華文學校

過節的喜悅

曾馨

秋高氣爽，明天即將迎接

巴西最引人矚目的節慶，我踏

著輕快的腳步，遨遊於詭譎神

祕的展示架，每一次的潛入、

每一次的驚嘆，總是在我腦海

裡難以忘懷。我熱愛著復活節

時超市中展示架那一顆顆垂掛

的巧克力復活蛋，彷彿所有商

品都入眠，唯獨架上那琳瑯滿

目的復活蛋在超市中活潑閃耀

著，充滿著愛與冀望的眼神呼

怒吼聲如濤天巨浪般萬馬奔騰

而來，將一臉迷惘的妹妹直直

的轟出門外。媽媽輕聲的詢

問:「怎麼了?」我的心卻忽沉

一地，心浮氣躁得起身，打開

衣櫃拿件外衣正想奪門而出

時，我卻突然看見一顆復活蛋

隱隱約約地參雜在衣服堆中，

瞬間，內心的忿恨不平、意氣

用事似乎在瞥見那顆復活蛋後

煙消雲散。折翼後的重生，我

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一直深

受著家人的關懷！我凝視著媽

媽準備給我驚豔的蛋，淚水不

禁奪眶而出……。

有關復活節的民間風俗是

為人所熟知的非復活節的彩蛋

莫屬，蛋象徵著豐盛與新生

命，正好呼應著基督復活的意

涵，而彩蛋精美漂亮且富有裝

飾性，它代表著人們美好的心

愿並與親朋好友分享節慶的喜

悅，尤其我們初到異地他鄉

時，被受巴西朋友的熱情照

顧，才能安祥度過這十幾年順

遂平安的日子，所以我們也常

在這個節慶表達心中的感謝。

有道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有時，我們會不約而同的互相

贈送相同的彩色蛋，而在那一

刹那，我們互相擁抱、會心一

笑，除了表達內心的情意外，

更深的一層內涵是耶穌受難後

三日復活，這是西方國家最興

奮的日子，許多基督徒湧入耶

路撒冷，去親睹耶穌的空墳墓

以親歷「他不在，已經復活

了」的榮耀宣告。自古以來，

全世界各地的信徒也以無比歡

欣與虔誠的心來紀念這個改變

人類歷史的偉大日子。所以我

們在此節也以復活蛋來緬懷耶

穌這偉大的節操。

復活節對我來說，有三層不

同的意義，一則是可以享受美

味可口的巧克力復活蛋;二則

是表示內心的情感;三則是效

法學習耶穌偉大的精神，所以

這個節日對我而言有甜蜜、有

喜悅更有心靈的饗宴。

高中組金牌獎

緬甸眉苗佛經中學

讀書與運動

李成剛

讀書與運動本來應該是相

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事情，但

自古以來，被人們弄得相互對

立，相互矛盾，書念得好的，

身體弱不禁風;運動好的人，往

往又胸無點墨。這種情形真是

讓人搖頭嘆息，十分遺憾的。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

教育家。他是很重視讀書與運

動的。他教學生的課目是「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

其中樂是音樂、射是射箭、御是

駕車，相傳弟子三千人中，身通

六藝的有七十二人。

但是後來的不肖弟子，歪曲

了夫子的意思，把讀書與運動

的關係割裂開來:讀書的人不注

重運動，而運動的人又把書本

拋在一邊，結果把讀書和運動

的關係弄得像天上的參、商二

星，各不相關了。

古人十年寒窗，焚膏繼晷的

苦讀，為的就是金榜題名，一

舉成名天下知。由於他們嘔心

瀝血的苦讀，只知坐而論道，

不知起而力行，結果弄成了

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身體贏

弱，手無縛雞之力。雖然他們

可能會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人

生理想，但是因為沒有健康的

身體，往往都是曇花一現，很

快就退出了歷史舞臺。就像天

上的慧星從天際劃過，雖然明

亮耀眼，但轉瞬間就熄滅了。

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

一個燦爛輝煌的時代。其代表

人物就是曹操、曹丕、曹植父

子三人以及圍繞他們的建安七

子。他們一個個都是學富五

車，才高八斗的文學家。他們

的詩歌，辭賦等作品足以媲

美古人。但可惜的是他們都沒

有健康的身體，還在盛年之時

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曹操的

兩個兒子都只活了四十歲，七

子中除孔融為曹操殺害外，其

餘六子也只活了四十來歲，徐

幹、陳琳、應瑒、劉禎等四人

是在西元二一七年的疾疫中相

繼謝世的。英年早逝，徒留後

人無限的哀悼與痛惜。

反過來看，有些人雖然注

重運動了，但愛讀書，人們就

譏諷他們是頭腦簡單，四肢發

達。像三國時的張飛，雖然他

長得虎背熊腰，身材魁梧，打

起戰來精神抖擻，勇猛異常。

但他粗魯無文，有勇無謀。因

為他殘暴對待部屬，結果倆個

受他鞭打責罰的部屬，趁他喝

酒喝得爛醉時，把他的腦袋割

了去獻給敵人。落得個糊里糊

塗被人殺死的下場。

在中國歷史上，讀書和運動結

合得很好的人也所在多有，譬如

東漢末年的曹操，他「破荊州，

下江陵，順流而東，舳艫千里，

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

詩，固一世之雄也。」

又如清朝初期的康熙大帝，

相傳他是歷朝帝王中四書五經

讀得最好的。他在位六十一

年，比十全老人的乾隆帝還多

了一年。他武功蓋世，在他君

臨天下的年代，清帝國的疆域

是歷史上最為遼闊廣大的。現

代中國的版土就是由清帝國時

奠定下來的。

希腦哲人柏拉圖認為，哲學

家皇帝應該是有著強健的體魄

和文明的精神。也就是說把讀

書和運動最完美地結合起來，

才有資格作理想國中的哲學家

皇帝。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日新月異

不斷變化的時代，學校教育強

調的是: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全面均衡的發展，

讀書與運動就是其中的二育，

我們應處理好二者的關係，以

求並行不悖的發展，如此才能

迎接時代的挑戰，有了健全的

身體和豐富的知識，才有可能

建立一番純正的事業，在時代

的洪流裡，站穩腳跟，屹立不

倒！

藝 文 天 地僑 訊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比賽 優勝作品展103年
喚著我。

今天我與妹妹又穿梭徘徊在

那片爭妍鬥豔的復活蛋中，抬

頭觀看商家以獨特創新的巧思

將各種品牌大小不一的巧克力

復活蛋在鐵架上點綴著五彩繽

紛，就好像掛上結實累累的蘋

果，令人不禁想伸出雙爪吞食

它們。生活在巴西這個熱情自

由的國度，除了喜愛享譽全球

的嘉年華會外，復活節對我而

言，有著魔術般的夢幻，不單

是為了品嚐那令人垂涎三尺的

巧克力，好奇的是，當打開復

活蛋中蛋時，那讓人驚呀不可

思議中讚嘆的獨特小禮物，這

些小巧精緻的禮物，讓人有一

種莫名的喜悅從心扉湧現。看

著這些蠢蠢欲動的復活蛋，我

的心常雀躍不已，因為隨時都

有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驚喜，

還記得有一次放學後，映入眼

簾的竟是掛在門口的三顆巧克

力復活蛋，直到現今還不知是

何方神聖分享於我們三兄妹。

這就是巴西人的習俗，每當

到這個節日，都會互相贈送復

活蛋，來表達彼此的心意與情

誼，所以在這個節慶，常有一

份甜蜜濃郁泗泳在心田。

不過也有意外的小插曲，

那天，我在房裡打算盤，妹

妹則在一旁將箱子裡一盒又

一盒的小物品放進架裡擺好，

算珠、吵雜聲、解不出來的題

目化為汗水纏繞著緊握算盤的

手。「好煩喔！我都算不出來

啦！」我大吼著:「都是妳在

旁邊一直放這些東西，害我都

算不出來！」妹妹面露窘態

說:「我可是在幫妳整理房間

耶，那麼亂怎能安心算數學?

我不耐煩地想，都被我這樣

吼還不走！「給我走開啦！」

•

繪畫6-9歲組銀牌 

NOAH LAU 澳洲墨爾本中華文化藝術學校

蔡伊霖 馬來西亞中正國民型華文小學

繪畫10-13歲組銀牌

吳俐葦  汶萊中華中學

林裕陞 馬來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

吳俐葦

NOAH LAU 

蔡伊霖

林裕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