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第15屆第10次理監事會

議，於12月26日上午11點，在

本會會議室召開，理監事踴躍

出席。會中聽取並通過104年

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105年

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等多項議

案。理監事對於本會加強海外

組織活動、獎助華僑文教表揚

優秀青年、傳揚中華文化、積

極推動國民外交等所做的努

力，都表十分肯定。

理監事會議由本會理事長

簡漢生主持，各項會務工作成

績亮眼，獲得出席理監事無異

議通過。針對新年度工作計

畫，包括：1.組團參加緬華互

助會在澳門舉辦潑水節活動；

2.與上海台辦邀請海外菁英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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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理監事會 元月10日改選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2月26日上午召開

第15屆第10次理監事會議，本次理監事會議，是理事長

簡漢生任內最後一次主持，明年2月1日即將卸任，簡理

事長感性的說，謝謝全體理監事過去8年來的支持與指

導，「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我心」，「在僑聯8年盡

心盡力，沒有任何私心，一心只求僑聯的壯大發展與

永續經營」。

常務理事葛維新與監事會召集人梁傑韶等與會人員

紛紛發言肯定簡理事長8年夙夜匪懈的付出與貢獻。葛

常務理事指出，簡理事長接任理事長之後，帶領僑聯

朝著堅實、光明與正確的方向邁進，明年對於我們可

能又是一大考驗，僑聯的任務就是要認同與支持中華

民國，並將其發揚光大。

梁召集人也表示，過去8年僑聯業務蒸蒸日上，舉辦

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增加僑聯的能見度，簡

理事長這8年創造1000多萬盈餘，居功厥偉。他同時也

稱讚鄭致毅秘書長帶領的秘書處同仁，在連繫服務僑

胞、傳揚中華文化方面的付出與努力。

簡理事長面對即將交棒，提出五點工作方向，與下

一任理事長及僑聯所屬同仁共勉，一是維護中華民國

尊嚴立場，堅決反對台獨與分裂主義。二是加強與大

陸方面溝通交流，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三是需強化僑

簡漢生強調 盡心竭力俯仰無愧 
提五願景與下任理事長共勉

帶領僑聯登高致遠 壯大發展
8年任期將屆

任內馬總統兩次親臨華僑節慶祝大會 是僑聯受肯定之最高榮譽；

中國僑聯林軍主席抵台破冰之旅 開創兩岸民間交流新局……

體現乃役於僑 簡漢生8年績效       將專題報導

簡理事長強調願為僑聯做最大奉獻。

僑光社／台北 簡理事長八年任內，除

了持續進行海外優秀青年選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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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大會等僑聯各項傳統業務外，更積極接

待僑團、走訪僑社，同時加強與中國僑

聯、僑辦等的密切交流，合作互惠，而

8年中，馬總統兩次親臨由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主辦的華僑節慶祝大會，更是簡理事

長領導僑聯「乃役於僑」受肯定的最高榮

譽，除此，民國98年（西元2009）6月7日

中國僑聯參訪團，由主席林軍率領一行8

人抵台進行破冰之旅，6月8日與本會簡理

事長漢生代表兩岸僑聯簽署「合作交流協

議書」，揭櫫「和諧僑社」共識，求同化

異，促進和平發展，在兩岸民間交流、尤

其是僑界交流開創了新局，留下了重要的

歷史記錄……，凡此種種，終使僑聯總會

能自許「僑務工作是民族層次工作」，使

本會在兩岸僑社能見度大幅提昇，更因此

有能力堅持承擔「服務僑界，匯聚僑社力

量，貢獻兩岸和平大計」的時代使命，本

刊將於1379期彙整報導，以供各界參考。

界民族意識，因為僑務工作是民族層次工作。四是加強保存與傳揚中華

文化。五是持續連繫海外僑胞、僑社與僑團，做好服務工作。

他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卸任之後永遠都是僑聯的志工，願意奉

獻自己的經驗與能力繼續服務僑聯。

僑訊

訪團，赴上海、山東、北京等

地參訪、考察，讓世界各地菁

英實際體驗中華文化，多與兩

岸僑界互動，加強彼此間之了

解與認識，做出更多的貢獻；

3.組團參加第八屆廈門「海峽

論壇」，共同為促進僑社和

諧、兩岸和平及經濟發展而努

力；4.組團參加河北省僑聯兩

岸四地青年學生論壇，以促進

兩岸青年學生深度交流增加彼

此了解，開拓彼此視野；5.與

河南固始僑聯合辦「根親文化

節」；6.與河南政協合辦「開

漳聖王宮廟信陽、洛陽、開

封、鄭州」等地參訪；7.本會

與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

會及大陸中國僑聯等單位合辦

「親情中華 歡聚台灣」大型文

藝晚會；8.與河南信陽豫劇團

聯合舉辦「開漳聖王陳元光」

歷史大型豫劇台灣巡迴公演。

會中並討論通過如下提案：

1.本會第16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日期，擬訂於105年1月10日召

開。2.本會會員連續兩年未繳

納會費或主動聲明放棄其會

員資格者，視為自動退會；

死亡者，為出會。3.於會員大

會改選理、監事前造具會員

名冊，陳列於本會會議室，為

期一週，供會員閱覽。4.擬具

選舉第16屆理事、監事；常務

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之選務時程時程如

下：（一）民國105年1月10日

上午9時30分，召開第16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選舉理事、監

事：（二）民國105年1月10日

下午2時，召開第16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第16

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選舉

第16屆理事長、推選監事會召

集人。5.本會第16屆理事、監

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

事長、監事會召集人的產生方

式是：（一）理事、監事，採

用無記名連記法，即每位會員

對理事可圈選27名；監事可圈

選9名。（二）常務理事、常

務監事，採用無記名連記法，

常務理事由27名理事投票產

生，每名理事可圈選9名；常

務監事由9名監事投票產生，

每名監事可圈選3名。（三）

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理事

長由27名理事就常務理事9人

中以無記名單記法選出1人；

監事會召集人由3位常務監事

互推一人擔任。6.本會第16屆

理、監事選舉，是依據人民團

體選舉罷免辦法第7條第3款之

規定：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

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

選，並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

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者。選舉方式則採無記名連記

法，圈寫時不得超過應選出名

額；圈選方式在「圈選欄」打

「○」、「ˇ」之記號，或在

「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

姓名。7.理事、監事、常務理

事、常務監事、理事長選票印

製，均依照人民團體選舉罷免

辦法第七、八條之規定辦理。

理監事會議同時通過推舉

任弘先生等18人為本會最高

顧問。

簡漢生理事長主持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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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加強兩岸民間交流並反對台獨
歡迎上海市僑聯到訪  簡理事長強調：

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

會理事長簡漢生12月7日接待

上海市僑聯參訪團時指出，不

論明年總統大選後政局如何變

化，兩岸民間團體往來不僅不

該中斷，反而更應強化互動，

形成一股銳不可擋的勢頭。簡

理事長更強調，過去陳水扁執

政時代，僑聯總會堅決反對台

獨，對民進黨政府形成壓力，

迫其知所收斂，忠誠扮演維護

中華民國的角色，這個立場永

不會改變。

簡理事長進一步表示，明年

即使蔡英文當選，也不會明目

張膽地搞台獨，她只會借中華

民國的殼上市後，逐步淘空中

國元素，因此兩岸交流最重要

就是文化這部份，唯有加強文

化交流，才能讓中國的元素完

整保留下來。

簡理事長表示，服貿協定在

民進黨眼裡也是個好政策，但

民進黨不願在國民黨執政時支

持通過，因此明年一旦蔡英文

當選，服貿、貨貿通過是早晚

而已。

簡理事長12月5日前往香港

參加五地僑界桌球聯誼賽，與

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下場球敘，

同時針對明年台灣政局變化交

換意見。簡理事長說，明年不

論是誰執政，僑聯總會立場不

會改變，與大陸民間團體交流

不會間斷，「如果是民進黨執

政，兩岸形勢更加險峻，民間

團體交流更應強化。」他進一

步表示，僑聯總會財務、人事

獨立自主，可堅持自己的政治

立場，在陳水扁時代，僑聯總

會帶動與發展大陸民間團體交

流，明年如果民進黨執政，僑

聯的角色亦是如此不會改變。

簡理事長並提出個人見解，

他表示，「馬習會」於廣大

國際媒體前再次確認「九二共

識」，蔡英文從一開始批評馬

習會，轉變成只敢批評馬習會

的「黑箱作業」，顯見民進黨

對大陸策略也在微調整。

上海市僑聯參訪團團長、

副主席杜宇平一開始致詞即表

示，聆聽簡理事長這位老前輩

的一番獨到見解，受益良多，

長期來上海市僑聯與中華僑聯

總會就是伙伴合作關係，「中

華僑聯總會成立60多年，有著

牢固的群眾基礎，政治態度明

確，深獲民眾認同。」與中華

僑聯總會在各領域的合作互動

觀摩，加深兩岸相互了解建立

共識。杜副主席更指出，選舉

結果不能悖於民生發展，更不

能與兩岸和平發展背道而馳，

「今後雙方應在工商、文化、

教育等方面加強交流，這才是

為兩岸人民謀最大福利。」

簡理事長會後並宴請全體團

員，同時也在晚宴中接待本會

常務理事兼菲律賓辦事處主任

上海市歐美同學會副會長臧廣

陵(右)致贈會旗給本會簡理事

長(左)。

簡理事長（前排中）接待杜宇平副主席(前排左二)率領參訪團，前排右一本會鄭致毅秘書長，前排左一

本會賴素梅特助，前排右二上海市僑聯主任科員胡立新，後排左起：主任科員黃伯雄、副主任科員許丹 

主任科員丁宏新。

吳民民、上海市歐美同學會

副會長臧廣陵、副部長徐麗

娜、聯絡部蔣智聰等人，晚

宴氣氛熱絡，賓主盡歡。 

僑光社／台北 澳門緬華互助會一行，12月

11日下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公

出，由秘書長鄭致毅代表接待。鄭秘書長指

出，本會與澳門緬華互助會透過定期的互訪交

流，關係緊密、互動良好，這種「走親戚」的

家人關係，不會因明年政黨輪替，有所改變。

  由於澳門緬華互助會14位團員都是第一次

來台灣，鄭秘書長同時向團員簡單介紹本會三

大工作任務，他指出，本會成立至今63年，除

了連繫、服務海外僑胞、僑團與僑社，並利用

這平台傳揚中華文化，而這幾年來更積極與大

陸、港澳各涉台與僑務單位進行交流互訪，增

進兩岸四地人民相互了認識，化解隔閡與誤

會。

  他接著表示，僑聯總會人事、財務獨立自

主，不受任何政黨指揮，因此明年不論是那一

黨勝選，僑聯總會與大陸之間的來往互動，不

會中斷停止，因為唯有持續交流合作，才是兩

岸人民之福。

  澳門緬華互助會會長黃瓊成在致詞時說，

互助會的由來就是因為早期緬僑來到澳門，因

為生活、租屋、就業需要擔保，才會成立互助

會相互扶持關心幫忙，所以澳門緬僑十分團

結。黃會長表示，澳門緬僑互助會與中華僑聯

總會關係密切，每年澳門緬甸潑水節，僑聯總

會都派員參加，黃會長並當面邀請鄭秘書長明

年4月22日組團到澳門參加潑水節。

澳門緬華互助會此行來台參加12月12日緬甸

歸僑協會50周年慶，並前往宜蘭各地體驗台灣

風俗民情。 

緬華互助會走親戚
鄭致毅籲請常來往化解隔閡

僑光社／ 中華僑聯總會組隊參加第24屆港穗深

珠澳五地僑界乒乓球聯誼賽暨粵港澳臺乒乓球友

誼賽，對此項以球會友的活動都覺得有趣、有意

義。

此項球賽是由中國僑聯、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聯

合舉辦，中華僑聯總會首度應邀組隊參賽，由各

歸僑團體派代表參加，簡漢生理事長領隊。

第24屆港穗深珠澳五地僑界乒乓球聯誼賽暨粵

港澳臺乒乓球友誼賽12月6日舉行，並於南洋酒店

舉行頒獎晚宴。

簡理事長表示，五地僑界乒乓球聯誼賽是僑界

的一個盛會，此次應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

春之邀，臨時組織台灣僑界代表隊伍來港參賽，

希望明年台灣中華僑聯總會能正式參賽，讓該活

動變成兩岸六地的一個比賽，同時，目前是由大

陸各地僑聯輪流主辦，今後也希望台灣有機會舉

辦，如此必使聯誼賽更具時代意義。

簡理事長並在現場與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以球

會友」，吸引不少圍觀者。

中華僑聯代表隊的成員包括：領隊簡漢生、

教練林狄及團員談菊菊、高素真、凌炳志、魏聖

生、張輝樟。

本會鄭秘書長（前排中）接待澳門緬華互助會會

長黃瓊成(前排左三 )一行參訪團，前排左一是本

會吳燕玉總幹事，後排右一是本會仇建民總幹事。

　

左起：魏聖生、張輝樟、談菊菊、林軍主席、簡漢生

理事長、高素真、林狄、凌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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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理事長（左）與林軍主席以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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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投資環境理想 發展有潛力
福建團期待兩岸合作互利雙贏

僑光社／台北 福建省僑聯參訪團，由團長福

建省僑聯組織人事部長林旭帶領，12月13日下

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公出，由

秘書長鄭致毅代表接待。鄭秘書長表示，兩岸

交流日益頻繁，今後應加強雙方文化、教育等

互動，創造兩岸人民最大福利。

團長林部長也呼應表示，這次來台參加的團

員中有醫師、房產老闆、互聯企業主管，此行

來台目的就是參訪相關投資項目企業，做為日

後合作交流的參考標的，日後兩岸一定要常來

常往，不要因政治因素影響兩岸好不容易建立

起來的合作關係。

團員紛表示，台灣人民親切有禮，投資環

境理想，發展潛力十足，如果大陸的資金與台

灣的人才及技術相結合，一定能創造無窮的產

值，兩岸人民互利就能雙贏。

固始畫畫展團一行5人，由固始縣委常委谷

興亞(圖左三)率領，11月3日上午拜會中華僑

聯總會，並贈送由固始書畫院名譽院長王守

浩(圖右三)親繪的一幅山水畫予簡漢生理事

長(圖右四)，同時邀請簡理事長明年春天過

後前往固始參訪，屆時一定熱情接待。

谷常委十分感謝僑聯總會在固始根親書畫

展於台北展出時的協助及台灣全島參訪的安

排，讓一行人感受台灣民眾的熱情與有禮。

另外，圖片左二是本會鄭致毅秘書長，右

一是賴素梅特助。（圖文／龔維軍）

固始贈畫  簡理事長欣受

本會鄭秘書長(圖中)致贈會旗給林旭部長(左五)，(右三)為本會吳燕玉

總幹事。

僑光社／台北 由中原大學與中華

僑聯總會合辦的「2015全球僑民教育

與華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12月4

日在僑聯總會會議室舉行。僑聯總會

簡漢生理事長指出，海外華僑華人多

在努力學習華語，連外國人也加入學

習，華語文已成顯學；但「兩岸對於

正簡體字的分岐，如果能破除藩籬，

就能統合力量，促進中華民族的繁榮

昌盛。」

簡理事長指出，僑民教育是一項非

常成功的公共政策，根據統計，來台

灣接受僑民教育，再返回僑居地就業

估計有15萬人，在僑居地都是事業有

成的社會中堅份子；這些同學組織世

界留台校友會，在僑居地扮演中華民

國與僑居國溝通的橋樑，對國家貢獻

甚多。

「僑務工作是民族層次工作，要

以民族的角度來看待僑務工作。」簡

理事長表示，僑聯總會這８年來藉由

互訪與大陸各省市僑聯交合作，增進

雙方的了解，化解不必要的隔閡的誤

會，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努力。

僑委會僑教處處長張景南指出，

僑生在台灣接受僑教返回僑居地後，

扮演民間火車頭力量，僑生在台灣接

受華語文教育傳承中華文化，中華文

化的底蘊就是在台灣，「正簡體字之

爭，正體字看盡五千年中華文化，簡

體字只有6、70年。」

中原大學教務長夏誠華則指出，

投入僑民教育截至目前已舉辦30多場

學術研討會，非常感謝中華僑聯總會

簡理事長、鄭秘書長大力支持推動僑

教，以及僑委會的指導贊助。

座談會同時邀請本會鄭致毅秘書

長、仇建民總幹事、吳燕玉總幹事、

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高崇

雲、印尼歸僑協會理事何國鈞、越南

歸僑協會理事長黎愛珍、高棉歸僑協

會前理事長林狄、寮國歸僑協會副理

事長黃植生、緬甸歸僑協會秘書長楊

仲青。港澳在台人民人民協進會秘書

長施輝煌等，討論僑生先修教育是維

持現狀或是分散各大學辦理的議題。

與夏誠華教務長共同主持華語文研討會

簡理事長：華語文成顯學 正簡體字宜統合

簡漢生理事長說僑教是成功的公共政策，圖右是夏誠華教務長，左一是僑委會僑教處

張景南處長。

僑光社／台北 八仙氣爆死裡逃

生的馬來西亞僑生黃良傑，目前仍

需每日穿著壓力衣行進行復建。本

會馬來西亞理事李南賢教授特地到

桃園萬能科技大學探視，並致贈慰

問金伍仟元，鼓勵黃同學要以堅強

的毅力克服病痛，完成學業。

李教授也轉達了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的關心，祝福他復健順利，早日

完全康復。

黃同學說，目前除定期到陽光基

金會復建，也倚靠老師耐心指導學

業。他說，在學業完成之後一定貢

獻心力，回報僑聯總會及社會大眾

的關心。

本會馬來西亞理事李南賢教授(右)，

探視馬來西亞僑生黃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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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投身新聞教育半

世紀的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鄭貞

銘，與中國青年學者丁士軒共同

發表新書《百年大師》，挑選海

峽兩岸百年來的100位典範人物，

為他們立傳，記錄「100個人物，

100種典範；100個故事，100種感

動。」鄭貞銘在今年10月10日成

立銘軒工作室，並預告將再出版

一本「世紀風雲人物180位兩岸巨

人榜」，建構「大師工程」。

銘軒工作室宗旨，除了出版百

年大師有關著作，並在國內外

及海峽兩岸舉辦「大師巡迴講

座」，在文化大學成立「鄭貞銘

教授大師講座」，並於文大、國

防大學、玄奘大學新聞系設立

「大師書卷」獎。

百位大師這本書包括梁啟超、

蔣渭水、蔡元培、胡適、魯迅等

民初大思想家以及白先勇、余光

中、林懷民、高信疆等台灣文化

人。鄭貞銘3年來消化了大量資

料，一篇4000字的傳文背後擁有

40萬字的底蘊。 

出版「百年大師」之後，鄭貞

銘展開「大師講座」巡迴講演，

在大陸已超過30場，觀眾人數超

過4000多人次，反應熱烈，邀約

不斷。

鄭貞銘教授一生執著於理想、

堅守著崗位，永遠創新、永遠不

懈。當大家熱中於媒體經營時，

他默默於新聞教育、培養人才；

當大家熱中於擴充傳播教育時，

他開始推動國際與兩岸交流，貢

獻心力：當大家奔波於兩岸交流

時，他又返過頭來促進全民媒體

教育，為傳播尋根。這一位杏壇

常青樹，被學生譽為「永遠的鄭

老師」，不僅在新聞實務上立

功，在新聞教育上立德，在學術

著作上立言，其堅守新聞教育百

年磐石的精神與毅力，是所有新

聞人典範。

鄭貞銘   銘軒工作室成
立| 建構大師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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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僑生獎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1月9日頒獎  百萬金額200學子獲鼓勵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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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僑生獎學金申請者共

有台灣大學等院校78所，馬

來西亞等19個僑區僑生計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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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翠嫻、項美玲、區立勤、

何和威、謝曉悅、蘇慧虹、盧

明泉、黃嘉美、許芩瑜、蔡潔

柔、黃大川、何莉君、黃家

銘、鄭可欣、鄧景薇、吳洋

洋、朱穎蘅、梁嘉欣、羅紳

華、陳寶儀、林偉駿、鄭瑞

芳、洪靜菲、梁意紅、葉偉

倫、伍廣毅、史毓鈴、張蓓

詩、陳慧娟、張曦文等30人。

二、彥棻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梁嘉媛、陳鎂琪、葉立維、

釋法緣、孫韻慧、張慕亞、彭

之宣、關口宗大、曲壽敏、李

昕等10人。

三、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福利

基金會獎學金

陳星錏、徐秀逢、藍鎂音、

林詩韻、劉佩玲、倪巧云、盧

卓傑、胡彩潤、黃則琦、林聖

益、譚詠康、許舒琪、吳雪

菊、李慧雯、鄭敏俐、戴菁

慧、林紫君、林殷敏、葉惠

彬、劉建程、吳琦、李曉勤、

黃婉婷、黃雅慧、郭欽煥、蘇

金鵬、黎子庭、覃靜怡、林恩

竹、謝擬葦等30人。

四、南非甘居正先生、王曼芝

女士伉儷獎學金

周瑋凌、許菀真、吳明順、

梁悼聞、劉宜蓉、許向榮、辜

嘉傑、李婉琪、高芷儀、盧倩

等10人。

五、緬甸黎順發先生獎學金

楊鴻昌、莊麗卿、莫再厚、

劉奕敏、李倩瑩、李元哲、賴

柱云、寸友君、寸重德、楊錦

冬、廖羽璐、李欣欣、陳朝

燕、曾思慎、李雅雯、陳美

燕、王勝燕、何燕琴、張蘭

清、林俊宏等20人。

六、荷蘭朱建人伉儷獎學金

梁思衡、盧德祥、葉稼興、

林正浠、梁芷欣、黃子星、張

欣慈、劉元濤、陳康盈、何婉

婧等10人。

七、澳門張貽秋先生、林惠敏

女士伉儷獎學金

廖聖捷、范峻瑋、曾稼寧、

譚潔泳、林昆佑、陳希彤、陳

慶裕、張俊暘、徐曉盈、何鳳

雯等10人。

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聯文教

基金會12月16日上午11時，舉行第11

屆董事會第8次會議，討論通過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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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植珊、

吳清基、賴清陽、陳飛龍等董事均出

席會議。

會議中除宣讀第11屆董事會第七次

會議紀錄，報告104年3月份至104年11

月份財務狀況及104年華文著述獎、各

種僑生獎學金申請事宜、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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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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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僑聯文教基金會董事會
通過僑生獎學金得獎名單

簡漢生董事長主持董事會議。

八、紀念徐懋元先生獎學金

王嘉敏、李睿哲、李尹、黃

香恩、陳妙智、楊凱婷、陳廣

文、孫伊琳、馬麗山、陳嘉雯

等10人。

九、澳門尤裕質先生獎學金

鄺芷穎、龎梓彤、程鈺玲、

劉詠雯、歐陽凱艷、葉奕彥、

許靜儀、鄭健廷、陸嫦媚等9

人。

十、台北市南安同鄉會獎學金

符永晴、余燕婷、蔡靜雅、林

以業、高嘉耀、卓文慧等6人。

十一、美國楊昆山先生、林麗

絲女士伉儷獎學金

劉升華、張惠思、陳嘉瀅、

羅振軒、黎璀穎等5人。

十二、紀念馬達加斯加華僑梁

信立先生、黎蘊璧女士伉

儷獎學金

陳宇軒、李展瑋、周曉晴、

陳佩妤、陳鼎權等5人。

十三、澳門葉謀足先生獎學金

黃子君、葉青薇、趙楚嵐、

佘啟瑜等4人。

十四、紀念緬甸楊天乙先生獎

學金

晏祥晴、李新潔、陳佩倩等

3人。

十五、菲律賓吳似錦先生、戴

良瑜女士伉儷獎學金

葉英蔚、方溸儀等2人。

十六、緬甸王立三先生、尹蓮

玉女士伉儷獎學金

梁正英、范志婷等2人。

十七、法國丁偉星先生獎學金

陳煒俊、陳欣蕾等2人。

十八、紀念陳秋薇女士獎學金

譚宏威、田憶玲等2人。

十九、紀念楊石仕先生、楊張

出花女士伉儷獎學金

傅詩茹、鄭彩霞等2人。

二十、紀念聶灼垣先生夫人清

寒獎學金

任潔慧、徐美玲等2人。

二十一、菲律賓許書耀先生獎

學金

林惟馨、張煒敏、蔡志傑、

劉勢昆等4人。

二十二、黃天爵先生、謝俊夫

人伉儷基金會獎學金

顏文賦、蔡廷靜、李霖潔等

3人。

二十三、印尼羅榮新先生獎

學金

林偉強、陳雪綠、余泳瑤、

梁曉琳、黃子津、黃芍斐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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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教育部與台灣創意經濟

促進會合作辦理的「走讀城市學華語計

畫」已正式啟動，預定自105年1月起至3月

18日，為華語生規劃「城市就是教室」、

「我的第三空間」及「與名人做朋友」等

三大課程內容，讓學習華語不再侷限於教

室，而可以落實在街頭或日常生活中，讓

華語生在參與過程中更深入認識臺灣。

「學華語到臺灣」是教育部推動華語文

國際行銷的重要政策理念，希望善用臺灣

自由民主社會的優勢，將臺灣打造成為全

世界學習華語文的聖地。

教育部表示，由於臺灣所保有的文化傳

統、豐富而多元的生活方式，使得臺灣每

個角落、街區與城市，到處充滿著學習華

語文的機會，這是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體驗

不到的。因此，「走讀城市學華語計畫」

即是以臺灣生活價值與文化創意為訴求，

希望藉由自然生活的學習方式帶領華語生

進入學習殿堂。

「城市就是教室」規劃了3場民生社區的

深度導覽，讓華語生可以感受到該社區的

人文氛圍；「我的第三空間」邀請民生社

區示範店家開設品茗、廚藝、音樂等5場主

題課程，讓華語生在實作體驗中運用五感

與會貴賓及參與活動記者會的華語生共同掛起自己彩繪的祈福燈籠，

象徵臺灣華語文將在世界語言潮流中節節高升。（轉載自教育部網站）

人。

二十四、紀念美國崔公懋先生

獎學金

鄭媄蓮、鄭晞彤等2人。

二十五、緬甸張標材先生獎

學金

曾思憲、李珍玉等2人。

二十六、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

獎學金

劉玲玉、李崇燕等2人。

二十七、紀念多明尼加華僑舒

唐曾益夫人獎學金

姜欣萍、林嘉怡等2人。

二十八、馬來西亞李南賢先

生獎學金

陳喆1人。

二十九、澳門洪質元先生獎

學金

陳浩輝、劉昱慧等2人。

三十、菲律賓吳民民先生獎

學金

周發揚1人。

三十一、紀念鄭玉端女士獎

學金

郭星如1人。

（味覺、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學習華語文；「與名人做

朋友」安排台原偶戲團羅斌團長及專業策展人胡朝聖先生擔任

名人代表，透過小型聚會面對面交流，讓華語生體驗臺灣精緻

豐富的文化創意。

為執行此項計畫，教育部還特別召開記者會，由台原偶戲團

於現場展演臺灣傳統藝術之美，荷蘭籍羅斌團長接著與華語生

分享在臺灣的生活經驗，民生社區的店家代表也到場向華語生

介紹可提供本計畫的活動與資源，貝里斯籍學生柯嵐迪則分享

了對臺北這個城市的印象，同時，與會貴賓及參與活動記者會

的華語生共同掛起自己彩繪的祈福燈籠，象徵臺灣華語文將在

世界語言潮流中節節高升。

（轉載自教育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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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小學組銅牌

張俊偉 菲律賓天主教崇德學校 

溫思捷 馬來西亞美里珠巴中華公學

鄭安悅 紐約華僑中文學校 

繪畫10-13歲組銀牌

CHERYL CHOO POH HUI 汶萊詩里亞中正中學

楊蕎安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繪畫14-17歲組銀牌

何沛儀  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 

陳永儿  馬來西亞耀才畫室 

初中組金牌獎

日本橫濱中華學院

管婧如

華語文的重要性 
 
自倉頡造字，將生活點滴銘刻

於獸龜殼，至秦始皇贏政統一六國

文字，語文早已和我們結下不解之

緣，他早已融入黃河的浩浩蕩蕩，

長江的源遠流長，更早已在我炎黃

子孫的血液裡牢牢扎根。

華語文這三個字雖看似平常，意

義卻非同凡響，它承載著中華五千

年文明的悠久綿長，象微著歷史長

河的永久見證，華語—這罈傳承千

年的佳釀，在數千年歷史長河的磨

合下，越陳越香，越釀越甜。

華語是君子好逑的「詩經」，是

執過羊鞭者的兵法，是史家絕唱，

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時而淒婉

哀傷如黛玉淚下飛紅萬點愁如海的

片片瓣，時而豪邁如當陽橋下張飛

石破天驚的怒吼，它不但代表了悠

遠的歷史，更可以體現出一個民族

的風貌。一直覺得華語是世界上最

動人的話語，它歷經數載的浸潤和

刀槍火石的歷煉，讀起來才能如此

字正腔圓，如珠玉落盤。千百年

來，華語文在無數炎皇子孫的唇舌

間輾轉，亦使它本身有了靈性，我

們珍視它又漠視它，而它卻一如繼

往在東方古老的華夏大地上錚然作

響，向世界發出自己莊嚴的喉音。

詩經中攝人心魂的妙語，定要

用華語文吟誦，靜水流深的微妙意

境，或是「明月松間照，法泉石上

流」的襌意，倘若翻譯成英文或是

法文，其中的巧妙和涵意也一定會

大打折扣不如從前。

彷彿懂了，為什麼即使曹雪芹先

生在世，紅樓夢完篇，也難獲外國

文學的肯定，因為紅樓夢是我華夏

經典，唯有用華語文細細讀來，才

能品出其中的辛酸苦淚。

彷彿懂了，名遍全球的泰戈爾似

織錦的「飛鳥集」，在我讀來總是

少了一份親切，多了一份隔閡。

不光是華語文，任何語言的奧妙

是不可替代的，都是被視為塊寶一

樣珍貴的存在，更有著不能割捨的

感情。

它從遠古走來，博大是它的風

采；它向未奔去，砣礡是它的氣

概。令人永遠忘不了的是它如詩般

的韵律—

平平仄仄平

何沛儀

陳永儿 

CHERYL CHOO POH HUI楊蕎安鄭安悅

溫思捷 張俊偉

參賽獲獎 師生合影 分享喜悅
緬甸臘戌明德中學參加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104年度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書法

比賽」，獲獎的16位同學與校董、校長及老

師合影。（圖片由臘戌明德中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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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   年大事紀Happy New Year

● 8/20美洲各地中華會館、中華公所、華

僑總會聯誼會第28屆年會暨全美各地中

華會館、中華公所聯誼會第32屆年會在

費城舉行，簡理事長接受邀請，並在致

詞時指出，海外僑胞愛護中華民國、維

護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是抵抗台獨最有

力的一張王牌。並表示，從事僑務工作

者，必須要有民族情懷，仍然認同自己

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希望看到中華民

族繁榮昌盛，因此僑務工作是民族層次

的工作，具有神聖的目標和意義。並建

議應該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朝向兩

岸「主權相互涵蓋、治權相互承認」的

方向共同努力。（僑訊1374期） 簡漢生理事長致詞強調僑胞是抵抗台獨的王牌。

吳副總統在華僑節慶祝大會致詞，肯定僑胞愛國

赤忱。

簡理事長主持河洛文化研討會開幕式。

● 10/26本會與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

金會及大陸中國僑聯等單位合辦的「2015

親情中華˙歡聚台灣」大型文藝晚會，這

是「親情中華」主題演出活動啟動以來連

續三年在台灣演出，邀請兩岸富有影響和

特色的各民族演出者組成強大演出陣容，

集中展現大陸各民族以及台灣原住民的民

族風情，力求為台灣民族奉獻一場美輪美

奐的文化盛宴，以展示中華文化的深厚傳

承、五彩繽紛和融匯創新。當天座無虛

席，獲得極大的好評與熱烈掌聲回響，活

動圓滿成功。（僑訊1376期）

 5 與中國僑聯合辦 「2015親情中華̇ 歡聚台灣」
     大型文藝晚會

中華親情表演

者與李鍾桂董

事長（後排站

立左十一）及

簡理事長（後

排站立左八）

等合影。

4 簡理事長率海外台灣僑青團受邀訪滬蘇
● 4/22～29本會接受上海台辦邀請，由簡理事長率領的世界各地海外

優秀青年台胞參加滬蘇行，參訪團一行19人，赴上海、南京參訪了8

天，簡理事長強調此行能讓海外青年實際體驗中華文化，值得大家珍

惜。該團成員分別來自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日本、美

國、加拿大、澳洲、巴拉圭、巴西等各國，他們都是榮獲本會舉辦海

外優秀青年獎章、事業有成的青年菁英。（僑訊1370期）

1 僑聯海外理事會暨63屆
   華僑節慶祝大會
   吳副總統親臨肯定僑胞
   愛國赤忱
● 10/07 第63屆華僑節慶祝大會暨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海外理事會開幕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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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與會共襄盛舉。

吳副總統、中國國民黨吳伯雄榮譽主

席、中國國民黨黃敏惠副主席、僑委會呂

元榮副委員長等多位貴賓均親臨道賀。

華僑節慶祝大會，是由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主辦，海內外華僑、歸僑個人、團體及

全國各界代表三百餘人與會，熱烈慶祝。

（僑訊1376期）

2 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共同主辦
   第13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 10/13-14 由本會與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第13屆河

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新北市福容大飯店舉行，共有兩岸四地及

海外相關學者專家200餘人與會，發表論文70餘篇，有16位專

家、學者分就河洛文化與河洛郎、河洛文化與海外華人文化等

做了演講，與會者也針對「河洛文化與台灣」研討主題進行分

組研討，熱烈發表意見。經過兩天的議程，於14日通過四項紀

要後圓滿結束。（僑訊1376期）

3 參加美洲暨全美中華會館、中華公所年會
   簡理事長強調中華民國是防台獨最重要有力的招牌

上海台辦歡迎簡漢生理事長（前坐左三）及青年朋友們，前右三是上海

台辦李雷鳴巡視員，左二是上海台辦陳佐際處長。

● 12/4 本會與中原大學合辦的「2015全球僑民

教育與華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在僑聯總會

會議室舉行。本會簡理事長指出，僑民教育是

一項非常成功的公共政策之一，根據統計，來

台灣接受僑民教育，再返回僑居地就業估計有

15萬人，在僑居地都是事業有成的社會中堅份

子；這批僑民組織世界留台校友會，在僑居地

扮演中華民國與僑居國溝通橋樑，對國家貢獻

甚多。「僑務工作是民族層次工作，要以民族

的角度來看待僑務工作。」中原大學教務長夏

誠華則指出，投入僑民教育截至目前已舉辦30

多場學術研討會，非常感謝中華僑聯總會簡理

事長、鄭秘書長大力支持推動僑教，以及僑委

會的指導贊助。（僑訊1378期）
簡漢生理事長說僑教是成功的公共政策。

6 與中原大學合辦「全球僑民教育與華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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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僑聯青年委員會成立
● 2/25 本會青年委會在第15屆第4次會員大會上正

式成立，首任會長蔡嘉松表示，感佩簡理事長在海

外與兩岸僑界的付出與貢獻，因此自願接下首任青

年委員會會長重擔，希望能為僑界注入青年活力。

簡理事長指出，青年是時代重大力量，未來除了兩

岸僑界交流、青年交流更是未來趨勢，因此對於青

年委員會的推動與發展，本會寄予極高期望。（僑

訊1368期）

● 8/25 中華僑聯青委會第一次大會，由蔡會長嘉

松主持並表示，感謝本會提供這平台，培育僑界或

對僑務工作有抱負的青年參與，並促進兩岸四地與

世界各地區僑界青年經貿、文化、科技等方面交

流合作。簡理事長列席指出，青年朋友加入具有63

年歷史的中華僑聯，與大陸交流互動，與全球僑界

接軌，不僅開創自己事業，也讓海峽兩岸和平發展

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是非常有意義的。大會也通過

任務編組及邀請上海海歸同學會來訪等多項活動計

畫。（僑訊1374期）

12 本會「海外華文著述獎」有意義  宏觀電視專題報導

簡理事長(右)接受宏觀電視專訪，宣傳華文著述獎。

9 海外僑團先後到訪

● 4/07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

會總會長趙達衡率領參訪團一

行13人來會訪問，由本會簡理

事長親自接待並指出，因應台

灣少子化衝擊，人力嚴重短

缺，僑委會與教育部等單位，

放寬僑生留台就業門檻，藉以

讓更多僑生來台就學、就業，

對政府對僑生是項雙贏政策，

他希望校友會能多幫政府在海

外宣導，嘉惠更多僑生。

（僑訊1370期）

● 4/10菲華僑聯之友社理事長

王慶華等一行三人到訪，由鄭

秘書長致毅接待。王慶華理事

長除簡介該社推動青年語文研

習的工作情形，對僑聯總會服

務僑界及宣揚中華文化的努力

尤其表示欽佩。（僑訊1370期）

● 9/16世界台灣同鄉聯誼總會

吳睦野總會長等一行25人來會

訪問，受到簡漢生理事長熱忱

接待。吳總會長對簡理事長領

導的僑聯總會，在凝聚海外愛

國華僑的努力成果表示由衷敬

佩，亦肯定本會是海外僑界

的燈塔，也承諾與僑界朋友與

對岸秉持互利原則共同進行文

化、經貿交流。（僑訊1375期）

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成員及五大歸僑

負責人與簡理事長合影。

菲華僑聯之友社理事長蔡慶華拜會

僑聯總會。

世界台灣同鄉聯誼總會參訪團員與簡理事長（前座

左四）合影。

簡理事長(前排中)接待世界華商經貿

聯合總會長林垂佐。

本會簡理事長(前排右四)接待世台會總會長趙

達衡(前排左四)與世台會名譽總會長葉秀娟(前

排右三)。

簡理事長（右四）、林軍主席（左四）與中華僑聯總會代表隊合影。

本會青年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理事長（圖中）鄭秘

書長(圖左六)、會長蔡嘉松(圖右八)，與委員會成

員留下歷史紀錄。

青年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大會，由蔡嘉松會長(前排中)主

持，本會簡理事長（前排左二）與鄭致毅秘書長(前排右

二)列席。

● 11/28「閩台祖地 中原固始」王首浩根親書畫展，在本會僑聯

藝廊揭幕。由本會鄭致毅秘書長與河南固始縣委常委谷興亞共同

主持。鄭秘書長表示，僑聯總會多年來推動傳揚河洛文化，兩度

邀請河南信陽豫劇團來台公演陳元光大將軍歷史劇，期使台灣民

眾了解自己祖先來自中原河南，兩岸血脈相連密不可分。谷常委

11 河南固始書畫展在僑聯藝廊舉行

參與書畫展的貴賓合影。

簡理事長(前排右五)接待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參訪團。

● 9/17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一行32人，由榮

譽團長景絢女士及執行長任暉率團來會訪問，

並與本會青年委員會交流，由簡理事長親自

接待。簡理事長致詞指出，青年朋友眼光要放

遠、視野要擴大，不要自限意識形態，失去兩

岸四地創業投資發展的大好機會，就像大陸習

總書記說「兩岸求取心靈契合，共同追求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僑訊1375期）

8 雲港台青年蒞臨
   簡理事長勗勉要擴大視野

● 9/24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代表團等一

行67人來會訪問，由秘書長鄭致毅接待。

鄭秘書長表示歡迎來自全世界6大洲的商

界菁英，並稱讚個個在各領域優異表現，

在僑界出錢出力及無私的奉獻，表示敬

佩，也期待大家將僑聯當成自己的家，常

來走動。（僑訊1375期）

10 本會首度組隊參加五地僑界
    乒乓聯誼賽
● 12/05～12/07理事長簡漢生率領本會理事顧問，組團參加香

港僑界社團聯會舉辦的第24屆五地乒乓球聯誼賽暨粵港澳台

乒乓球聯誼賽，以增進粵港澳台交流聯誼。參加比賽者有:林

狄、凌炳志、談菊菊、高素真、魏聖生、張輝樟等，並獲頒團

體獎杯及個人獎牌，以資鼓勵。賽後並由主辦單位安排香港大

嶼山等景點參觀。（僑訊1378期）

● 2/05 由本會主辦「海外華文著述

獎活動」，已行之有年，備受各界重

視與肯定。宏觀電視專題報導該項活

動，並特別採訪簡理事長。理事長表

示，為復興中華文化，促進海外文化

事業，獎勵優良華文著述，特舉辦此

項活動。包括學術論著、文藝創作、

新聞寫作等三項。期望藉宏觀電視報

導此項活動，向海外僑社、僑團播

送，鼓勵更多作者踴躍參加，擴大華

文著述獎在海外僑界影響力。也歡迎

各界推薦具有華僑身份者參加，6月底

截止收件。經評審後，10月核定公布得獎者，在重

要海外僑社活動中，公開頒發獎金、獎狀。

（僑訊1368期）

亦指出，僑聯總會從第一年

根親文化節就參加，接著開

漳聖王回老家、台灣開漳聖

王宮廟主委前往固始尋根等

活動，多年來發揚河洛文化

精神令人敬佩。固始書畫院

名譽院長王守浩對於這次

赴台展出35件作品，十分興

奮，「10年前曾在台灣中部

的彰化展出，10年之後台灣

政經發展突飛猛進，人民文

化水平更加躍進。」更對僑

聯總會在策展過程的全力投

入、展場設計的完美，十分

感謝。（僑訊1377期）

● 10/03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由總會長林垂佐率領一行16人

來會訪問，由簡理事長親自接

待。林團長表示，每次回國定

會來僑聯總會報到，這像是自

己的家，熱情又溫暖。

（僑訊1376期）

● 11/25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

會在總會長趙達衡帶領下，拜

會本會，由理事長簡漢生親自

接待並表示留台校友會在我國

外交艱困的局勢下，充分扮演

台灣與僑居地國家重要溝通橋

樑，令人感佩。（僑訊1377期）



B4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提供作品    
Tel：02--2531-8357    Fax：02-2531-9490
郵政劃撥帳號：19408887 
E-mail：hong1588@ms39.hinet.net

蕭鼎三 草書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郭廷棟 草書
唐．賈島〈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汪仲民 花鳥
〈無題〉

▼陳茂宏 草書

錄呂新吾嘉言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

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

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黃小瑜 《牡丹》
春來誰作韶華主；

總領群芳是牡丹。

 陳建彰 花鳥
《迎春》

許金葉 山水
豁谷千尋歲月侵，曲流碧水共清吟；

和平有道何須問？閒看白鴿出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