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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總會舉行僑生獎學金頒獎典禮 
200人獲獎  感念捐贈者愛心  承諾努力向上回饋社會 2 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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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僑光社／台北 由僑聯文教

基金會辦理之105年各種僑生

獎學金，1月7日上午舉行頒獎

典禮，200位品學兼優僑生獲

得殊榮。

典禮由僑聯總會理事長暨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鄭致毅主持；

僑委會僑生處僑生聯繫科陳右

金科長應邀觀禮並頒獎；彥棻

文教基金會鄭雪霏董事、祥如

公益信託代表鄧川渝女士、台

灣晉江商會張貽秋理事長暨夫

人林惠敏女士、僑聯總會梁傑

韶監事長、緬甸歸僑協會張標

材理事長、僑聯總會舒立彥常

務理事、僑聯總會葉清松監事

暨夫人葉細鳳女士、僑聯總會

羅吉元理事、僑聯文教基金會

顏秉璠董事及文化大學李南賢

教授等多位捐贈獎學金之先

生、女士都親臨現場頒獎。

鄭理事長恭喜得獎同學，也

感謝各捐助者的熱心協助。

他感佩僑生家長們盡力培

植子女的用心，也強調到保

存中華文化最純淨的台灣求

學，是最正確的選擇，而僑

生們在這裡應該深刻體會無

論政府單位或是民間團體給

予的關心和照顧，以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來說，每年提供

獎學金給200位品學兼優的僑

生，每人5000元的獎金雖然

不多，但是100萬元的總額，

卻全來自社會團體、個人的

愛心捐贈，代表了各界對年

輕朋友的關愛。鄭理事長因

此期勉得獎同學除了要感念

捐贈人的心意，也能在完成

學業事業有成時有所回饋，

協肋更多後起的學弟妹。

 (文轉A2版)

鄭致毅理事長致詞，期許同學們感

念捐贈人的心意。

僑委會陳右金科長感謝僑聯嘉惠

僑生。

鄧川渝女士希望同學更加努力。 李南賢教授期勉同學心懷感謝。

鄭致毅理事長（右四）與得獎學生合影。

鄭致毅理事長頒發獎學金。

▼①陳右金科長（右四）、②顏秉璠董事（右五）、③鄭雪霏董事（右四）、

④鄧川渝女士（右七）、⑤張貽秋伉儷（右五、六）、⑥林惠敏女士（右四）

與得獎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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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理事長(右)致贈僑訊紀念光碟給黃乾前秘書長。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上任之後，除拜

訪國內各歸僑團體、走訪海外僑

社之外，也拜望歷任理事長、秘

書長，聽取僑務建言。去年12月

28日下午，鄭理事長率同本會黃

▼⑦梁傑韶監事長（右三）、⑧張標材理事長（右四）⑨舒立彥常務理事

（右三）、⑩羅吉元理事（右四）、   葉清松、葉細鳳伉儷（右四、五）、 

李南賢教授（中）與得獎同學合影。

 (文接A1版)

僑委會僑生處僑生聯繫科陳右金科

長致詞，感謝僑聯總會每年與政府合

作，協助照顧僑生同學在台順利完成

學業，她並表示，今年4月8日有150

家廠商在台北火車站做就業博覽會，

歡迎同學前往了解做為是否留在台灣

工作的參考。

祥如公益信託代表鄧川渝女士希望

同學更加努力，成為做大事的人。

文化大學李南賢教授現身說法，表

示，他個人曾是到台灣求學的僑生，

受過各界諸多照顧，所以現在，他除

了每年捐贈僑聯僑生獎學金外，也成

立了潮汕同鄉會，提供獎學金名額，

預定今年4月15日頒獎。他強調，給

予的金額不算多，但就是表達一份回

饋的心，他因此期許得獎同學感念捐

款人，日後在僑居地要好好貢獻，他

日事業有成，也要懂得回饋。

鄭錦隆同學代表得獎同學致謝詞。

五東秘書長及一級主管，前往黃乾前秘書長

寓所慰問並向其請益，儘管黃前秘書長高齡

百歲，但思緒清楚、身體康健，他向鄭理事

長表示，他每個月都收到僑訊月刊，知道

鄭理事長上任之後做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創

舉，尤其是連繫僑社、凝聚僑心、傳承僑

青，這是重要且正確的方向，他十分肯定之

外，更期勉鄭理事長繼續犧牲奉獻，致力讓

僑力壯大國力。

黃前秘書長是1981年至1982年任職本會秘

書長，鄭理事長知悉黃前秘書長日前不慎在

家中摔傷，特地前往其住所拜望。黃前秘書

長雖然倚靠助行器活動，但身體健朗、口條

清晰。

鄭理事長向其表示，上任之後積極走訪海

外僑社，連繫服務僑胞，了解僑胞需求。為

了紀錄我國華僑歷史，將本會成立64年每一

期僑訊集結掃瞄成光碟，為華僑史留下珍貴

的紀錄，並在今年華僑節分贈給出席的陳建

仁副總統、馬英九前總統、國民黨洪秀柱主

席及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等。

黃前秘書長說，雖然他行走不便，但透過

每個月收到僑訊，了解海內外僑胞動態，他

表示，鄭理事長上任之後馬不停蹄做了很多

事，像是將海外理事會移師到菲律賓舉辦，

真正落實海外理事會的意涵，更看到來自世

界各地理事齊聚一堂，這就是對僑聯總會的

支持與向心力，十分難能可貴。

鄭理事長指出，僑聯總會能有今天，都

是歷任秘書長、理事長蓽路藍縷，一步一腳

印，他承接這份責任是任重道遠，一定要一

棒一棒傳承下去，不負前輩負託與僑聯使

命。他也期盼黃前秘書長早日康復，回到僑

聯「娘家」，給予後輩指導及鼓勵。

此行陪同鄭理事長拜望黃前秘書長的本會

處長級幹部有仇建民處長、吳燕玉處長、陳

麗霞處長、龔維軍處長等。

政大四年級鄭錦隆代表得獎

同學致感謝詞，表示他謹記母親

「受人恩惠，定要回報」的教

誨，所以他感謝僑聯總會及各捐

款人，也承諾一定更努力求學，

日後全力回饋。

獲獎同學也紛以謝函向捐贈者

致意。

105年僑生獎學金共有台灣大

學等1136人申請，經提請僑聯總

會僑聯文教基金會審查後，共有

200人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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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僑務老兵，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常

務理事丁文龍，

半生奉獻在僑務

工作，在德國服

務僑民、宣揚政

府政策，丁常務

理事可謂僑務人

員典範。去年12

月22日上午他拜

會本會，恭賀鄭理事長榮任理事長，

他期許鄭理事長做僑務要奉獻、犧

牲，禁得住批評，一定能將僑聯總會

帶向正確的康莊大道。

鄭理事長與丁常務理事都喜歡結交

朋友，「朋友在我一生中影響最大」

將朋友視為珍貴資產的丁常務理事，

受到朋友協助、栽培，因此將這份回

饋心，回報給僑居地需要幫助的僑

胞。鄭理事長說，做僑務工作就像是

四海結交志同道合朋友，大家齊心協

心共同謀取僑胞最大利益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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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交友  服務僑民

丁文龍 奉獻僑務樂在其中

僑光社／台北 僑壇前輩何宜武先

生的公子，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理

事何邦立與夫人汪忠甲，去年12月

16日前往北京拜訪中國華僑歷史博

物館，由黃紀凱館長接待，並親自導

覽解說。該館成立不到三年，位置近

雍和宮，地點適中方便，耗資三億人

民幣，頗具規模。何邦立先生在僑博

館參觀過程，仔細端詳陳列文物，彷

佛進入時光隧道，進入華僑百年記憶

裡。

17至18日兩天，在北京大學參加胡

適國際學術研討會，何邦立先生提出

一篇「胡適與林可勝」的報告，由於

胡適精通文、史、哲，林可勝專精的

是生理學、醫學、科學，一般人較不

太熟悉，所以邦立先生報告時大家都

很感興趣。17日是胡適125歲誕辰紀

念日，也是胡適任北大校長70周年紀

念。胡適一生倡導的是民主，沒想到

在北京還開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他。

何宜武先生，專長在華僑經濟，

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他有完

整的財經歷練，在出任僑委會處長及

副委員長期間，掌管華僑經濟輔導事

務，發揮所長，最大貢獻有三項，一

是鼓勵華僑回國投資，促進國內經濟

發展，二是倡導並主持華商經貿會

議，三是創立世界華僑聯合商業銀

行，樹立民營銀行正派經營的典範。

何宜武先生於1936年畢業於北平朝

陽大學法學院。抗日戰爭期間，曾任

國家總動員會議物價科科長、重慶市

財政局主任秘書。抗戰結束後，1947

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翌年在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戴愧生邀請下出任

該委員會委員併兼僑民經濟輔導處處

長。1960年赴美國，任華盛頓州立大

學經濟系研究員。翌年回國，升任僑

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3年，出任國

民黨國民大會代表黨部書記長。1975

年在其參與籌劃下，世華聯合商業銀

父親專精華僑經濟 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 
兒子鑽研空軍戰史  著書重建「筧橋精神」

何宜武、何邦立父子不計得失 以天下為公

黃館長(中)接待何邦立(左)及汪忠甲(右)伉儷。

行正式成立並任副董事長。1979年任

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翌年，出

任國民大會秘書長，後又當選中央常

務委員。1990年當選國民大會第八次

會議主席團主席。同年被任命為總統

府資政。

紀念抗戰七十周年，2015年10月，

何邦立先生特出版「筧橋精神：空軍

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1937年抗

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空軍僅有飛機

314架，與日本陸軍與海軍航空隊共

有2700架的兵力相比，完全無法匹

敵。此外，我空軍在飛機性能、數量

與人員訓練、後勤補給方面，皆不如

人。加上中國沒有航空工業，飛機無

法自行製造生產，耗損無法補充，中

日之間的空戰，是一場完全不對等的

搏殺！但我方弱勢空軍，在筧橋空戰

及南京空戰中，共擊落日本九六重轟

炸機二十架。空戰中，中國飛行員常

奮不顧身，纏鬥時不惜撞向敵機，同

歸於盡。空軍先烈憑其高昂的士氣，

「我死國生」的精神，堅苦卓決奮

戰，慘烈犧牲，樹立了空軍的「筧橋

精神」。

  這一段歷史，永遠不該被遺忘。

「筧橋精神：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

史」一書報導的是抗戰第一年，中國

空軍浴血奮戰，慘烈犧牲的史實，其

中，上篇──抗日空戰史的考證，何

邦立先生以四十年航空失事調查與預

防的專長，對筧橋空戰、二一八武漢

空戰、馬丁機的噩運與人道轟炸三個

主軸，客觀考證，還原歷史的真相。

中篇──抗日空戰紀實與感言，為筧

橋前輩張光明將軍所著之空戰紀實。

張將軍當年是「空軍戰神」高志航的

僚機，參與空戰百餘次，擊落日機五

架，七次受傷，兩次跳傘，是空戰王

牌飛行員。下篇──追念抗日空軍英

烈千秋，有張光明將軍連續四年，每

逢八一四空軍節，追念戰友的紀念

文；有烈士遺孤在艱辛的抗戰歲月，

與空軍子弟小學共同成長的記錄。

一篇篇文章，重建起抗日戰爭被遺

忘的歷史痕跡。

僑光社／台北 緬甸臘戌果

邦學校台灣校友會第二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及理監事選舉，1

月1日在台北舉行，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理事長鄭致毅先生以

貴賓身份出席。鄭理事長指

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65年

來連繫服務僑胞始終不變，但

現在多了一項任務就是傳承僑

青，面對僑界老僑凋零，青黃

不接，是僑青挺身而出準備接

棒的時候；僑聯總會今後加

強僑界青年交流，擴大僑青參

與僑務工作，加深認同及參與

感，才能讓僑務工作綿遠流

長。

果邦學校台灣校友會在現

任理事長楊惠珍帶領下，成

績斐然，在1月1日的會員大

會上，出席的不乏社會主流菁

英，有醫師、會計師及律師，

尤其難能可貴是與一般僑界不

同，會員多為年青俊彥。楊理

事長指出，僑務工作需要大家

共同參與，尤其是年青人，有

朝氣活力、點子多創意十足，

讓服務僑胞工作充滿動力。

 鄭理事長指出，去年6月率

領僑聯總會代表團參加在廈門

舉辦的兩岸論壇，楊惠珍理事

長及王根深董事長都在代表團

內，從出席大會議程到參訪活

動，楊理事長及王董事長熱心

積極投入，「僑務工作就是需

要這種有服務熱忱者。」

 他表示，目前在僑界、僑

社及僑團，都是倚靠老僑撐起

半邊天，因此極需僑青的新血

輪加入，藉以活絡僑界，讓這

項工作能像接力賽一棒一棒傳

下去，不要產生斷層，「如何

讓僑界的活動，吸引年青人加

入，同時能創造年青人價值，

這值得官方與民間團體共同深

思。」

 出席活動者尚有緬甸歸僑

協會理事長張標材，他指出，

鄭理事長上任之後積極拜會各

大歸僑協會，同時出訪海外僑

社，連繫服務僑胞，凝聚僑心

與僑力，所有歸僑團體與僑團

都是僑聯總會支持後盾。

鄭
致
毅
：
擴
大
僑
青
參
與
僑
務   

刻
不
容
緩

受
邀
參
加
緬
甸
果
邦
台
灣
校
友
會

楊惠珍理事長(中)與本會鄭理事長(右)，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張標材

合影。  

鄭理事長(左二 )致贈本會紀念帽給丁文龍先生(中)，右一

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左一是本會吳燕玉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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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主辦之106年「海外華

文著述獎」，已開始受理申

請，預定6月底截止，歡迎海

外僑學界人士踴躍參加。

「海外華文著述獎」獎項

及名額包括：一、學術論著獎

一至三名，限人文及社會科學

類之論著。二、文藝創作獎三

名，包括小說、散文、詩歌、

小品文、劇本等均可。三、新

聞寫作獎二名，包括新聞評

論、新聞報導、社論、專欄

等，但以有系列作品為原則。 

海外華文著述獎受理申請 歡迎參加 
　參加資格：一、學術論著

獎：最近兩年內在海內外已出

版或發表之論著。二、文藝創

作獎：最近二年內在海內外已

出版或發表之作品。三、新聞

寫作獎：最近一年內在海內外

華文報章、雜誌等發表之作

不限於海外。第三項作品，以

選送五篇為限，餘均為參考作

品；未署名者，須經報社及出

版單位證明確是申請人作品。

學術論著獎第一名獎金新台

幣參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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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小說、散

文、詩歌類，各取一名每名獎

金新台幣壹萬元，新聞寫作

獎：評論、報導類各取一名，

每名獎金新台幣壹萬元；各類

另取佳作若干名，發給獎狀，

並酌予其他獎勵。僑聯總會保

留對任一獎項從缺之權力。

參加者須由海外僑團、僑

校、僑報、使領館、駐外機構

及僑聯總會名譽理事、理事、

顧問等推薦具有華僑身份者參

加，參加者本人亦可申請，但

須有華僑身份證明。僑聯文教

基金會將分別聘請專家評審

後，由僑聯文教基金會核定，

於106年10月間公佈，並擇期

贈獎。

有關「華文著述獎」詳細

申請辦法及表格可至僑聯總會

網站(www.focat.org.tw)下載。

申請表及作品請寄：中華民國

（10045）台北市重慶南路一

段121號7樓之16號僑聯總會     

僑聯電話： (886-2) 2375-9675 

；傳真 : (886-2) 2375-2464

僑光社／北京 中華僑聯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1月10日上

午拜會中國僑聯，由副主席喬

衛親自接待，雙方針對未來僑

界交流、民間社團合作、僑青

參與經濟投資建設，廣泛且深

入交換意見並達成具體共識。

鄭理事長表示，過去僑聯總會

與大陸各省市僑聯互訪交流，

加深彼此認識，化解隔閡誤

會，期盼這條好不容易開闢出

的友誼道路能繼續走下去。

鄭理事長指出，每年6月在

福建廈門舉辦的兩岸僑聯論

壇，僑聯總會都利用這難得機

會，與來自各省市的僑聯代表

舉行座談，並提出前來台灣訪

問的邀請，省市僑聯也應本會

之邀，來台灣進行訪問交流，

深入了解台灣風土民情。同

時，本會也應省市僑聯之邀，

前往大陸訪問，藉由常來常

往，建立雙方互信與合作。

喬衛副主席十分贊同鄭理

事長看法，並支持兩岸僑界持

續互訪交流，才是兩岸人民之

福。

僑光社／北京 中華全國

台 灣 同 胞 聯 誼 會 （ 全 國 台

聯），1月9日上午在北京召

開為期二天的「第四屆台胞

品。

第一、二兩項著述，一人

以一作品為限，其餘作品可作

為參考之用，作者如具華僑身

份，在國內印刷出版，亦可申

請，有關華僑問題之著作，其

作者不限於華僑，出版地點亦

本會理事長鄭致毅(右)與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合影。

僑光社／台北 由All For You 

（AFU）慈善音樂團體主辦，

華 僑 救 國 聯 合 總 會 協 辦 的

「Pray for Taiwan 」，「為台

灣祈福」慈善音樂會，1月8日

下午二時至五時，在228公園

盛大舉行，現場湧進5、6百

位民眾觀賞，包括前外交部歐

鴻鍊、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前

駐巴拉圭大使顏秉藩、本會秘

書長黃五東代表公出的理事長

鄭致毅、理事及顧問及多位歸

希望台灣人民未來不是夢 勇敢向前行

AFU慈善音樂團體義演 為2017台灣祈福

印尼地區

顧問鄧滿華台幣500元。

韓國地區

顧問王清德台幣2000元。

厄瓜多爾地區

理事蘇永禮台幣3000元。

德國地區

常務理事丁文龍台幣6000元。

彥賢義捐

鄭致毅 共識支持兩岸僑界續訪交流喬   衛 
社團論壇」。

「第四屆台胞社團論壇」由中

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主辦，中華

中山文化交流協會、兩岸台胞民間

交流促進會、台灣同學會協辦。由

全國台聯副會長紀斌擔任會場主持

人，與會嘉賓有台灣、港澳及海外

台胞社團領袖出席，共計400多人

與會，場面浩大。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亦應邀出席，並出

席文化教育分組論壇。

鄭理事長認為兩岸如此的民間交

流十分有意義。

自2010年舉辦首屆台胞論壇以

來，一直努力將發揮社團作用和推

動兩岸和平發展緊密結合，將服務

台胞鄉親與共享兩岸交流合作成果

緊密結合，將增進台胞福祉和建設

兩岸同胞共同家園緊密結合，而

台胞社團領袖也以實際行動反映

臺胞心聲，維護台胞權益，深化

兩岸交流，促進兩岸合作，六年

來台胞社團為推進兩岸民間交流

的重要力量，台胞社團論壇無愧

為兩岸民間交流的重要平臺。

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遇到嚴峻挑

戰，台胞社團都體認，此時此刻

台胞社團承擔的歷史使命，更為

重大。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林政則

在致辭中代表國民黨對論壇的舉

辦表示祝賀。

| 拜會中國僑聯 | 

僑協會理事長熱烈響應出席，

透過演奏音樂與歌舞表演，為

2017台灣祈福，希望台灣人民

未來不是夢，勇敢向前行。

活動主辦人吳之寧女士致

詞表示，自己曾在鬼門關徘

徊2次，如今能活了下來站在

這裡，每天都當成生命最後一

天過，也更加珍惜身邊的人事

物。他說，雖然表演團體是雜

牌軍，臨時組成，但個個學有

專長，不論是中西樂器演奏、

舞蹈表演，都是老師級身份，

演出者都希望都透過表演，傳

達對台灣人民及土地的愛，更

期盼今年台灣平安順利幸福。

來自民間的10多個音樂藝術

表演團體，本著對台灣這塊土

地的熱愛都是無償演出，演出

內容十分精彩，掌聲不間斷，

更吸引路過市民及外國遊客佇

立欣賞。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

張標材也熱情贊助提供民俗舞

蹈表演。

All For You （AFU）慈善音樂

團體是由一群來自各領域的音

樂愛好者，本著對音樂的熱忱

與對弱勢族群的關注之心，長

期致力於人文關懷的慈善表演

活動。

活動結束前，主辦單位比

照西班牙習俗，發給在場每一

位觀眾5顆葡萄為新年許願祈

福，吃下之後象徵今年國泰民

安、風調雨順。

鄭理事長(左)拜會喬衛副主席，雙方相談甚歡。

音樂藝術表演團體透過演出為台灣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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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銀牌獎

張家誠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我的故鄉  

101是世界著名的高樓大廈，許

多觀光客拿著相機到此拍照留念，

它曾經是世界第一大樓呢！走進

101，百貨公司裡，世界著名的品

牌在此都可買到，搭上觀光電梯，

就好像火箭發射升空，這可是號稱

史上最快速的電梯呢！登上頂樓鳥

瞰，全台北市盡收眼底，美不勝

收，這就是我的家鄉。

假日早晨我們會陪爺爺去爬陽

明山，沿途爺爺告訴我們陽明山

國家公園的特殊火山地質，偶爾

還可以在登山路上發現一些「反

經石」，這個岩石可是具有磁性

的特殊礦務呢！我登上山頂，特

別喜歡從山上往下瞭望，欣賞這

城市高高低低的大樓。抬頭仰望

蔚藍的天空，看見飛機從頭上飛

過，一排雲朵變成各式各樣的形

狀，一陣風吹過，那些形狀又變

成其它圖案，再慢慢散開，無窮

無盡，好像萬花筒裡圖案的千變

萬化，真是有趣！

晚上我最愛逛家鄉的夜市，有

我喜愛的滷肉飯和珍珠奶茶。熱

騰騰的白飯淋上滷汁加顆滷蛋，

已經燉到軟的肉，入口Q彈，的確

令人難以抗拒！還有爺爺最愛的

蚵仔煎，新鮮的蚵仔碰上熱鍋，

立刻在鍋上跳起舞來，再穿上有

彈性的麵衣，淋上美味的醬汁，

它們是在等著我們的味蕾，或是

期待自己被品嚐的感覺？還是害

怕我們飢腸轆轆胃呢？夜市裡也

有五花八門的遊戲，得分高的獲

得比較好的獎品，得分低的就得

娛樂獎，或許每次得到的獎品不

是我喜歡的，但我喜歡和家人一

起玩遊戲的感覺。

我家鄉在台北市，從我懂事

起，對這個城市的印象不深，卻

是在異鄉的我，心裡永遠的懷

念。雖然一年只回家鄉兩次，但

這個城市卻讓我思念，因為那裡

有全家人的歡笑，有我們共同的

足跡。

小學組銀牌獎

溫智恆 馬來西亞美里珠巴中華公學

我的故鄉
  
我曾聽老翁說：「故鄉是每個人心靈的

寄託，每個人魂牽夢縈的地方，無論在遙

遠的天涯、臨近的海角，那裡都有想念你

的人，那兒就是你的棲身之所。」

我相信故鄉在許多人的腦海裡早已因時

間的流逝，變的模糊，但在我的記憶裡，

故鄉的一切依舊是那麼的清晰。每當回想

起來，惆悵、苦悶和絲絲溫暖頓時湧上心

扉，眼淚也悄悄掉了下來。

落葉滿地，又是橡膠樹落葉的時候，故鄉

的小路可又舖滿厚厚灰褐色的葉子了。

離鄉兩年了，這期間，我走過都市的繁

華街道，走過鄉村的田坎泥路，也走過山

坡的陡峭山路……但最我令我懷念的還是

故鄉的小路，也許這就是我對故鄉思念的

緣故吧！

每當落葉季節來臨，踩在積滿了一層

層落葉的小路上，總發出「窸窸」的摩擦

聲，溫馨而浪漫。再看看斑斑駁駁的陽光

透過枝葉，洋洋溢溢地灑在我頭上，依稀

記得當時的我簡直是陶醉在其中。

我喜歡我的故鄉，它遠離城市的喧囂，

兩旁高高大的橡膠樹，為它遮陰納涼，更

突顯出它的幽靜清新。這裡有我和家人走

過的足跡，有我和小夥伴們的歡呼雀躍，

也有我和兄弟姐妹們的歡樂歌聲。

我的故鄉不大，一踏入鄉間小路，映

入眼簾的是連綿的浮橋。站在橋上，似乎

有坐船的感覺。走在上面，蕩呀蕩的，真

好玩。這兒每隔不遠都建有涼亭，亭上設

有長椅，亭子的兩側都懸著鮮艷奪目的油

畫，畫的是湖上泛舟、黃昏美景、飛鳥翱

翔，椰林風光等風景，圖畫得體生動。

再沿著小徑走，就來到了蓮花池。猶記

中華民國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的每當我經過這兒時，總忍不住

停下腳步，倚在欄杆上，俯看正

盛開的紅蓮，晶瑩的露珠在諾大

的蓮葉上滾來滾去，好像美麗的

珍珠，美得令我心醉。許多人凝

視著眼前璀璨的風景，不禁感到

心曠神怡。大家都痴立了好一會

兒，才緩緩挪動腳步離開這像夢

境般的蓮池。

我的故鄉是個世外桃源，無一景

不美。每當大家陶醉在旖旎風光中

時，總有幾隻猴「光臨」。只見它

們從這棵樹蕩到那棵樹，蕩得好不

起勁，另一頭，有幾隻猴子也不甘

寂寞，在路燈的電線上踱來踱去，

好像馬戲團裡的人在走鋼線。瞧，

猴子們一隻緊跟一隻，怪有趣的。

這就是我所懷念的故鄉。我

不曾對它放懷談論，只是默默思

念。昔日的溫馨，有如斷線的風

箏般，越飄越遠，然而在我心

中，卻成了永恆。

故鄉，是伴隨著人生的溫馨，

纏繞著我們的安慰，即使印象模

糊了，故鄉依舊是我心目中最暖

的家。

‧書法小學組銅牌

劉芊妤
中國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書法中學組銅牌

黃學政
馬來西亞永平國中書藝協會

‧繪畫6-9歲組銅牌

田藍李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
‧繪畫10-13歲組銅牌

施宜萍 菲律賓中正學院小學部　

‧繪畫14-17歲組銅牌

陳慧婷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
劉芊妤	 	 																																												黃學政　

田藍李	 	 																																																																				施宜萍																					 	 	 	 	 			陳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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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社				簡				訊

巴西聖保羅全僑元旦升旗

聖保羅／ 一元復始，萬象

更新，2017年的第一天，巴西

聖保羅華僑各界慶祝中華民國

106年元旦升旗團拜，在聖保

羅文化中心二樓大禮堂盛大舉

行。有一百多位僑胞鄉親，還

有僑團負責人都帶領會員前來

共襄盛舉，首先在地面一樓舉

行升旗典禮，接著於中心二樓

舉行團拜，現場喜氣洋洋，熱

鬧非凡。

這一場元旦升旗團拜由聖

保羅中華會館主辦，當天一

大早，僑胞呼朋引友前來參

加這一場2017年第一天有意

義的活動，大家見面互道新年

快樂。參加的貴賓有台北經文

處王啟文處長、文化中心李宏

文主任、會館榮譽理事長董乃

虞、世界客家總會張永西總會

長等人。升旗典禮於地面一樓

舉行，首先升巴西國旗，接著

四位女青年持中華民國國旗入

場，在奏國旗歌聲中，國旗冉

冉上升，全体僑胞望著自己國

旗上升在異國上，心中非常感

動。

隨後大家移步至中心二樓

舉行元旦團拜，團拜在司儀林

奕君理事邀請主席涂竣晴理事

長就位，全体肅立後，在小提

琴手張友儒演奏國歌中開始合

唱中華民國國歌，即向國父遺

像、國旗行三鞠躬禮後，兩

邊僑胞互道新年快樂，平安順

心，大家一起喊出巴西早安，

台灣早安，大家早安，現場一

片歡樂，場面洋溢著濃濃新年

味。

聖儒華文學校張友儒同學為

大家帶來小提琴演奏一首茉莉

花，琴聲優揚美妙，大家聽得

如沐春風，祈願所有僑胞們都

能有芬芳美麗的一年。（文稿

由廖世秉提供）

聖保羅僑界大老董乃虞90大壽餐宴

聖保羅／ 聖保羅中華會館

榮譽理事長，也是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顧問的董乃虞先生90大

壽及其夫人鄭雲玉女士85大

壽，暨60周年鑽石婚和移民巴

西40周年，四大喜事慶祝感恩

餐會，在西湖酒家盛大舉行。

席開20桌，有兩百多位僑賢先

進，僑社負責人，貴賓盛裝參

加，餐會中有三位孫女和三位

兒子媳婦的獻唱祝福，場面相

當溫馨。

出席貴賓有駐聖保羅經濟文

化辦事處王啟文處長、盧逸璇

秘書伉儷、黃文聰秘書伉儷、

劉念芳秘書、文化中心主任李

宏文伉儷、臺巴貿易中心主任

顏貽彬伉儷、僑務委員林志孟

伉儷、斯碧瑤伉儷、僑務諮

詢委員劉學琳伉儷、洪慈和伉

儷、李宗德與張宏昌皆與會共

襄盛舉。

司儀斯碧瑤報告董先生生平

時，強調董先生是巴西第一位

僑務委員，現在的文化中心，

就是因為董先生與張勝凱先生

連續三年的提案，才設立的。

聖保羅中華會館第一副理事

長廖世秉、會館中文學校陳翠

璧校長、劉崇榮秘書長、謝瑞

理事代表會館，贈送羅秋昭教

授所畫四君子捲軸予董伯伯董

媽媽做紀念。（廖世秉提供）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就職典禮

墨爾本／ 世界華文作家交

流協會第三屆秘書處，最近在

「墨爾本社團聯合服務中心」

舉辦就職典禮。

劉國強僑務委員致詞，從

1968年心水小說榮獲倫敦電台

首獎說起，細數與他同是越南

背景知名作家黃玉液、經已出

版的十部著作及獲得14個文學

獎的成就。

黃慶輝會長致詞，贊揚黃玉

液創辦世界性作協，團結各國

有影響力作家宏揚中華文化。

介紹劉彪總教練，他意外驚

訝的上台，四十餘年前創辦中

華青年會，該會每年農曆春節

在華埠中心舞龍舞獅吸引數萬

華洋觀眾的表演、領導青年男

女學員強身健體的貢獻，劉先

生造福華社有目共睹，因而獲

頒「終身成就獎」。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秘書

處供稿）

美東南北一女校友會 研習縫紉技巧 

亞特蘭大／ 美東南區北一

女校友會最近在亞特蘭大僑

教中心辦理縫紉基本使用研習

班，由會長牛中怡主持，邀請

服裝設計縫紉老師鄭秀遠主

講，計有20人參加。研習內容

包括縫紉機基本使用、修改褲

長及將T恤修改為洋裝。（轉載

自宏觀電子報）

董府全家一起切

大蛋糕，中間為

董乃虞夫婦，穿

青色洋裝為董太

太 。 （廖世秉提

供） 

▲

世華作家交流協會團體合影，前排左四為95高齡的黃慶輝名譽顧

問、正中為雷謙光盟長。（老黃提供）

作品得獎好開心
中國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高詩涵、陳韻卉、侯宣宣三位

同學分獲僑聯文教基金會105年海外華校學生繪畫比賽優

勝，由該校師長代表頒獎。（圖片由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提供）

台北／ 2017年巴西華裔青

年回國觀摩團，在團長黃惠文

的领領下，團員一行55人於

2017年1月1日晚上搭南非航空

班機回台灣，做為期21天的觀

摩學習，許多親戚朋友家長，

文化中心李宏文主任、聖保

羅中華會館涂竣晴理事長、伍

炳輝、董健青兩位副理事長、

劉崇榮秘書長等人都到機場送

行，並叮嚀團員們在台灣期間

要注意安全，要好好把握機會

觀摩學習，把學習成果帶回

來，分享給朋友們。

由僑委會主辦，巴西聖保羅

中華會館承辦的巴西華裔青年

回台觀摩團，經過兩個月緊鑼

密鼓的報名篩選，順利組團成

行，由元月5日開始做為期21

天的觀摩學習。這次送行的還

有中華會館周謹民常務理事，

國際青年會長易慧中及家長計

有150人，場面浩大，非常感

人。

當天團員於晚上9點集合在

機場排隊辦理登機手續，團長

黃惠文忙上忙下協助團員，很

快地每個團員辦理完畢，集

合於機場一角，聽取文化中心

李宏文主任勉勵的話，他表示

巴西華裔青年可以回台灣是一

件很開心的事，能夠更了解台

灣，親身體驗中華民國政經的

各項進步實況，也可以體驗在

地的文化，以及品嚐美食，了

解台灣的民俗風情，這是一個

體驗中華文化 了解在地民俗風情 品嚐美食

55位巴西華裔青年  回台知性觀摩21天
非常珍貴的學習機會，大家好

好把握這寶貴的機會。他祝大

家旅途愉快。

聖保羅中華會館涂竣晴理事

長叮嚀學員們說，學員出門最

重要的是旅途的安全，保管好

隨身攜帶的重要文件，金錢。

在飛機上要有禮貌，講話不要

太大聲，維護華僑青年觀摩團

形象，並且要聽團長的話，在

台灣團員之間要互助合作，好

好把握回台三週學習，觀摩中

華文化，民俗風情的機會。多

看多聽多學習，相信是一趟愉

快有意義的旅行。

萬達旅行社負責人，也是會

館秘書長劉崇榮簡單說明登機

注意事項。 

這次男團員、女團員著黑

外套，醒目，漂亮。隨後大

家和來賓們合影留念，團長

黃惠文叮嚀大家要注意團隊

的紀律，要聽各隊長的話。

然後帶着爸爸媽媽親戚朋友

的祝福登機回台做為期一個

月的觀摩學習。這次隨行的

有副團長陳慧芬。

團員與送行的親朋好友家

長，再依依不捨相互擁抱，互

相祝福，互道珍重再見，送行

的場面總是令人緬懷難忘。

（文稿由廖世秉提供）

觀摩團員與李宏文主任（中間穿白衣服者），李主任旁穿西裝為涂竣晴理事長。（廖世秉提供）

四位女青年持國旗

入場。
（廖世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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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中華民國駐英代表

林永樂最近與英國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簽署「台灣研究計畫」

合作瞭解備忘錄，深化台灣研

究在歐洲之基礎。

林永樂與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SOAS）校長亞茉思女爵

（Baroness Amos）於駐英代表

處共同簽署「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台灣研究計畫合作瞭解備忘

錄（2015～2018）」，倫敦大

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計畫主任

羅達菲（Dafydd Fell）及在亞非

學院修習「台灣研究計畫」學

生等約50人觀禮。

林永樂表示，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台灣研究計畫」自

1999年推動迄今，執行成效

良好，堪稱全歐從事台灣研究

之權威，並感謝學院致力推廣

台灣研究，尤其此計畫首任主

任艾許（Professor Robert Ash）

及羅達菲對這項計畫之努力與

貢獻，包括開授有關台灣的課

程、出版多冊與台灣政、經、

文化相關書籍、辦理研討會及

成立「台灣研究碩士學程」

等。

亞茉思感謝中華民國政府

對亞非學院之支持及肯定，並

表示台灣研究計畫自推動成立

迄今，倘無台灣之持續支持，

恐無法獲致今日之規模與學術

聲望，亞非學院將續支持推動

「台灣研究」以擴大及深化雙

方之合作領域。

深化台灣研究在歐洲之基礎並提升台灣在全球學界能見度

我與倫敦大學簽台灣研究計畫備忘
林永樂強調，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台灣研究計畫」不僅於

英國學界積極推動台灣研究，

也經由與歐陸、美國及亞太學

者之聯繫，協助「台灣研究」

於全球發展，提升台灣在全球

學界之能見度，因此備忘錄的

簽署是雙方合作之新里程碑，

深信計畫將持續成長，雙方互

惠互利之合作將擴大雙方合作

之利基。

梁昌求主任（前

坐 左 二 ） 、 劉

沃副主任（前坐

右二）及常務理

事、部分名譽理

事及理事合影。

華府華文網路師資協會漢字文化節 

數位導覽競賽 

華府／ 華府華文網路師資

協會及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五

區，最近在華府僑教中心聯合

舉辦2016年漢字文化節系列活

動數位導覽競賽，計有華府、

維華及華府台灣學校等中文學

校師生及家長、華府僑教中心

主任陳世池等近50人出席。

參賽隊伍以生動活潑的導覽

方式，帶領來賓體驗正體字結

構與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之美。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學生專注揮毫 傳承正體字

大華府地區書法賽

華府／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

校聯誼會最近在華府僑教中心

舉辦「大華府地區漢字文化節

系列活動之書法比賽」，計有

黎明、華府、中華聖經教會、

維華、蓋城、慈濟、洛城、光

華、北維實驗及華府台語學校

等10所中文學校、42位學生參

賽，各校校長、老師、家長近

百人出席，僑教中心主任陳世

池也應邀參加。

聯誼會總幹事楊賢俊表示，

該會舉辦書法比賽已邁入第25

年，看到學生們勤練書法、熱

烈參與，深感此文化扎根活

動，值得持續推展與傳承。聯

誼會每年舉辦中文學校校際書

法比賽，有助當地華裔子弟深

入瞭解正體字結構之美，以及

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具文化

薪傳重要意義。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亞特蘭大台灣婦女會教防身

照顧僑胞安全  

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台灣

婦女會最近在亞特蘭大僑教

中心舉辦「婦女安全防身術講

座」，由會長蘇秀芬主持，計

有30人參加。

主辦單位邀請多樂維爾市

（Doraville）警察局警官培瑞斯

（Chris Poythress）教導婦女安

全防身術技巧，並現場示範、

一對一練習指導等，對婦女保

護自身安全、提升女性意識甚

具助益。（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東方市中山僑校聯合畢業典禮

離情依依

東方市／ 巴拉圭東方市中

山僑校最近在東方市社區學院

禮堂盛大舉行高中部、初中部

及小學部聯合畢業典禮，與會

貴賓、學生家長及全校師生約

600人出席，濃濃祝福與依依

離情交織。

中山僑校校長司徒梓明邀請

駐東方市總領事溫曜禎、駐巴

拉圭大使館僑務參事吳豐興、

僑務委員陳傳庚、僑務榮譽職

人員及僑團負責人，分別上台

為各級部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

及獎狀。（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美佛州珊瑚閣市遊行

台三太子成焦點

佛羅里達州／ 佛羅里達州

珊瑚閣市（Coral Gables）最

近舉辦橘子盃（Junior Orange 

Bowl）遊行，國際佛光會與台

灣廠商聯誼會參與主辦，駐邁

阿密辦事處處長王贊禹率領僑

領共同參加。

僑務委員會捐贈的三太子

跳著台灣流行歌曲，率領遊行

隊伍前行，後有舞龍舞獅隊壓

陣，辦事處同仁也手持駐處紅

布條在旁歡呼。

華人聯合會會長鄧詠嫻、大

眾報社長吳國練率金龍舞獅團

表演舞蹈，國際佛光會邁阿密

分會、珊瑚泉中華文化協會理

事張惠敏等百人身著國旗裝，

高喊Go Go Taiwan。珊瑚閣市市

中心遊行所到之處，均獲兩旁

觀眾歡呼。（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亞特蘭大台灣婦女會舉辦「婦女安全防身術講

座」。（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東方市中山僑校聯合畢業典禮 離情依依。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華府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數位導覽競賽，獲獎同學與指導老師及評

審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佛羅里達州／ 美國易經教育學會會長

暨僑聯美西南地區理事楊泰鵬，應僑聯佛

州主任林遵瀛邀請，主持由中佛州多個社

團最近在奧蘭多第一銀行活動中心主辦的

「2016歲末易經講座」。

擁有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頭銜的楊

泰鵬說，易經可幫人了解自然界變化的力

量，還可領悟做人道理；並教大家以手指

掐算八卦。

楊泰鵬說中國人以太陽和月亮制曆，比

希臘人僅依太陽及星座，還要高明深刻。

他分析太陽、月亮與地球的關係，24節

氣依據地球繞行太陽的位置而定，地球

受月亮的牽引，而人的身體百分之70為

水，也受潮汐影響。

他表示，個人出生的天干地支等八字，

與個性相關，春天生者，其時草木生發，

陽氣成長，生命力強，一般多較樂觀積

極；夏天生人陽氣旺盛，充

滿信心；秋天生者，個性較內

斂，冬天生者則長於思考；可

利用易經的知識，將之用在

企業生意，如召聘員工，可做

較好的判斷，依特性作職務

規畫，更有績效。他亦以諺語

「冬至吃補，春天打老虎」分

享，提醒在冬季保養身體，較

可收功效。

香港／ 本會香港辦事處自重

組後，為凝聚各友我僑彥，加

強聯繫，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及

僑聯總會會務發展，達成僑聯

總會之宗旨。

香港辦事處經於中華民國

106(2017)年1月5日中午在九龍

倫敦大酒樓五樓禮堂舉辦「中

華僑聯總會香港辦事處聯歡聚

會」。出席僑彥及各大社團首

長，參加人數達70餘人，除大

會儀式，更有頒發聘任證書，

場面熱鬧。

聚會中，香港辦事處主任梁

本會香港辦事處新年聯歡聚會

▲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舉辦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之書法比賽。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前排坐者左起：台灣僑聯佛州主任林遵瀛、楊泰鵬

及前羅林斯學院教授王增榮。（楊泰鵬提供）

昌求、副主任劉沃及常務理事

劉南琴分別致歡迎詞。梁昌求

主任在致詞時指出，僑聯總會

自民國41年成立至今已65年，

一直以聯繫各地僑團及僑彥，

服務僑胞，支持中華民國政

府，發揚中華文化及服務僑生

等等，成績有目共睹。更感謝

各位僑彥蒞臨參與及支持僑聯

總會會務，希望日後加強與辦

事處聯絡，積極參與總會及辦

事處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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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建中 篆書／〈明．徐達故藩署聯〉

上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問樓外青山，山外白

雲，何處是唐宮漢闕；下聯；小苑春回，鶯喚起一庭佳

麗，看池邊綠樹，樹邊紅葉，此中有舜日堯天。

柏蔚鵬 草／〈曾文公嘉言〉

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

以可大可久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

陳建彰 山水

撐天巨幹老彌堅，傲雪欺霜千萬年；

儘管連朝風雨惡，依然蒼翠滿山巔。鄒馥華 花卉／《枯竹‧碧葉落盡待春暉》

僑光社／台北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理事

長陳克謙，於11月11日由韓國外交部外圍

組織「亞洲文化經濟振興院」頒贈「文化

大獎」殊榮，蒞會嘉賓雲集，計有我國駐

韓代表處顧問夏廣輝等800多位台灣、韓

國、日本等文化界人士共同出席。

陳理事長由亞洲文化經濟振興院院長姜

星財手中接獲「文化大獎」後，又以「冠

首」(首政文物頌)書作贈之，觀禮嘉賓掌

聲不斷，陳理事長實至名歸。

此一活動，是由亞洲文化經濟振興院，

為促進亞洲二十多國的文化、經濟交流而

舉辦的大型活動，是韓國進行文化交流的

懿範平台。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是藝苑宗師書壇泰

斗衡山彭鴻先生，於民國69年邀書法同

道率門人弟子等，創設「大漢書法會」。

後於民國80年改制為「中華大漢書藝協

會」，報經內政部正式核准立案為全國性

文化社團，會員五百餘眾，遍佈全台、外

島、大陸與海外，每年舉辦國內外會員作

品聯展，並現場揮毫。定時舉行會員集

會，由會員提出近(習)作，相互觀摩，由

專人作專題報告及指導連絡國內各縣市文

化中心與藝文團體，從事上述相關藝術之

傳播展覽及交流事宜與國際間各文化藝術

團體作藝術文化交流，相互觀摩研究與聯

誼等活動定期出刊大漢通訊以傳播會員對

藝術研究之心得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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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中)獲贈文化大獎（圖片由陳克謙提供）。

   陳理事長(左)以鄭理事長名字的對聯一幅相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