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文教基金會2月14日上

午召開106年海外優秀青年選

拔評審會，共選出關志剛（泰

國）、楊仲青（緬甸）、陳

穎志（香港）、徐靜慧（澳

關志剛等11人獲選海外優秀青年
學經歷俱佳 僑社奉獻服務表現突出

左起：陳義揚、焦仁和、陳泰然、李鍾桂、鄭理事長、顏秉璠、陳聰勝、黃五東秘書長、仇建民處長。

門）、莊沛瑾（韓國）、秦怡

華、陳綺玲（美國）、張志

源、陳淯瑄（澳洲）、蔡其翰

（紐西蘭）、顧海彊（巴拉

圭）等11位優秀青年獎章得

主，及劉揚竣（泰國）、陳佛

霖（日本）、葉依婷、黃則

舜（美國）、陳賀媛（加拿

大）、謝震碩（澳洲）6位優

秀青年獎狀得主。

得獎人將於3月29日青年節

或僑社其他重要集會，在各僑

居地接受頒獎表揚。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的

106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

揚活動，經接獲泰國、緬甸、

香港、澳門、日本、韓國、美

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巴拉圭等地區初審後推薦參選

優秀青年17人參加，均先後交

由僑聯文教基金會彙審，並於

本年2月14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在僑聯七樓會議室召開

評審會議，選出11位優秀青

年獎章、6位優秀青年獎狀得

主。

出席評審委員有李鍾桂、

焦仁和、葛維新、吳清基、陳

聰勝、葛雨琴、陳義揚、顏秉

璠、陳泰然等人，並公推李鍾

桂女士擔任評審會議主席。僑

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及有關工

作人員也列席會議。

鄭理事長指出，今年經海外

各辦事處推薦參加選拔優秀青

年計有17位，遍及11個國家地

區，比起去年參與人數更多，

顯見海外對這項選拔的重視，

他表示，這些優秀青年在各領

域的傑出表現與貢獻，不是一

份獎章或獎狀能彰顯，他也希

望今後多舉辦優秀青年的交

流，彼此互動合作，發揮加乘

效果。

鄭理事長也表示，僑聯總

會每年以有限預算舉辦多項活

動，照顧服務僑生與僑胞，傳

揚中華固有文化，今後仍會堅

持下去。

僑光社／台北 獲選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106年海外優秀青

年榮譽獎章得主，在學術、藝

術及僑社公益等各方面，具有

卓越成就與貢獻，其事蹟如

下：

榮獲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

者計十一人：（不分次第）。

1.關志剛先生（泰國）：

台灣省人，45歲，大專，現為

泰國黃埔校友會副理事長。致

力僑社公益活動，推展華僑教

育，促進中、泰文化交流、不

遺餘力，貢獻良多。

2.楊仲青先生（緬甸）：雲

南省人，36歲，國立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現為

緬甸歸僑協會執行秘書，從事

華語文研究，並發表多篇論文

著作，獲得有關單位的重視，

對海外僑教與華文教育，極具

貢獻。

3.陳穎志先生（香港）：

廣東省人，35歲，南加州大學

企管博士，現為華都國際投資

發展有限公司創辦人及執行董

事。積極參與社區服務，關心

基層，充分發揮服務精神，對

增進和諧，助益甚大。

4.徐靜慧小姐（澳門）：台

灣省人，43歲，北京師範大學

政治經濟學博士，現為澳台友

好協會會長。熱心助人，出錢

出力，樂善好施，充分發揮人

饑己饑、人溺己溺之精神，實

為青年楷模。

5.莊沛瑾小姐（韓國）：

台灣省人，31歲，韓國成均

圭）：遼寧省人，44歲，巴西

聖保羅州立大學研究所肄業，

現為巴拉圭東方市中華會館理

事兼副總務長。擔任僑界多項

職務，盡心盡力，深獲各界人

士愛戴，對促進僑社團結和

諧，貢獻良多。 

以上榮獲獎章者，本會除

專函申賀外，並將獎章、獎章

證書，分別航寄各推薦單位，

及函請我駐外機構或當地僑聯

負責人士於青年節或僑社其他

重要集會時公開頒贈，以資表

揚。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發行人：鄭致毅

地  址：10045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1號7樓之16

電  話：+886-2-23759675
傳  真：+886-2-23752464
網  址：http://www.focat.org.tw
E-mail：focat@ms51.hinet.net
               ovnews1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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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文、音樂、法律及僑社公益等各方面表現優異 形象良好

11名海外優秀青年勘為楷模

館大學英語英文學系碩士，

現為韓國首爾漢城華僑小學英

語教師。培育僑界幼苗，盡心

盡力，並熱心參與僑界各項活

動，深獲妤評，，對提昇華人

形象地位，貢獻良多。

6.秦怡華小姐（美國芝加

哥）：美國出生，37歲，美

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音樂系

博士。現為音樂家。在小提

琴音樂方面學有專精，培育許

多喜愛音樂的學生，深受樂界

肯定，對音樂文化的交流與傳

承，貢獻極大。  

7.陳綺玲小姐（美國休士

頓）：浙江省人，45歲，德

州奧斯汀大學法學院畢業，現

為律師。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為維護華人平等權利及就業機

會，舉辦免費法律諮詢，解決

疑難雜症，深獲好評，對促進

和諧友誼，貢獻良多。

8.張志源先生（澳洲）：台

灣省人，41歲，大學畢業，現

為攝影師。擔任僑社多項服務

職務，負責盡職，深獲好評，

對促進團結和諧，貢獻良多。

9.陳淯瑄先生（澳洲）：廣

東省人，30歲，澳洲蒙納殊大

學醫學院醫學士，現為醫師。

平日熱心公益，協助各醫院義

診，發揮愛心，服務僑民，廣

獲各界肯定與好評，對提升華

人形象地位，極具貢獻。

1 0 . 蔡 其 翰 先 生 （ 紐 西

蘭）：台灣省人，21歲，奧克

蘭大學生。在校品學兼優，並

擔任學校社團多項服務工作，

深獲同學們的愛戴，對同學們

彼此之間團結和諧，貢獻良

多。

1 1 . 顧 海 疆 先 生 （ 巴 拉

關志剛	 	 	 	楊仲青	 	 	 	陳穎志	 	 	 		徐靜慧		 	 		莊沛瑾

陳綺玲	 	 	 	張志源	 	 	 	陳淯瑄	 	 	 		蔡其翰		 	 		顧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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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第16屆第2次會員大會

及新春團拜、一日遊活動，2

月15日上午在風光明媚的苗栗

花露花卉休閒農場舉行，130

餘位會員熱情參加，一整天兼

具知性、感性行程，沐浴在煦

煦的陽光及春風的吹拂中，貼

近大自然明媚風光，會員們除

感謝本會鄭理事長及同仁過去

一年努力，繳出漂亮成績單，

也期盼這項有意義活動能年年

辦下去，讓會員們能歡聚交

流，增進情誼。

因為鄭理事長深感室內制

式會員大會行禮如儀，略嫌枯

燥沈悶，因此指示會員大會及

新春團拜、一日遊活動走出戶

外，將會議及旅遊活動合而為

一。

為了能讓會員盡興，開會

及旅遊地點都先前經過實地會

勘，秘書長黃五東及吳燕玉處

長等，走訪多處地點評估挑

選，最後選定景緻宜人、路程

在2小內的苗栗花露花卉休閒

農場做為會議地點。

連日的寒流，在2月15日會

員大會當日都退散，不冷也

不熱，是個適合出遊的好天

氣。上午6點30分，就已有會

員陸續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

集合，有會員當著理事長面誇

說：理事長您是福將，舉辦每

項活動都逢好天氣，理事長則

說這是托大家好福氣。7點左

右，三部車浩浩蕩蕩往目的地

出發。

到了苗栗花露花卉休閒農

場，本會同仁以最快速度布置

會場，隨即宣布開會。鄭理事

長首先向各位會員拜晚年，祝

大家雞鳴得意、身體健康，事

事順心，會員們也彼此互道恭

喜，祝新春愉快。

鄭理事長首先致詞先歡迎

簡漢生前理事長遠道參加，他

接著表示，去年承蒙各位先進

前輩支持，接任僑聯總會理

事長，每一票都是一份託付與

期勉鼓勵，一刻也不敢忘記。

時間過的真快，他上任已滿一

年，腦子裡有好多事要做，但

總覺得時間不太夠用，希望未

來任內，在各位鞭策下，一天

當三天用，展現豐碩的成果，

讓僑聯在海內外發光發熱。

他表示上任之後重點工作有

一、積極走訪海外僑社，連繫

服務僑胞，了解僑胞需求提供

協助，二、拜會國內各歸僑團

體，凝聚僑力，擴大服務廣度

及深度。而劍及履及的執行正

面成效，相信可堪告慰於各位

對本會的期待。

最讓他自豪的是65年的僑聯

總會，受各界肯定的業務之一

是出版「僑訊」月刊，創會至

今從不間斷，這是僑聯總會對

僑務工作最重要的忠實紀錄。

本會將紙本僑訊，發行「僑聯

總會回顧與展望」紀念光碟，

以留諸萬代，更利便提供僑務

史實查勘的重要參考。這份歷

史紀錄在去年華僑節已分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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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政府首長知道，僑聯總會默默

的、一步一腳印的在為華僑寫

歷史。

去年本會還有一項突破與

創舉，就是遠赴菲律賓馬尼拉

舉辦海外理事會，這項活動獲

得百餘位來自全世界的海外理

事、顧問及辦事處主任熱烈響

應，這代表大家對僑聯的支持

與向心力，令他十分感動。

僑聯總會多年來獎助在台升

學僑生、舉辦僑生歌唱大賽、

表揚海外優秀青年，造就僑社

繼起人才，與推展海外華文教

育，傳播並發揚中華文化不遺

餘力，每年舉辦海外徵文書法

繪畫比賽，在海外各地傳揚中

華文化，頒發僑生獎學金，鼓

勵僑生努力向學，舉辦僑生歌

唱大賽，發掘僑生學業之外的

專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僅

最完整地保存了中華文化有形

和無形的資產，更實踐了中華

文化的精髓，僑聯總會今後會

秉持這優良傳統繼續推廣發

揚，不會中斷。

他進一步指出，華僑都有冒

險犯難，開天闢地的精神與勇

氣，也因在異國謀生，所以更

重視國家未來生存發展，如今

兩岸發展停滯不前，情勢詭譎

多變，但僑聯總會仍不斷的尋

求兩岸僑聯交流的機會，尋求

突破，建構和諧僑社；政府難

▼苗栗花露花卉休閒農場內舉行會員大會，簡前理事長		

		（左側第一排中）也遠道出席。

鄭理事長(前排左十二)與全體會員在雪霸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合影留念。

▲

鄭理事長致詞希望結合僑力壯大國力（右上）

行僑聯先行，他堅信唯有兩岸

持續交流互動，建立互信，才

能促進兩岸人民和平，建議可

有下列具體做法：

1.與僑聯有關的海內外僑

社、僑團負責人應主動相互拜

訪聯誼，並提供雙方之資訊，

以增進相互之瞭解。

2.針對僑社共同或雙方各自

遭遇之問題，應共同研商應對

或解決之策，期能互助互利。

3.舉辦重大活動或有重要人

士到僑社、僑團參訪時，儘量

邀請相關僑團負責人參加。

他說，僑聯總會65年來，方

向始終不變，面對僑界世代交

替，僑聯總會目標明確，就是

服務僑團僑社、傳揚中華固有

文化，促進中華民族和平，培

養僑青參與僑居地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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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僑務工作一棒接一棒傳承，讓我們一起加油

向前行。

接著報告本會今年工作重點計畫：

獎助華僑文教活動

一、舉辦海外華文著述獎。

二、舉辦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比

賽等文藝競賽。

三、辦理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

四、舉辦國內各大專院校僑生獎學金，并廣

徵各界委託代辦僑生獎、助學金等工作。

加強僑生聯誼活動

舉辦大專院校僑生歌唱比賽。

加強畢業僑生之聯繫

一、畢業僑生返僑居地或出國留學，設法取

得聯繫，並寄贈「僑訊」等刊物供其閱讀。

二、加強海外各地畢業僑生聯誼組織之聯

繫，積極爭取參與海外僑胞服務工作。

三、遴選各地僑社熱忱幹練之僑生  商聘為

「僑訊」特約撰述，或充任各辦事處義工。

拓展海外僑聯文化服務據點

一、選擇重點地區，協助當地熱心人士辦理

文化服務工作。    

二、提供各種宣傳書刊資料，以供僑胞閱

讀。

輔助在台僑生社團活動並提供僑胞各種服務

一、寄贈賀年卡及文化刊物。

二、提供中華民俗文物及其他委託代購、寄

送及答詢事項。

三、配合有關單位對海內外僑胞之服務工

作。

會議結束後，全體會員隨性參觀農場及拍

照，或聽取園區導覽，用餐結束，即轉往大湖

酒莊、草莓文化館、接著到雪霸國家公園遊客

中心，觀賞原生態影片介紹，隨後前往五榖文

化中心，在苗栗市用畢客家美味佳餚後，大家

滿載而歸。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第16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月18日上午在本會會議室召開，

理監事踴躍出席。會中聽取並通過

105年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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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中華文化等所做的努力，

都表十分肯定。

理監事會議由本會理事長鄭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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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年固定舉辦的

「海峽論壇」、「兩岸青年學生交

流營」活動外，並訂4月12日至19

日，組團參加由上海市海峽兩岸交

流促進會主辦的「海外優秀青年台

胞文化研習營」，前往上海、西

安、北京等地參訪、考察。

會中同時審核新申請入會黃植生

先生等10名為會員

鄭理事長在會中致詞指出，上任

至今將屆一年，感謝理監事無私無

我的全力支持，讓他能義無反顧的

勇往向前，繳出漂亮的成績單。他

承諾，未來任期內，仍將一本服務

初衷，持續聯繫服務海內外僑胞，

傳揚中華固有文化，與大陸涉僑單

位保持交流互動，讓僑聯總會成為

僑胞最堅強的後盾。

鄭理事長指出，過去一年，除了

馬不停蹄的走訪海外僑團、拜訪國

內歸僑，更將過去64年僑訊集結成

光碟，為華僑歷史留下珍貴紀錄。

同時在海外首次舉辦海外理事會，

匯集海外僑胞力量。而去年十月華

僑節，現任陳建仁副總統、前任馬

英九總統及國民黨洪秀柱主席、僑

委會吳新興委員長等都蒞臨致詞，

顯見政府部門對本會的重視。

他表示，從事僑務工作是「一群

快樂的傻瓜」，任勞任怨、不計名

利、全心付出、不求回報，他期勉

理監事們這群傻瓜，能繼續奉獻，

為僑務工作奮鬥到底。全體出席理

監事也對鄭理事長及僑聯總會全體

同仁表現抱以熱烈掌聲。

理監事會議通過多項議案
鄭理事長承諾讓僑聯作僑胞堅強後盾

理監事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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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僑委會2月9

日上午舉辦106年華僑暨歸僑

團體座談會，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偕同秘書長黃

五東、吳燕玉處長出席，與委

員長吳新興、副委員長田秋堇

及僑委會各單位首長，針對僑

務發展等進行面對面交談。

吳新興委員長表示，適逢新

年大家齊聚一堂，感謝所有僑

團長久以來給僑委會的支持，

也懇請僑胞繼續為國家發展同

心協力，台灣才能壯大、永續

發展。

田秋堇副委員長指出，中華

民國、自由台灣是真正傳承優良

僑委會舉辦歸僑團體聯誼座談會
吳新興：感謝僑團長久以來的支持
鄭致毅：期待政府對僑胞給予更多照顧

中華文化、落實民有、民治、

民享的理想國家，正體字和儒家

文化的美好底蘊和價值，融合

在國民的生活中。此外，僑胞

在海外打拚但仍舊心懷中華民

國，真的令人十分感佩。

鄭理事長首先發言指出，僑

委會與華僑暨歸僑團體基於互

吳委員長(第一排右八)與本會鄭理事長(第一排右七)及各僑團負責人合影留念。	

　

海外主任 賴李迎霞
      李 肇 洪回娘家拜年
吳前理事長夫人喜見會務蒸蒸日上

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楊智維伉儷感佩鄭理事長誠心為僑胞服務

信，都是站在僑胞服務的第一

線，以國家民族為優先、僑胞

福祉為依歸，個人利益應拋諸

腦後。而這互信是需長期建立

累積，一棒一棒接續下去，不

希望有因為溝通不良而影響和

諧的情形。

鄭理事長指出，政府目前積

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今日出席

的僑團及歸僑團體，都是支持

政府的後盾，可以充分運用僑

團在僑居地的人脈與影響力協

助推動，達到事半功倍效果。

他接著強調，僑團與大陸涉

僑團體互動交流，為建立和諧

僑社，並非為大陸宣傳政策，

經由參訪互動，大陸方面充分

了解台灣最珍貴的資產就是自

由民主，這就達到互動交流最

大成果。

鄭理事長也十分肯定僑委會

每年開春後舉辦的座談會，聽

取僑團建言，他表示，僑團一

致支持僑委會，照顧僑胞，政

府民間同心協力一起來，希望

政府對僑胞給予更多支持與照

顧。

鄭理事長也對吳委員長表

示，僑聯總會預算有限，但每

年為僑胞與僑生做的服務卻很

多，加上每個月連繫服務海內

外僑胞的僑訊月刊，都是咬牙

硬撐，他期盼僑委會能支持本

會，讓本會連繫服務僑胞的工

件持續下去。

在場僑團負責人對鄭理事長

的發言都表示認同，給予熱烈

掌聲支持。

僑光社／台北 新春開工第

一天，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多位

海外辦事處主任就前來向理事

長鄭致毅恭賀新喜，包括美南

辦事處賴李迎霞主任、巴拉圭

辦事處李肇洪主任等，此外，

本會前理事長吳振波夫人也回

娘家，並祝賀鄭理事長就職滿

周年，她很開心見到僑聯一棒

棒傳承下去，讓僑聯發光發

熱。

2月2日上班第一天，僑聯

總會就賀客盈門，賴李迎霞主

任及李肇洪主任就前來本會，

向鄭理事長及本會同仁拜年，

兩位主任表示，僑聯總會是海

外僑胞回到台灣最溫暖的家，

過去一年在鄭理事長帶領下，

做出前所未有的佳績，繳交一

份亮眼的成績單，這是僑胞之

福。

吳前理事長夫人也對鄭理事

長說，去年２月１日一上任，

就看到他馬不停蹄的在海外奔

走訪問，為連繫服務海外僑胞

做努力，相信在鄭理事長帶領

下，僑聯表現一定蒸蒸日上。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

楊智維、阮美齡夫婦，2月7

日上午拜會理事長鄭致毅，楊

執行長恭賀鄭理事長就職滿一

年，他稱讚鄭理事長誠懇、踏

實，心心念念僑胞，僑聯總會

在他帶領下，一定會堅持走在

正確的道路。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當年為響

應前僑務委員會吳英毅委員長

的「台灣大僑鄉」計畫，2010

年與楊執行長合作推動「僑聯

總會台灣好家園」計畫，推出

價廉物美的建案，提供僑胞回

國購屋定居。

僑聯總會與第一家合作的建

商宜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合作，由宜城建設在桃園縣青

埔特區推出「宜城僑峰」建案

首批約60戶，提供海內外僑胞

及台商返國購屋定居。

鄭理事長表示，海外僑胞都

有落葉歸根的觀念，而台灣的

生活環境，包括：環保衛生、

醫療技術與設備、公共設施、

交通、購物等生活機能都有國

際水準，最適合海外僑胞返國

定居。因此，「台灣好家園」

建案，一推出引起海內外僑胞

或大陸台商的興趣，踴躍回台

購屋置產，掀起鮭魚回流潮。

「台灣好家園」計畫首推的

「宜城僑峰」建案位在青埔特

區，該區位於政府全力推動的

「桃園航空城」的中心地帶，

有高鐵及機場捷運通過，不管

是到台北、台灣各地或出國，

交通十分方便，現在機場捷運

正試營運即將全面通車，生活

機能十分方便建全，雖然房價

僑 聯 是 溫 暖 的 家

低廉，但建材及設備均極為講

究，在首批的60餘戶中，將有

不同大小及格局的配置，供不

同需要的僑胞、台商選擇。

鄭理事長也表示，過去，

僑聯總會一直陸陸續續接到僑

胞們代為覓屋的要求，自從政

府提出「台灣大僑鄉」的計畫

後，海外僑胞詢問大增，確有

造成「鮭魚返鄉」的趨勢，因

此，僑聯總會為僑胞尋找質優

價美的居所，宜城建設是第一

家簽約的建商，而且為僑胞量

身訂作一批房舍。

他說，這是一個雙贏的計

畫，值得繼續推動，也希望僑

胞返國能有個安身立命的好所

在。

鄭理事長(右二)致贈

本會紀念帽給吳夫人

(中)，右一是黃五東

秘書長，左二是吳燕

玉處長，左一是陳麗

霞處長。

▲

鄭理事長(右)致贈本會紀念帽給賴李迎霞主任。	 鄭理事長(右)致贈本會紀念帽給李肇洪主任。

鄭理事長(中)致贈本會紀念帽給楊智維執行長(左)及阮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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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人不親土親」，這句

話應證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鄭致

毅接待巴西華裔青年台灣觀摩團座談會

上，最為貼切不過。由僑委會主辦、巴

西聖保羅中華會館承辦的巴西華裔青年

台灣觀摩團，1月初來台，當月25日陸續

返回巴西。出身巴西華僑的鄭理事長，

獲悉此青年交流活動十分有意義，特別

安排接待事宜，鄭理事長表示，僑青是

傳承僑務最重要的一塊拼圖，僑聯總會

未來會在僑界培養青年接棒，讓僑務工

作無縫接軌一棒一棒接力下去。

1月23日下午，55位華裔青年來到僑聯

總會，此行帶隊黃惠文團長，是27年前

參加由鄭理事長帶領華裔青年參訪團其

中一位，當年她才19歲，如今她已是團

長，由她接續帶領訪問觀摩團工作。鄭

理事長見到黃團長，仍有極深印象，但

20多年沒見，兩人相見心情格外激動，

當年鄭理事長在巴西為僑胞服務，如今

身為僑聯總會理事長，服務僑胞職志仍

未改變。

在交流座談會，鄭理事長一開始用簡

單的中文開場，但沒幾句就以葡萄牙語

向同學話家常，在場華裔青年在異國聽

到家鄉話，現場立即熱絡起來，現場青

歡迎巴西青年觀摩團到訪

鄭致毅：僑青是傳承僑務最重要環節

鄭理事長（中）致贈本會會旗及紀念品給黃惠文團長

（左）。	

年同學們先是驚訝，之後心情

轉為激動與興奮。鄭理事長

說，27年前他帶領250位巴西

青年同學來台觀摩參訪，團員

中就有一位，就是現在的黃團

長，當年只是參訪的團員，事

隔多年如今也承接僑務的重

擔，令他十分感動。

他指出，在海外僑團及僑

社，都出現僑務斷層，老僑凋

零，新僑無法接續的現象，因

此如何培養僑青投入僑務工

作，是最迫切的要務。僑聯總

會多年來舉辦僑生歌唱大賽、

僑生獎學金頒發、海外書法繪

畫徵文比賽、華文著述獎、優

秀青年選拔等，都是鼓勵並培

養僑青的具體做法，他期勉在

場青年同學，多學習多進取，

唯有提昇自己，才能壯大僑團

僑社、凝聚僑力，他說，僑聯

總會是海外僑胞在台灣的家，

也是支持的後盾。鄭理事長這

番話，獲得在場所有青年同學

熱烈掌聲。

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

1月12日中午拜會浙江省僑聯，由副主席張維仁

接待。鄭理事長表示，浙江省僑聯與僑聯總會

關係密切，過去幾年經由互訪交流，建立深厚

的情誼，這座友誼的橋樑搭建不易，大家都要

好好珍惜。張副主席十分認同鄭理事長所言，

他指出，兩岸都是一家人，合則兩利，不合者

兩敗，唯有相互合作才能共創雙贏。

鄭理事長去年2月1日接任僑聯總會舵手，以

「走出去就有機會」的行動哲學，馬不停蹄出

訪海外僑社、僑團，凝聚僑心僑力；並親自拜

會國內各歸僑團體及歷任僑聯總會秘書長、理

事長，聽取建言。儘管上任之後，兩岸關係趨

於和緩，但他仍利用機會與大陸涉僑單位保持交

流互動，因為他堅信，兩岸政府雖然交流暫時停

滯，但民間互動可先行，只有持續往來，才能保

持多年建立的誠意與互信，不致被催毀。

鄭理事長拜會浙江省僑聯 共識：
友誼橋樑搭建不易 相互合作共創雙贏

僑光社／台北 大陸上海市台辦李文輝主任一

行7人，1月11日日上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由

秘書長黃五東代表公出的鄭致毅理事長接待。

黃秘書長指出，上海市台辦與本會交流互動十

分密切，雖然兩岸目前交流停頓，但「開啟

的門是關不起來」，期盼兩岸僑界繼續交流合

作，達成中華民族復興、富強的偉大夢想。

黃秘書長指出，上海市台辦是今年開春第

一個來到本會的參訪團，上海是全大陸最大金

融、經貿中心，李主任一行的到訪，象徵今年

兩岸僑界交流有了好預兆。他說，上海市與本

會的交流是廣泛且全面，包括台辦、僑聯、歐

美同學會等，層面遍及文化、教育、經貿及科

技，藉由各方面的交流、學習與合作，促進兩

岸蓬勃發展。

李文輝主任則表示，上海市台辦是最早成立

海外處的機構，目的就是廣泛連繫服務海外華

人及兩岸中國人，這幾年上海市台辦與僑聯總

會藉由參訪活動的舉辦，加強友誼的連繫，加

深彼此的認識與了解，這種交流應持續下去。

隨團的王立新副主任、管珣處長，對於本會

成立宗旨、服務對象、組織成員、海外辦事處

分布等一一詢問及了解，本會黃秘書長及仇建

民、吳燕玉處長都分別提出解答釋疑。

吳燕玉處長也利用這次機會特別感謝上海市

台辦，在去年9月參加上海交流活動，因颱風

無法如期回台，提供周到的住宿、交通安排，

得以在颱風過後平安返台。

鄭理事長（右）贈送本會會帽給浙江省僑聯張維仁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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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地區	理事鄭桂香台幣

1000元；理事黎潔萍台幣1000

元；理事梁漢沾台幣1000元，顧

問王謝蘭台幣1000元，顧問曾

鴻瑞台幣1000元，顧問呂卿台

幣1000元，顧問黃瑞華台幣1000

元，顧問杜豔娥台幣1000元。
●	印尼地區	常務理事張忠春台幣

1000元，顧問沈惠英台幣1000

元。

●	香港地區	劉副主任沃台幣

5000元，常務理事陳守仁港幣

5000元；常務理事劉南琴港幣

1000元，名譽理事黃握中港幣

1000元；名譽理事蔡忠初港幣

1000元；名譽理事黃炳鏐港幣

1000元；名譽理事李偉庭港幣

1000元；名譽理事韋復家港幣

2000元，理事許紀猷港幣1000

元；理事曹遺森港幣1000元；

理事劉兒馨港幣1000元；理事

黃煜成港幣300元；理事徐樹

港港幣1000元；理事張錦江港

幣1000元；理事盧佳港幣500

元；理事黎梓卿港幣1000元；

理事賴慶榮台幣1000元；理事

司徒榮添台幣2800元，顧問張

沛誠港幣1000元；顧問洪益林

港幣1000元；顧問陳金來港幣

500元；顧問張英鵬港幣1000

元；顧問鄭惠芳港幣500元；

顧問李利俠港幣1000元；顧問

林翠蓮港幣1000元；顧問鮑

志立港幣300元；顧問張寶珠

港幣1000元；顧問李武凡港幣

500元；顧問林克斯港幣1000

元；顧問李秀珍港幣500元；

顧問黃重光台幣2200元；顧問

曾玉霞台幣4000元。
●	澳門地區	理事張貽秋台幣

1000元；理事郭桂榕台幣1000

元；理事郟順欽台幣2000元。
●	日本地區	顧問鄭梅枝台幣

1000元，理事謝偉台幣4000

元。

●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賴李迎霞

美金500元。

●	澳洲地區	常務理事巫世民

澳幣400元；常務理事古財發

澳幣100元，顧問鍾學忠台幣

2000元。

●	比利時地區	顧問張純鳳台幣

1000元。

在台地區	理事田期順台幣1500

元。

黃秘書長(前排中)接待李文輝主任(前排左二)，(前排右一)本會

吳燕玉處長，(後排右二)本會仇建民處長。	

鄭理事長（二排中）與黃惠文團長（二排左四）及全體青年同學合影。

| 彥 | 賢 | 義 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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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巴西僑領斯

嚴月圓女士，1月17日上午拜

會華僑救國會理事長鄭致毅，

斯嚴月圓女士的先生斯子林會

長，生前是巴西最早的工商協

會、台商協會會長，在巴西出

錢出力，加強巴西華僑、華人

工商界人士之間的聯繫，以及

與臺灣工商界人士的交流，介

紹巴西的投資環境，促進華僑

華人工商業在巴西的發展。斯

嚴月圓女士在夫婿背後相夫教

子，成為最強的支持後盾。鄭

理事長聘請斯嚴月圓女士為本

會海外顧問，倚重她的人脈與

斯嚴月圓服務僑界不落人後人脈豐沛
熱心付出

的觀音菩薩請到巴西來落戶，

以利他們隨時頂禮膜拜，得到

保佑。

經過許多周折和不懈努力，

首期工程於1987年8月破土動

工；次年2月北禪房主體結構

完成，並開始了主殿的基礎工

程，於1988年5月15日舉行了

盛大的奠基禮。觀音寺的興建

不僅是宏揚中華文化的創舉，

也是加深和鞏固巴中兩國人民

友誼和文化交流的具體表現，

更是造福華裔子孫，將「中

華」之根永遠植他們心中的偉

大的工程。

斯會長對星雲大師推廣之人

間佛教，佛化家庭更是身體力

行，其中三位子女皆為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碩士，除本身信仰

佛教，並以大師為精神導師，

也鼓勵子女學習佛法。並言：

「凡大師所說的法，我必定奉

行之。」平日被佛友會員譽為

「彌勒菩薩」，因致力兩岸和

平，因此在巴西被譽為「兩岸

和平使者」，備受大家肯定與

尊重。

其一生事業成就非凡；虔

誠信佛，奉行星雲大師的人間

佛教，護持三寶，不遺餘力，

捐贈巴西里約禪淨中心購地基

金，購贈三千餘坪土地給巴西

如來寺，與全體理事合力購贈

佛光會員活動中心。舉凡佛光

山的事業，如佛光大學、佛陀

紀念館、出版佛教刊物的贊

助，從不落人後。

鄭理事長(右)聘請斯嚴月圓女士為本會海外顧問，並頒發聘書。

熱心繼續服務海外僑胞。

鄭理事長是在巴西結識斯子

林，兩人成了莫逆之交，「當

年在巴西僑界非常需要急公好

義的人士出來服務僑胞、連繫

僑心，鄭理事長與斯會長志同

道合，攜手共同為僑界服務。」

斯會長行有餘力也在巴西興學，

辦了「三語學校」，讓當地僑胞

子女能學習中文不忘本。看到斯

嚴月圓女士手機內斯會長的相

片，鄭理事長憶及過往，不禁

悲從中來眼眶泛紅。

斯會長民國36年來台，之

後移民巴西，與佛法結緣是在

一九九二年星雲大師前往南美

洲弘法，並成立巴西佛光協

會，斯子林先生被選為第一任

會長，任期內，推廣一切弘法

利生工作，與會員們之互動更

是融和歡喜，使佛光會成為巴

西最引人矚目及組織健全之模

範團體，為當地社團之表率。

2000年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獲頒

「佛光長者」，及「南美洲各

協會聯誼會主任委員」職銜。

1982年，帶頭倡議建廟僑

領及斯子林、伍季麟等12位僑

胞成立了「巴西觀音寺興建籌

備委員會」，陸續發起建廟募

捐。遠離故國家園的善男信女

們熱烈響應，紛紛認捐，要把

聞聲救苦、慈悲為懷普渡眾生

聖保羅／ 由國際

青年商會巴西分會

主辦、數十個機關

和僑社協辦的第12

屆春節慶祝活動，

於農曆新年初一、

初二兩天在聖市自

由廣場展開，有20

多萬人次的中巴友

人前往共襄盛舉，

聖保羅州議會副議

長Jooji Hato特地來

向大家拜年，宗教

代表祝禱新春順利

以虔敬的心迎接雞年的到來，大家都希望雞

年有一個新的開始，雞年吉祥。 

中午12點，所有的貴賓都走上舞台，向所

有的民眾致意，駐巴聖保羅辦事處王啟文處

長，聖保羅州議會副議長Jooji Hato都應邀參

加。首先主持人張迦國教大家講新年快樂的

中文，祝大家雞年大吉，接著接着聖保羅州

議會副議長Jooji Hato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

快樂，萬事如意，身体健康。

台北經文處王啟文處長表示雞年的來到，

對我們台灣人民會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我想

經過大家的努力，未來一年，我們台灣絕對

會變得更好，那在海外，這裡我代表所有我

們這邊的僑胞，恭祝我們中華民國政府能夠

國運昌隆、然後我們人民幸福平安，萬事如

意。

各宗教代表的祝禱，有如來寺的妙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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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他以星雲法師的名聲天曉

這四個字與所有人共勉，天主

教神父蕭思佳祝禱所有的人在

2017年都能夠平安順利。

接著鑼鼓的聲音從遠處傳

來，舞龍舞獅的隊伍漸漸地向

舞台的方向前進，一時鑼鼓喧

天，熱鬧非凡，把現場氣氛Ｈ

ＩＧＨ到最高點。當舞龍的隊

伍在台下表演時，舞獅的隊伍

就到台上來，幾位僑領也依照

傳統的習俗，送青菜給獅子，

祝福新年有一個好的彩頭。 

隨後倒數大家齊賀新年快

樂，群眾都高聲歡呼，報以熱

烈的掌聲。接著表演節目登

場，首先登場的是國畫表演，

當場揮毫公雞圖，祝大家雞年

大吉獲得觀眾熱烈掌聲。節目

中向觀眾提問新年快樂和謝謝

的中文如何講，說對的送一張

福字春聯，台下搶著答，氣氛

相當熱絡。隨後是小朋友表演

精彩的傳統舞蹈，讓人刮目相

看，另外如來之子的樂器演奏

和合唱，引來台下一起拍手歡

樂合唱的回響。再來是二胡加

上西方樂器合奏，別有另一番

風味，還有菩提合唱團合唱中

文過年歌曲，讓巴西友人更認

識中華文化。

兩天的活動，吸引了20萬

人次參加，在五彩繽紛的熱鬧

聲下，畫下一個美麗的句點。

（文稿由廖世秉提供）

 

舞龍舞獅隊伍進場，圍觀民眾擠得水洩不通。
(廖世秉提供）

| 更 正 |

本刊1391期A1版「僑生獎學

金頒獎典禮」之報導文稿，

將僑委會僑生處僑生聯繫科

長陳右菁科長大名誤為陳右

金，特此更正並鄭重致歉。

聖路易／ 雖然農曆春節已

過，對美國聖路易地區三所大

學的60幾位台灣學生來說，去

年底的一次感恩節聚會，卻讓

他們回味無窮念念不忘。

聚會是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美中西區辦事處、華商經貿聯

誼會第一次共同主辦。

僑聯總會美中西區辦事處

主任及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沈

慧莊說：感恩節是美國家庭非

常重視的節日，但是留學生

多半無法趕回家，顯得冷清又

寂寞，因此舉辦了這個專為聖

學來參加，這些同學，因為家

在美國各州，年紀也較小，平

日很少參與研究生部或博士後

美食 歡聚 交新友

僑聯美中西區辦事處盛情 溫暖台灣留學生
路易台灣學生準備的感恩節餐

會，邀請各校的台灣同學會的

同學一起在聖路易過節。

餐會在聖路易克瑞福蔻高

爾夫球場的聚會廳舉行，沈慧

莊主任親自下廚，烹調了包括

鳳梨烤大火腿、烤火雞的傳統

美式主菜外，最讓同學們驚喜

的是蝦子油飯、正宗台式米粉

湯、紅燒肉和嫩油豆腐，椒麻

雞，花菇開洋燴白菜和紅棗蓮

子紅豆糯米粥‧‧‧等等真正

道地家鄉美食，讓海外遊子大

快朵頤也認識很多新朋友。

據沈主任說，台灣同學會

通常以台灣來美念碩博士的同

學人數較多，各校間也有較多

的學術聯誼，但是這次的活動

也吸引了十餘位大學部的的同參加聚會的部分同學和沈慧莊主任(左二)合影。（圖片由沈慧莊提供）

的台灣同學會的活動，這次他

們非常高興受邀來參加這項活

動。（文稿由沈慧莊提供） 

品佳餚 抽大獎

越南歸僑慶生會好熱鬧
台北／ 元月31日越南歸僑

慶生會中午12時在台北市忠孝

東路京星餐廳舉行第16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丁酉年團拜暨398

期壽宴，筵開兩席。

團拜開始由會長黎潔萍致

詞 ： 祝 大 家 新 年 快

樂，雞年行大運後全

體合照留念，出席者

計有：陳先生(世廣

代表)、黃瑾瑜、葉

細鳳、鄧朝輝、王錦

權、呂泉、盧文錦、黎潔萍、

曾鴻瑞、劉月萍、顧鳳嫻、何

妹、陳妙順，杜豔娥等14人。

桌上摸彩曾鴻瑞幸運獲得僑

務委員會致贈的電動熱水瓶乙

座，紅包兩個也由兩人幸運獲

得，溫水瓶兩個也由兩人幸運

獲得。（黎潔萍提供）

越南歸僑協會慶生會（黎潔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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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最

近應邀赴墨西哥州Metepec市，出席文

成華語教育中心與當地Centro Educativo 

Pedagógico EDUCARE中小學共同推動之

華語教學合作計畫簽約儀式，廖世傑並

擔任榮譽見證人；EDUCARE校長Laura del 

Carmen Soto及該校師生約200人出席典

禮。

廖世傑致詞表示，全球每5人有一人說

華語，華語重要性與日俱增，EDUCARE

中小學與文成華語教育中心簽署華語教

學合作，甚具國際遠見。

文成華語教育中心創辦人沈建興、楊

瑞環夫婦熱心致力華語教學，創校8年

來，廣獲墨西哥州Toluca地區民眾支持。

除自行招生外，更與當地中小學合作、

簽署推動華語教學協議

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中）與EDUCARE校長Laura	 del	

Carmen	Soto（左二）及文成華語中心校長楊瑞環（右三）

主持該校室內運動場啟用剪綵儀式。（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文成華語中心
墨西哥中小學 

僑光社／台北 中華大漢書

藝協會丁酉年新春團拜，1月

22日舉行，會場冠蓋雲集，並

邀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

鄭致毅蒞臨致詞，鄭理事長推

崇現任理事長陳克謙及前任理

事長楊蓁等，宏揚固有藝術，變

化國人氣質，建立書香社會，同

時對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增

進友誼，值得效法與敬佩。

鄭理事長表示，大漢書藝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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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相關藝術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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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一步指出，大漢書藝協

會書畫作品定期在本會僑訊月

刊刊登作品，以傳播海內外僑

胞及下一代對藝術研究之心得

與經驗，該會三十年來孜孜不

倦於中國書畫之推動，為傳揚

固有中華文化努力不懈。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目前

會員五百餘眾，遍佈全台、

外島、大陸與海外，每月定

期雅集，辦理專題報告、現場

揮毫、作品觀摩，藉以切磋書

藝，不定期舉辦書畫展覽及出

版書畫專輯。

參加大漢書藝協會新春團拜

鄭致毅 陳克謙共勉為傳承中華文化盡心力

鄭理事長(右)出席大漢書藝協會新春團拜，左為該會陳克謙理事長。

北加中文校聯會海報設計賽

作品於Santa Clara縣政府大廳展出

舊金山／ 北加州中文學校

聯合會舉辦 「2017丁酉新年

海報設計比賽」，從2月8日至

22日在Santa Clara縣政府大廳舉

辦作品展覽暨頒獎活動，駐舊

金山辦事處副處長李盈興對於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促進與

Santa Clara County合作關係，推

展社區多元文化，表示嘉許之

意。

San t a  C l a r a縣議長Dave 

Cortese、金山灣區僑教中心主

任吳郁華、北加州中文學校聯

合會會長鍾瑪莉、聖塔克拉拉

新竹姐妹縣主任委員馬蒨君、

北加州大專校聯會前會長曾麗

香、聖荷西台聯會吳文一會

長、僑生聯誼會會長毛小苓及

優勝學生、家長、教師等近百

人出席開幕展。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西雅圖舉辦冷戰時期

空軍黑貓黑蝙蝠座談會

西雅圖／ 為使僑胞及西雅

圖當地社區民眾深入瞭解冷戰

時期黑貓及黑蝙蝠空中偵察中

隊的歷史，在僑務促進委員唐

克積極的穿針引線，自台灣、

加拿大溫哥華及美國等地，邀

請當年曾參與黑貓及黑蝙蝠中

隊任務之飛行員、眷屬及同僚

等共6人日前在西雅圖飛行博

物館所會議廳舉辦座談會，

駐西雅圖辦事處處長姚金祥、

西雅圖僑教中心主任陳敏永、

僑務委員莊啟燃、僑胞及當地

社區民眾共計約200人參加。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駐東方市總領事

出席中華會館慈善活動

東方市／ 駐東方市總領事

溫曜禎最近偕僑務委員陳傳庚

等僑領，出席中華會館捐贈巴

拉圭上巴拉那省艾蘭達利亞

市玩具及足球運動服裝儀式，

並由溫曜禎與艾市市長Ruben 

Rojas共同於市府大禮堂主持，

儀式簡單隆重，艾市市府人

員、市議員及受贈單位代表多

人在場觀禮，媒體到場採訪。

Rojas市長致詞感謝中華民國

政府及僑界多年來在市政推展

上所給予的支持與協助，並頒

發感謝牌予駐館及中華會館，

表彰我方協助促進當地社會兒

童福祉，及提倡青少年正當休

閒娛樂的貢獻。

陳傳庚代表致贈贏得艾市

青少年組足球賽冠、亞及季軍

的優勝球隊，每人1套印有東

方市中華會館徽章的紀念運動

服。中華會館在溫曜禎的見證

下，將1000份玩具捐交艾蘭

達利亞市，由Rojas市長代表接

收。（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巴拿馬中華總會會館設施更新

強化僑胞服務

巴拿馬／ 為提供巴拿馬僑

胞完善的活動場所，僑務委員

會最近補助巴拿馬中華總會辦

理會館採購冷氣、無線麥克

風、喇叭、多功能影印事務機

等設備更新暨電線、管線及燈

具等裝修工程。工程完成後，

該會邀請駐巴拿馬大使劉德立

代表僑委會參加落成剪綵典

禮。（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印尼留台校友聯誼會舉辦海青班

行前說明會及招生宣導

印尼／ 印尼留台校友聯誼

會於2月11日在雅加達興安會

館舉辦第36期海外青年技術訓

練班行前說明會及招生宣導，

會中說明海青班入學應注意事

項。

會長陳惟文、副會長蔡慶華

分別鼓勵同學們在台灣要認真

學習華文，並學得一技之長，

為人生開創美好的前程並歡迎

駐印尼代表處僑務組組長張淑

燕、秘書丘志凱蒞臨參與。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台北／ 任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的

簡國珍小姐，藝術創作是公餘之暇的最愛，2

月她在台北作了一場名為「彩色宇宙」的展

覽，作品充分展現了色彩斑斕絢麗的視覺效

果，受到藝壇普遍好評。

這是她的初展，與她一同展出的是以旺盛

創造力名聞畫壇的藝術家Odd Hackwelder，

Hack先生。

簡小姐是本會簡漢生前理事長的女公子。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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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彩
色
宇
宙
受
好
評

初
試
啼
聲 

驚
豔
藝
壇

駐舊金山辦事處副處長李盈興（站立左七）與得獎學

生、家長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華會館捐贈艾蘭達利亞市玩具及運動服裝

後與受贈者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黑貓黑蝙蝠活動

策劃僑務促進委

員唐克（左三）

與參加座談主講

者合影。（轉載
自宏觀電子報）

印尼留台校友聯誼會舉辦第36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行前說明會及

招生宣導大合照。（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簡國珍（左）在作品前與Odd	Hackwelder，Hack

合影。

派遣教師至他校教學，整體學生人數已約800名，績效卓

著。

文成華語教育中心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墨推廣華語教學

測驗以來，唯一獲授權代理在墨西哥舉辦華語測驗的僑

民海外文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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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恬

得與失
人生如畫，濃墨潑灑，淡泊

與濃烈交相輝映；人生如歌，

高低迷離，嘈雜與清脆皆成曲

目；人生如酒，婉轉悠長，醇

厚與平淡均沉醉。人生在世，

得失之間。人生之路漫長，我

們注定要在這條路上歷經坎坷

與艱辛，失去與收獲是必然

的。或許如朱自清先生所說：

「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

最終又「赤裸裸」地離去。人

生在世，每個人都不可能毫無

所獲，但儘管兩袖清風，人生

也不至於一片空白。

人若想有所得，必先有所

失。得失的選擇，是一種價值

觀，更是一種人生觀。人往高

處走，水往低處流；海鷗選沙

灘，蝴蝶選花叢，在選擇的同

時，便意味著放棄，便有了得

與失。

生活中，人都是歡喜「得」，

不歡喜「失」，但是「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所以「佛光菜根譚」

說：有得有失的人生是非常自然

的，有時候，失去了金銀財寶，

但獲得了一家人的安全；失之

固然可悲，得之也能可喜。

老子曾經說過：「同於得

者，得亦樂得者，同於失者，

失亦樂失之」。樂於得必樂於

失，有失才有得；世間萬物，

都是如此。松柏放棄肥沃的土

壤，紥根於懸崖峭壁之中，

換來迎風鬥雪的雄姿；梅花放

棄安逸的環境，獲得傲立風雪

的傲骨；花蕾失去了沉睡的暢

快，卻給了大地一片燦爛的色

彩；白雪失去了飛舞的腳步，

卻裝點了一個銀裝素裹的世

界；大壩擋住了小溪的腳步，

卻成就了湖泊的深邃；沙粒失

去了游離的自由，卻成就了珍

珠的璀璨…

蘇軾面對變法派和保守派

的拉攏，毅然捨棄高官厚祿，

即使被貶出朝廷也在所不惜。

縱然是捨棄了許多，但卻因

此造就了一位大文豪，那波瀾

壯闊的華麗詩篇又何嘗不是一

種獲得？同樣的，陶淵明面對

著黑暗的官場，無奈、徬徨，

但為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

污，他選擇了放棄，放棄了物

質享受，卻因此獲得了一份淡

然，那點點菊花點綴了矇矓的

南山，又何嘗不是一種獲得？

愛因斯坦忘我追求科學，崇尚

真理，剔除了物質的享受，捨

棄了外在的修飾，終於發明了

相對論。牛頓致力於定律的研

究，廢寢忘食，煮錶當蛋，閃

爍成為科學界中一顆耀眼的明

星。同樣的，沒有陳景潤在困

難中忘我工作，歌德巴赫猜想

也許早已離我們遠去；沒有居

里夫婦一次次的篩選提煉，不

顧安全的接觸放射性元素，鐳

或許被埋沒在某個角落。

窺探歷史的軌跡，前輩先哲

們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教

給我們人生該如何「捨」，得

失該如何面對。得與失，常常

是一種輪迴，在得到的同時，

我們也會失去。若要安穩，就

要放棄自由；若要閒適，就要

捨得充實；若要愉悅，就要忽

略他人的評價；若要追求，就

要放棄平坦；若想做個奉獻社

會的人，就得拋開對功名利祿

的貪念。

得到與失去是相互轉化的，

而且是並存的。或許它們之間

的區別，更多的是體現在對待

的心態。被慾望驅使的人往往

只看到自己的失去，殊不知得

到的珍貴的健康卻在精神的折

磨下漸漸失去，忽視了自己得

到的其實也很多了。而在樂觀

的人看來，盡管百病纏身，卻

還有友誼、親情，還能學習，

就像張海迪一樣，同樣可以演

繹精彩的人生。由此可見，只

要正視人生的得與失，月亮即

使有缺，也依然皎潔；人生即

使有憾，也依然美麗。

對於得失，態度要坦然。所

謂坦然，就是生活所賜予你的，

要好好珍惜，不屬於你的，就不

要自尋煩惱，此其一；其二，就

是得失皆宜。得而可喜，喜而

不狂；失而不憂，憂而不慮。

這種態度，比那種患得患失、

斤斤計較的態度要開朗；比那

種得不喜，失不憂的淡然態度

要積極，要有熱情。因為患得

患失是不理智的，得失不計是

不現實的。該得則得，當捨則

捨，才能坦然地面對得與失，

找到生活的意義。這樣的得失

觀才是比較客觀又樂觀的。

對於得失，認識要分明。

在生活中，有的「得」不是想

繪畫6-9歲組銅牌

陸佳怡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

繪畫10-13歲組銅牌

陳韻卉	中國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繪畫14-17歲組銅牌

蔡蕙光	菲律賓中正學院

105年度

得就能得到的，有的「失」

不是想割捨就可失去的；有

的「得」是不能得的，有的

「失」是不應失的。誰得到了

不應得到的，就會失去應該擁

有的。當嗜取者取得不義之財

的同時，就失去了不應失去的

廉正。因此，當得者得之，當

失者失之。

對於得失，取捨要明智。必

須權衡其價值、意義的大小，

才能在取捨得失的過程中把握

準確，明白該得到什麼，不該

得到什麼；該失去什麼，不該

失去什麼。比如，為了熊掌，

可以失去魚；為了所熱愛的事

業，可以失去消遣娛樂；為了

純真的愛情，可以失去誘人的

金錢；為了科學與真理，可以

失去利祿乃至生命。但是，

絕不能為了得到金錢而失去愛

情；為了保全性命而失去氣

節；為了取得個人功名而失去

人格；為了個人利益而失去集

體乃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得與失，是自然四季的輪

迴；得與失，是人生歲月的流

逝。每個人都在歲月中靜靜的

流淌。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

時時會打個旋，然後繼續自己

的旅程，我們就這樣─生命不

止，奮鬥不息。是的，我們曾

經擁有過很多，得到過友情、

親情；得到過金錢、榮譽。真

情，需要我們用真心去呵護，

它就像一棵樹，只有不斷地

得到養分和陽光，才會長成參

天大樹；它又像美酒，愈釀愈

香，愈釀愈純。而人往往是失

去了才懂得珍惜。也許，有了

「失去」才更能彰顯「得到」

的涵義吧！得到了就要珍惜，

不要給自己的人生背景只留下

後悔和嘆息。我們收藏曾經經

歷過的美好瞬間，在失去的那

一剎那再播放一下，也不失為

一種美。起碼，我們曾經擁有

過，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過程。對於金錢和榮譽，我們

要有得一時淡然，失一時坦然

的心態。將得與失當作一把尺

子，讓我們的人生軌跡沿著這

把尺子延伸下去，才不會彎

曲。

樂於得必樂於失，有失才

有得。人生便是如此，得與失

之間，得到的要懂得珍惜，失

去是為了更好的收獲。人生，

失去了金錢、資源，會有再獲

得的時候；失去人格、道德，

卻不容易再復獲。尤其，得人

容易，得人心難；得人心難，

失人心易。得與失，同時也是

一種考驗，我們應從中吸取知

識，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一

定要切記不患得患失才是生活

快樂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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