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紐約北美中文傳媒學會」

於4月6日頒給國內享有「新聞教父」

之稱的鄭貞銘教授以「傳記文學著

作」獎牌，對鄭教授編著的《百年大

師》給予了高度肯定。《百年大師》於

2016年在臺北發行出版，近兩年來，頗

受業界好評，也受到了兩岸讀者的青

睞。目前該書已發行至第八版，並於

近日在中國大陸發行簡體字版。

北美中文傳媒學會創辦人劉雯、中

國舊文學家蔡同瑜先生之女蔡珠如女

士日前在新澤西共同主持頒獎會。王

煦先博士、鄧永秦、呂明兮、孫迪生

等嘉賓出席本次活動，並對《百年大

師》表示高度的支持與推崇。

《百年大師》分上下兩冊，共計

四十萬字，講述了百年來兩岸一百

位大師典範的傳奇人生，領域廣含文

學、科學、政治、教育、考古、藝

術、新聞等。蔡元培、胡適、魯迅、

傅斯年、曾虛白等人的風采均在書中

展現。鄭貞銘教授之所以費心編撰此

著作，是為了讓時下年輕人找回正確

的人生價值觀念，尊崇正派的人生典

範。

該書出版後，鄭貞銘教授還到兩岸

各大學院校舉辦「百年大師」主題講

座，將大師精神傳播到更多人心中，

獲得熱烈好評，聽眾最多者達四千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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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駐美國多位辦事處主任，

4月29日下午連袂拜訪本會，

由理事長鄭致毅親自接待。鄭

理事長表示，僑聯總會是海

外僑胞在台灣的家，只要回到

台灣，一定要到僑聯坐坐。各

辦事處主任都十分肯定鄭理事

長上任一年多奔波於海外與兩

岸，為服務僑胞、打造和諧僑

社的努力與成績，並希望鄭理

事長繼續帶領僑聯，壯大僑聯

力量。

本會駐美西北辦事處主任張人

睿、美中西主任沈慧莊、紐約主

任童惠珍、前紐約主任張學海及

本會海外常務理事長李學英等20

位海外僑胞，在李常務理事召集

下，來到本會拜訪交流。其中多

位僑胞知道本會，但沒有拜訪

過，29日一到訪，對於鄭理事長

熱情接待，感到十分溫馨。

本會常務理事長葛維新知道多

位老朋友來，特地抽空前來一

聚。

葛常務理事表示，鄭理事長去

年二月上任，念茲在茲服務僑

胞，就像他的名字一樣，以無比

的毅力為服務僑胞衝鋒陷陣，

不達目的絕不停止，他的努力

不懈拓展僑聯業務，增加曝光

度，辦起各項活動有聲有色，

而鄭理事長是巴西華僑出身，

當年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做僑務

工作，因此最了解海外僑胞的

需要，僑聯真是深慶得人。

李常務理事長也表示，每個

月看到僑訊，看見裡頭的豐富

內容，有海外、有大陸、有藝

文、有人物，現在已沒有這種

詳盡刊登華僑動態的報紙，僑

訊為華僑發聲，大家應給予最

大支持。

包括張人睿及張學海、童惠

珍主任都表示，回到台灣一定

會回到僑聯這娘家，因為來到

這裡有了歸屬感，讓人溫暖。

僑光社／台北 菲華僑聯之友

社會長蔡慶華等一行，3月29

日中午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長鄭致毅，鄭理事長十分

感謝蔡理事長，在去年本會前

往菲律賓馬尼拉舉辦海外理事

會，給予大力支持及協助，讓

這場跨海會議圓滿成功。蔡理

事長則表示，十分感佩鄭理事

長服務連繫僑胞的用心，鄭理

事長是用生命在做僑務工作，

這種執著精神，身在海外僑胞

看在眼裡感動在心裡，只要鄭

歡迎旅美.菲
僑 領 到 訪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泰國辦事處主

任陳鴻彰，3月22日前往香港，拜會辦事處主任

梁昌求，兩位主任都表示，每個國家地區不論

是人文環境都不相同，相互拜訪可以讓彼此的

僑務工作經驗獲得充分交流，落實服務僑胞的

目標。

本會理事長鄭致毅表示，兩位主任在僑居地

積極負責，對於總會交辦的工作都戮力以赴，

讓總會與僑居地僑胞間連繫更加緊密，十分感

謝兩位主任的付出與努力。

陳鴻彰（左二）拜會梁昌求（右二）。

鄭理事長(前排中)接待蔡理事長(前排左二)，後排右二是蔡秘書長，後排右三是本會黃五東秘書

長，後排左一是本會仇建民處長，後排左四是林在良總會長。

僑胞及葛維新常理肯定鄭理事長為僑務付出的努力  強調回僑聯有歸屬感

理事長登高一呼，菲華僑

聯之友社永遠是僑聯總會

的支持後盾。

鄭理事長指出，目前兩

岸關係凍結，我們外交處

境艱難，政府強力推動新

南向政策，僑聯總會在東

南亞國家都設有辦事處，

可以從旁協助政府，他並

舉例泰國辦事處主任陳鴻

彰協助台灣的大學在當地

招收國際生，解決大學因

少子化面臨招生不足的困

境等，「唯有厚植僑力才

能壯大國力」，海外僑胞

是政府在僑居地最精實的

忠誠部隊，只要政府有需

要，僑胞一定挺身而出站

在第一線。  

拜會一行尚有菲華僑聯

之友社秘書長蔡聰敏、菲

律賓台商總會總會長林在

良、菲律賓台商總會名譽

總會長黃世模、鄭國賓、

菲律賓台灣同鄉會創會會

長謝世英、菲律賓宿霧台

灣協會會長俞姵如、僑務

委員王守慶、僑務促進委

員何見意、菲華僑聯之友

社副理事長蔡婉兒。蔡理

事長一行此次回台另參加

2017年亞洲華人團體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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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百年大師」受肯定 

鄭貞銘榮獲北美中文傳媒學會獎

鄭理事長(前排中)接待美國歸國華僑，大家比手稱僑聯讚，前排左四是本會葛維新常務理事。



僑光社／北京 2017年中華

僑聯總會海外青年中華文化

研習營，4月18日下午拜會

國台辦，由頓世新局長接

待，頓局長表示，此行參訪

他定位為「文化基因喚醒

之旅」，他並提出和平、包

容、開放及創意4大觀點，期

勉參與活動的海外青年。鄭

理事長表示，兩岸的下一代

沒有包袱，雙方的合作要靠

年輕人。希望年輕人不要受

兩岸政治的影響，發揮感情

的力量。鄭致毅打比喻說，

兩岸年輕人的關係就像杭

州的龍井茶，茶葉本來是乾

的，交流就如同熱水，互相撞

擊感情就出來了，但如果兩岸

交流停了，茶水冷了，茶水就

乾澀無味了。

鄭理事長指出，兩岸經過

了數十年分隔，不少臺灣青

年形成了相對較為獨特的自

我意識，對大陸的認知與中

老年人有明顯的世代差異。

年齡層在60歲以上的臺灣民

眾，因經歷了兩岸軍事對立

時期，而對大陸產生敵對心

理；然而透過兩岸開放探親

的政策，逐漸淡化內心的仇

視。對於中年以上的臺灣民

眾而言，經歷了兩岸的政治

對抗時期，透過逐步交流，

除了為彼此在經濟上帶來商

機，也增進了兩岸民眾間的

瞭解。臺灣青年世代，尤其

是相較所謂的外省第一代而

言，他們缺乏血緣，以及原

鄉記憶、經驗，因此年輕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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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上海 2017年中華僑聯總會海

外青年中華文化研習營，由理事長鄭致

毅親率來自世界7國18位海外青年，前往

大陸進行為期8天的文化參訪，鄭理事長

指出，兩岸青年彼此都有一層距離感，

政府和民間應當共同營造一個溫馨、開

放的交流環境，讓青年願意跨出這一

步去接近了解對方。有了共同生活和記

憶，年輕人之間建立信任，心有靈犀，

兩岸關係就會注入源源不斷的活水，形

成合作的契機，促進共同發展創造有利

條件，形成雙贏的局面。

上海市台辦每年都會舉辦海外青年中華

文化研習營，由於名額有限，往往都是僧

多粥少，向隅者多，今年也不例外。今年

參訪是從進步繁榮的上海到文化古都的西

安，接著再到政經中心的北京，內容豐

富，沿途體驗15小時從上海到西安的夜

行火車及西安到北京的高鐵，主辦單位

的巧思，讓海外青年驚艷不已。

在上海四行倉庫，看見當年謝晉元將

軍率8百壯士死守抵禦日軍的砲火攻擊，

白天在樓高492公尺的上海金融中心，俯

瞰黃浦江，晚上夜遊外灘，彷彿來到天

上人間，在猶太難民紀念館體會種族的

包容，在陝西歷史博物館，領略先周秦

漢唐悠遠的歷史軌跡，在華清宮浸淫唐

玄宗與楊貴妃纏綿悱惻的愛情詩篇，在

兵馬俑博物館裡，整齊排列的龐大地下

軍團，令人驚嘆不已，青年們頂著10度

寒風，登上八達嶺長城成了好漢子，每

天每分每秒，在青年們心中都烙下美好

記憶。

除了參觀，主辦單位還安排陝西博物

館聽取王雙懷教授的「周秦漢唐文化的

座談交流
互換心得

上海、西安、北京　金融重鎮、文化古都、政經樞紐　

海外青年訪陸  為兩岸關係注活水

特點」講座，在上海僑聯與僑青

們座談交流，大家交換心得與工

作經驗交流，讓團員們不虛此

行。鄭理事長表示，兩岸關係發

展為兩岸青年交流開創新局面，

提供了擴大接觸與增加交流及形

成共識的機會。交流能化解部分

根深蒂固印象，透過交流獲得更

新的認識；其次，交流能加深並

發展相互合作，一些臺灣青年瞭

解到大陸經濟的發展形勢而重新

設定生涯規劃，交流可以建構出

雙方持續互動的溝通管道，這項

文化參訪十分有意義，希望能持

續辦下去。

這次參與的海外青年， 有來自

美國、西班牙、日本、菲律賓、泰

國、緬甸、澳洲等地區，職業中有

醫生、律師、教師、工程師等，

在僑居地都是菁英中的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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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與上海台辦頓世新局長(前排中)合影，前排左

四本會鄭理事長，左二吳燕玉處長。

登長城大賽前三名優秀者與頓世新局長(前排右四)

合影，左四是本會鄭理事長。

群對大陸有強烈的疏離感與陌生感，

如何讓台灣青年更貼近大陸，互訪交

流十分重要。

鄭理事長也指出，兩岸一定要互

信，雙方才會對彼此放心，如果沒有

互信，很多事就不好談下去及做下

去，對兩岸人民都不好的。

登長城大賽

男女冠軍廖

約瑟(左圖)

楊 珮 琳 ( 下

圖)受獎，由

頓局長親自

頒獎。

團員在四行倉庫前合影，前排右八是鄭理事長，左一是本會龔維軍處長，左二是吳燕玉處長。

團員在陝西師範大學進行講座，由主講人王雙懷教授主講。 陝西省台辦副主任何銳(前排右五)接待團員，前排左

三本會鄭理事長，左二本會吳燕玉處長。

鄭理事長(中)與北京緬甸歸僑聯誼會會長肖湄琬(左二)交流

合影，並致贈紀念品，右一是本會吳燕玉處長。

團員在北京人民廣場玩跳躍遊戲，充滿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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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青年訪陸  為兩岸關係注活水

僑光社／上海 4月14日上

午，中國僑聯副主席、上海

市僑聯主席沈敏親切接待臺

灣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

毅所率領的2017海外青年

臺胞中華文化研習營一行。

沈敏對鄭理事長一行的到來

表示熱烈的歡迎，並簡單介

紹了上海市科創中心建設、

自貿區建設等經濟建設成果

及今後的發展目標和規劃。

沈敏主席對臺灣中華僑聯總

會促進海峽兩岸互惠合作，

和平共處表示讚賞，同時也

希望兩會在文化、經濟等領

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

鄭理事長對上海市僑聯的熱

情接待表示了感謝，同時也

介紹了研習營的情況，他表

示兩岸關係發展要為兩岸青

年交流開創新局面，提供擴

大接觸面與增加交流及形成

共識的機會。臺灣中華僑聯

總會希望通過進一步的民間

交流，大力推進兩岸青少年

之間在文化、體育等交流機

會。

鄭理事長說，這幾年兩岸

青年交流在兩岸大發展大

交流的新形勢下，實現了多

次跨越加速發展的態勢。當

前的兩岸青年交流有以下幾

點成績：一是從單向交流走

向雙向交流。兩岸關係走向

和平發展之後，大陸青年大

量地赴臺灣參加交流活動。

包括兩岸目前推動的高校之

間簽訂相互的交流協定，從

事一個月到半年不等的交換

學生或四年大學就學活動。

二是從單一主題走向多樣主

題。兩岸青年交流從早期的

零散交流，到後來的定期互

訪，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

交流活動。三是規模不斷擴

大。兩岸青年交流的規模與

領域不斷擴大隨著兩岸青年

交流的推進，兩岸青年彼此

逐漸熟悉，而且開始尋求深

入瞭解。

鄭理事長表示，兩岸青年

交流活動辦得不算少，有些

卻流於形式主義、具體而

言：一是交流次數不斷增

加，但交流資源向特定團體

傾斜，「青年精英」的交流

明顯多於一般青年。二是

「走馬看花」式的到此一

遊，只為交流而交流。三是

交流過程未能觸及深層問

題，包括政治歧見、歷史看

法、現實訴求等，多為泛泛

的友好交談，兩岸青年坐在

一起「貌合神離」，更難以

藉此建立命運共同體。要讓

一般青年成為交流主體。

僑光社／北京 2017年4月

17日，中國僑聯副主席喬

衛在北京接待中華僑聯總會

海外青年中華文化研習營一

行。喬衛說，兩岸同胞是打

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兩岸

僑界在交流合作前景十分廣

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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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衛副主席與鄭理事長是

多年老友，見到鄭理事長遠

道來訪，十分高興，喬衛多

年來負責僑青工作，與年青

人接觸多，相當理解年青人

想法。鄭理事長表示，兩岸

經過了數十年分隔，不少臺

灣青年形成了相對較為獨特

的自我意識，對大陸的認知

與中老年人有明顯的世代差

異。鄭理事長說，年齡層在

60歲以上的臺灣民眾，因

經歷了兩岸軍事對立時期，

而對大陸產生敵對心理；

然而透過兩岸開放探親的政

策，逐漸淡化內心的仇視。

對於中年以上的臺灣民眾而

言，經歷了兩岸的政治對抗

時期，透過逐步交流，除

了為彼此在經濟上帶來商

機，也增進了兩岸民眾間的

瞭解。臺灣青年世代，尤其

是相較所謂的外省第一代而

言，他們缺乏血緣，以及原

鄉記憶、經驗，因此年輕族

兩岸僑界交流合作前景廣闊

鄭致毅、喬衛支持僑青參與投資建設

群對大陸有強烈的疏離感與

陌生感。  

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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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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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今年接待

中華僑聯總會海外青年中華

文化研習營一行，可惜的是

中國僑聯沒有邀請僑青參加

座談交流，他希望下半年舉

辦台灣青年與大學生參訪交

流活動，來常來往，愈走愈

近。

團員與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前排右五)合影，前排左三是本會鄭理事長，右二起依序陳權部長、本會龔

維軍處長、吳燕玉處長。

雙向交流 多樣主題 規模擴大

鄭致毅、沈敏共識  增加接觸面與互動

台灣青年約690萬人，到過

大陸的只占少部分。按人次

來算，部分青年已到大陸多

次，但更多人並沒有機會到

大陸看一看。尤其台灣中南

部地區、非名校學生應該更

多參與到交流中來。

市僑聯青年總會部分成

員與研習營成員就「今後

如何加強海外及兩岸青年

互動，以促進兩岸的和平

發展統一及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做出貢獻」進行熱

烈的討論和交流。

研習營成員、泰國僑聯

總會副主席劉揚竣先生表

示應該繼承中華民族優秀

傳統，努力提升全球華人

形象；研習營成員、美國

惠普公司營運策略經理許

正欣女士表示身為ABC（在

美出生的華人），對中國

大陸的瞭解僅限於海外媒

體的宣傳報導，此次隨團

來中國大陸，看到了大陸

日 新 月 異 的 經 濟 發 展 情

況，深為震撼，希望今後

能多多與大陸交流。

上海市僑聯青年總會理

事、海爾電器集團海外國

家政府級大專案總監于朝

先先生從自身在海外發展

的歷程談到了如何傳承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以促

進兩岸的大融合；市僑聯

海外委員、青年總會常務

理事、西班牙薩瓦德爾銀

行上海代表處代表吳心心

女士從父輩的經歷談到了

兩岸的同根同源，也表示

了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促

進兩岸青年之間的交流與

合作。

（相關報導見A4版）

在上海僑聯舉辦兩岸僑青座談，大家交換經驗與心得。上海僑聯主席沈敏(前排中)接待參訪團，前排右四鄭理事長，前排左

三起依序本會龔維軍處長 吳燕玉處長。

中華民國一○六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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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兩岸青年交流是奠定雙方長期交往的基本條件

鄭致毅期勉彼此增進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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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上海 2017年中華

僑聯總會海外青年中華文化

研習營18位團員，受上海台

辦邀請前往大陸進行為期8

天的文化參訪，鄭理事長在

歡迎會上表示，兩岸應充分

利用現有的交流平臺，擴大

青年交流，鞏固友誼。兩岸

青年交流的活動內容的規劃

與包裝至為重要，應該著重

從兩岸青年最關注的音樂、

電影、戲劇、美食、旅遊等

主題。兩岸青年交流是奠定

以後長期交往的基本條件，

雙方藉著互動從陌生到認識

再到瞭解，是一個交朋友的

過程。包括活動期間接待人

員與臺灣成員的互動瞭解，

以及活動結束後雙方仍保持

密切的聯繫，這是彼此培養

僑光社／台北 出生在大陸

溫洲平陽的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4月1日

返鄉參加世界平陽人大會，

近700名海內外平陽鄉賢齊

聚家鄉，除了探親尋根，他

們還有一個共同回家理由─

敘鄉情、謀發展。鄭理事長

在會中並與來自世界各大僑

團交流，邀請僑胞到台灣參

訪，藉由實地體驗了解台灣

的進步與發展。

鄭致毅：兩 岸同源 歡迎常來往參加世界平陽人大會
探親尋根  敘鄉情

鄭理事長參加世界平陽人大會。

鄭理事長表示，近年來，

平陽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快速

化。這些進步的取得，離不

開在外平陽人情繫家鄉、不

忘家鄉、反哺家鄉的付出和

奉獻。今年世界平陽人大會

以「情繫平陽，共創共享」

為主題，參加此次活動的是

來自國內外200多個城市，

海內外政治、經濟、文化、

軍事、科技、教育、衛生、

新聞等領域的優秀平陽人代

表。

世界平陽人聯誼總會近年

來努力打造成世界平陽人促

進交流、共謀合作、共同發

展的平臺。

此次與會還有政協浙江省

蒼南縣委員會主席陳國苗、

蒼南縣副縣長曾迎玲、蒼南

縣僑聯主席吳克修、法國華

僑人會名譽主席金慎強、平

陽縣政協副主席金裕軍、平

陽縣台辦主任廖江天等。

▲上海松江區台辦

副主任李曉菁(前排

左五)，接待本會鄭

理事長(前排左六)

等一行。

上海台辦主任李文輝(前排中)接待參訪團，左二是鄭致毅理事

長，右二是本會吳燕玉處長，右一是上海台辦副主任王立新。

▲ 鄭理事長(右)在

上海酒店巧遇澳

門僑聯主席劉藝

良。

僑光社／台北 與鄭致毅理事長同為二屆國

代的前大法官董翔飛，4月27日上午拜會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鄭理事長見到當年在國民

大會併肩作戰的老戰友，十分激動，秘書長

黃五東與董大法官有師生情誼，見到老師來

訪則是格外開心，三人話匣子一開聊個不

停。

董翔飛先生於民國79年即參與國民黨修憲

小組，起草增修條文。80年當選第二屆國民

先及文化來自大陸中原的意

涵，僑聯總會肩負兩岸共同

努力傳承河洛文化 光大華

夏文明的重任。

上海台辦主任李文輝指

出，中華僑聯總會海外青年

中華文化研習營活動今年是

第4屆，每年都看到在各僑

居地表現優異的青年來到大

陸參訪交流，今年參加的青

年，專業遍及各領域，且多

數是第一次到大陸，他希望

大家能到各城市走走，體驗

文化、經濟的內涵，了解大

陸風土民情，更希望藉由交

流，雙方建立深厚情誼。

共同的記憶的開始。 

他指出，一項國族認同民

調結果顯示，台灣民眾有

84%自認為中華民族，但僅

46.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最主要原因在於，兩岸青年

間沒有集體歷史記憶，找回

「同屬中國人」認同，需

要讓兩岸青年共同成長。

首先，開展兩岸青年“尋

根”活動，建立兩岸青年對

“根”的共同認知，培養

具有命運共同體。2011、

2015年中華僑聯總會在台

北舉辦兩屆河洛文化研討

會，來自大陸及台灣、世界

各地數百位學者專家齊聚一

堂，傳揚河洛文化是台灣

與中原文化的紐帶。2013

年、2014年本會兩度邀請

河南信陽豫劇團到台灣開漳

聖王宮廟演出陳元光大將軍

的故事，彰顯河南固始是唐

人故里─閩台祖地，台灣祖

見。獲頒一等司法獎章，展

現了釋憲者應有之風範，並

扮演了大法官維護人權、伸

張正義以及捍衛自由民主基

本秩序的憲政角色。

 董翔飛前大法官除實際

參與修憲外，著述不倦，重

要著作包含中國憲法與政府

（第42版）、地方自治與

政府、我的不同意見書等。

除了修憲、著書、誨人之

外，董翔飛在臺灣司法界和

教育界亦享有很高的聲譽。

他自幼受家庭環境的薰陶，

酷愛書法藝術。在服務公職

期間，一直保持使用毛筆的

習慣，後又對金石篆刻產生

濃厚興趣。董翔飛以先賢

為師、博采眾家之長，創

作了大量精美的書法篆刻

作品，閒來也刻方圖章自

娛，60年來，已逾5、6百

方圖章，人稱「五百石印富

翁」，並多次於臺灣及大陸

展覽。

大
法
官
董
翔
飛
俯
仰
天
地 

快
意
人
生

修
憲 

著
書 

誨
人
不
倦 

寄
情
筆
墨
篆
刻

鄭理事長致贈董翔飛(中)本會紀念品，右為黃五東秘

書長。

香港地區 顧問江思杏港幣500元。

日本地區 理事羅鳳英台幣2000元。

加拿大地區 理事馬清屏台幣4000元。

大會全國不分區代表，三次

修憲；完成總統、副總統直

選；行政院長副署權；大法

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由

國大同意；司法院預算獨

立；並設置憲法法庭，解散

違憲政黨，及省長民選等重

大條款。

董大法官在內政部服務期

間，推動地方自治，落實民

權初步，修訂地方自治法規

與管理地方及中央公職人員

選舉，起草公職人員建制、

自治人事、自治財政、自治

事項以及都會區之規劃等重

大工程。

 他於大法官任內，除參

與及完成近200號解釋外，

並對若干重大爭議性解釋提

出18件不同意見及協同意

︱彥賢義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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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去年邀請中華

僑聯總會組隊前往大陸廣州參

加兩岸四地桌球友誼賽的廣州

市僑聯，4月25日下午由主席

梁瑞冰組團來台拜會本會，由

理事長鄭致毅親自接待。鄭理

事長表示，兩岸僑聯互動，有

如桌球，你打來我打回，有來

有往，常來常往，感情交流產

生互信，自然能促成合作與發

展。

鄭理事長指出，去年到廣

州，受到梁主席熱情接待，因

為自己是新任理事長，梁主席

也是新任，兩人互道恭喜，並

承諾每一年都要有互訪加強

連絡，今年梁主席依約來到台

灣，並到本會拜訪，團員中多

數是第一次到台灣，他建議團

員到處走走，體會本地風土民

情。他說，到了台灣相信團員

會覺得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樣親

切溫馨，這就是兩岸一家親。

鄭理事長接著表示，本會成

立65年，除了連繫服務海外

僑胞，傳揚中華文化，並加強

與大陸涉僑組織連絡交流，他

說，唯有兩岸和平相處，才能

在這基礎上共謀百姓福祉。

梁主席則表示，來到台灣見

到鄭理事長真的很親切，她信

守承諾來到中華僑聯總會拜

會，他也邀請鄭理事長百忙之

中今年一定要到廣州參訪。她

接著指出，這次來訪的團員中

有多位事業有成的僑青，來到

台灣拜訪中小企業，希望雙方

能交流合作，尋求商機。

鄭理事長也呼應表示，現在

是年青人世代，僑務工作必須

交棒給年青人，承先啟後，僑

聯總會有個青委會組織，也都

是各領域的菁英，希望雙方透

過僑青交流，讓創業者有個交

流合作平台，大家將餅做大，

成為最大受益者。

僑光社／台北 廈門市僑聯主

席王德賢等一行，4月22日下

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由理事

長鄭致毅親自接待，鄭理事長

表示，本會與廈門僑聯是如兄

如弟的兄弟會，是有話直說的

伙伴關係，「如果不是在長期

交流、合作，建立牢不可破的

互信關係」，不可能像現在這

般水乳交融，兩岸僑界都應份

外珍惜。

廈門市僑聯王主席也呼應鄭

理事長所言，他表示，每年在

6月兩岸論壇舉行前，他都會

率團到台灣拜會鄭理事長，雙

方就兩岸僑聯如何加強聯繫進

行先期討論。他表示，鄭理事

熱忱接待廣州、廈門市僑聯主席

鄭理事長：兩岸應珍惜互信關係

鄭理事長( 前排中 )陪同王主席(前排右 )一行，參觀圓山

地道，後排左是本會永續發展委員會楊智維執行長。

長是行動派，上任以來為加強僑胞服務，不辭

辛勞走訪世界各國；為了兩岸僑界合作，穿針

引線推動雙方互訪，內心十分敬佩。

鄭理事長表示，自己一介七旬老翁，大半輩

子奉獻在僑務工作上，面對兩岸交流停止，願

盡一己之力，先推動兩岸民間社團交流，唯有

雙方合作不對立，才能謀取兩岸民眾最大利

益。

| 優勝作品展 | 海外華校學生繪畫、書法 比賽 105年度

繪畫︱6-9歲組優勝 朱詠瞳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

         10-13歲組優勝 王建豪 菲律賓晨光中學

         14-17歲組優勝 余綺文 澳洲雪梨華人長老會語文學校

朱詠瞳 王建豪 余綺文

鄭理事長(前排中)接待梁主席(前排左二)，前排右一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鄭理事長(前排右二)接待王主席(前排中)，前排右一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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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安地卡及巴布達政府宣布自

即日起給予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我國國

民電子簽證待遇，外交部對安地卡及

巴布達政府本項措施表示歡迎，相信

此舉將有助提升雙方觀光、文化及經

貿交流。

我國人持憑效期6個月以上護照，可

在安地卡及巴布達移民局網頁（https://

evisa.immigration.gov.ag/agEvisa-app/）申

辦停留30天、單次入境之觀光簽證，

申辦規費為100美元，詳細申辦流程請

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

gov.tw）。安地卡及巴布達位於加勒

比海，人口約9萬人，大部分為非洲後

裔，觀光業為該國經濟發展之重要產

業。（外交部提供）

作品獲獎 開心又榮耀
比利時／ 比利時華僑中華學

校2017年2月4日舉行上學期結

業典禮並同時舉行頒獎禮，約

七十位嘉賓見證了這場慶典。

今年14位同學榮獲了書法、

繪畫佳作獎，中排右起余叔謀

董事長、易忠錢校長、王萬里

副代表、陳老師、梁老師。

（比利時華僑中華學校秘書處提供）
品佳餚 話家常

越南歸僑慶生會好熱鬧

台北／ 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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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期

壽宴。

出席者計有：陳妙順、黎

氏敏、顧鳳嫻、杜豔娥、齊

志新、利蓮、葉細鳳(壽星) 

、劉潤萍(壽星) 、梁勝意、

施亦珍、黎潔萍 (會長) 劉

月萍、曾鴻瑞等人，大家敘

家常、品佳餚，十分熱鬧。

（黎潔萍提供）

美西北區台灣青年及留學生
推廣道地台式甜品

西雅圖／ 美西北區台灣青

年聯合會（TYAPN）及西雅

圖華盛頓大學海外台灣同學

會（TOSA）於4月7日參加

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所舉辦

之美食亞洲（Bite of Asia）

活動，活動現場有來自台

灣、日本、韓國及越南等

10多國留學生擺設攤位。

TYAPN及TOSA各自設立攤

位，提供珍珠奶茶、台式麵

包甜點及黑松沙士等道地台

式甜品，廣受該校學生及前

往參加民眾之青睞。

西雅圖僑教中心主任陳敏

永特別到場為年輕朋友及台

僑     社    簡    訊

灣留學生們加油打氣，並感

謝在課餘仍不忘將真正的台

灣味介紹給當地友人，期勉

未來繼續與僑教中心緊密聯

繫，共同將台灣美食文化推

向美西北區主流社會的舞

台。（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駐加拿大代表處

「台灣之夜」晚 會展現濃濃台灣味

渥太華／ 駐加拿大代表

處4月4日在加拿大首都渥

太華「城堡飯店」(Fairmont 

Chateau Laurier)舉辦「2017

年台灣之夜」(Taiwan Night 

2017)晚會，這是代表處連

續21年在加京舉辦的年度

文化盛會，有近70位加國

聯邦參眾議員，及政府官

員、企業、學術、媒體友人

及旅加台商代表共逾兩百人

出席。

晚會由祥獅獻瑞及電音三

太子熱鬧開場，接著由蒙特

婁台鄉會舞蹈團及多倫多台

灣室內樂團演出「淡水暮

色」、「白牡丹」、「滿山

春色」、「望春風」及「港

都夜雨」等十餘首傳統舞蹈

及台灣民謠，現場充滿濃濃

台灣味，深受來賓喜愛。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台美警消協會舉辦年會暨

居家安全講習

華盛頓／台美警消協會於

4月8日在華府僑教中心舉

辦滿一周年年慶暨居家安

全講習，邀請台裔Fairfax 

County義消Charles Chiang 為

會員及社區民眾解說火災起

源點、煙霧警報器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測試煙霧警報

器等觀念。

警消協會事先請會員帶家

中的老舊滅火器到會場，再

由Charles 教導大家判斷此滅

火器是否仍然可以使用，以

及滅火器應該放在家中什麼

地方才正確。室內課程結束

後，Charles帶領大家到戶外

架設的一個小小實境現場，

模擬示範當火災發生時該如

何使用滅火器安全滅火，並

請有意願的人實際演練一

次，大家都覺得非常有意

義。

活動最後在會長馮芝琪特

別為四月壽星訂製的杯子蛋

糕分享中結束。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美國至德三德聯合祭祖儀式

及春宴暨頒發獎學金典禮

舊金山／ 美國至德三德總

公所、三藩市至德三德公所

聯合於4月1日在至德三德

禮堂舉行祭祖儀式，由總公

所總理周榮桂、副總理周達

昌、主席蔡新顯、副主席吳

傑慶、周永策等首長引領各

埠五姓宗親虔誠祭祖。駐舊

金山辦事處處長馬鍾麟與金

山僑教中心主任吳迪文到場

參加與宗親祭拜先賢，追思

祖德。馬鍾麟並代表僑務委

員會委員長吳新興獻上金豬

及香油錢，以表敬意。

隨後在舊金山華埠舉辦春

宴，該會總理周榮桂、副總

理周達昌歡迎各位嘉賓光

臨。馬鍾麟、吳迪文及美

國、三藩市至德三德多位各

級首長上台致詞。

馬鍾麟表示，在此見到至

德三德吳、周、蔡、翁、曹

五姓宗親，團結和樂，將此

慶會辦得熱鬧歡愉，顯見至

德三德宗親人才濟濟，而且

團結，是個有實力的團體，

令人欽佩。同時期盼未來至

德三德各級首長能與駐處密

切合作，共為僑社繁榮昌盛

而努力。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年會

校友共聚回憶青春歲月

休士頓／ 休士頓北一女校

友會於4月2日舉辦第36屆年

會，近200位校友及眷屬出

席，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

敏境、各組組長、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等均應邀參加。

會長鄧曉玲歡迎所有貴賓

與會，黃敏境致詞感謝北一

女校友會對僑社活動的參與

與支持。

會中由該校友組成之北一

女校友儀隊進行精彩表演，

立刻吸引大家目光，現場團

康以及北一女校史猜謎活

動，讓許多校友重回當年讀

書青春歲月，該校友會還安

排精彩藝文節目演出以及摸

彩活動，在熱烈氣氛中慶賀

該校友會36周年。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越南歸僑協會慶生會（黎潔萍提供） 加拿大國會四大政

黨近70位參眾議

員出席台灣之夜。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台裔義消模擬示範

當火災發生時該如

何使用滅火器安全

滅火。（轉載自宏觀

電子報）

▲

▲

台灣青年聯合會所設珍珠奶茶攤位廣受

青睞。（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馬鍾麟、金山僑教中心主任吳迪文與至德三德五姓宗親

全體合照。（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會中由該校友組成之北一

女校友儀隊進行精彩表演。（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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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駐愛爾蘭代表杜

聖觀最近應邀參加都柏林南

區Greystone中、小學「台灣

文化週」活動，並介紹台灣

進步情形，受到該校師生、

家長熱烈歡迎。該校活動極

為活潑有趣，並受到各界

重視，除台灣外，另有國際

各國文化介紹等。杜聖觀向

在場師生及家長說明台灣豐

富人文地理、歷史、政治發

展、經濟及人民生活等，並

表示我國係民主、自由、開

放社會，我國第一位女性總

統就任，係亞洲典範。此

外，台灣進步教育制度及高

科技產業等各層面發展受到

世界肯定，在場師生、家長

對我國開放進步均留下深刻

印象。杜大使演講後進行有

獎徵答，學生們熱情回應，

並紛紛表示熱愛台灣，希望

有朝一日前往台灣瞭解。

上述活動與會者包括都

介紹台灣進步情形  三太子造型活潑受歡迎
愛爾蘭Greystone中小學台灣文化週回響熱烈

柏林中文學校校長劉淑慧

(中文志工老師)，此次駐處

與劉淑慧合作爭取以介紹

台灣為主題之「國際文化

週」活動，讓本地學校師

生有機會進一步瞭解台灣

特有政治、經濟、文化、

教育及風土民情。活動中

安排台灣青年表演電音「三

太子」音樂與舞蹈，其生動

活潑造型極受師生、家長熱

烈歡迎，並紛紛搶與「三太

子」合影留念，活動成果十

分具有意義並充分達成宣傳

台灣之目標。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Greystone中、小學師生與電音三太子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寶墨館於博士山隆重開館

墨爾本／ 座落於博士山市

中心、連接寶康圖書公司的

「寶墨館」，於3月25日週

六下午二時正，隆重舉行開

館典禮。維州各書畫名家、

華裔政要、知名僑領暨僑團

代表等近兩百人，將寶康公

司內外擠到水洩不通。

忽然醒獅舞動、鑼鼓喧天

的將洋洋喜氣擴展；令眾多

華洋路人駐足分享開館典禮

歡樂。男女司儀羅家寶小姐

與香英豪先生準時宣佈儀式

開始，首邀知名書法家游啟

慶老師致詞、介紹寶墨館成

立的因緣及宗旨。

這位聲音洪亮的文教界名

人游老師說，區鎮標主席的

父輩及他本人皆從事文化事

業，有見及華人移民越來越

多，個中不乏書畫、攝影等

藝術家，為了讓這些名家們

的作品有個平台交流，因而

促進了「寶墨館」的成立。

該館除了定期舉辦書畫展覽

外，也將作為藝術教育的場

地，將開設各類書畫班、歡

迎文教、藝術界借用場地辦

活動。

兩邊牆壁掛著琳琅滿目書

法家廖蘊山、鍾志澄、游啟

慶、畫家何錦釗、馮小薇、

蘇華響等的書畫作品，讓人

目不暇給。

「寶墨館」每週開放七

天，由早上十時至下午五時

正；歡迎各界人士隨時免費

入場參觀。該館將定期更換

展出作品，同時歡迎各藝術

團體、文化界、作協、書畫

會等單位、借用該館舉行個

人展覽、或主辦文學講座、

新書發佈會等活動。

寶墨館地址: 601 Station 

Street  Box Hill Vic.3128，查

詢電話 : 9890 8488  

區鎮標主席: 0411 571 

818 ／ 李國新總經理: 0403 

268 185。（黃玉液提供）

橙縣華人商會舉辦工商大展

及專業講座

橙縣／ 橙縣華人商會及台

美律師協會等多個社團4月

1日在爾灣中文學校舉辦工

商大展及專業講座活動，以

讓更多橙縣民眾知曉如何尋

找專業服務及諮詢，也讓會

員廠商有機會將最專業的一

面呈現給大眾。

爾灣市長魏格納（Donald 

Wagner）、副市長史格特

（Lynn Schott）、橙縣僑教

中心主任楊海華、爾灣中文

學校校長鍾幼蘭等均應邀出

席。

當天駐洛杉磯台灣貿易中

心以台灣精品列展攤位在現

場相當吸睛，而楊海華與李

惠玲推介台灣極富創新價

值，並符合北美市場之台灣

精品，歡迎買家及消費者多

多洽購。

當天橙縣僑教中心也應台

美律師協會候任會長、橙縣

華人商會理事陳啟耕律師之

邀請設立攤位，擺置「學華

語向前走」等教材及鼓勵海

外僑胞返國自費體驗優質安

心醫療服務安心計畫等文宣

資料，還提供台灣觀光旅

遊、政府Contact Taiwan海外

攬才一站式全方位服務網站

等多樣性資訊。FASCA青年

橙縣諮詢導師僑務顧問張珮

鑾帶領4位僑務青年志工在

現場一起協助橙僑中心同

仁講解說明及問卷填寫，現

場觀展人潮詢問度甚高，是

橙僑中心「走出去」擴大與

社區民眾接觸之嶄新嚐試。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多明尼加中華文教中心

教學成果展及親子會活動

多明尼加／ 旅多中華文教

中心最近舉行教學成果展及

親子會活動，由中心負責人

許妙如老師主持，駐多明尼

加大使湯繼仁應邀出席並致

詞，慰勉中、外學生們利用

假日時間學習中文，雖然付

出不少時間，但透過中文才

能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與精

深，同學們的辛勞終會有所

成就。

本次活動共逾120人出

席，主要活動內容為介紹

家人、歌唱、書法練習等項

目，氣氛相當熱烈，書法練

習則為全體學生參加，學員

經書法老師簡明扼要解說，

參與興趣極高，對於激發學

員們學習中文之興趣極有助

益。（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駐聖保羅辦事處參加華僑天主堂

望彌撒儀式 共同關懷僑胞

聖保羅／ 駐聖保羅辦事處

處長王啟文4月2日率聖保

羅僑教中心主任詹前校參加

聖保羅華僑天主堂望彌撒儀

式，並參觀天主堂附設中文

學校及圖書館，表達政府對

當地僑胞的關懷。

聖保羅華僑天主堂蕭士輝

神父及中文學校校長蕭思佳

神父對於一行人到訪均表歡

迎。在彌撒儀式中，蕭士輝

神父為甫到任的詹前校祝

禱，期盼工作順利，平安喜

樂。

「僑務委員會與聖保羅華

僑天主堂都是在做服務巴西

僑胞的工作」，詹前校表

示，這是他第一次外派海外

服務，希望日後能夠持續與

華僑天主堂互動交流，共同

關懷當地僑胞。

蕭思佳神父與僑務諮詢委

員關冰如、僑務諮詢委員張

宏昌、聖保羅中華會館副理

事長伍炳輝等人陪同王啟文

及詹前校，簡介中文學校教

學環境、圖書館藏書及古文

典籍。（轉載自宏觀電子報）「寶墨館」的剪綵貴賓。（黃玉液提供） 旅多中華文教中心教學成果展及親子會活動。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參加橙縣華人商會工商大展及專業講座的貴賓

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駐聖保羅辦事處處長王啟文（中）、聖保羅僑教

中心主任詹前校（右三）與蕭士輝神父（左三）

及僑務諮詢委員關冰如（右一）、張宏昌（左

二）、聖保羅中華會館副理事長伍炳輝（左一）

等人合影留念。（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B4 中華民國一○六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華盛頓／ 美南新聞電視多媒體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最近在

媒體發表了一篇紀念母親的專文，情真意切，令人動容。

李蔚華董事長母親趙菊英女士於2016年的最後一天在美

國華府離世，享年97歲，李府手足及家屬皆侍候在側送走

她最後一程。

美國國會議員格林，馬利蘭州州長 美國參議員都頒發褒

揚令，並將一面曾在國會飄揚過的美國國旗覆蓋棺上。

李老夫人於1919年3月2日生於雲南，在她將近一百年之

歲月中歷經抗日內戰，遷至緬甸、臺灣，直到移居美國，

她胸懷大志永不認輸之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她一生之縮影，

也是李氏姐弟妹永遠效法之精神支柱。

李董事長思親、念親，在媒體發表之專文，詳述其母相

夫教子、言教身教的點滴事蹟，對母親的孺慕之情溢於言

表。

李董事長同時是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地區的理事。
李蔚華在媒體發表紀念母親的專文。

首爾／ 漢城華僑小學為了留

存歷史的記憶，仍然保留前監

察院長于右任的原始題字「漢

城華僑中學」。

駐韓國副代表易志成於4月

7日走訪漢城華僑小學時，發

現于老的墨寶，但認為明明

是「小學」，題字卻是「中

學」，覺得十分好奇。

漢城華僑小學吳學彬董事

長，欒學讀副董事長及王德祥

校長等人，於是詳細為易代

表解說了學校的環境及成立發

展的歷史，原來，漢城僑校中

小學曾經是合校上課，全盛時

期，學生人數曾多達三千多

人；于老便是在當時為學校題

字為「漢城華僑中學」，後來

因為校舍不敷使用，僑中才遷

到現在的延禧洞。但為了留存

歷史的記憶，小學部仍然保留

了于老的原始題字「漢城華僑

中學」。

校佑兩邊的對聯則是第一任

駐韓大使王東原所題的字「淨

水為池懷祖國 ，南山當戶毓英

豪」。（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漢城華僑小學校舍 保存于右任題字

漢城華僑小學校舍保留前監察院長于右任的原始題字

「漢城華僑中學」。（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美南新聞電視多媒體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母親辭世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理事長 陳克謙

應台北市兩廣同鄉會 垂遠堂

篆體碑暨頌2017.4.11

刻盾完成揭幕(右圖上下)

▲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

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

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運大同篇︱

方榮誠 金斑鳩

柏蔚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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