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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地區 楊昆山先生林麗絲

女士伉儷獎學金台幣50000元

越南地區 理事葉清松台幣2000

元、理事葉細鳳台幣1000元；顧

問葉克權台幣1000元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林國煌台

幣6000元、常務理事童惠珍台

幣6000元、常務理事趙川三美

金200元；名譽理事李學英台幣

30000元；理事張自豪台幣3000

元、理事陶陵生台幣3000元、理

事張人睿美金200元；顧問廖聰

明台幣10000元、顧問張韻蘭台

幣4000元、顧問鍾維君美金200

元。

僑光社／台北 時時刻刻、

心心念念僑胞服務的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理事長鄭致毅，

5月19日率本會理監事及同

仁計40位，前往長庚養生

村，慰問居住的僑胞村民，

並聽取建言與需求，與會的

60位僑胞感受到僑聯總會

的溫暖，發言十分激動。鄭

理事長說，他接任理事長之

後，以僑胞服務為己任，只

要是僑聯總會做得到的，都

會滿足僑胞的需要。他同時

鼓勵養生村內僑胞，多參加

本會活動，並保重身體，壽

比南山。

長庚養生村內環境清幽，

規畫完善，各項生活需求都十

分齊全。村內有百分之四十是

歸國僑胞回台居住。鄭理事長

上任之後一直希望能到養生

村探視慰問居住的僑胞，看

是否有什麼需求，僑聯總會

能從旁協助解決。

在養生村主任戴興業協助

召集下，村內的僑胞參與

座談十分踴躍，鄭理事長希

望大家暢所欲言，僑胞們都

十分感謝僑聯總會來探望他

們，因為他們的子女都長住

國外，這種如親人的關懷令

他們十分感動。他們希望協

助解決的問題包括有的親人

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如何能

心繫養生村僑胞 鄭致毅率理監事慰問
感謝僑聯關愛 村民溫暖在心 張學海巧遇60年前

高中同窗  增添訪視佳話

回台居住養生村，或是美國

護照過期，如何尋求解決方

法等，也都獲得可向移民署

洽詢及向美國在台協會辦理

等的答覆。

鄭理事長表示，看到僑胞

在養生村生活愉快、身體健

康，連他自己退休後也想到

此長住，他指出，僑胞長年

在國外打拼，就像無根的浮

萍，年長之後落葉歸根，回

到自己家鄉，僑聯總會就有

無可旁貸的責任為僑胞給予

溫暖的服務。他希望村內的

僑胞能將僑聯總會當成自己

家，有需要就直接連絡，家

人之間不必拘束與客氣。

僑聯常務理事張學海利用

自美國僑居地返台的機會隨

行前往，巧遇居住養生村的

高中同學，數十年未見，兩

人都有著意外的驚喜，也為

僑聯此番行程增添一段佳

話。

鄭理事長與理監事隨後轉

往本會海外常務理事陳飛龍

經營的南僑觀光工廠，參觀

廠方皂品、食品製造流程，

都覺得新鮮有趣。南僑企業

版圖遍及台灣及東南亞、大

陸，產品廣受歡迎。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慶祝65屆華僑節

暨第16屆第2次海外理事

會，謹訂於106年10月11日

於國軍英雄館隆重舉行，

會中並將舉行紀念創會人

鄭彥棻先生專題講座。

華僑節慶祝大會暨海外

65屆華僑節暨僑聯海外理事會
訂10月11日舉行

理事會後，12到13日展

開國內二日遊活動，行程

前往南投埔里、彰化鹿港

等地，讓與會者洗滌身心

靈、領略台灣之美。

鄭理事長（右）慰問村內僑胞。

鄭理事長致詞（左上角）並與僑胞座談。

鄭理事長（前排左七）與理監事參觀南僑觀光工廠並合影留念。 

芝加哥／ 中華民國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2017年海外優

秀青年選拔，芝加哥地區由

秦怡華小姐獲此殊榮，秦小

姐是秦振利醫師和項邦珍僑

務委員的千金。

該項殊榮之頒獎儀式委由

僑聯總會芝加哥辦事處主任

楊朝湖安排於5月7日藉由

芝加哥臺灣同鄉聯誼會和美

中華人學術聯誼會共同主辦

之母親節餐會中，特別邀請

駐芝加哥辨事處何震寰處長

和僑教中心王偉讚主任共同

頒給，由於得獎人臨盆在

即，委由父母代為接受。

秦怡華小姐為著名小提琴

家，畢業於印地安那大學音

樂系，並於紐約茱麗葉音樂

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最後畢

業於紐約大學獲得博士學

位，現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

學，此次榮獲海外優秀青年

實是賓至名歸。

台北／ 獲得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2017年海外優秀青年

榮譽獎章的巴拉圭顧海疆先

生，5月22日由東方市

中華會館尤南巖先生代

表至台北領獎。

由於鄭致毅理事長、

黃五東秘書長公出，所

以由仇建民、吳燕玉兩

位處長代表贈獎。

顧海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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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仇建民處長、尤南巖先生、

吳燕玉處長。

秦怡華 顧海疆分別領獎僑聯海外優秀青年

左起：台聯會會長袁立平、本會芝加哥楊朝湖主任、僑教中心王

偉讚主任、秦振利醫師、駐芝辦事處何震寰處長、本會項邦珍理

事、駐芝辦事處陳瓊玉副處長、本會周賢孟理事。

︱彥賢義捐︱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成立  李南賢任首屆會長
吳敦義親臨致賀  肯定該會凝聚宗親情誼  展現人文關懷

僑委會訂10月在台舉行僑胞合唱觀摩賽
冠軍隊將受邀國慶聯歡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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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理事長(前排右三)接待美國歸國僑胞，左一起依序是本會仇建民處長、黃五東

秘書長、朱幼楨副社長，右一封昌明記者，右二是本會羅秀娟顧問。

僑光社／台北 美國洛杉磯

僑務委員廖聰明，5月2日

上午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長鄭致毅，鄭理事長特

頒海外顧問證書，聘請廖委

員以其多年貢獻僑務工作

的豐富經驗，指導鞭策本

會，讓本會成為海外僑胞在

台灣的精神堡壘。廖委員則

表示，鄭理事長神采奕奕，

活力充沛，以服務僑胞為己

任，勠力不懈，是和諧僑社

的推手。

廖委員，有著一頭充滿智

慧的白髮，雙眼烔烔有神，

散發出對僑社貢獻的堅定

智慧白髮 烔烔眼神 服務僑社奉獻不斷

受聘僑聯顧問 廖聰明：全力以赴

鄭理事長(左二)頒發海外顧問證書給廖委員(右二)，右一是本會黃五

東秘書長。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是海外華僑在台灣第

二個家。美南新聞社副社長

朱幼楨、世界日報資深記者

封昌明、本會海外顧問羅秀

娟，5月19日下午連袂拜會

理事長鄭致毅，鄭理事長指

出，僑聯總會長年來以服務

僑胞為宗旨，只要僑胞有任

何需要，僑聯一定使命必

達。

鄭理事長表示，自己在巴

西待了25年，深知僑胞在

海外的辛苦，因此他去年2

月上任之後，就以服務僑胞

朱幼楨、封 昌明 
羅秀娟、林 國煌

推崇鄭理事長熱忱投入僑務

：僑 聯是僑胞的家

為一生職志，將僑聯總會打

造為海外僑胞在台灣的家，

只要僑胞來到僑聯，一定熱

情接待服務到底。

羅秀娟顧問則表示，鄭理

事長上任後，跟著他到海

外辦活動，拜會僑團僑社，

鄭理事長親切誠懇、做事務

實、衝勁十足，像拼命三郎

般投入僑務工作，令她十分

欽佩。她相信在鄭理事長正

確方向帶領下，僑聯總會會

務一定蓬勃發展、蒸蒸日

上。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海外常務理事 、前

美南辦事處主任林國煌，5

月2日上午拜會理事長鄭致

毅，林常務理事指出，僑聯

總會在海外服務僑胞，成績

有目共睹，「與僑胞之間是

最接地氣的組織」，僑胞只

要回到台灣，一定會到僑聯

拜訪，這是僑胞在台灣的

家，回到家很溫暖也很開心

自在。

林常務理事在擔任美南辦

事處主任時，透過僑團積極

服務僑胞，即使卸下主任工

作，還是心心念念僑社。他

表示，在海外只要講起僑聯

總會，名氣可是響噹噹，這

完全是歸功多年來僑聯盡心

盡力服務僑胞奠下的基礎。

尤其鄭理事長上任之後，想

在前頭、跑在前頭，海外僑

胞都看到鄭理事長的努力與

付出。

鄭理事長說，自己在巴西

20多年，深知海外僑胞漂

泊異鄉的辛苦及寂寞，因此

自己念茲在茲就是將僑胞需

要放在第一位，僑聯是僑胞

在台灣最堅實的後盾與倚

靠。

鄭理事長(中)接待林常務理事(左二)一行。

心意。他胸懷磊落、氣度恢

宏，在僑界是人人稱讚、肯

定的僑領。

在海外，廖委員為了打破

省籍、族群情結，經常活動

於老僑與新僑之間，促成僑

胞社團不斷奉獻心力，同時

設立基金會培養青少年領導

才能，期使年青一輩能接棒

繼續僑務工作，而每逢台灣

或是僑社有大事，廖委員總

是身先士卒，出錢出力，拋

磚引玉，見義勇為，並獲頒

華光獎章。

鄭理事長與廖委員惺惺相

惜，談起僑務工作，更是帶

勁，有聊不完的話題，鄭理

事長表示，做僑務工作就像

快樂的傻瓜，沒有名也沒有

利，但樂趣卻是無窮。

僑光社／台北 福建省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

林澤春一行11人，5月10日下午拜會中華僑

聯總會，由理事長鄭致毅親自接待。鄭理

事長指出，台灣與福建一水之隔，關係如

家人如手足十分密切，是切不斷的同根同

源情。林澤春也呼應表示，雖然兩岸官方

交流暫停，但民間團體的互訪與合作應持

續進行，這對兩岸人民才是正確的方向與

應走的道路。

鄭理事長與林澤春副會長是多年的好友，

雙方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台灣都常見面。鄭

理事長說，與林副會長是有話直說的好哥

們，「自家人講話不需客套、不用拐彎抹

角」，相處就是這麼自在。他指出，有這

樣的默契得來不易，希望今後在互信的基

礎上，兩岸和平發展更向前推進。

林副會長則表示，多次到台灣來，感覺就

彼
此
共
識
：
兩
岸
應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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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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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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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回到自己家，這次組團到

台灣，除了拜會中華僑聯總

會，聽取合作交流建議，也

看望鄉親聯誼感情，同時加

強台閩青少年交流，組織台

灣青少年參加夏令營活動，

同時拜訪台商前往福建投資

興業。

與林副會長也是多年舊識

的本會榮譽理事長簡漢生也

應邀與會，簡漢生也表示，

兩岸民間交流應不受政府影

響，不僅不能降低層次，更

應加強往來。

僑光社／台北 廣東省韶關

市僑聯5月18日下午由曾園副

主席帶領9位都是第一次來台

灣的團員抵台，進行台灣深

度文化之旅，最重要是拜訪

老朋友本會理事長鄭致毅。

鄭理事長見到年輕有為的曾

副主席，有感而發的說，老

僑凋零，新僑一定要傳承接

棒，尤其是僑青是僑務生力

軍，一定要培養，讓僑務工

作生生不息，不會斷層。

曾副主席也表示，團員都

是第一次到台灣寶島，一踏

上台灣就像是回到自己家

一樣親切，台灣人民好客

有禮，文化水平高，令團員

留下極深刻的好印象。他

指出，僑聯理事顧問遍及

四海，做僑務工作就是要

走到海外，以僑搭橋，聯結

彼此，才不會因為資訊不對

等，產生誤會與認知不同。

曾副主席說，韶關是山

城，風景悠美，她當面邀請

鄭理事長能組團到韶關拜

訪，韶關僑聯上下一定熱情

接待。
鄭理事長(前排中)接待林副會長(前排左三)，前排右三是簡榮譽理

事長。

鄭理事長(前排中)接待曾副主席(前排左二)，前排右一

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拜會                     鄭致毅：期 待雙方結緣 常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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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佩雲南少數民族包容、互助 邁步永續發展

昆明.麗江.大理僑聯

僑光社／台北  為加強兩岸

僑聯交流，促進雙方合作，

共謀僑胞福祉，中華僑聯總

會應大陸中國僑聯邀請，由

理事長鄭致毅帶領一行， 

前往雲南昆明、麗江、大理

參訪，受到三地僑聯負責人

熱烈歡迎。鄭理事長表示，

儘管兩岸政府單位關係凍

結，但身為兩岸民間社團的

僑聯應勤走動，常來常往，

在過去建立的互信基礎上，

為廣大僑胞善盡服務與照顧

流長的歷史文化，有風格迥

異的禮儀習俗，有造型各殊

的民居建築，以及別饒風味

的小吃。參訪團來到七彩雲

南，第一站是拜會位於昆明

的雲南省僑聯，由黨組書記

和向紅女士親自接待。和書

記指出，她是少數民族納西

族，生在雲南長在雲南，雲

南是看不完、說不盡、忘不

了的好地方。她表示，十分

開心能接待來自台灣中華僑

聯總會的參訪團，因為要做

的責任。

鄭理事長也感性的說，他

到過世界各大國家，他深深

的感覺，不論是一個國家或

民族之所以能繁榮昌盛，族

群一定要和平、融合，像雲

南的少數民族，相互接納，

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各民

族才能永續發展與生存。

雲南有著美麗的花海、神

聖的雪山、波瀾壯闊的自然

風景，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

最多的省份，各民族有源遠

好僑務工作，兩岸相互合作

交流十分重要，唯有與僑胞

站在同一陣線，才是真正做

到服務工作。

鄭理事長說，中華僑聯總

會成立65年，他上任的工

作目標是「三位一體」 即

連繫服務海外僑胞、照顧國

內歸僑及加強兩岸僑聯合

作，同時以傳揚中華文化

為己任，巴西僑胞出身的鄭

理事長，特別了解僑胞的需

要，因此上任之後走訪海

外，拜會海外僑團僑社；並

走進台灣養生村，了解居住

在養生村內僑胞需求，盡力

協助解決。

和書記對於鄭理事長已是

七旬老翁，依舊在為服務僑

胞奔波努力十分欽佩，鄭理

事長同時提出邀請，希望雲

南省僑聯繼三年前組團來台

參訪後，能再組團到台灣，

多多了解台灣風土人情，才

能相互認識，化解誤會與隔

閡。

昆明行之後，參訪團接著

飛往麗江，拜會麗江市僑

聯，由主席子發貴親自接

待。子主席見到來自台灣的

好朋友十分開心。他說，之

前到過台灣，對寶島台灣留

下美好的印象，還發表了一

篇文章，記錄台灣行的點點

滴滴。鄭理事長說，雲南有

著大陸最多的少數民族，但

彼此相處和諧，沒有爭鬥，

沒有紛亂，只有相互合作與

和平共處，他表示，族群融

合不是嘴巴說說而已，更不

是政治人物遂行已身利益的

口號，一個國家或民族要壯

大，族群一定要融合。

大理市僑聯主席張志堅與

鄭理事長是多年老友，103

年張主席曾隨同雲南省僑聯

段林副主席來台參訪，104

年鄭理事長率兩岸論壇參訪

團到雲南，並拜會張主席，

今年106年，鄭理事長又再

度造訪大理，兩位負責人

4年見3次面，相見格外熱

絡。張主席是性情中人，談

起過去這四年與鄭理事及

中華僑聯互動交流，話匣子

一開滔滔不絕。張主席說，

感謝鄭理事長在台灣熱情接

待，龔維軍處長一路隨行陪

伴，讓第一次踏上台灣的

他，有如回到家一般溫暖。

鄭理事長說，感謝中國僑聯

邀請，能再見到張主席，這

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緣份與

親情；他說，兩岸同屬中華

民族，不要分彼此，即使像

雲南少數民族都能融為一

體，兩岸更應共生共榮，這

才是全中華民族人民之福。

鄭理事長(左五)拜會雲南省僑聯和書記（右五），左四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鄭理事長（右五）致贈本會紀念帽給大理市僑聯張志堅主席(左四)，

右一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右三是中國僑聯鄭慧。

麗江市僑聯主席子發貴(右七)接待鄭理事長(左五)，右三是中國僑聯

鄭慧，右六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右四是本會龔維軍處長。

5月26日上午，中華僑聯總會海

外常務理事、前紐約辦事處主任張

學海(中)，拜會大陸廣州市僑聯，

由盧啟明副主席(左)熱情接待，並

代表向張學海先生頒發了廣州市僑

聯顧問聘書。賓主雙方就進一步推

進僑聯與臺灣、海外僑社團的聯誼

工作進行探討交流。

（圖文／僑光社）

張學海拜會廣州市僑聯 受聘顧問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泰

國辦事處主任陳鴻彰公子陳譽中，5月28

日畢業於泰國EIS國際學校高中部，今年

8月將回台續讀實踐大學。陳主任表示，

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即使長年在泰

國，一定要兒女學習中文與中華文化，

讓兒女不忘本。

本會與陳主任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

協助台灣大學在東南亞招生，陳主任除

自己以身做則，將自己兒子送回台灣就

讀大學，並在泰國當地招生10多位高中

學生回台就讀大學，本會也在僑訊多期

刊登台灣的大學招生東南亞學生就謮的

相關訊息，提供東南亞高中生返台就謮

的參考。

陳鴻彰之子陳譽中（左二）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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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2017年4月15日上

午10時，中華臺灣潮汕同

鄉總會成立慶祝大會暨優秀

學生獎學金頒獎典禮在臺北

圓山大飯店隆重召開，由李

南賢教授榮任首屆會長。前

副總統吳敦義，前國防部

長伍世文上將，多位立法委

員、多所大學校長、臺灣各

地潮汕社團代表、國際潮團

總會曾國奎主席、加拿大潮

商會林少毅會長、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陳幼南主席和世界

各潮團領袖等數百嘉賓與獲

獎學生歡聚一堂，共賀盛

典。向大會致發賀函賀詞賀

電的有：前總統馬英九、前

副總統吳敦義，行政院院長

林全、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考試院院長伍錦霖，中國國

民黨主席洪秀柱、副主席郝

龍斌等，以及海內外各社團

領袖。

大會由中華臺灣潮汕同鄉

總會會長李南賢主持。前副

總統吳敦義、前國防部長伍

世文、加拿大潮商會會長林

少毅、國際潮團總會主席曾

國奎、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

席陳幼南分別上臺致辭。

前副總統吳敦義在致詞中

祝賀「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

會」的成立，讚揚了在臺超

過一百多萬潮汕鄉親作出的

卓越貢獻。總會的成立，凝

聚了宗親的深厚情誼，獎學

金的設立不但提攜在臺優秀

潮人子弟，更展現了潮汕的

人文關懷。吳敦義前副總統

代表總會頒發榮譽證書聘請

林少毅為永遠榮譽會長；曾

國奎、陳幼南、吳開松、吳

源盛、鄭漢明、張成雄、蘇

文龍、郭奕忠為榮譽會長；

麥子勇，連鎮恩為名譽會

長；林楓林為名譽顧問，並

向優秀學生頒贈獎學金。

加拿大潮商會林少毅會長

表示非常高興全臺潮汕社團

能同心協力成立了總會，團

結潮汕鄉鄰，服務鄉親。成

立獎學金將會加深潮籍青年

對族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為總會儲備人才，注入新的

力量。

李南賢會長感謝基隆、臺

北、臺中、臺南、高雄等潮

州(汕)同鄉會的磋商和積極

籌備，共同串連起全臺灣的

潮州鄉親熱心認同，經內政

部批准成立，成為目前全台

灣唯一合法成立的潮汕同鄉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成立  李南賢任首屆會長
吳敦義親臨致賀  肯定該會凝聚宗親情誼  展現人文關懷

總會組織。李南賢會長特別

感謝林少毅會長多次親臨臺

灣，協助籌集會務基金和捐

助獎學金，受到了臺灣鄉親

的高度讚揚。李南賢會長表

示，中華台灣潮汕同鄉總會

作為國際潮團總會的一員，

一定團結世界各地潮團，聯

絡支持國際潮人，共同為潮

汕鄉親作出積極的貢獻！

慶祝大會還為優秀的潮汕

籍學生頒發了獎學金，獲獎

學生和學生家長們都衷心感

謝。優秀學生代表陳林松發

言說，潮人先賢創業維艱，

用心良苦地搭建平台，做

為潮人後代，唯有努力學

習、肯幹才能把紅頭船精

神繼續發揚，團結世界各

地的年輕潮人攜手，創造

屬於現代年輕人未來的願

景。

（文稿由李南賢提供）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成立慶祝大會與會人員合影。（李南賢提供）

吳敦義前副總統（右七）剪綵，右六是李南賢會長。（李南賢提供）

台北／ 為鼓勵海外僑胞踴躍返臺參加中

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慶祝活動，促進僑

界與國內僑生及大專院校合唱團互動交

流，並達到歡慶國慶、凝聚僑心之目的，

僑務委員會特地主辦「106年總統盃僑胞

混聲合唱觀摩賽」，邀請海外僑界合唱團

返臺參賽。

「106年總統盃僑胞混聲合唱觀摩賽」

以我各駐外館處及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推薦隊伍方式辦理，各地推薦隊伍不限一

隊，每隊以22人為原則，決賽訂於10月6

日(星期五)下午1時在東吳大學松怡廳舉

辦，前三名隊伍每位隊員將獲頒獎座一

只，另僑務委員會將安排冠軍隊伍於10月

9日(星期一)在臺中市舉辦的「國慶聯歡大

會」中演出。

各參賽隊伍須演唱兩首歌曲，一首為指

定曲，另一首為自選曲，以具推廣臺灣本

土文化、彰顯臺灣之美或鼓舞奮鬥精神及

激發愛鄉愛國情操之中文歌曲為原則。

另僑務委員會將補助各隊每人新臺幣1萬

元，每隊以補助22人為上限，並負責各隊

接送機及至比賽地點來回接送服務，期藉

由這次優質合唱音樂饗宴，促進海外僑界

與國人之互動交流。

泰國／ 泰國中華會館5月13日在該

會館大禮堂舉辦「華裔青年聯歡晚

會」，由返泰之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

學員展現研習成果展，聯歡晚會由會

館青年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那隆主持，

泰華文教中心主任盧景海、副主任林

冠宏及學員、家長約180人出席。

李那隆感謝僑委會每年安排觀摩

團，讓泰國華裔青年除學習語文、認

識中華文化，並由參訪觀摩增長見聞

及擴大視野。盧景海致詞表示學員經

過6周語文研習，相信華語能力增進不

僑委會訂10月在台舉行僑胞合唱觀摩賽
冠軍隊將受邀國慶聯歡會演出

發掘僑界好聲音 

少，日後仍需時時溫習華語

文，讓華語文成為人生未來

重要的語文工具。

隨後，由盧景海代表頒發

前三名表現優異學員，現場

並由學員獻唱華語歌曲及摸

彩，以及播放在台研習活動

影片，現場充滿歡笑聲及掌

聲，聯歡晚會在歡慶熱絡氣

氛中圓滿結束。

由僑委會主辦的華裔青年

語文研習班，一向受到海外

僑胞極大重視，家長們固然

搶著替孩子報名，青年學子

也都認真努力，學習成效普

遍良好。今年的海外華裔青

年語文研習暑期青少年班，

預定7月4日及7月17日起，

分別在在淡江、元智兩所大

學舉行。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泰國中華會館在該會館大禮堂舉辦「華裔青

年聯歡晚會」。（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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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銅牌獎

陳婉鈺 馬來西亞美里中華中學

你
 

一隻蜻蜓安靜地棲身在那微開的門

邊上。它一絲不動，顯得十分安心，

像是這家的一份子，回到了它最熟悉

的地方與我們相見。我知道，那一定

是你。

老一輩常說，家裡逝世的亡靈會在

頭七化作蜻蜓、蝴蝶、蛾等昆蟲返家

探望掛念的親人，這是我唯一的心

靈慰藉─我想再見你一面。時間會靜

止，生命會靜止，唯獨關於你的一

切，永無止盡。

那晚，父母啟程回鄉出席婚宴，從

母親口中得知你身體不適的消息。你

一直張著嘴，喘著粗氣，唾液一滴又

一滴地從你嘴邊流下，急促的呼吸使

你的腹部收縮得都不成形了。我只得

心疼地給你餵水，期盼著你只是因攝

水量不足才病了。

終於熬過了反轉難眠的夜晚，你的

病症卻毫無好轉的跡象。平日嗜睡又

饞嘴的你竟徹夜未食未眠，在痛苦深

淵打滾的你不安地在飯桌下走動，氣

咽聲絲地對我喵了一聲。我揪著心為

你擦去嘴邊的唾液，輕撫你的頭，想

緩緩你的情緒。你依偎在我腳邊，閃

爍的眼裡正發出求助信號。

加油，你必須撐下去。

我帶著雜亂如麻的心情走到姐姐房

前，想與她討論帶你看診的事項。怎

知姐姐恰巧也身體不適，只得答應明

日再帶你看診。此時的我就如同浩瀚

沙漠中的一滴水，永遠抵不過熱浪的

威力。若當時我已考獲駕駛執照，或

許你能得救，中學尚未畢業的我在種

種現實面前就是如此渺小，連掙扎的

餘地也沒有。

早晨，陽光一縷縷地照射進來。

我從床上蹦了下來，在自家像個無頭

蒼蠅般亂闖，尋找你的蹤跡。身在苦

痛中的你竟跳到了我的書桌上，真是

不改的淘氣，你兩眼水亮，露出半截

舌頭望著我，急促的呼吸聲卻越發明

顯。

我怕直接把你抱下樓會弄疼你，便

搬了個鐵籠上樓，把大約六公斤的你

哄入籠內，我獨自把你從一格格的階

梯上運下樓，每一步都在用鐵籠邊未

修整乾淨的鐵絲往自己腳上刮。

被送入診室的你顯得格外焦躁、害

怕不安，這是一個當地出名的獸醫

院，主診師是位女獸醫。她把你攤在

診台，按壓你的腹腔，你發出痛苦的

哀嚎，奮力地扭動身子，渴望從獸醫

的手中逃脫。女獸醫把我所描述的

症狀輸入電腦，表示你是中毒了。最

終，我選擇讓你先用藥（黑炭）以吸

取你體內的毒素，若病情尚無好轉再

帶回來做進一步觀察。

不知為何，女獸醫從診室走了出去，

換了一個實習助手進來，硬生生地把兩

顆藥丸塞入你的喉腔，你頓時露出了快

窒息的神情，抽搐著無力的身子。見

你受盡折磨，還有了失禁反應，我心

酸地把你挽在懷裡，祈禱著這位「負

責任」的名獸醫能快回來。

如年的幾分鐘，女獸醫帶著三隻針

筒回來了，她示意助手把你按在診台

上，把針一隻隻地往你身上插去，打

完針，她又走出診室。這，好像不合

理？

「吭！吭！」你突然的咆哮聲充

斥著整個診室，其他工作人員則圍

在診治室的玻璃窗前注視著你。你

不斷咆哮，滿臉的猙獰，像被電擊

般上下彈跳無一位工作人員嘗試呼

喚獸醫，冷漠。當那位女獸醫回來

時，你已經不動了，你看起來像是

睡著了，睡得好甜。

「我也不清楚它為何突然這樣，

若你要查的話，可以驗屍。」

呵呵。若是她的問題，難道她會

如實告訴我不成？在病人危急時刻

擅自離開診室，不盡急救義務，試

問醫德何在？我緊握死亡報告，顫

抖地在網上輸入了你的用藥詳情，

答案是─用劑過量。一隻命危的小

種貓，根本就不應該被施打如此重

劑量的藥品。

我靜靜地合上你那逐漸僵硬的眼

皮，最後一次溫柔地撫摸你的毛

髮。你看起來真的好安祥，也許是

解脫了吧！

蜻蜓從門邊掉落。「咔嚓」，

一隻命盡的蜻蜓被我用拍立得拍了

下來，我把蜻蜓的死軀放到你的墓

前。

從此，朋友們都愛問：「咦，你

桌上怎麼有張蜻蜓的照片？」

| 優勝作品展 |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書法 比賽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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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小學組優勝
金枇謙 韓國漢城華僑小學 

書法中學組銅牌
蔡蕙光 菲律賓中正學院

繪畫6-9歲組優勝 JADEN SAN 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校

繪畫10-13歲組優勝 內田麻亞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

繪畫14-17歲組優勝 涂怡萱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

JADEN SAN

內田麻亞

涂怡萱金枇謙 蔡蕙光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成立  李南賢任首屆會長
吳敦義親臨致賀  肯定該會凝聚宗親情誼  展現人文關懷

僑委會訂10月在台舉行僑胞合唱觀摩賽
冠軍隊將受邀國慶聯歡會演出



波士頓／ 波士頓台灣日揭開序幕為宣揚

台灣傳統文化，僑務委員會遴選「當代樂

坊」代表台灣遠赴北美12個城市巡迴表演

13場次，以「從故鄉的心弦響起」為主題

進行巡演。5月5日在團長李建興帶領下，

抵達第一站訪演城市波士頓，參加5月6日

在牛頓市舉行之「2017年牛頓台灣日」

活動。

表演當天雖然下著小雨，但不減民眾參

與的熱情，風雨無阻攜家帶眷前來觀賞當

代樂坊的精彩演出，計有1000餘人到場

聆賞。在開場時由「布袋幻想序曲」中嗩

吶高亮的八家將音樂響起時，得到觀眾們

熱烈的掌聲，並隨著天氣由陰雨轉晴朗，

當代樂坊帶來的傳統樂器演奏台灣歌謠，

也演奏美國民謠組曲和世界經典樂曲莫札

特，以多元的音樂展現擄獲群眾的心，並

藉由文化的感染認識台灣，獲得現場民眾

熱烈的掌聲與迴響。

此次與樂團一起參與訪演行程的還有名

紙藝師洪新富和樹皮雕刻師李永謨，在台

灣日活動現場的攤位上，以作品展示及互

動DIY教學活動，讓大家在欣賞傳統音樂

之外，亦能感受到巧奪天工精湛的台灣民

俗技藝。（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樹皮雕刻師李永謨老師示範教學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B2
舞技精湛 呈現台灣多元族群文化風貌
台灣藝大大觀舞集獲譽最美麗舞蹈表演

僑     社    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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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蘇達／ 由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演出的「大觀舞集」

5月5日及7日在明尼蘇達

州首府聖保羅市River Center

舉行的「2017年萬國節」

（Festival of Nations）及芝加

哥西郊Westmont High School

體育館進行北美演出，與各

族裔舞群同台競藝，精彩節

目內容與專業的表演，受到

華洋觀眾的熱烈歡迎，獲讚

嘆「最美麗的舞蹈表演」。

芝加哥的主辦單位特別

於演出前安排招待會，由

活動召集人僑務委員李香

蘭、主辦僑團芝加哥台灣

同鄉會沈耀初、FAPA伊州

分會黃慶鐘、Westmont市市

長甘特（Ronald Gunter）、

及商務部主席賴瑞等市府

相關主管、駐芝加哥辦事

處處長何震寰、芝加哥僑

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及訪團

副團長王廣生一一致詞，

介紹傳統週之由來與訪演

團。

節目精彩豐富，呈現台灣

多元族群文化風貌，讓近

700位華洋觀眾驚豔，盛讚

真是一場難得的文化嚮宴。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團員嘉賓演出後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樂坊巡演　樹皮雕刻　紙藝DIY教學

宣揚台灣傳統文化  北美台灣日活動受好評

世華作家交流協會主辦

汪應果新書發佈會

墨爾本／ 墨爾本「世界華

文作家交流協會」5月14日

午後二時正，在新金山圖書

館二樓，為該會學術顧問汪

應果教授新書「北方的白樺

樹」舉辦隆重發佈會。

司儀游啟慶開場白後，黃

玉液宣讀該會秘書長池蓮子

女史的賀函，祝賀汪教授名

著風行海內外。

掌聲中，汪應果教授上台

介紹新著內容，年過八十的

汪老仍聲音清晰的說，這是

一部長篇愛情小說，描寫上

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

大陸經歷「反右運動」後

接踵而至的大饑荒年代，

青年教師岳翼雲與混血美

少女張樺茹一段纏綿悱惻

的愛情悲劇，在故事的景

框裡，反映全景式的中國

大陸生活畫卷。

汪教授致贈新書儀式，依

次是孫浩良、伍頌達、楊千

慧、徐少英、周偉民、游啟

慶、鄭毅中、心水&婉冰伉

儷等。

大會主席、黃玉液名譽秘

書長代表該會頒發「傳道授

業、造福僑社」銅牌給孫浩

良校長；頒發「淵博鴻儒、

最佳司儀」成就獎銅牌給游

啟慶老師，徐少英館長也獲

頒贈「造福僑社、弘揚文

化」銅牌，表揚徐老多年來

風雨不改的每天到新金山圖

書館當義務館長。

「北方的白樺樹」全書

420頁，每冊25澳元，有意

購買者請致電：0451 880 

198 或電郵：xinshuiwong@

gmail.com（世界華文作家交流

協會秘書處供稿）

僑協巴西分會表揚模範母親
 

聖保羅／ 華僑協會總會巴

西分會5月13日下午三時在

聖保羅台北文化中心二樓大

禮堂舉行僑界第三屆模範母

親表揚大會暨慶祝母親節，

有近二百餘位佳賓觀禮，吳

新興委員長和總會黃海龍理

事長特別來賀電道賀，這次

有五位母親接受表揚。

獲表揚的五位模範母親是：

洪呂麗月、吳王碧蓮、賴素

珠、林陳鳳嬌、林嚴仁美。

當天許多僑胞扶老攜幼，

孫子帶著阿嬤全家出席這一

場有意義的模範母親表揚大

會，場面熱鬧滾滾。

謝國彬會長引領五位模範

母親上台接受表揚，首先詹

前校主任為五位模範母親配

上紅色的肩帶，謝會長頒發

金質的當選證書，接著詹主

任宣讀和頒發僑委會吳新興

委員長給五位模範母親的賀

函。謝會長頒發華僑協會總

會黃海龍理事長賀函給五位

模範母親。最後謝會長贈送

禮物和紅包給五位模範母

親。

謝會長和貴賓，五位模範

母親在祝你生日快樂歌聲中

一起合切慶祝母親節大蛋

糕，祈願全天下的母親身體

健康，平安幸福快樂。

（文由廖世秉提供）

巴西一貫道總會舉行聯誼會
  

 聖保羅／ 巴西一貫道總

會最近前往離聖保羅一個多

小時的小城Santa Branca總會

副理事長曹阿波的振德佛

堂，舉行一年一度的一貫道

總會聯誼會，有來自聖保羅

地區兩百多位台灣、巴西信

眾參加，會中除了邀請四位

講師以不同主題來分享他們

求道心得，同時教大家做五

形健身操，讓大家的身心靈

收獲滿滿。

當日天氣風和日麗，一大

早就把中華民國和巴西國旗

升起來，飄揚在藍天白雲間

非常美麗。聯誼會在司儀宣

佈下正式開始。

接著由四位講師：基礎組

的SERGIO先生主講求道以後

要怎麼樣修道，興毅南興組

TANIA小姐主講考道，寶光

組LIVIA小姐主講祖先有修

道會庇蔭後代，另外劉經理

主講寶貴的道。講師們配合

投射影片的圖文來加以詮

釋，讓大家容易了解，信眾

們勤作筆記。

在聯誼會告一段落，曹副

理事長帶領女兒學生教大家

做五形健身操，讓大家的身

心靈收獲滿滿。

全體大合影留念後，開始

享用主人所準備豐富美味的

素宴，並且閒話家常，達到

聯誼的目的。

（文稿由廖世秉提供）
巴西僑界表揚模範母親。（廖世秉提供）

世華作家交流會新書發表會部份嘉賓與汪教授合影。
（黃玉液提供）

一貫道聯誼會全體大合影留念。（廖世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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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 多明尼加台、粵籍及當地僑青共

20餘人於5月7日下午隨同慈濟志工前往多京的

老人院Hogar de Anciano San Francisco de Asis探視

該院百餘名老人，並發放愛心物資。

僑青們抵達老人院後，首先逐一前往老人居

住的房間，邀請及協助他們來到活動中心禮

堂，並逐一與他們親切問候，或幫老人們做簡

單之按摩，志工們也利用時間介紹簡易的口腔

及身體保健。

隨後進行輕鬆的團康活動，老人們在志工的

協助下隨著音樂愉快的踩著舞步，10年來慈

濟人透過當地志工的引介，開始關懷這個老人

院，因為多半的老人們身體健康並不理想，非

常需要外界的愛心。慈濟人利用母親節期間來

探視這些無依的老人們，格外具有意義，也讓

年青的志工們更能關心公益，重視我國固有的

倫理道德。（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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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台、粵籍及當地僑青共20餘人隨同慈濟志工

前往多京的老人院探視老人。

法蘭克福地區慶祝媽祖聖誕

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華裔

相濟會於4月15日在該會附

設天后宮舉行一年一度的媽

祖聖誕慶祝活動，超過300

信眾歡聚一堂，熱鬧滾滾。

本次活動參加貴賓包括駐法

蘭克福辦事處處長黃瑞坤、

僑務委員林國臣、樹人學校

校長湯雁君等人，僑務秘書

張玉枝亦代表駐德國代表處

遠從柏林南下參加盛會。

會長王錩文致詞時感謝駐

德國代表謝志偉及駐法蘭克

福辦事處各致贈金豬一只祝

賀，媽祖聖誕是該會一年一

度盛大活動，今年很多信

眾扶老攜幼前來，充份表示

會眾的支持及向心，也預祝

新的一年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加西正體漢字文化節頒獎典禮　

溫哥華／ 加西中文僑校聯

合會舉辦的2017年加西地

區正體漢字文化節-國語朗

讀、硬筆寫字、畫報比賽於

5月7日下午在蘭加拉學院

舉辦頒獎典禮，共表揚100

多位獲獎學生，駐溫哥華辦

事處處長李志強、僑務秘書

華盛頓／ 大華府地區中

文學校聯誼會於5月7日在

Winston Churchill高中舉辦聯

合運動會暨美食園遊會活

動，參與學校包括華府、蓋

城、哥城、光啟、黎明、中

田徑 拔河、親子接力 千人揮汗競賽
大華府地區華校聯合運動會       翻天High

校。駐美代表高碩泰、領務

組組長吳文齡、秘書王柏翰

及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

池，以及大華府地區各中文

學校校長、老師、家長、學

生等近1,000人熱烈參與。

高碩泰致詞表示，感謝各

中文學校多年來推廣華語文

教學及宣揚中華文化，不遺

餘力；並特別肯定大華府地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舉辦聯合運動會。（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華聖經、博城、慈濟人文、

華府台灣、洛城中文及駐美

代表處中文學校等11所學

區中文學校聯誼會及各中文

學校辦理本年聯合運動會，

同時鼓勵華裔青少年強健體

魄，秉持良好的運動家精神

參賽。現場並有美食園遊會

活動，由各中文學校設置攤

位，提供各式風味小吃，讓

活動更加熱鬧歡騰。

運動會比賽項目眾多，包

括田徑賽及各式趣味競賽如

拔河、親子接力賽等，所有

參賽師生都在汗水及笑聲

中，盡最大力量爭取榮耀。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黃儷萱應邀出席擔任頒獎嘉

賓，各校師生、家長約400

多人參加典禮。

李志強致詞時借用孔子之

言，鼓勵學生雖然是比賽，

也要學習古代的君子精神，

保持禮貌與君子風度，勝不

驕，敗不餒。評審代表黃美

樂老師則誇獎學生們都較往

年進步很大，各個表現優

異，讓評審團甚難評比。今

年的頒獎典禮較往年不同之

處，特別安排四位朗讀比賽

獲勝者現場示範，聲情並

茂、琅琅上口，再現雄厚的

中文實力，贏得全場熱烈掌

聲。（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菲華文經總會慶祝五四文藝節

邀請封德屏主持兩場講座　

馬尼拉／ 菲華文經總會為

慶祝106年度五四文藝節，

聯合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菲分

會舉辦慶祝活動，特邀請文

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

屏來菲主持兩場專題講座，

延續宣揚中華文化，推廣華

文文學。

此次在僑務委員會的資助

下，封德屏於5月5日至8日

專程蒞菲，5月5日在馬尼

拉泛太平洋大飯店中國城餐

廳舉行慶祝五四文藝節餐

會暨第一場專題講座，講

題：實力、魄力、魅力─從

「文訊」到「紀州庵文學森

林」；講述了文訊雜誌社一

路走來的艱辛過程，並穿插

文壇的點點滴滴，以貼近生

活的方式探索台灣文學的深

層風貌。並表示面臨網路世

代，文訊雜誌社正加強文學

作品的數位化收集與典藏，

讓年輕人可以欣賞到前人的

優秀文學作品，讓台灣文學

能躍上世界舞台。

接續舉行歡迎餐會，駐菲

律賓代表林松煥並應邀致詞

表示，文學是一個民族靈魂

深處心聲充分展現，勉勵菲

華僑界積極支持推廣中華文

化。

第二場於5月6日下午在菲

華文教中心舉行，講題：粉

墨再登場，顧盼更生姿─打

造資深作家活動平台，積極

鼓勵繁榮菲華文藝界，以及

培植菲華青年作家，激勵寫

作風氣，注入活力，為菲華

文壇奠定豐厚基石，打造

「菲華文學」優良口碑，駐

菲律賓副代表朱曦全程參

與。（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寶島LA 台美青年料理示範　

洛杉磯／ 洛杉磯地區第2

場「2017美西及加西地區

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5

月3日晚間7時在洛杉磯市

區台灣移民開設的餐廳展

開，主辦單位洛杉磯華商經

貿聯誼會與洛杉磯台美菁

英協會（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in Los Angeles, 

TPA-LA）及台美青年主廚

Chris Yang合作，以「Spring 

Showcase with 寶島LA」在

facebook宣傳，吸引超過100

位青年朋友參加。

當天除僑務委員會遴派的

鼎太極創意料理總經理溫國

智及私立光啟高中餐飲科

教師李建軒與台美青年主

廚Chris Yang示範台菜外，

還邀請台裔新銳導演Ｍarc 

Liu、台美青年藝術家 Eddy 

Lee、John Cheng、Tiffanie 

Mang現場展示藝術創作作

品，台灣金車關係企業也提

供噶瑪蘭威士忌免費試飲，

成功藉由台灣料理及台灣頂

級廚師展現台灣軟實力，以

美食為媒介，把台灣文化推

廣到海外。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洛杉磯地區舉行「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

座」。（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法蘭克福華裔

相濟會宮舉行

媽祖聖誕慶祝

活動。（轉載自

宏觀電子報） 

加西中文僑校聯合會舉辦的國語朗讀、硬筆寫字、畫報比賽舉辦頒

獎典禮。（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菲華文經總會邀請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主持

兩場專題講座。（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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