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繫海外僑胞、歸僑團體，除了加強舉辦

選拔海外優秀青年、海外華僑華人「華文

著述獎」、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

比賽，每年參賽作品均有5000件以上、頒發

僑生獎學金及僑生歌唱大賽等各項發揚中華

文化活動，更在兩岸共同文化交流活動上加

強力道，務期從文化面追根溯源，產生更多

的了解和認同，對兩岸的良性互動與和平發

展，發揮更大的效果。

年度盛會  戶外踏青一日遊

近170人參加 僑聯        會員大會熱烈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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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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第16屆第3次會員大

會、一日遊活動，3月6日

上午在三峽大板根森林遊樂

區舉行，近170位會員熱情

參加，一整天風和日麗，徜

徉明媚風光，呼吸大自然芬

多精，會員們紛感謝本會鄭

理事長提供這麼好的隱藏版

場地及同仁過去一年努力，

繳出亮麗成績單，也期盼這

項有意義活動能年年辦下

去，讓會員們能年年歡聚交

流，增進情誼。

今年會員大會及新春團

拜、一日遊活動照例走出戶

外，將會議及旅遊活動合而

為一。僑訊甫披露活動消

息，報名通知還未發出，陸

續就接獲會員或理事、顧問

及眷屬報名，報名結束，活

動人數已達4部車，比往年

都熱烈。

為了能讓會員盡興，開會

及旅遊地點都先前經過實地

會勘，秘書長黃五東及陳麗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３月9日下午

頒發聘書，聘請玄奘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陳偉之教授，擔

任本會華文著述獎新聞寫作項

評審委員。陳教授十分感謝鄭

理事長賦予此重任，並表示會

以自己所學專長，恪盡評審職

責，他並推崇僑聯總會及鄭理

事長，多年來為傳揚中華文化

做出的貢獻與努力。

鄭理事長指出，中華文化博大

精深，凝聚力更是歷久長新，而

中華文化更是海外各不同族群，

不同社會背景，乃至於不同政治

主張的華人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

數，這種凝聚力是中華民族所特

有，值得珍視並發揚。僑聯總會

利用這平台加強傳揚中華文化，

第16屆
第 3 次

霞處長、龔維軍處長、仇繼

光高級專員等，走訪多處地

點評估挑選，最後選定休閒

多元、路程適中的大板根做

為會議地點。

連日天氣暖寒晴雨不定，

在3月6日會員大會當日都

退散，不冷也不熱，帶著徐

徐涼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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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半左右，四部

車浩浩蕩蕩往目的地出發。

到了大板根，本會同仁已

在前一天布置妥會場，挑高

的會議室令會員讚嘆不已，

感謝本會同仁的用心，隨即

宣布開會。鄭理事長首先向

各位會員拜晚年，祝大家金

雞去富犬來、身體健康，事

事順心，會員們也彼此互祝

新春愉快。

鄭理事長致詞表示，他接

任理事長工作，轉眼間已滿

兩年，回顧這七百多個日

子，事情做的不少，但總覺

得要做、想做的事仍很多，

一心想做事，事情永遠做不

完。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

年代，墨守成規就是落伍，

以前怎麼做，都已經是過去

式，勇於創新、力求改變，

才能成為時代領頭羊，他強

調以此自勉，也勉勵本會全

體同仁。過去這一年，不論

是海內外，不論是活動或參

訪、接待，相信本會全體的

努力，應該不辱大家託付。

他表示，前年本會還有一

項突破與創舉，就是遠赴菲

律賓馬尼拉舉辦海外理事

會，這項活動獲得上百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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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13日將再度於泰國曼

谷舉辦海外理事會，他希望

大家踴躍參加。

他最後再次感謝全體會員

對本會及他本人的支持，表

示一定努力再努力、精進再

精進，明年會員大會繳出一

份更亮麗成績單。

監事長梁傑韶表示，僑聯

總會加上理事長只有10位

同仁，但一年要做的事這麼

多，同仁都盡心盡力，一

個人當好幾個人，上從理

事長，下至同仁，大家都努

力以赴，達成這麼多工作目

標，他接著請同仁起立，接

受會員掌聲鼓勵，會員們熱

烈鼓掌，肯定同仁的付出與

辛勞。

會議結束後，全體會員隨

性參觀或泡溫泉，中午用餐

結束，即轉往鶯歌陶瓷老

街、手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

館，大家滿載而歸。

開會前，全體會員也為最

近過世的「新聞教父」鄭貞

銘教授默哀致敬。

鄭理事長(二排中)與全體會員合影留念。 

會員大會中鄭理事長（右上角）致詞希望各僑社僑胞大家團結貢獻

力量。

鄭理事長(左三)致贈本會紀念品，感謝大板根森林渡假村董事長夫

人陳儷玲(右三)大力協助提供本會會議場地，右一為黃五東秘書

長，右二為本會墨爾本辦事處主任王桂鶯，左一為本會泰國辦事

處副主任關志剛。

陳
偉
之
受
聘
僑
聯
華
文
著
述
獎
新
聞
項
評
審
委
員

陳偉之教授（左）接受鄭理事長致送的評審聘書。

 陳偉之教授小檔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修；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研究專長：大眾媒介與社會、新聞學、廣告學、閱聽人分析

經歷：中央日報記者；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記者、製作人、主任

曾出版、發表「海外華人資訊網路」、「網際文化的建構與媒介市場的經營

管理」等多本著作及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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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貼近僑心 體察僑意 僑胞感動

鄭致毅訪美金山旋風行  僑界熱烈歡迎空前罕見

舊金山南灣僑界熱烈歡迎鄭理事長到訪僑界。

拜訪國民黨駐美總支部，鄭理事長(前排左四)受到熱烈歡迎，前排左三是國民黨海外部副主任鍾維君，

右三是本會美西北主任張人睿，右四是本會海外常務理事李學英，後排左四是本會海外常務理事楊昆

山，後排左一是書記長陳柏豪，前排右一是本會龔維軍處長。

鄭理事長(右六)一行與馬處長(右五)在經文處合影留念。

A2

僑光社／舊金山報導 「以

行動推展僑務，以熱誠服務

僑民」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

事長鄭致毅，2月28日率同

組織暨宣傳處長龔維軍，

前往美國舊金山訪問，受到

當地僑社、僑胞前所未見的

熱烈歡迎，雖然只有短短3

天半旋風式的訪問，但鄭理

事長貼近僑心、體察僑意的

用心與努力，僑胞個個感激

在心頭，都表示舊金山僑社

很久沒人來關心探望，也期

盼鄭理事長有機會再度來

訪，鄭理事長也邀請僑胞回

到台灣，一定要到娘家僑聯

總會敘舊，僑聯總會是僑胞

在台灣最溫暖的家。

演講、拜會 參加活動

訪問行程馬不停蹄

鄭理事長此行是受到國

民黨三藩市分部暨三民主

義大同盟的邀請，一下飛

機，本會美西北(舊金山)主

任張人睿、海外常務理事楊

昆山、李學英、顧問鄭積

森、毛小苓等一行在舊金山

機場拉紅布條熱烈歡迎。

鄭理事長踏上舊金山即馬

不停蹄的展開拜會，第一站

是拜會國民黨駐美總支部及

國父紀念館，受到海外部副

主任鍾維君、總支部書記長

陳柏豪、國民黨中央評議委

員趙川三、常委趙炳賢、于

愛珍熱情接待。常委于愛

珍說，政黨輪替在世界各

國很常見，但國家千萬不能

輪替，沒有國就沒有家。副

主任鍾維君說，期盼泛藍今

年大團結，海外僑胞踴躍回

台投票，不能回去的告訴親

友給藍營投上一票，扭轉當

前惡劣局面，持續推動兩岸

和平發展。中央評議委員趙

川三希望黨員同志養精蓄

銳、破釜沉舟，要一鼓作氣

在今年底徹底翻轉。

鄭理事長表示，此行到

舊金山短暫停留，拜會僑

社、僑胞，並參加舊金山

三民主義大同盟舉辦的活

動，受邀發表專題演講，

「希望提醒大家台灣還有一

個團體在支持中華民國，

沒 有 因 為 政 黨 改 變 而 轉

變。」他表示，不管哪個政

黨執政，老百姓就是希望領

導者讓他們過上好日子，

「老百姓沒有飯吃，再好的

政府也沒用。」改善民生

問題，只要誰能想出好辦

法，就是好政府。

國民黨駐美總支部在現場

也發布聲明，嚴厲譴責台獨

分子侵入蔣公陵寢潑紅漆事

件，要求執政黨必須面對此

事，要給國民一個交代。

接著3月1日鄭理事長到訪

駐舊金山台北經文處和駐

美中華總會館，主任張人

睿、常務理事楊崑山、李學

英、南灣辦事處主任理事吳

毓苹、海外常務理事吳睦

野、顧問鄭積森、于愛珍、

呂玉貞、毛小苓等全程陪同

鄭致毅拜訪行程，分別受到

經文處處長馬鍾麟和中華總

會館代總董譚益才、余武良

歡迎。鄭致毅強調願意為中

華民國駐外單位合作提供協

助，為僑胞盡心盡力提供各

種服務，推動僑社不分彼此

和諧發展。

鄭理事長表示，自2016

年2月擔任理事長一職以

來，已經出訪了巴西、日

本、泰國、菲律賓、美國五

個國家，了解僑情。在當前

大陸與台灣官方關係緊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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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貼近僑心 體察僑意 僑胞感動

鄭致毅訪美金山旋風行  僑界熱烈歡迎空前罕見

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內，有一間國父小書房，內有國父用過的桌椅、書冊檔案。

在中華總會館大門，鄭理事長（前排左三）與會館全體會員合影。 在本會美西北（舊金山南灣）辦事處，鄭理事長（二排中）開心

與僑胞合影，二排左六是吳毓苹主任，二排左五是本會海外常務

理事吳睦野。

拜訪舊金山僑社，鄭理事長第一站是五洲洪門致公總堂。 鄭理事長拜會肇慶總會館。

鄭理事長(左)一到舊金山就接受世界日報

記者黃少華專訪。

鄭理事會拜訪舊金山中華總會館致詞表達

對海外僑社的關心與敬意。

鄭理事長拜訪駐舊金山經文處，向處長馬

鍾麟介紹僑聯總會成立宗旨及任務目標。

▼

金山灣區僑教中心主任閰樹榮特地歡迎鄭

理事長到訪。

(文轉A4)

A3

形勢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與中

國僑聯仍然繼續互動。他強調，

需要為兩岸的和諧做一些工作，

台灣政府也不應對兩岸的民間交

流產生任何恐懼。他認為，海外

華僑華人生活都不容易，不能因

為來自中國大陸或者台灣而產生

爭鬥。

肯定傳統僑社 

是凝聚當地僑民最大力量

舊金山傳統僑社，是凝聚當地

僑社最大力量，鄭理事長此行接

連拜會五洲洪門致公總堂黃煜靜

會長、秉公堂楊子超總理、肇慶

總會館譚益才主席、合和總會館

余武良主席、合勝總會館黃炳衡

會長，受到各僑社熱烈歡迎。鄭

理事長表示，舊金山僑社從早年

到現在，一直都是當地華人安定

的力量，華人也因僑社凝聚強固

向心力，這次到舊金山一定要來

探望。秉公堂楊子超總理、肇慶

總會館譚益才主席都表示，過去

台灣僑團都沒有人來探望，鄭理

事長來到僑社令他們十分溫暖，

也期盼大家都能相互交流合作，

為廣大僑胞謀福。

位在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內有個

國父書房，當時國父在此策畫革

命大業，黃煜靜會長特別帶鄭理事長

一行參觀，書房內有國父用過桌椅、

食物櫃、珍貴的書卷檔案，黃會長表

示，這批為數不少的檔案，計畫捐給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做保存與研

究。

3月3日國民黨舊金山分部及三民主義

大同盟舉行聯合春宴，為近年來規模最

大的一次，人數高達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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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列席  王桂鶯 梁昌求感佩僑聯為僑務付出心力

(文接A3)

灣區藍營人士齊聚在華埠新亞

洲大酒樓，眾多中華民國國旗和中

國國民黨黨旗形成龐大「旗海」。

與會者紛紛上台高唱愛國歌曲並高

呼口號，現場不少人熱淚盈眶。

主持人國民黨中央常委楊崑山表

示，要堅決擁護中華民國和中國國

民黨。

駐舊金山台北經文處處長馬鍾

麟認為，僑社當前面臨很多挑

戰，在僑胞共同努力下都能一一

克服，體現出和諧與繁榮，證明

自由民主深得人心。

僑界稱許僑聯對僑界貢獻大

春宴特邀請來賓僑聯總會理事長

鄭致毅在會上專題演講。他表示，

海外華人華僑應該團結，不應因為

政治理念不同而鬥來鬥去。鄭理事

長表示，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出版的

「僑訊」介紹會務以及海外僑社動

態，全球發行1萬多份，海外僑團

和僑胞只要登記，每個月會定期收

到刊物。2016年製作完成的「承先

啟後乃役於僑」65年DVD專輯，記

錄僑聯總會成立、茁壯、發展的

歷史精華及回顧，是65年華僑活

動的忠實記錄。

鄭理事長說，站在融合全球華僑、

造就僑社繼起人才、促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共謀中華民族復興，僑

聯總會為傳承中華文化，舉辦了大專

院校僑生國語歌唱比賽、僑生獎學金

頒獎、海外優秀青年選拔等活動，並

計畫於今年組織青年大學生大陸訪問

團，以及10月13日在泰國曼谷舉辦海

外理事會，加強青年人對自己身為中

國人的認知。

鄭理事長（前排右四）拜會秉公總堂。

在舊金山僑界歡迎會上，鄭理事長（前排右五）與僑界領袖合影。

鄭理事長（前排右五）拜會合和總會館。

鄭理事長（前排右四）拜會合勝總會館。

在聯合春宴，國旗黨旗飛舞，大家高唱愛國歌曲呼口號，激情洋溢。

鄭理事長（左）頒發熱心會

務獎給本會海外常務理事李

學英。

鄭理事長（左）頒發海外名

譽理事聘書給國民黨常委于

愛珍。

本會美西北主任張人睿

推崇鄭理事長是僑務先

鋒，僑界領頭羊。

本會海外常務理事楊昆山在

聯合春宴中介紹歡迎鄭理事

長發表專題演講。

在春宴上，僑胞爭相與鄭理事長合影。

熱忱拜會、參加春宴　觸動僑心 媒體大幅報導

僑領鄭積森來函：鄭理事長此行 

國民黨第20屆海外黨代表鄭積

森、國民黨駐舊金山分部常委楊昆

山、僑務委員呂玉貞與北加州留台

僑生聯誼會前會長毛小苓於南灣聯

合舉辦餐敘，歡迎鄭致毅來訪。

鄭積森表示，台灣僑聯總會對僑

界貢獻頗大，希望透過餐敘，讓南

灣各僑團領袖與鄭致毅多多交流。

強調僑聯總會

是僑胞在台灣最溫暖的家

鄭致毅理事長表示，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成立65年，是一個反對台灣

獨立、支持中華民國的民間組織，

多年來也秉持服務全球海內外僑胞

的宗旨，每年固定提供華人學子獎

學金、舉辦歌唱比賽，希望能以各

種形式鼓勵僑生繼續貼近、了解中

華文化。

鄭致毅致辭時追憶了自己早年前

往巴西時，受到了僑胞的接待，從

此自己也踏上僑胞工作之路。兩年

前他初擔任僑聯總會理事長時，也

表示會一直支持國民黨，反對台灣

獨立，注重和大陸的良性互動，塑

造和諧僑社。他歡迎大家到台灣造

訪，表示「僑聯總會是世界華僑的

家」。

轟動
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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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舊金山報導 出國參

訪，行程是耳目，交通工具是手

腳，缺一不可，鄭理事長此次舊

金山行，本會美西北主任張人

睿、海外常務理事長楊昆山，兩

位輪流接送，同時細心、周到安

排每一個行程，由於時間緊湊，

行程環環相扣，此行收穫豐碩。

短短三天半舊金山活動，鄭理事長仍抽出

時間，拜訪本會舊金山南灣辦事處主任吳

毓苹及本會海外常務理事吳睦野，吳主任

特別準備民俗表演歡迎鄭理事長一行，吳

主任在南灣購買房舍，提供辦事處會員平

日聚會活動場所，令鄭理事長十分感佩。

而在鄭理事長這次前來拜會舊金僑社行

程中，本會舊金山辦事處主任、海外常務

理事 理事、顧問等全體動員，為短短三天

半行程做好安排工作，駐洛杉磯主任文光

華也特別從洛杉磯飛來，參加最後一天聯

合春宴，鄭理事長見到文主任前來十分感

動，見到美加主任齊聚一堂，更是開心不

已。

此外，舊金山華僑吳金柱先生，並無僑

聯總會任何職務，兒子十分優秀，多年前

曾獲得本會海外優秀青年，在獲悉鄭理事

長前來舊金山訪問，特地到春宴會場，與

鄭理事長見面，並捐出5百美金，希望能協

助本會，服務更多僑胞與僑生。

本
會
灣
區
主
任
、
常
理 

縝
密
安
排 

第
一
功

鄭
理
事
長
訪
問
行
程
緊
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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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理事長一下飛機就受到舊金山僑界拉紅布條熱烈歡迎。

鄭理事長(右四)拜會本會舊金山辦事處，主任張人睿(左四)左三為張主任夫人熱情

接待。

吳毓苹主任（左）載歌載舞歡迎

鄭理事長遠道而來。

本會海外常務理事楊昆山（右一）及僑胞吳

金柱先生（左二）捐助本會，期盼僑聯總會

服務更多海外僑胞。

鄭理事長（中）到訪，本會美加地區主任齊聚一堂，右起：張人

睿、文光華、吳毓苹、李學英。

本會海外常務理事李學英（前排右二）舉辦餐會，歡送鄭理事長

功成回國，滿載而歸。

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

聯文教基金會第12屆董事

會第5次會議，3月16日上

午於僑聯總會召開，由董事

長鄭致毅主持。會中除確認

第４次會議紀錄、財務報

告、海外優秀青年評審結

果、僑生獎學金頒發結果，

並通過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比

賽題目。

會中討論海外華校學生徵

文比賽題目，經過董事熱烈

交換意見，主席鄭致毅董事

長裁示，本年各組題目是：

（一）高中組：1.時代脈動

與青年當自強。2.逆流而上

僑聯文教基金會召開董事會
受邀列席  王桂鶯 梁昌求感佩僑聯為僑務付出心力

通過海外華校徵文題目

翻轉人生。3.創造共贏的價

值。除以上題目外，可另自

定題目參加。

（二）初中組：1.超越精

進力爭上游。2. 迎向希望

的明天。3.青年創造時代。

（任選一題）。

（三）小學組：1.我的興

趣。2.快樂的童年。3.充實

的一天。4.如何愛護眼睛。

（任選一題）。

本次董事會並邀請本會駐

澳洲墨爾本及香港辦事處主

任王桂鶯、梁昌求列席，王

主任表示，看到僑聯總會在

有限經費下，每年還辛苦籌

措200位僑生獎學金，她當

場贊助兩位獎學金名額。梁

主任則表示，他是僑聯在民

國77年選出的優秀青年，

對於僑聯總會每年舉辦優秀

青年選拔，除了感佩之外，

也期盼這項活動繼續辦下

去。

僑聯文教基金會鄭致毅董事長（左六）與參加會議的董事們合影。

僑光社／舊金山報導 鄭理事長舊金山

行，撥冗拜會十多年未見好友郭岱君教

授，鄭理事長特邀請郭教授擔任今年10

月13日泰國曼谷海外理事會專題演講佳

賓。郭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員。曾

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北京大學、復

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

教授，臺灣最高政府機構新聞秘書、英文

傳譯等職，現為浙江大學客座教授。

鄭理事長（前排中）抽空前往史丹佛大學，拜

訪老友郭岱君教授（前排右一），前排左一為

本會美西北主任張人睿，後排右為本會海外常

務理事楊昆山。

訪異鄉探故友 鄭致毅、郭岱君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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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狗年新春旺

旺來，國內各華僑及歸僑團

體紛紛在開春舉辦團拜，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除在2月22

日舉辦新春團拜，邀請僑委

會與各華僑、歸僑、同鄉會

一同歡慶，理事長鄭致毅、

秘書長黃五東、文教處長仇

建民，也分別參加各歸僑團

體新春團體，展現華僑團體

團結向心的凝聚力。

理事長鄭致毅出席越南、

緬甸、寮國與中華民國台灣

歸僑協會、中國國民黨歸僑

聯誼會團拜，黃五東秘書長

代表出席旅越閩僑台籍歸僑

聯誼會、寮國、高棉僑協會

及台北市雲南同鄉會團拜，

仇建民處長因鄭理事長出訪

美國代表出席印尼歸僑團

拜。

鄭理事長表示，僑聯總會

與各歸僑團體都是如兄如弟

的一家人，僑聯總會各項活

動感謝各歸僑團體熱烈支

持，各歸僑活動僑聯也是力

挺到底。

緬甸歸僑協會也邀請前總

統馬英九參加新春聯歡，現

場受到緬華歡迎，爭相握

手、拍照。馬英九致詞表

示，很感念緬甸華僑對中

華民國的貢獻，並提到自己

在任總統時，核准3千名緬

華領台灣身分證，不會沒有

根。

中華民國緬僑協會會場席

開30桌，現場不少人搶著

跟馬英九拍照、握手。

中華民國高棉歸僑協會3

月4日週日中午在晶宴會館

舉辦2018同心奮發、新春

團拜聯歡餐會，吳鴻發理事

長表達對各單位指導與贊助

吳敦義主席向大家

賀新春，圖左是越

南歸僑協會黎愛珍

理事長。

新春旺旺來 國民黨及各歸僑分辦團拜喜氣洋洋

之敬意，中國國民黨洪秀柱前

主席也冗蒞會與大家歡聚、致

訓勉詞與拍照留影，使得大會

溫馨熱絡與倍增光彩。

▲▼印尼及緬甸（右三是本會鄭致毅理事長）歸僑協會同時

      頒發同僑優秀子弟獎學金。

雲南同鄉會，左三是黎順發理事長，右一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黃五東秘書長（左）向寮國同僑賀新

春，右是符玉鸞理事長。

旅越閩籍歸僑協會團拜，左四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左一是仇

建民處長。

▼

梁昌求主任代表郭綺明女士受聘本會顧問。

 葉謀足再加碼
  王桂鶯新贈兩名 

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澳

洲墨爾本辦事處主任王桂鶯3月

1日拜會總會，對過去一年本會

辦理的華僑節慶祝大會、全球

海外理事會、海外優秀青年選

拔等諸多亮麗業務，表示由衷

讚佩，認為僑聯全心為僑胞服

務，令人動容，也讓大家對僑

聯向心力更深厚。

王主任到訪時，適逢鄭致毅理

事長赴美參訪，所以由黃五東

秘書長代表接待。

王主任此次是專程返國參加本

會3月6日的會員大會。

又訊／ 王桂鶯主於3月16日再

度到會，代表林純立先生接受

鄭致毅理事長頒發的107年海外

優秀青年獎章及獎狀。

王主任並同時捐贈兩名僑生

獎學金的名額，表示對僑聯

照顧僑生的肯定與支持。

僑光社／台北 香港辦事處主

任梁昌求3月16日拜會總會，

除受邀列席僑聯文教基金會第

12屆董事會第5次會議外，並

代表郭綺明女士受聘本會海外

顧問。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駐菲律賓辦事處主任吳民

民，澳門閩僑聯誼會會長葉謀

足，3月21日上午拜會本會，

鄭理事長表示，今年10月13

日選定泰國曼谷召開海外理事

會，期盼各海外辦事處及海外

理事、顧問熱情參與。

吳主任及葉會長多年均持續

捐助本會所設的僑生獎學金，

而葉會長此番更特別再增加名

額，務期鼓勵僑生積極向學。

王桂鶯主任（右）代表林純立先生接受鄭理事長

頒贈的海外優秀青年獎章及獎狀。

左起：郟順欽理事、葉謀足會長、鄭理事長、吳民民主任、黃五東秘書長。

僑生獎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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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國父逝世93周年紀念日
鄭致毅率僑胞代表國館致敬

鄭理事長（前排右七）率僑胞代表向國父致敬後合影。

又值三二九廣州之役前夕，今特奉上黃興(克

強)元勳書法直軸一幅，以供僑訊讀友鑒賞。

此件墨寶，原為1960年巴西聖保羅市，始

建中華會舘大廈之總工程師趙自績先生夫人舊

藏。

趙，魯籍，旅韓、日多年，於上世紀五十年

代移居巴西。夫人蔡氏原籍山東煙台，其尊翁

於戰前隨英人居香港，戰後美英等國佔領日

本，而市面蕭條，百廢待興，英方乃急於香港

招募華商前往。蔡老先生遂於東京開設公司，

自港進口各類民生用品，因業務所需，僱日人

某為傳譯，一日，該員向蔡老先生請示，時有

出身朝日新聞副社長，戰時曾任國務大臣，兼

情報局總裁之日本政界聞人旭方竹虎，於戰敗

後，家產為盟軍充公，現住之私宅亦將接管，

故冀望其東家是否可將該房產過戶並宣布為其

所購，因華人係戰勝國公民又來自香港，定保

無虞，而旭方則免受流離之苦。

蔡老聆後表示，「僅為一處普通房產，承之

想亦無礙」，而旭方遂賴以保全。

事隔月餘，一日午後五時許，旭方忽至蔡氏

僑光社／台北 紀念國父逝世

93周年，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理事長鄭致毅率同本會秘書長

黃五東及本會全體同仁、監察

人梁傑韶、越南歸僑協會理事

長黎愛珍、高棉歸僑協會理事

長吳鴻發、印尼歸僑協會理事

長何國鈞、常務理事謝偉、理

事李惠英、監事舒立彥及黎振

華、簡明有等一行40人，3月

12日上午前往國父紀念館國

父獻花致敬，感念國父創建中

華民國偉大貢獻，氣氛莊嚴隆

重。

黃花碧血 海外遺珍
黃興元勳書法直軸供鑒賞

大樓造訪。據趙夫人所述，旭方華

髮持杖，一足微跛，與其尊翁未多

交談，僅持一桐木長盒奉上，表示

「謹以為贈」，又略道數語示謝，

即離去。後經啟視，即為此克強先

生手書之墨寶也。

夫人後與趙工程師結縭，並移民

巴西，蔡老先生即此相贈，以壯行

色。

1986年青年節，余時供職美洲華

報，聞悉此事，曾往專訪，得拜觀

此黃花岡之役總指揮，又為共和元

勳之罕見墨蹟也。

後又卄五年，余遷居敏州，一日

得聖市友人告知，趙夫人重病臥

床，趙亦年邁，有意出讓此幀，余

遂以重值得之。見其題籤有「支那

革命黨人首領黃興書」，下並有藏

家花押一不可識，知確為日人原

藏。時間應在民元之前，所書為揚

州八怪鄭板橋北京西山「法海寺訪

仁公」三首之二「參差樓殿密遮

山，鴉雀無聲樹影間，門外秋風敲

落葉，錯疑人扣紫金環。」無上

款，下押黃興之印克強二方章，審

其詩意當在革命艱困危疑之時，而

克強先生肩負領導重責亡命海外，

雖託辭前人，實孤身抑鬱，馳念革

命，何日光復帝京，直指胸臆之

作。

黃興元勳書法直軸。

賴李迎霞女士獎學金台

幣10000

紀念莊麗香女士獎學金
台幣30000

郭蓓麗女士獎學金台幣

5000

蔡淑英女士獎學金台幣

5000

越南地區 顧問曾鴻瑞台

幣1000、顧問劉月萍台

幣1000、顧問呂卿台幣

1000、顧問王謝蘭台幣

1000、顧問舒黃瑞華台

幣1000、顧問黃靜儀台

幣1000。

高棉地區 常務理事吳
鴻發理事沈明珠台幣

1000；顧問莫瑞群台幣

1000。

寮國地區 理事符國位
顧問黃群娣台幣2000、

理事黃亞榮楊雪芬台幣

2000；顧問陳玉雲台幣

1000、顧問張秀珍台幣

1000。

緬甸地區 顧問陳翠芳台

幣1000。

印尼地區 常務理事李兆
民台幣1000。

香港地區 常務理事劉
沃台幣4000、常務理事

梁昌求港幣1000；名譽

理事黃握中港幣1000、

名譽理事鄒碧輝港幣

1000、名譽理事李偉庭
港幣1000、名譽理事黃
炳鏐港幣2000、名譽理

事黎國威港幣500；理

事劉兒馨港幣1000、理

事黃煜成港幣300、理

事羅大智港幣300、理

事司徒榮添港幣500、

理事盧佳港幣500、理

事許紀猷港幣1000、理

事徐樹港港幣1000、理

事吳漢廉港幣1000、理

事危海洪港幣300、理

事曹遺森港幣2000、理

事張錦江港幣1000、理

事劉森港幣1000、理事

陳穎志港幣1000；顧問

林翠蓮港幣500、顧問

張沛誠港幣100、顧問

洪益林港幣500、顧問

阮志賢港幣200、顧問

林克新港幣1000、顧問

馬沛東港幣1000、顧問

曾玉霞港幣1000、顧

問陳金來港幣300、顧

問李秀珍港幣300、顧

︱彥賢義捐︱

(單位：元)

僑光社／台北 曾任第4屆監察委

員的台大政治系暨國家發展研究所

兼任教授、救國團主任葛永光，3

月20日發表新書《捍衛正義的力

量-當代包青天》。發表會貴賓雲

集，前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主席吳

敦義、前監察院院長錢復、台灣政

治系曹俊漢教授、監察院副院長孫

大川祝賀葛永光新書揭幕，出席貴

賓紛讚譽葛永光過去6年在監察院

擔任監察委員時的鐵面無私。

葛永光表示，《捍衛正義的力

量―當代包青天》一書，彙整了他

在監察委員任內所見所聞，詳盡介

紹我國監察權的本質、運作方法及

其職權運作上的限制，本書內容除

了具有高度專業性和學術性外，也

結合了許多珍貴的案例，希望透過

這些由他主查或參與協查的案例，

使讀者了解監察院的運作。

 《捍衛正義的力量－當代包青天》
  以案例介紹我國監察權本質、運作方法及限制

葛永光新書發表 馬英九等親赴致賀

問李利俠港幣500、顧問鮑志立港

幣200、顧問李匡晉港幣500、顧問

張寶珠港幣1000、顧問王化民港幣

1000。

澳門地區 理事張學池台幣1000；顧

問陳耀榕台幣2000。

日本地區 常務理事謝偉台幣40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賴李迎霞台幣

4000；顧問郭蓓麗台幣500、顧問

蔡淑英台幣500、顧問吳金柱美金

500、國民黨美國三籓市分部三民
主義大同盟美金200。

厄瓜多爾地區 理事蘇永禮台幣

3000。

澳洲地區 常務理事王桂鶯台幣

5000；理事常龍高台幣1000。

在台地區 理事洪慧珠台幣10000、

理事何邦立台幣1000、理事汪忠甲
台幣1000；顧問陳正鑫台幣3000；

甘嘉亮先生台幣2000。

■許啟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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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銀牌獎

卓慧慧 馬來西亞 美里中華中學

我最在乎的一件事

我的媽媽是一位鋼琴老師，她的琴

藝可堪比著名鋼琴演奏家莫札特。

因此，自小我就是在媽媽彈奏的琴

聲下長大的。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喜

歡上了鋼琴，而立志想當一名鋼琴演

奏家。我幾乎每天都纏住媽媽教我彈

琴。慢慢地，我喜歡上了那種手指在

鋼琴游動自如的感覺，輕飄飄的。音

樂能使人歡樂，如果自己的生命中沒

了音樂，那麼這個世界就沒了色彩。

生日的那天晚上，爸爸帶我們一家

人去了日本餐廳慶祝我的生日，那間

餐廳除了有我最愛吃的壽司以外，也

有一台我最喜歡的鋼琴，那台鋼琴可

以媲美黑色玫瑰，華麗而高貴。從第

一次見到那台鋼琴開始，我就情不自

禁地想去觸碰它、彈奏它，可是，我

卻始終沒有勇氣。

可能我的目光一直不自覺地看唱向

那台鋼琴，細心的媽媽或許察覺到了

我的心思，並轉頭和爸爸說了悄悄

話，而不苟言笑的爸爸竟對我微微一

笑，然後就走去櫃台和員工說了幾句

話，便又回到了座位上。接下來，那

位員工所說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尊敬

的客人，請大家聽我說幾句話，今天

是一位名叫樂樂的女孩生日，我們一

起為她唱生日歌，再請她上來彈奏一

首曲目，大家說好不好啊？」那位員

工紳士地說道。話落，就聽見齊聲地

一聲好，生日歌的音樂和客人們的歌

聲一同響起。

音樂停止了，接著是洪亮的掌聲響

起，我也便下意識的走向了鋼琴，

緊張的我正在極力壓抑著自己的情

緒。我深吸了一口氣，想到了台下還

有我的家人，他們一直是我堅強的後

盾，想到這裡，便也不再緊張了。我

彈奏的曲目是出自貝多芬的「貝多芬

病毒」，慢慢地，我投入了感情去彈

奏。這是一首節奏很快的樂曲，我必

須每天在家不斷地練習，才能對這首

樂曲駕輕就熟。

直到彈完最後一個音符，我站了起

來，面向觀眾，九十度鞠躬，抬起頭

的瞬間，耳邊又傳入了表示嘆為觀止

的掌聲，我很快樂，因為我終於可以

彈奏那台我喜歡的鋼琴了，於此同

時，我終於有了勇氣與信心，不用再

擔心觀眾的目光了。後來，媽媽才和

我說她和爸爸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

想以此來提升我的膽量，好讓我不會

在下個星期中演奏大賽怯場，下個星

期有一場我很看重的比賽。

光陰似箭，這場鋼琴演奏大賽就這

樣悄無聲息地到來了。在現場，偌大

的觀眾席坐滿了黑壓壓的人，我看向

評審席，三位端莊嚴肅的評審就靜靜

地坐在那兒等待開場。有了台下爸媽

的鼓勵，現在的我一點都不緊張，剩

下的則是興奮的情緒。

這一次我選的曲目依舊是那首高難

度樂曲，「貝多芬病毒」，不管能否

奪冠，我都已經盡我所能了。演奏完

畢後，我向大家鞠躬，半晌，掌聲陣

陣向我耳邊襲來，一聲比一聲震耳欲

聾。到了公布得獎名單，我得了第一

名，心中有股掩蓋不住的激動，上台

拿了獎後，我撲向了爸爸媽媽，我心

裡真的很感謝他們。我成功了，我終

於順利奪魁，這場比賽，是我夢想的

起步。我所在乎的，是音樂，現在

是，將來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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