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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多元豐富  獲理監事肯定
僑聯16屆7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多項議案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第16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9月26日下午在本會

會議室召開，理監事踴躍出席。會中聽取並

通過16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決議案

執行情形及第16屆第三次海外理事會、第

66屆華僑節慶祝大會的活動日程表、主席

團名單、主席團輪值表及理事會、華僑節大

會預算等多項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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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理監事肯定，各

項討論提案也均獲得無異議通過。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慶祝華

僑節66周年大會，10月11日台北國軍英雄

館召開，有海內外華僑逾500人報名共襄盛

舉，僑聯全球海外理事會，10月14日，在

泰國曼谷舉行，預計共有24國及地區逾200

人參加。

海外理事會大會除了全球各地區的僑情報

告、理事長會務報告、討論議案及頒發聘

書暨發熱心會務獎外，並將邀請中華民國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代表、

本會海外理事楊泰鵬，分別以「新南向政

策與台泰關係發展」及「易經對世界人類

的影響」進行專題演講。

今年海外理事會，海外辦事處主任組團十

分踴躍，擔任僑情報告地區主任近20位。

海外僑胞許啟泰更特別以藏頭詩「僑心遍

五州 聯手共炎黃 總領興華業 會盟看今朝」

稱頌僑聯總會的僑務先鋒地位。

本會泰國辦事處主任陳鴻彰，也配合本

會全力動員，從會場布置、歡迎晚宴地點

挑選及15到18日芭達雅旅遊行程安排，用

盡心思，以期做好全球與會貴賓的接待工

作。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8月29日下

午召開第十六屆第一次

臨時監事會議，進行遞

補監事、補選常務監事

及推舉監事會召集人議

程。會議結果由候補監

事簡明有遞補監事、補

選李勝文為常務監事，

並推舉常務監事黎愛珍為監

事會召集人。

本會監事會召集人梁傑韶

先生不幸病故，其監事遺缺

擬由候補監事遞補。本會候

補監事依序為簡明有、施輝

煌、袁凱聲等，由簡明有

先生遞補。本會原有常務監

事依序梁傑韶、黎愛珍、何

良泉共3人。監事依序為蔡

祖偉、鄭雪茵、葉清松、李

勝文、陳玉鑾、舒立彥等6

人。

常務監事遺缺，依規定由

監事互選之，經公開選舉，

李勝文、蔡祖偉、陳玉鑾分

獲2票，3人經抽籤，由李

勝文勝出，當選常務監事。

3位常務監事黎愛珍、何良

泉及李勝文相互推舉，由黎

愛珍擔任監事會召集人。

會議開始前，鄭致毅理事

長率全體監事起立，為病故

的梁召集人默哀，鄭理事長

推崇梁召集人任事負責、熱

心會務，每周五下午必定到

本會，關心會務與同仁工作

狀況，他的離開讓大家思念

良深。

鄭理事長同時表示，本會

創會人鄭彥棻先生銅像一直

放置在會議室內，最近已將

其銅像移到本會大廳，本會

一進門就是建國的國父銅

像，其後則是創會人鄭彥棻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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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事會前召集人梁傑韶病故

黎愛珍獲選召集人　李勝文遞補常務監事

先生與會旗，象徵本會飲心

思源不忘本，並謹記與貫徹

「乃役於僑」的精神，繼續

服務僑胞。鄭創會人女子鄭

雪茵監事，十分感動，感謝

鄭理事長延續他父親創會宗

旨，為廣大僑胞服務。

全體監事合影。

全體監事在本會創辦人銅像前合影。

華僑節大會暨海外理事會日程表。

全體理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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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僑團代表及本會多位辦事處主任回娘家

鄭致毅期許同策共力 加強服務僑胞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新任緬甸辦事處主任冷

耀東，自緬甸返台，9月3日

上午拜會理事長鄭致毅，鄭理

事長特別感謝冷主任身兼緬甸

孔聖國際學院校長，百忙之中

同意承接主任一職，並期盼冷

主任在仰光能協助總會，服務

僑胞，團結僑心，傳揚中華文

化。冷主任則表示，自己是公

務員出身，凡事實是求是，一

絲不苟，既然接下主任一職，

一定全力以赴，努力達成總會

交付任務。

冷主任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之後，就進入榮工處服務，參

與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ＴＢ

Ｍ鑽掘施工，著有功績，獲選

為中華民國隧道協會民國94年

優良隧道工程師，並接受頒獎

表揚。冷主任自民國83年至94

年參與雪山隧道主坑工程施工

達11年，帶領施工團隊以ＴＢ

Ｍ開挖，圓滿達成任務，施工

期間多次接受學術團體、政府

單位邀請發表論文及演講，達

成技術傳承任務，87年並榮獲

輔導會員工楷模殊榮。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常務理事韓銅準、海

外理事黃安美伉儷，9月26

日上午拜會本會，理事長

鄭致毅親自接待，鄭理事長

十分感謝韓銅準伉儷，對於

本會在10月13日於泰國曼

谷舉辦海外理事會支持及贊

助，也期盼在海內外僑胞共

襄盛舉下，大會圓滿成功。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駐法國巴黎辦事處主

任丁偉星、緬甸主任冷耀

東、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張

標材、雲南同鄉會理事長黎

順發、緬甸在台同學會會長

李沛等，9月17日相偕到本

會拜訪，理事長鄭致毅熱烈

歡迎，鄭理事長十分感謝海

外僑區及國內歸僑團體對本

會舉辦66周年華僑節大會

及泰國曼谷海外理事會的支

持及參與，他表示，各僑團

相互支持合作，凝聚僑心僑

力，才能將服務僑胞拓展到

無限大。 

鄭理事長指出，今年是

僑聯66周年，是盛大也是

值得慶祝的一年，今年10

月11日在台北國軍英雄館

舉辦66周年華僑節慶祝大

會，目前已有500多位貴賓

報名參與，緊接著10月13

日在泰國曼谷舉辦全球海外

理事會，前年我們第一次在

菲律賓舉辦，今年我們再度

遠赴泰國曼谷召開會議，這

次會議海外代表200多人參

與盛會，他們都是從全球各

地自費前來，這股熱情源自

於愛我們國家、支持我們政

府、對僑聯總會向心力。

遠道自法國巴黎來會的丁

主任，去年是雙十國慶來

訪，相隔一年來到僑聯，就

像回到娘家一樣溫暖親切。

他表示，從僑訊得知，鄭理

事長今年又風塵僕僕的出

訪美國舊金山及緬甸，他

表示，在海外僑社都希望

國內的僑團負責人能拜訪交

流，因此他提出邀請，希望

鄭理事長明年能至法國等歐

洲國家訪問，他與當地僑社

一定熱烈歡迎。

鄭理事長也感謝緬甸歸僑

協會理事長張標材、緬甸辦

事處主任冷耀東在今年5月

出訪緬甸給予的周到安排與

熱情接待，他們並表示，今

年海外理事會在泰國舉辦，

希望兩年後能移師到緬甸，

緬甸人民熱情好客，別有一

番風土民情，是值得參訪遊

覽的好地方。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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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總會前後駐美東紐約辦事

處張學海、童惠珍主任，9

月10日上午連袂拜會鄭致

毅理事長，以具體行動表達

支持總會在10月舉辦的華

僑節大會及泰國曼谷海外

理事會。鄭理事長說，今年

參加華僑節大會及海外理事

會的僑胞比起往年爆增，顯

見僑胞對國家及僑聯總會的

向心，此刻僑胞更應團結一

致，以僑心凝聚僑力進而壯

大國力。

鄭理事長說，很感動海外

僑胞自費回到台灣參加今年

66年周年華僑節，緊接著

再飛往曼谷參加海外理事

會，這種愛護支持僑聯的熱

情，就是他以僑務做為終生

志業的最大動力，做僑務工

作是「快樂的傻瓜」，快樂

在於奉獻付出，傻瓜是不在

乎回報。

左起：李沛會長、黎順發理事長、丁偉星主任、鄭理事長、冷耀東主任、張標材理事長、黃五東

秘書長。

開挖了13年的雪山隧道

這條堪稱全世界最困難的

隧道工程，它的困難程度

跟地質惡劣狀況，就連大

英百科全書都有記載， 總

長度12.9公里的雪山隧道，

通車後10分鐘就可以通

過，但是為了這10分鐘，

卻讓2000位工程人員，花

了13年的時間，用血用汗

來克服自然，挑戰一場不

可能的任務。時任榮工公

司施工所副主任冷耀東， 

13年挖通了12.9公里，平

均一年挖1公里，這條連國

際工程界都不看好的雪山

隧道，在工程人員的毅力

下，卻將全線貫通，雪山

隧道的貫通寫下世界之最

紀錄，也再次證明人定勝

天的道理。

公務員退休後，冷主任回

到自己家鄉緬甸，投入僑教

工作，傳揚中華文化，這次

同意出任緬甸辦事處主任職

務，是希望擴大服務對象，

讓更多僑居地學生學習中華

文化，飲水思源不忘本。

本會前任緬甸辦事處主任

張明安因健康因素，向鄭理

事長及總會請辭，鄭理事長

勉予同意，並感謝張主任過

去為僑聯的奉獻與付出。

鄭理事長歡迎冷耀東主任（右二），右一是黃五東秘書長，左一是龔維軍

處長。

鄭理事長歡迎童惠珍主任（中），右一是張學海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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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10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 
何邦立、翁 維民、林月絲、辛金順、梓櫻、李麗喜等人分獲各類首獎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07

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何邦立、翁維

民、林月絲、辛金順、梓櫻、李麗喜等

6人，分獲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

文藝創作散文類、文藝創作小說類、文

藝創作詩歌類及新聞寫作評論類、新聞

寫作報導類首獎。前三名得主將獲得獎

金、獎狀等獎勵。

根據華文著述獎辦

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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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創作獎三

名及新聞寫作獎二名，每名獎金新台幣

壹萬元，另取佳作若干名，發給獎狀。

本會並誠摯歡迎各參賽人有返台行程時

撥冗來會，讓我們得以一睹風采。

（各類組得獎名單見附表）

僑光社／台北 湖北武漢市僑聯歐

梁鋒副主席一行7人，9月4日上午

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

毅親自接待。鄭理事長指出，兩

岸一家親，歐主席一行來台灣第

一站就是拜會僑聯總會，就像回

到自己家，親切熟悉與溫暖。歐

主席也呼應鄭理事長，他表示，

兩岸僑聯一家人，這次是第一次

來台，但一踏上寶島台灣，接觸

的風土民情，就像是到自己家一

樣，尤其見到鄭理事長精力充

沛，帶領僑聯總會方向明確，服

務海外僑胞到位，是武漢市僑聯

學習的榜樣；他同時提出邀請，

希望鄭理事長能組團前來武漢，

深化兩岸僑聯交流。

鄭理事長說，時間回溯2009

年，中華僑聯總會邀請中國僑聯

林軍主席首度以正式身份組團來

台參訪，就僑務工作合作展開協

商，雙方簽署加強合作交流協議

書，加強兩岸僑聯的合作與交

流，化解兩岸僑界在國外長期以

來的分歧，開啟兩岸僑界互動之

先河，最受矚目。針對海外華僑

合作問題，鄭理事長說，海外有

很多僑團存在團結上的問題，僑

團之間的不合作現象，是指整個

僑界，沒有分台灣來的或大陸來

的。因此，看待這問題也不分台

灣或大陸，只要是僑團、不分兩

岸，都需要和諧相處。

2014年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

壇，中國僑聯第一次邀請全國各

省市僑聯代表100餘人出席，本會

選在會議結束當晚，在下榻飯店

舉辦別開生面的「茶點會」，邀

請省市僑聯代表「相見歡」，中

華僑聯、台灣阿里山高山茶、特

產鳳梨酥三大王牌，吸引近百位

僑聯人士與會，在簡單、輕鬆、

愉悅與真情交流中，兩岸僑聯合

作跨出重大的一步。

鄭理事長並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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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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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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

來，利用這平台加強傳揚中

華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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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主席指出，武漢市僑聯

成立至今60年，是僑聯的小

老弟，目前服務對象有40

萬人，其中30萬是歸國華僑

僑眷，10萬是海外華僑華

人，這10萬海外華僑華人是

改革開放之後出國，分布在

歐美、澳洲、日本等30多個

地區，在武漢的僑資企業有

3000多家，台商與台生人數

也逐年增加。他表示，兩岸

僑聯應常走動多交流，彼此

認識接觸，因此希望下次與

鄭理事長是在武漢相見。  
鄭理事（前坐中）歡迎湖北武漢市僑聯歐梁鋒副主席（前坐左三）等人，前坐右一是本會黃五東秘

書長，後排左一本會龔維軍處長。

▲部分得獎作品。▲

海外華文著述獎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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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歸僑協會改選，在前任理事長符

玉鸞推薦下，黃植生（見圖）獲推選

為第七屆理事長，黃理事長謙虛的

表示，鑒於歸僑部份有能力和熱心

服務的同僑，因工作繁忙無法就任

此職，其本身雖然能力有限，在大

家推舉及惶恐下擔任此重責。

黃理事長表示，他從僑居地受教育

之始，皆得益於僑界前輩之奉獻，

今日稍有能力自應感恩圖報，中華

民國寮國歸僑協會在歷屆理監事的

熱忱服務才能有今日的成果，不能

因個人之因素從而中斷。

自民國64年遷回國內定居的他，在

政府的安定與經濟成長下，個個兢

兢業業的努力而得穩定的生活，他

表示，今後的協會工作將以年齡漸

長的照應為主，寮國歸國同僑散居

台灣各地，各因工作關係而與歸僑

失去連繫，重建歸僑連繫管道更是

此屆理監事會的重點工作，寮國華

僑因戰亂散居世界各地，也常舉辦

各式各樣的聚會聯誼，台灣寮國歸

僑曾在96年舉辦世界寮國同學會聚

會，參加者多達500多人參與，今後

也當伺機在台舉辦各項活動，以協

助政府增加來台觀光的機會。

黃理事長1949出生於北越山羅

省，父親因為國內戰爭動亂移居當

地，曾任山羅省中華理事會理事

長，及年四歲多，因法國政府撤出

東南亞半島，為逃避戰爭全家再度

遷移到寮國永珍市定居。

在永珍市居住期間，開始在華僑公

立寮都學校接受小學和初中的中文

教育，初中畢業，雖然家庭只是經

營小生意，並不富裕，但由於父親

忠愛中華民國，堅持送他到台灣升

學，所以54年即回國就讀於省立新

竹中學，57年進入國內成功大學土

木工程系，61年畢業後，第一次返

回僑居地，應父親友輩之邀到寮國

百細省的華僑公學任教職一年，由

於本身所學非教育專長，62年轉到

美國駐寮國大使館屬下的國際開發

接任寮國歸僑協會理事長 感佩歷屆理監事無私奉獻

黃植生自我期許熱忱百分百 服務不打折

僑光社／台北 緬甸臘戍果邦學校台灣校友會理

事長楊惠珍最近受邀參加「義大利台灣文化藝

術月大展」，作品受到普遍好評。

第三屆「義大利台灣文化藝術月大展」是由

義大利Bologna波隆那市政府、義大利托斯卡納

州PISTOIA庇斯特亞市政府、義大利萊昂納多藝

術公園協會(Associazione Parco Artistico Leonardo)共

同主辦， 邀請「WCECA世界文創產學經貿協會 

」吳慧蓮理事長( Maestro Wu Hui Lien ( Presidente 

Ass. ) Artistical of World-WCECA )擔任台灣藝術團

隊總召集人。緬甸臘戍果邦學校台灣校友會理

事長楊惠珍也在參展之列，波隆那市長及我駐

義代表李新穎大使對於楊理事長作品十分感興

趣，彼此交換創作心得。

8月24日上午在波隆那市政府舉行開幕式及記

者會，展覽至30日。展期分批至9月中，下一個

特展將在羅馬展出繼續推廣藝術活動。

開幕典禮將由當地市長、文化局長及政界、

文化界、媒體、市民參加，我駐義代表李新穎

大使親蒞臨會場。

台灣著名當代藝術家：白滄沂（天彫博物館

館長）、楊碧棋(天奕)（名畫家）、楊大本（名

攝影師、攝影學會理事長) 、李正輝（藝術家、

會長）、王迎春（畫家）、林莉娜（旅美畫

家）、郭秀玲（旅加畫家）、劉鴻源（旅義畫

家）、林英妝（畫家、教師）、劉鳯麗（名攝

影師、理事長）、張玉宜（畫家、會長）、陳

志芬（畫家、會長）、傅紫菁（畫家）、嚴湘

容(慕容)（藝術創作生活美學家）、楊惠珍（畫

家）、胡晏誠（青年畫家），共十六位當代藝

術家及青年畫家參與。 

2018義大利臺灣文化藝術月大展，於8月4

日在義大利Bologna波隆那市政府一樓「大力士

ERCOLE大展廳」正式開展，第一梯次由南投天

雕博物舘舘長白滄沂大師雕塑個展、台中當代

藝術家王迎春個展及青年畫家胡晏誠個展打先

鋒，連日來觀眾絡繹不絕。

第二梯次8月17日起四位畫家（陳志芬、李

正輝、楊惠珍、傅紫菁）個展，第3梯次8月20

日起十六位畫家、攝影家、藝術創作生活美學

家：（楊碧棋(天奕)、林英妝、郭秀玲、楊大

本、劉鴻源、劉鳳麗、張玊宜、陳志芬、李正

輝、林莉娜、傅紫菁、白滄沂、王迎春、楊惠

珍、嚴湘容(慕容)、胡晏誠）聯展，由臺灣著名

書畫家楊碧棋(天奕)領銜聯合大展。 

總署(USAID)工作，期間多次前往

寮國南北各地，協助各地公路及

鄉間發展計劃的各項工程，1975

年因東南亞變色，全家再度遷回

台灣定居，當年間適逢十大建

設，幸得大學師長協助得進屬於

退輔會的榮工處工作，生活方得

安頓，工作期間除在台灣各地的

工程外，經派赴國外如沙烏地阿

拉伯，印尼工作多年，以及短期

支援哥斯達黎加的友誼大橋工程

等，及至2003年底退休。

自榮民工程公司退休後，黃理

事長也曾短期到民間公司再度派

到印尼及中國大陸工作。但學無

止境，為了興趣及豐富退休生

活，也到行天宮社區大學學習

水墨山水畫，重拾學生時代嚮

往而無法顧及的攝影。個人喜歡

旅遊，每當倘佯在大自然中，恣

意欣賞天光雲影幻化，翠巒修竹

的靜謐、俗慮盡滌，身心靈特別

感到安閒舒暢，也因此在學習攝

影以來逐漸喜愛上畫意攝影的風

格，也因此曾到黃山攝影創作多

次，才有得2015年和2018年兩

次在國父紀念館展出黃山攝影作

品，以及出版兩本黃山攝影集。

世界攝影家協會(Photographer 

Association Worlwide)簡稱P-PAW，

為國際著名攝影組織，會址設於

美國，是世界知名四大攝影組織

之一，其卓越成就深獲國際攝影

界之肯定。該組織每年評審一

次，欲獲得該協會認證名銜者，

必需提交15張11x14英吋大小的

作品供委員們細心嚴格評審，若

本身攝影素養沒有兩把刷子，很

難獲得賞識。黃理事長第一次參

加就獲得該會評審通過，極為不

易。

  

黃植生攝影資歷簡介 

‧PP-PAW，PPSA，2012年PSA PTD（旅遊類）世界組10傑（Top 10）

‧2012年新唐人全球華人攝影大賽自然風光組銅牌獎

‧2012年 PSA國際沙龍絲帶獎70餘面，金、銀、銅牌獎等24面

‧2013年美國Wilmington國際沙龍人文報導類PSA銀牌獎和最佳人文獎

‧2013年希臘國際沙龍巡迴賽自然類銅牌

‧2013年瑞典UPI國際沙龍畫意類銅牌獎

‧2013年美國DELAWARE VALLEY國際沙龍巡迴賽旅遊類銀牌獎

‧2013年塞爾維亞ECOLOGICAL TRUTH國際沙龍巡迴賽畫意類金牌獎和

自然類PSA銅牌獎

‧2013年美國SUNRISE國際沙龍畫意類FIAP金牌獎和PSA銀牌獎，黑白

類PSA金牌獎

‧2013年美國南加州（S4C）國際沙龍旅遊類金牌獎一面和銀牌獎兩

面，人文報導類PSA銅牌獎

‧2013年另獲PSA多國國際沙龍絲帶獎80餘面, Medal獎7面。

受邀義大利台灣文化藝術月大展　

楊惠珍畫作受好評

楊惠珍理事長(左)與李新穎大使在其作品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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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道精神爭取國際友誼 不忘初心 復興民族

中華文化在海外 任重道遠  

反觀自中共十九大之後，

中國對自身體制展現出前所

未有的自信，外國許多學者

專家及媒體也都開始注意且

探討中國的體制，並且認為

對許多世界治理的問題，中

國提出的方案(Solution)似乎

確實有它的功效，因此紛紛

開始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理

論、體制、文化展開研究，

我們實應順應此一形勢，加

強媒體宣傳和溝通，掌握有

利契機，強化自信，為世界

發展造福！

中國的崛起手段是和平

的(不威脅別國，不輸出體

制)，目標是明確的(濟弱扶

傾)，理想是普世的(世界大

同)，我們堅持我們的理論

(王道思想)，要對我們走

的道路有信心。禮運大同

篇的提到的「選賢與能」

這個「選」字，不應只侷

限解釋為一人一票選舉的

「選」，這個「選」字完全

可以是選擇的「選」和推選

的「選」，事實證明一人一

票常選不出真正能力強、

肯做事、有經驗、操守好

的公僕，反而是透過好的

篩「選」、推「選」、考

「選」、再遴「選」的人事

制度才最能真正地「選」賢

與能，為國舉才，造福一

方。

4.眾志成城、聚沙成塔、

不忘初心、復興民族：

孫中山先生曾說思想產生

信仰，信仰產生力量，我們

要用各種管道，讓中華民族

的每一成員都清楚正確地

瞭解我們民族正在走的道路

和對自身以及對世界肩負的

使命和責任，每人從小我做

起，匯集起來就能產生一股

洪流，就是沛然莫之能禦的

力量，所謂「三人同心，其

利斷金」，更何況是億萬人

同心！當每位中華民族的成

員都知道自身的奮鬥固然是

為自己和家庭的富裕和美

好，但也一定要知道我們也

肩負著民族復興、天下一

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和責

任，則中華民族自然就會脫

 ■ 簡漢生中華僑聯總會榮譽理事長簡漢生先生，於2018年1月20日在南京江蘇省僑商總會EMBA
班，以「中華文化在海外」為題授課，內容精闢，本刊自1406期起連載全文，分享讀者。

生宣揚三民主義，到最近

四十年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

放，以至於中國重回國際舞

台核心後所推動的一帶一路

政策，都是本著與世界各國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則，朝著平等合作、互利共

贏的方向和各國一起發展，

在促進世界和平，強化全球

治理、推動經貿發展、創造

共同財富等方面，作出了重

大的貢獻，尤其在美國川普

總統上台後動輒強調美國利

益第一、奉行單邊主義、唯

我獨尊、專橫霸道、撕毀國

際協定、破壞和諧秩序…和

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自

由、開放、和諧、合作的角

色形成極鮮明的對比，甚至

讓許多歐美學者、政治家瞠

目結舌，覺得這世界是不是

在倒過來運轉了？

最近數百年來，中西文化

一直處於一種互相了解但又

互相競爭的格局中，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之前，西方仍

鳯其在經濟科技等各方面無

比強大的優勢，也使其文化

領域上居於主導地位，但二

戰之後至今，西方資本主義

發展成以金錢作為衡量一切

的標準，幾乎變成了金權的

帝國主義，完全不能解決世

界治理上的許多問題，令人

覺得它的發展遇到了瓶頸。

另一方面，東方的中國歷經

磨難，摸著石頭過河，終

於在改革開放後，發展出

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制度，不僅適合於中

國，可能也適用於其他發

展中國家，大社會學家索羅

金曾說「文化不經挑戰無以

發皇，文化遇到挑戰卻無反

應即見衰微」，中華文化在

改革開放後，可說又經歷一

次浴火鳳凰式的重生，而在

未來中西文化的競爭中，極

有可能提供給人類文明一種

新的選擇。

其實歸根究底，一切都其

來有自，中國(包括台灣)對

外所展現的就是本文中所提

到的「王道思想」、「濟弱

扶傾」、「平等相待」、

「共存共榮」，所以我們

在世界各地派遣的無論是

農耕隊、工程隊、醫療隊…

都是挽起袖子和當地人同等

待遇一起打拼，並不看輕和

藐視他們的落後，而是真心

的幫助他們進步，這就是歐

美抱有極強優越感和殖民思

想的人永遠無法和我們競爭

的地方。君不見美軍入侵伊

拉克後，在巴格達用圍牆圍

起美國人生活的「綠區」，

內部一切比照美國標準，嚴

控進出，完全是當年列強在

中國設「租借地」的概念和

做法，卻全然無視於「綠

區」外伊拉克無辜百姓衣食

無著、流離失所的慘狀，自

美軍侵占伊拉克至今造成平

民傷亡累計至少已有數十萬

人，說起來令人悲憤！因此

我們千萬不要妄自菲薄而是

要每人發揮力量、聚沙成

塔，一代不能做成的代代相

傳的做下去，所謂不忘初

心，方得始終！只要心中有

理想、有目標，則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建立大同世界的

中國夢必可早日實現。

附錄：禮記「禮運大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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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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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

穎而出，成為世界文明和精

神的領導者， 且能拯救世

界瀕於自我毀滅的危局。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話陳義

過高甚或自我膨脹，但我們

從歷史以及近代發生過太

多的案例就可知道，一個

民族若無遠見、無目標、

無方向、無理想，則其發展

就會受到局限；或雖有發展

甚至發展到極限，但最終總

以驕奢淫逸或窮兵黷武而走

向衰亡。我們看美國自二戰

勝利以後，逐漸喪失了立國

的理想，自恃是第一強權，

而變成世界發動(或幕後策

動)最多局部戰爭的國家，

真的已好戰成性，造成世界

許多國家地區的平民百姓傷

亡藉枕，流離失所，造了多

少罪孽，卻還打著民主、人

道、維安等的名號，多行不

義，自以為是；只肥了美國

各大軍工企業和相關政客、

讓軍火販子賺飽了淌血的不

義之財。卻還一再欺瞞美國

一般善良百姓說是在全世界

興維護人道、公理、和平、

民主的仁義之師，真是無恥

至極！所幸中國自孫中山先

優勝作品展

．繪畫6-9歲組優勝

林千婷　阿根廷新興文教中文學校

．繪畫10-13歲組優勝

林政亨　馬來西亞美里珠巴中華公學

．繪畫14-17歲組優勝

莊幼媚　菲律賓中正學院林政亨

林千婷

莊幼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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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丕堯先生獎學金台幣5000

王立三尹蓮玉伉儷獎學金台幣

10000

台北市南安同鄉會獎學金台幣

30000

張標材先生獎學金台幣10000

丁偉星先生獎學金台幣100000

越南地區 理事梁德志台幣

1000、理事沈發台幣500、

理事劉漢台幣1000、理事

程鏡洲台幣1000；顧問李

文輝台幣1000、顧問陳欽

興台幣5000；鄧錦華女士

台幣1000。

高棉地區 常務理事凌炳志台

幣1000。

緬甸地區 理事李莉芳台幣

1000、理事龔學鏗台幣

1000、理事簡明有台幣

1000；顧問莊友來台幣

1 0 0 0 、 顧 問 江 明 星 台

幣1000、顧問楊海潮台

幣1000、顧問李沛台幣

1000、顧問許杏華台幣

1000、顧問明采嫻台幣

5 0 0 、 顧 問 張 明 才 台 幣

1000、顧問李美珠台幣

1000；陳秀盆女士台幣

1000。

印尼地區 常務理事李勝文台

幣1000；理事張仲琪台幣

3000。

澳門地區 常務理事尤裕質台

幣15000、常務理事郭贊

守台幣4000；理事陳棋垣

港幣1000、理事楊清河

台幣12000、理事曾彬彬

台幣12000、理事黃清桂

台幣8000、理事洪質元

台幣5000、理事李長銓

台幣5000、理事邱榮豐

台幣4000、理事林園丁

港幣500、理事蔡松林港

幣500、理事張靈恩港幣

300、理事梁牛港幣300、

理事楊孫鼻港幣300、理

事袁標葡幣1000、理事袁

開益葡幣1000、理事林昶

台幣4000；顧問陳越英

台幣5000、顧問施文場

港幣1000、顧問蔡達智

港幣1000、顧問河樂然

港幣200、顧問洪文地港

幣200、顧問洪連雕葡幣

1000、顧問馬潤權葡幣

5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吳毓苹台

幣5000、常務理事楊朝湖

台幣3000；名譽理事吳睦

野台幣5000、名譽理事崔

競乾美金100。

加拿大地區 理事龔丕堯台幣

3000。

法國地區 常務理事丁偉星台

幣10000。

在台地區 常務理事林基源台

幣3000、常務理事高崇雲

台幣1000；理事洪慧珠台

幣10000、理事高鵬翔台

幣1000、理事王海倫台

幣1000；顧問高欣台幣

1000；會員黃河台幣500。

透過展攤認識臺灣知名景點、茶 食文化、童 玩娛樂、傳  統節慶

臺泰連結活動 讓泰國青年看見臺灣
清邁／ 「泰北臺商同鄉

聯誼會」與靜宜大學於9月

1日至2日聯合舉辦「2018

臺泰連結-臺灣日活動」。

由泰北臺商會館邀請清邁社

區居民與附近高中參與，透

過展攤活動認識臺灣知名景

點、茶食文化、童玩娛樂、

傳統節慶，提供臺灣文化的

體驗。

靜宜大學執行教育部臺泰

連結計畫，特組成泰國社區

經營暨文化交流團隊由國際

學院老師王憶如領隊於8月

27日上午抵達清邁，即刻

展開拜訪與密集宣傳，不僅

走訪清邁社區店家市集、與

本地鄉長和村長們會面、拜

訪地方議會，並前往會館附

近的高中進行宣傳，介紹臺

泰文化異同，並由曾留臺求

學的泰國人分享臺灣學習經

驗，同時邀請泰國學生們參

加臺灣日活動。

臺灣日活動開始由泰國清

邁的傳統鑼鼓陣與臺灣學生

們的原住民族舞蹈展開序

幕，當地各界代表均到場參

與。（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臺泰聯節活動。（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大阪／ 大阪中華學校最近

舉辦華語暑期課輔班結業式

及成果發表會，學生們透過

唱歌、跳舞及短劇等展現華

語學習成果，活動由副校長

蔣燁主持，駐大阪辦事處秘

書蔡季穎、大阪中華學校理

事長連茂雄出席觀賞同學們

的學習成果，該校學生及家

長逾百人參加。

蔣燁感謝臺北教育大學8

位老師為大阪中華學校學生

授課，同時勉勵學生善用暑

假認真學習，讓華語能力突

飛猛進。

蔡季穎表示，大阪中華學

校已連續8年舉辦華語暑期

課輔班，課程內容除華語

以唱歌、跳舞、短劇 展現華語能力

大阪中華學校暑期班成果發表 家長激賞

及一般學科外，另有校外教

學、體育、工藝及烹飪等多

元課程，提供學生加強華語

及學習課外知識的機會。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大阪中華學校暑期班結業式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彥賢義捐︱

(單位：元)

台大鹿鳴堂前身僑光堂在

1960～90年代為畢業僑生

活動中心之外，也是僑社、

僑商等在台活動聚集中心，

除建物本身的特色外，更具

有歷史場域文化資產價值，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秘書長

董鵬程建議可以修整並活化

為僑務博物館，以提供廣義

的僑社情感連結與國際教育

功能，其主張的內容是：

近日蔡總統出訪海外，爭

取國際外交認同，所到之處

各界僑社的歡迎與支持至關

重要，僑胞長期旅居僑居

地，是國家與當地政府與社

會對話最重要的橋梁，也是

外交基礎與軟實力象徵。

台灣多年爭取國際生存是

政府努力的目標，但現在

台大提出要拆除僑光堂(鹿

鳴堂前身)這個歷史場域建

築，很難凝聚僑社的認同，

拆除僑光堂被視為否定僑界

過往認同國家的象徵。僑委

會、總統府、外交部、文化

部、台北市文化局、台大

等，尤其僑委會，都難辭其

咎。無論是過去與現在，時

代不同，但台灣要爭取海外

僑社的認同，成為台灣外交

的基礎實力目標是一致的，

僑委會與僑社的努力至關重

要，草率拆除這歷史建物便

如同抹去這段歷史的記憶與

認同，對現在努力爭取的關

係不啻給了一記悶棍。除了

很難得到僑社的支持外，更

反映出政府單位沒有做好整

合協調的問題。

董秘書長同時以前僑光堂

主任(原畢業僑生活動中心

副主任)之身分指出，當年

各項重要集會都是在僑光堂

舉辦的，如各類僑團聯合會

的成立，全球僑務委員會

議、海外華僑文教會議、世

界客屬(家)總會成立、世界

越棉寮團體聯合會、世界華

商金融會議成立等等。此

外，由政府舉辦的重要政經

會議，例如促成第一次修憲

的國代座談會、國家建設研

究會全國行政會議、行政院

舉辦的第一次鄉鎮市區長座

談會等。乃至民間文藝團體

舉辦的活動，如：第一屆全

國書展，吸引15萬人參觀

盛況空前。支援藝文團體宣

慰僑胞前的集訓，如中華民

國綜合藝術團、李棠華綜藝

團。

而同時身兼世界華語文教

育學會的董秘書長，亦從推

動世界華語文教學和海外宣

揚我國文化的濫觴和基地

觀點指出，1971年國際局

勢發生很大的變化，當時

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時

任行政院僑委會委員長的毛

松年，由於政府在國際上很

多事務因此推動困難，為延

續海外華人的華語教育，以

及協助政府推動海外工作，

籌組成立「世界華文教育協

進會」，於1973年正式在

僑光堂成立，到1997年更

名為「世界華語文教育學

會」，四十多年來推動海外

華語文教育，教導子弟及外

籍人士學習華語及我國文

化，因此，世界華語文教育

學會所在的僑光堂實為推動

世界華語文教學和海外宣揚

我國文化的濫觴和基地，這

是華僑與台灣最重要的連

結。

董秘書長最後表示，從上

述重要的歷史意義，可顯見

僑光堂(今台大鹿鳴堂)是我

們國家最悲慘困難時，全球

華僑熱愛國家支持政府歷史

的記憶，希冀台大能改變拆

除之原定計畫，並由台北市

文化局賦予文化資產身分，

以其代代相傳，建立典範。

董鵬程建議活化           作為僑務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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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社    簡    訊

空大加拿大學士專 班

溫哥華新學年開學

溫哥華／ 國立空中大學加

拿大學士專班107學年度開

學典禮，9月17日在台加文

化協會舉行，典禮由專班班

長梁玉燕主持，約70位學

員參加。

梁玉燕表示，加拿大學士

專班在2017年夏天成立，

在大溫哥華地區已有超過

300位學員加入了空大的大

家庭，投入終身學習的行

列。

活動在學員齊唱空大校歌

中揭開序幕，校長陳松柏

無法親自前來溫哥華主持

開學典禮，特別錄製一段

影片，勉勵所有的學員活

到老、學到老。專班學生

在現場也大方展現學業成

果、分享學習經驗，做為

新學期的開端。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舊金山梁忠孝總公所

舉行祭祖活動

舊金山／ 三藩市梁忠孝總

公所及梁忠孝實業公司慶祝

梁鱣公寶誕活動於9月9日

舉行。梁忠孝總公所主席梁

權、副主席梁志雄，梁忠孝

實業公司董事長梁坤、副董

事長梁志強及梁氏宗親齊聚

在總公所舉行祭祖儀式。

祭祖儀式後眾人來到公所

樓下舉行隆重梁鱣公寶誕醒

獅點睛儀式，由馬鍾麟、金

山文教中心主任葉子貞及公

所元老等為瑞獅點睛及掛

紅，隨後獅隊舉行高桩舞獅

表演，高水準之演出及喧天

鼓聲，吸引大批民眾及觀光

客駐足圍觀。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華府榮光聯誼會

慶祝成立35年

華府／ 華府榮光聯誼會9

月8日上午在馬州洛城議會

大樓舉辦第27屆年會，計

有會員50餘人出席，百歲

高齡前空軍副總司令陳鴻

銓、駐美代表處領務組組長

周道元、秘書王聖斐以及文

教中心主任陳世池均應邀參

加。

陳世池致詞表示，榮光

會35年如一日熱心服務榮

民，全力支持中華民國，踴

躍參加各項愛國活動，努力

推動國民外交，提升臺灣在

美國主流社會的能見度，尤

其每年參加美國退伍軍人舉

辦的國殤日大遊行，讓中華

民國的國旗在華府炫麗飄

揚，令人感動。對於榮光會

的軍中前輩，一生為國奉獻

犧牲，退役後仍繼續在海外

為國爭光奮鬥不懈的精神，

讓人敬佩。

活動在會員們回憶當年從

軍趣事、關心國家大事以及

慶祝軍人節暨年會的溫馨氣

氛中圓滿落幕。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北加校聯會

溫馨關懷打火兄弟

加 州 ／  加 州 近 來 數 起

山 火 ， 特 別 是 瑞 丁 地 區

(Redding)的火災已經被列為

全加州第七大火災，從7月

23號起巳燒掉近230英畝土

地、1604間房子，並有8人

死於火患，來自全加州、全

美甚至全世界的消防專家、

義消上萬人參與救災。

北加州中國大專校友會聯

合會在拉森火山國家公園舉

行一年一度的勞工節大露

營，吸引校友及眷屬超過

230人參加。這是災情控制

後第一個超過230人的團體

到訪Redding。

由校聯會會長潘海倫、駐

舊金山辦事處處長馬鍾麟、

金山灣區文教中心主任閻樹

榮及消防隊長James Lopez共

同率領在場臺美人員高唱美

國及中華民國國歌。

Lopez表示很榮幸受邀參加

升旗典禮，他感謝台灣給他

們鼓勵與溫暖，他將把此訊

息分享給所有打火兄弟，也

讓來自臺灣的愛與關懷深植

在為社區、為國家服務的消

防人員。（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緬甸留臺校友 中秋敘窗誼

緬甸／ 緬甸留臺同學總會

9月15日在仰光餐廳舉行中

秋聯歡晚會，由總會長尹開

泰主持，創會會長簡明亮、

監事長蒲光正、副會長及臺

大、政大、師大等留臺校友

會會員與眷屬逾200人共聚

一堂，大家品嚐充滿家鄉味

的雲南、臺式月餅及柚子，

現場氣氛熱鬧歡愉。

尹開泰致詞感謝籌備組副

會長明光霞、組長李澤成及

全體工作團隊的辛勞，最重

要感謝所有留臺同學的支

持。（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文化教師漢城僑中

推廣舞龍舞獅

漢城／ 由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所選派的舞龍舞獅教師

詹韻玲老師9月8日抵達韓

國首爾，在漢城華僑中學進

行一周的教學工作，傳播臺

灣固有傳統藝術。

詹韻玲擁有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教育學系碩士學位，曾

任茄萣國民小學民俗隊及

臺南市南寧中學戰鼓隊教

練，也曾獲104年高雄市內

門大專運校創意宋江陣大賽

亞軍，指導學生獲106年高

墨爾本／ 墨爾本最近舉行

臺灣美食講座。分別為「臺

灣美食廚藝示範教學」及

「臺灣美食神話之夜市風

情」兩場活動，約200位僑

胞及國際友人參與。

活動由墨爾本中華公會主

辦，邀請臺灣首府大學餐飲

管理系助理教授許煜忠及講

師陳仁崇在佛光山爾有寺示

範廚藝，包括薑絲炒麵腸、

果香豆腐捲、涼拌黑木耳、

三杯素羅漢及茶香椒鹽杏鮑

菇等養生素食料理。由許煜

忠現場解說製作過程及風格

特色，參與學員均紛紛提問

請益，兩位老師均耐心逐一

答覆。

「臺灣美食神話之夜市風

情」活動，駐墨爾本辦事處

養生素食料理受歡迎  臺灣美食飄香墨爾本
處長陳瓊玉、王懷德及秘書

李函到場參與，另僑務委員

劉國強及僑團代表及僑領約

130人參加。本次餐會以10

道臺灣夜市美食方式呈現，

包括排骨酥湯、脆酥安排蝦

捲、筒仔米糕、麻油雞、塔

香鹽酥雞、古早味炒米粉、

府城棺材板、香菇肉羹、大

腸蚵仔麵線及芋圓珍珠熱仙

草等臺灣特色夜市菜餚。

墨爾本中華公會主席黃肇

聰表示，很榮幸連續三年受

僑委會器重，接辦活動來弘

揚臺灣美食，活動盈餘將捐

助墨爾本僑界關懷救助協

會，感謝大家踴躍出席參

與。

主辦單位也安排兩位講座

與僑營餐廳大食代、佛光山

爾有寺滴水書坊、同福蔬食

及福苑廚房進行諮商交流，

並在餐廳經營及烹調配方各

項交換意見，分享彼此從業

心得。（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參加廚藝示範交流的主廚與貴賓。（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榮光會理事與來賓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緬甸代表處同仁暨貴賓與留臺同學總會幹部大合

照。（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北加校聯會溫馨關懷打火兄弟。（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漢城僑中鼓韻隊練習狀況。（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泰華青少年演

講比賽，全體

大合照。
（轉載自宏觀電

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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