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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屆華僑節慶祝大會冠蓋雲集
■ 陳副總統：籲請共同為台灣奮鬥      ■ 馬前總統：期待努力掃除政經危機
■ 吳主席：期許執政者以「 四維」作 治國方針  ■ 張主秘：感謝僑聯服務僑胞

僑光社／台北 第66屆華僑

節慶祝大會10月11日上午

9時，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

舉行，海內外華僑、歸僑個

人、團體及全國各界代表逾

五百人與會共襄盛舉。

陳建仁副總統、馬英九前

總統、中國國民黨吳敦義主

席、僑委會張良民主任秘書

應邀參加並致詞。

鄭理事長及僑聯總會泰國

辦事處陳鴻彰主任，分別以

「僑聯66年紀念POLO衫」

等紀念品贈送四位貴賓。

 鄭理事長感謝副總統等

各位貴賓百忙中撥冗參加華

僑節大會，充分顯示對僑胞

的重視，他表示，僑聯總會

始終秉持腳踏實地的精神，

力行「乃役於僑」的創會宗

旨，加強服務僑胞，他強

調，華僑在兩岸之間可以扮

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將海外

的華僑華人團體先「和諧」

起來、「合作」起來，創造

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創造中

華文化的大復興，作為兩岸

和平的先鋒。

鄭理事長說，他與陳副

總統是主內兄弟，也都是

不同領域的牧羊人，陳副

總統是帶領人民，他則是

帶領僑胞，牧羊人帶著羊

群，除了要找到肥沃的草

地，讓羊群溫飽，更要小

心翼翼避開狼群攻擊，國

家與僑聯領導人，則是方

向要正確，一走偏失就會

陷入危險境地。

陳副總統致詞時指出，政

府推動許多重要政策及改

革，現在成果已經逐漸展

現。在經濟方面，在政府和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論是

經濟成長率、外銷出口還是

股市指數，全部創下過去

10年罕見的好成績。

副總統再次感謝全球各地

僑界先進長年的鼎力支持，

讓政府可以順利推動僑務工

作，僑界不但是政府在國際

社會上強而有力的後盾，也

是國家繁榮興盛的重要貢獻

者，期盼每位僑胞都是共同

奮鬥的好夥伴，持續為臺灣

這塊美麗的土地共同來打

拚。

馬前總統致詞時，分以

國、台、粵語、客家話及原

住民話向大家問好，贏得熱

烈掌聲。

馬前總統表示，在過去

一百多年，華僑對國家貢獻

可以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

是革命建國、第二階段是抗

戰救國、第三階段是投資興

國，所以，中華民國政府高

度肯定華僑的貢獻，也希望

與華僑維持密切的關係。

提及國內政經現況，馬前

總統認為台灣目前面臨經

濟、兩岸關係及民主等三

個嚴峻的挑戰；以經濟成

長而言，去年的2.85% 雖較

前年好，但較諸全世界平

均的3.7%，仍屬後段班，

股市15%的成長率，也不及

日韓星港美德等國的20%成

長率，至於2018年國家競

爭力排名第17的結果也較

去年落後4名；此外，台灣

的能源，也是讓大家關心

的問題，他指出政府推動

2025年「非核家園」的政

策，而事實上台灣的再生

能源迄未成長到一個成熟

的程度，率爾以再生能源

取代能源，不是騎馬找馬

而是棄馬找馬，甚至是殺

馬找馬，是很危險的事。

在兩岸關係議題，馬前總

統質疑，蔡總統在不接受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情

形下，如何能維持兩岸現

狀？雙方將會產生很多問

題，他強調，中華民國要發

展外交，「兩岸關係好」是

一個重要的元素。

最後，馬前總統以促轉會

「東廠」事件、台大校長至

今難產…等情況，擔心台灣

的民主會變成一個「不自由

的民主國家」。

他認為，遲緩發展的經

濟、衝突的兩岸再加上不自

由的民主，會讓台灣走向非

常危險的未來。

馬前總統籲請僑胞關心國

內這些問題，大家一起努

力，掃除危機，讓台灣更

好，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

陳副總統籲請僑胞共同為台灣奮鬥。 馬前總統期待掃除政經危機。 吳敦義主席認為「四維」應是治理國家必要

方針。

張良民主秘感謝僑聯服務僑胞。 陳鴻彰主任表示僑胞與中華民國密不可分。 鄭理事長強調僑聯一本「乃役於僑」初衷，

服務僑胞。

(文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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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主席致詞時，指出中華文化「四

維八德」的精神，不只是個人的修為標

準，其中「四維」，也應是治理國家必要

的方針：1.廉能有效率，要有一個清廉、

勤奮的政府和議會；2.建構一個繁榮均富

的經濟，不要貧富太過懸殊；3.打造性別

平權、勞資合作的公義、和諧社會；4.和

平、穩定發展的兩岸。

吳主席更即席背誦「禮記禮運大同篇」

的107字內文，期待執政者做為施政方

針，也做為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僑委會張良民主任秘書也應邀致詞，對

僑聯總會配合政府連繫服務海外華僑，表

示感謝，強調只要認同中華民國的華僑，

都是政府服務的對象。

僑聯總會駐泰國辦事處主任陳鴻彰代表

華僑致答詞，以其民國56年就被祖父送到

台灣，直到16年後大學畢業才回到僑居地

的現身說法，表示僑胞與中華民國關係的

密不可分，強調一定全心奉獻期待中華民

國更好更強大。

大會於當天上午10時30分圓滿完成。

致贈紀念品給貴賓
鄭理事長贈送僑聯66周年紀念衫給陳副總統、馬前總統、吳主席、張主秘及陳主任(圖～)。

陳鴻彰主任贈送紀念品給陳副總統、馬前總統、吳主席、張主秘及鄭理事長(圖～)。

(文接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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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個國家地區200位僑胞貴賓共襄盛舉

僑聯海外理事會曼谷舉行  圓滿成功

參加海外理事會全體人員在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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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第16屆第3次海外理事會，

10月14日於泰國曼谷盛大召開，來自30個國家地區200位僑

胞貴賓熱烈響應與會，會中除由鄭致毅理事長進行會務報

告，僑聯駐海外20位辦事處主任發表僑情報告外，並邀請

中華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童振源大使、易經大師

楊泰鵬教授蒞會發表專題講演，大會並頒發各項感謝及表揚

狀，感謝並表揚支持及贊助本會會務。一整天會議充實精彩

圓滿順利，200位僑胞互相溝通交換意見，個個都感謝僑聯

總會舉辦這項重大會議，提供海外僑胞交流平台，包括日

本、緬甸、澳洲等地區有意爭取舉辦下一次海外理事會。

為了籌辦好本次會議，早在今年年初，本會駐泰國辦事處

主任陳鴻彰就召集泰國當地僑界大老饒培中、吳富雄、余聲

清、陳水龍、黃安美、賴建信等人，召開籌備會議，這期間

陳主任並多次往返台北泰國，與本會溝通會議細節與行程安

排，以期會議圓滿成功。

12日鄭理事長率先遣人員抵達曼谷，晚上立即進行會場布

置及彩排，陳主任動員人力全力支援，將會場布置美倫美

奐，迎接大會及與會貴賓到來。13日上午，來自全球各地貴

賓陸續到達曼谷，由於事先仔細規畫，儘管航班各有不同，

但接機井然有序，僑胞們一踏上曼谷，感受到賓至如歸。

13日晚，盛大的歡迎晚宴在極具歷史意義的泰國中華會館

舉辦，席開30桌，包括泰國中華會館理事長丘菁瑛、名譽主

席饒培中、吳富雄都以東道主身份熱烈歡迎全球僑胞到來，

鄭理事長並頒發感謝狀，感謝泰國僑團、僑社及僑界領袖對

於此次大會的熱烈支持。

14日海外理事會，中華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童

振源大使，特別以貴賓及專題演講人身份蒞臨，童大使一到

與會貴賓抱以熱烈掌聲，童大使繞行全場一一與貴賓寒喧介

紹，在得知來自30個國家地區僑胞自費不遠千里而來參加會

議，十分驚訝且感動，他表示，這就是僑胞對國家及僑聯總

會的向心，一種僑力凝聚的展現。

30個國家地區200位僑胞貴賓共襄盛舉

僑聯海外理事會曼谷舉行  圓滿成功

鄭理事長頒贈感謝狀，感謝本
會駐泰國辦事處主任、常務理
事全力協助籌辦大會：

（左）李銘如理事，（右）
饒培中常務理事。

（左）吳富雄常務理事。

（左）余聲清常務理事。

（左）陳鴻彰主任。

（左）黃正男副主席。

（右）關志剛理事。

（右）黃安美副主席。

泰國中華會館理事長丘菁瑛
（右）贈書給鄭理事長留念。

全力辦理會議，海外理事會
僑聯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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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全力推進台泰人才交流
鄭致毅：僑聯努力成為僑胞與國內的橋樑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鄭致毅理事長率秘書

長黃五東、組織處處長龔維

軍，由泰國辦事處主任陳鴻

彰陪同，10月13日上午拜

會中華民國駐泰國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童振源大使，由

於當日適逢周六，童大使撥

冗在官邸接待，鄭理事長並

正式邀請童大使出席海外理

事會發表專題講演。

鄭理事長指出，僑聯總會

成立之宗旨即是加強連繫海

外各僑社、僑團、僑領及僑

胞，並做為海外僑胞與國內

的橋樑，一方面將國內的力

量延伸發展到海外，促進僑

社的繁榮與發展，也希望透

過僑聯增加華僑對國內的瞭

解、認同及向心，進而透過

經貿投資或其他管道，用海

外力量促進國內的發展。經

過僑聯海內外所有成員66

年來的努力，本會已經在海

外各重要僑區、僑社中建立

了極好的聲譽及信用，也被

國內外各界普遍認定為最重

要的華僑團體之一，本會雖

然是一個民間團體，但海外

真正支持中華民國立場的許

多僑社、僑團，多年來均以

本會為主要連繫對象，並表

示，只有本會繼續給予他們

許多支援與照顧，使他們仍

然保持支持中華民國的立

場。這是本會維繫海外僑社

對政府向心力最具體的貢

獻。 

鄭理事長說，僑聯非常重

視傳揚中華文化至海外各地

僑社，所以能綿延發展，中

華文化之世代傳揚至關重

要，僑聯總會為此特別設置

「僑聯文教基金會」，專責

獎助海外文化、教育活動，

其重大工作概述如次：(一)

舉辦華文著述學術論著獎、

新聞寫作獎、文藝創作獎，

除頒獎金外，亦在各僑社有

公開表揚之活動。(二)舉辦

海外華文學校各級學生徵文

比賽、書法比賽、繪畫比

拜會我駐

泰國大使

賽。 (三)獎助回國升學而品

學兼優之僑生，發給僑生獎

學金、贊助各校僑生社團舉

辦活動經費，並適時提供僑

生災難救助。 (四)選拔海外

優秀青年，頒發獎章或獎狀

以資鼓勵，並在僑社公開表

揚，期能樹立華僑青年典

範，培育僑社繼起人才。

童大使十分歡迎鄭理事長

鄭理事長（右二）拜會童振源大使（中），左二是陳鴻彰主任，右一黃五東秘書長，左一龔維軍處長。

選在曼谷舉辦全球海外理事

會，他指出，泰國是我國推

進新南向政策的關鍵國。

他表示，目前積極推動台

灣5+2創新產業與泰國4.0合

作，提供當地需要的技術、

行銷、品牌等服務，這些都

是台灣存在的優勢。

泰國作為「新南向政策」

的重點國家，台灣與泰國

在農業、科技、產業，及

教育等相關領域交流均有

具體成果。童振源指出，

赴泰國就任以來，非常關

注台商發展，推動台商技

術升級平台、成立Line帳

號TaiwanFDI、臉書粉絲頁

Taiwan Thailand Fans.Thai

等，近期更與台灣的人力銀

行合作，將推出台泰雙邊人

才招聘的專頁，鼓勵台商雙

向招募人才。

他說，泰國目前產業發

展有兩大政策，包括泰國

4.0，以及東部新走廊，他

認為，未來可以推動台灣

5+2創新產業與泰國4.0合

作，提供當地需要的技術、

行銷、品牌等服務，這些都

是台灣的優勢。

童振源上任後全力推進台

泰人才交流，他說，年輕人

若是想到泰國發展，必須要

有願景與吃苦的準備，因為

以前赴泰國打拚的台商也是

苦過來的，不是一天就有成

果。如果想要追求較高的薪

水，則可以放眼曼谷的國際

企業。他強調，機會一直存

海外理事會參與人員在泰國曼谷中山公園，向國父銅像行禮致敬。

團員在金三角國軍93師博物館前合影，緬懷先烈。

在。

童振源接著指出，除了積

極推動政務並推出多項創新

作法，包括外交工作數位

化、資源整合平台化、官民

合作等，以推動新南向政

策，促進台泰實質夥伴關

係。在外交工作數位化方

面，童振源上任後立即推出

急難救助的通訊軟體Line帳

號Taiwan119，提供國人旅

泰迅速、免費、便利與安心

的急難救助專線服務。駐泰

代表處推出台泰雙向投資服

務Line帳號TaiwanFDI，同步

服務台灣企業與泰商雙向投

資諮詢，並將服務範圍擴大

為諮詢、交流、考察、媒

合到促進投資台灣等5大項

目，今年初再增加協助台商

技術升級的服務。

童振源還強調，泰國有市

場、有人才，台灣則有技術

和人才培育，要是雙方的優

勢結合，對新南向是非常有

幫助，目前要尋找戰略夥伴

關係，而不只是單方面的協

助。

另外童振源也提到，他對

泰國青年的觀察，由於泰國

的國際學院和全英文教學環

境很多，年輕人國際化的程

度也越來越高。他們對於新

知新的科技也都非常希望能

夠嘗試，童振源表示，台灣

在產業方面是能和泰國對接

的，如果再加上人才培育，

未來台泰雙方在經貿方面將

有更大的空間。

楊
泰
鵬
：
易
經
是
科
學 

真
理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驕
傲

應
邀
僑
聯
海
外
理
事
會
專
題
演
講



僑光社／曼谷 易經大師楊泰鵬教

授表示：科學越進步越能證明易經

是科學、易經是真理，易經是中華

文化的驕傲。

楊泰鵬教授是10月14日應邀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在泰國舉行的第16屆

第三次海外理事會議，以「易經對

世界華人的影響」專題演講時，做

了如上表示。

他表示，五千年來易經的教化與

思想已經根深蒂固於每一個中國

人，不管他移民天涯海角，易經就

像空氣一樣代代環繞著每一個中國

人，雖然我們看不到，可是我們每

天都與它接觸：過新年要發紅包，

過節慶典都用紅色，為什麼是紅色

而不是綠色？黃色？一月一日新年

元旦過完了為什麼二月還有一個

「中國新年」（Chinese New year)？

到底那一個才是真正的新年？兩個

年到底有什麼差別？今年是狗年，

今年生的小孩屬狗，這個狗跟動物

的狗有什麼關係嗎？這些十二生肖

從哪裡來的？這些深入民間的問題

的答案就是「易經」。

他指出，八卦是中華文化最初的

文字，發明於倉頡之前，以陽爻、

陰爻來描繪事物。以二進位數來描

繪事物，將聲音、文字、影像數位

化 成 0、1，透過電腦整理、存儲

甚至傳送，這種以二進位數來描繪

事物的方法如今電子界廣泛應用，

我們中華文化祖先卻早在五千年前

就使用在易經的卦象了。現在科學

用的是0跟 1，我們易經用的是陰

跟陽。

他說，我們每天的用詞：「一元

復始、三陽開泰、否極泰來、物極

必反、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壯

則老、九五之尊、不三不四、亂

七八槽、六親不認等等」都源出於

易經。你不懂易經，就不懂中國人

在講什麼！

楊教授說，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

的核心文化，臺灣話是河洛話的演

變，台灣人自稱「河洛人」講的語

言是「河洛話」，易經是用河洛話

寫的，如果以河洛話唸之，意自

通：乾卦，孔子象曰：乾者，健

也！(乾、健在河洛話音近，故意

B1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僑光社／曼谷 我駐泰國大

使童振源10月14日表示，

為協助台商技術升級與轉型

及提升在泰台商的國際競爭

力，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已建立「在泰台商技術

升級及移轉機制」的媒合平

台，促進在泰台商與台灣技

術法人的合作，使在泰國的

台商能善用台灣技術法人充

沛可移轉技術資源，以提升

企業的競爭力與附加價值。

童大使是在10月14日應邀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曼谷舉

行的第16屆第三次海外理

事會議作專題演講時，做了

如上表示。

童大使以台泰雙方互設代

表處、經貿投資蓬勃發展、

司法互助、旅遊關係熱絡、

教育交流順暢以及華人在泰

國政經社會文化各方面均俱

影響力的現況，表示台泰兩

國關係友善，互動良好。

他表示，駐泰代表處自

2017年7月以來，採取了包

括外交工作數位化、資源整

合平台化、政府民間合作雙

贏、服務台商需求導向及創

應邀僑聯海外理事會專題演講

童振源：駐泰代表處積極打造台泰實質發展夥伴關係

新改革與活絡資源五項創

新作法，積極推動新南向

政策，嘉惠台灣僑胞與台

商，並且促進台泰實質夥

伴關係發展。

他強調，面對台灣外交

困境與政府有限資源，駐

泰處同仁將持續運用上述

五項創新作法推動新南向

政策，並持續深化各項交

流服務平台功能，致力於打

造新型態的台泰實質發展夥

伴關係。

為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的

人才培育與交流及加速台泰

產業鏈結、合作並提供國

人迅速、安心、周全的急難

救助服務，駐泰國代表處已

自去年起完成多項工作如

下：1. 設立急難救助Line帳

號Taiwan119服務專線。2.成

立中泰雙語的「台泰觀光服

務平台」，透過Line帳號@

VisitTaiwan成立各個工作與

交流群組，整合台灣各部會

與各縣市、台灣旅宿業者與

觀光協會、泰國旅宿業者與

觀光協會、泰國媒體與網紅

等的人脈、資訊與資源。

3.設立Line帳號TaiwanFDI的

單一窗口，提供投資諮詢、

交流服務、考察服務、媒合

投資夥伴、促進泰商與台商

赴台投資等即時雙向投資

服務。4.成立「台泰教育交

流服務平台」(LINE帳號：

TTedu；LINE認證帳號：@

TTedu)，促進台泰教育交流

與合作。5.與台泰相關單位

合作，共同建構「Taiwan 

Thailand Fans」（中文版）

及「Taiwan Thailand Fans.

Thai」（泰文版）兩種語

言版本的臉書粉絲團，供

作台泰人民相互瞭解及推

動雙邊合作之資訊交流平

台。6. 建立「在泰台商技

術升級及移轉機制」的媒

合平台，促進在泰台商與

台灣技術法人的合作。7.成

立「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平

台」，期以促進台泰醫衛

產業之對接與合作。8.與台

商總會共同規劃設立「台

泰產業交流服務平台」。

9.建置台泰人才平台(http://

1111thai.com/)，提供雙向接

軌的「台泰人才平台」。

10. 成立台泰法律義務諮詢

平台。11.成立臺泰農業交

流服務平台。12.試辦數位

領務LINE專線諮詢服務。

也相似)。蒙卦象曰：『山

下出泉』，『出泉』是河洛

話的說法，旅卦爻辭六二：

旅即『次』，九三：旅焚其

『次』。臺灣人蓋房子到今

天都講『起茨』，『次』是

河洛話的房子，從三千多

年前周公寫爻辭到今天臺灣

人蓋房子，都一致用同樣語

言。

他表示，易經風水講二十

年一大運，現在我們走的

是第八運，2024將開始第

九運，聖經馬太福音第二章

說「博士們在東方看見祂的

星，解經家曾從天文學上尋

求解釋，認為這是木星與土

星曾有一度的會合，特別

明顯，乃是出於神的啟示

新王即將來臨，世界即將改

變」。的確，每次木星跟土

星相遇，氣運就會改變 。

大約不到五百年前，義大利

天文學家伽利略算出了土星

木星的確每二十年相遇一

次。科學的進步一再再的證

明易經的理論。 科學不是

真理，可是科學可以證明真

理！

楊教授強調，科學越進步

越能證明易經是科學、易經

是真理。易經是中華文化的

驕傲，以前因為不懂而將之

歸為迷信，現在知道它超越

科學，它深入民情風俗，可

不信之？可不深入研究之？

楊泰鵬教授專題演講「易經

對世界人類的影響」。

童大使專題演講。

鄭理事長（左）致感謝狀給楊教授。

童大使（右）親切的與僑胞們握手寒暄。 鄭理事長致贈紀念品給童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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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吳民民：菲律濱

社會隨著傳統老華僑的凋

謝，加上菲律濱華僑學校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全面菲

化，土生土長的第三代普遍

已不懂中文、不了解傳統的

中華文化，許多團體主要是

靠新僑來填補空虛，否則就

得關門停止活動。不懂中華

傳統文化的土生土長的華人

融入菲律濱主流社會，成為

地道菲律濱人，菲華社會出

現鳩佔鵲巢，這也是必然趨

勢。

緬甸 冷耀東：在各種大

環境因素的影響下，緬甸

的華文教育應該要能持續性

發展，逐步邁向國際化。華

文教育工作者，對如何深耕

中華文化、如何發揚儒家思

想、如何尋找發展的出路、

如何長期生存當地，已經成

為最主要課題。學習中華文化

不僅僅限於華人、緬甸人，

而是必須要擴及全世界。

新加坡 王大剛：良好的

社會環境和政府提倡的種族

和諧，無形中消除了來自兩

岸不同體制下的僑胞之間的

隔閡，不會因為兩岸的政治

主張不同而產生對立與衝

突，可以共同參與當地舉辦

的任何活動，甚至可以同住

一個屋簷下，彼此具有了更

大的包容，安居樂業已成為

大多數僑胞的主流，為避免

兩岸僑胞在新加坡產生人為

的衝突，政府限制了帶有

明顯政治傾向的社團組織的

產生，如類似和統會的組織

是無法在新加坡註冊的，為

此，兩岸的僑胞在新加坡基

本上無政治上的衝突，彼此

融合在一起。

日本大阪 楊秀慧（羅吉

元代報告）：以大阪為中心

僑會可略分傳統與新興僑

會，現階段僑務工作最大挑

戰在於傳統僑會僑社之台、

華僑第二、世代子弟對僑會

僑社之疏離及欠缺認同感，

並由此衍生世代交替之困境

及急迫性。大阪中華學校創

立於1946年，是中華民國

僑務委員會立案，為日本關

西地區唯一使用我國教科書

之正規僑校，教師均具有我

國或日本教員任用資格。

澳門 尤裕質：僑聯澳門

地區的理事、顧問們在僑聯

總會的大力支持下，參加了

澳門閩僑聯誼會各種豐富多

彩的活動，今年以來組識了

幾批理事及其臺灣親友觀光

團分別到澳門，中國大陸的

桂林，武夷山、南平、泉

州、廈門、上海等地進行實

地參觀考察，給海外僑胞帶

來了新的機遇和無限商機。

澳洲墨爾本 王桂鶯：墨

爾本僑界活動能力強，固定

舉辦「元旦升旗典禮」、

「新春團拜茶會」、「僑團

僑校聯席會議」、「僑務工

作座談會」、「僑務工作說

明會」、「度假打工青年

座談會」、「廚藝美食巡

迴講座」、「國慶文化巡迴

訪問團」、「駐處國慶酒

會」、「僑界國慶餐會」、

「國慶健行活動」、「教師

研習會」、「慶祝教師節

活動」、「正體漢字文化

節」、「臺灣嘉年華會」等

重要活動。並藉由各項活動

展現臺灣在文化、經貿、美

食及表演藝術之軟實力，提

升中華民國臺灣在澳洲的能

見度。

美國舊金山 吳毓苹：近

20年來，台灣莘莘學子赴

美留學者銳減，各大專校友

會會員人數不進反退；在缺

乏年輕生力軍的情況下，各

個教正體字的中文學校也受

到衝擊，能夠招收下一代學

生的數量節節衰減。

兩岸華人社團之間仍然是

各辦各的活動，鮮有合作合

辦的公開例子，彼此交流

或互動多限於個人/私人管

道。南灣華僑社區已經開始

從華人的「量變」轉為社區

的「質變」。

非洲 陳源淵：非洲地區

幅員遼闊，僑胞人數與各洲

比較屬於少數。但是每次

活動的舉辦，均能同心協

力，圓滿順利舉行(例如今

年5/25~5/27剛剛結束的非洲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大會與非

洲華人聯誼會合併舉辦，圓

滿成功)。盱衡非洲各地僑

區現勢，各系統華人社團與

台商團體團結合作，展示了

各方僑界長期耕耘非洲的成

果，第二代的崛起，人才輩

出，傳承世代薪火，開創我

國在非洲外交暨僑務工作的

新局面。

模里西斯 明翠中：模里

西斯的國民非常善良和友

善，模里西斯是一個民族融

合的國家，模里西斯的政府

也非常的開放，尤其是不管

是那種種族經商方面都是平

等的。在教育方面政府也主

張像我們華人的子女從小學

就可以學中文，其它種族也

一樣可以學他們的母語，當

然英、法必需要學習的。

模國的僑社有台灣同鄉

會、台灣商會、中中青年

會、客家會館、華光婦女

會、華青會。台灣同鄉會每

年舉辦新年、端午節、中秋

節三個節日的活動。

泰國 陳鴻彰：泰國原名

叫做暹邏(Siam)，1949 年才

更名為泰國(Thai land)，為

「自由天地」或「自由人」

之意，是東南亞唯一未曾淪

為殖民地的國家，華人約佔

泰國人口的 13%，集中在曼

谷地區，掌握經濟命脈。

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泰

國是最帶有神秘色彩，而其

軍人政治在世界各國也是極

為少見的。然而，雖然泰國

軍人是藉由政變來取得政

權，但是內閣制的民主卻仍

然運作。目前泰國軍政府當

局仍不願解除政治禁令，在

新年假期間也對政黨的宣傳

活動進行強力監控。

香港 梁昌求：僑社方面

─目前在香港僑社每年經常

舉辦大型活動計有：慶祝開

國元旦餐會、父親節、慶祝

雙十國慶及慶祝  國父誕辰

活動等等。另有各類別社

團(如同鄉會、校友總會)舉

辦春節聯歡、會慶及就職

活動。不定期之大型活動有

慶祝抗戰七十周年大會及餐

會，今年舉辦有紀念七七盧

溝橋事變及淞滬會戰81周

年向抗戰英雄致敬大會，以

上活動香港辦事處均有參

與。

僑社發展，目前香港年青

一代對參與僑社活動興趣不

大，導致僑社難有新血加

入，一般社團均有呈現老化

現象，但大家仍然不斷努力

尋找新血補充及保持社團活

動力。

日本關東 周其德（謝偉

代報告）：2018年日本僑

界沒有太多的改變！

菲律賓吳民民。 緬甸冷耀東。 新加坡王大剛

日本大阪楊秀慧（羅吉元代

報告）。

澳門尤裕質。 澳洲墨爾本王桂鶯。

美國舊金山吳毓苹。 非洲陳源淵。 模里西斯明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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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僑社成員年輕化，僑會

會長女性化的傾向。

2)新聯合總會於2017年6

月4日成立後，一年來除參

與僑務相關會議外，未聞有

其它活動。

3）「台灣嘉年華」活動

除了在東京和關東地區舉

辦，今年更擴展到北海道和

各地方，增加與更多的日本

友人交流的機會。

4) 日本關東地區海外僑

界關懷救助協會成立一年，

幫助了數位觀光旅客和在日

旅居的僑民。

澳洲柏斯 齊金龍：澳洲

人口已上升到了2500萬，

多元文化的發展聚集了全世

界各國各地不同的民族，在

語言方面也已超出了250多

種以上的方言，澳洲的全球

化發展已邁向了世界第一

位。華人的成長速度也相當

地快，在主要城市墨爾本、

雪梨地區講華文就通行無阻

了，目前臺灣商會、臺灣聯

誼會、佛光山、慈濟、臺僑

救助協會、國民黨、民進黨

人士，都在本地區推動多項

的活動，20週年臺商慶典

和20週年臺北與伯斯姊妹

城的慶祝儀式即將到來。許

多年青優秀的臺灣子弟都盡

力付出了他們的才華與時

間，朝向大洋洲和世界的領

域發展，當然更重要的是以

「和為貴」，與各地來的華

人共同創建美好的未來，實

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的崇高理想。

澳洲雪梨 于展威：雪梨

地區僑團眾多，活動頻繁，

精選重要，概述如下：  

(1) 雪梨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7年元旦升旗典禮暨開國

紀念大會 (2)澳洲留台校友

會春節聯歡 由澳洲留台校

友會主辦。 (3)新春團拜暨

一、二、三月份黨員慶生會 

由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

舉辦。(4)慶祝元宵節暨國

際婦女節聯歡晚會。(5)國

父逝世93週年紀念大會。

(6)多元文化和諧日點亮雪

梨。(7)2018雪梨正體漢字

文化節。(8)雪梨主流學校

參訪文教中心。(9)「文化

傳藝」研習課程 由雪梨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 

(10)2018年佛誕節多元文化

慶祝大會 由國際佛光會雪

梨協會主辦。(11)創新發明

講座 由國際傑人會澳洲總

會在雪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行。(12)雪梨榮光聯誼會

交接就職典禮在皇冠酒樓舉

行。(13)慶祝端午節暨四、

五、六月份黨員慶生會。

(14) 舉辦大洋洲地區台灣美

食廚藝巡迴講座。

加拿大 程國強：政黨再

度輪替以後，由於民進黨某

些人士大陸政策的改變造成

兩岸關係的緊張，影響到台

灣經濟的下滑，將過去的努

力成果毀於一旦，海外同胞

甚為痛心，但是僑聯總會的

同仁除了加強兩岸的文化教

育互訪交流活動之外，更期

盼兩岸關係早日撥雲見日，

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

而努力。

此次僑聯總會在泰國召

開第16屆第三次海外理事

會，可說是僑界盛舉，溫哥

華僑界率先嚮應組成五人團

越洋參加，再與老友陳鴻彰

相聚。陳兄為人四海，我們

為僑聯總會服務也已50寒

暑至為不易，願意共勉，在

鄭致毅理事長領導之下再創

奇蹟。

美西北 張人睿：自民進

黨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僑

社團結及向心力漸弱，歸其

原因乃為不承認「九二共

識」及「一中各表」的大方

向，把去中化及更改中國史

為東亞史，致使海外僑胞紛

紛譴責，所幸我中華僑聯總

會理事長鄭致毅到訪我美西

北區重鎮—舊金山灣區，正

適逢我三民主義大同盟暨國

民黨三藩市分部聯合舉辦春

宴，特邀請鄭致毅理事長做

專題演講，分析兩岸情勢及

僑聯服務海外同胞宗旨永不

改變，得到在場華僑500餘

人熱烈掌聲的支持，溫馨了

華僑的向心力，並報告了今

年民國107年的海外理事會

於泰國曼谷召開，時間訂為

10月13日起至10月18日，

情況熱烈可期。

美西南 文光華：經濟貿

易本來就是一個軟科學。

恰逢美中貿易戰爆發，兩

國正陷入一場愈演愈烈的貿

易大戰，這兩個世界最大的

經濟體之間的對抗，被認為

達到40多年來新的高點，

美中的博奕變得更白熱化，

早已表面化和全面化，深遠

影響了全球。

未來國際時勢的走向什

麼？國際情勢發展的潮流；

何去何從？也深遠影響中華

民國—台灣。台灣又如何跳

過；總之，現在不是愛拚才

會贏，更要懂得創新才會

贏，嘗試多了解一下海峽對

岸的中國，有近14億人口

的鄰居，正在喜歡什麼—變

化什麼—流行什麼？當紅的

話題與用語又是什麼？該去

深入了解一件事：先具備國

際觀的大格局，要回頭搶回

先機，再讓台灣發光發熱，

佈局全球化經濟。

法國 丁偉星：法國除了

為數極少的所謂台商組成的

台商會之外，其餘的僑團均

處於半停頓狀態！向心力也

大大不如從前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急獨的

後果就是統一的快速到來，

這是我們希望的嗎？

兩岸一家親是一個不可逆

轉的趨勢！中華民族的興起

也靠我們的中華民族的大團

結。

如何適應新的潮流趨勢，

僑社僑團的團結，是我們必

須鄭重思考的一個大方向。

美國紐約 童惠珍（張

學海代報告）：我國推展

僑務及僑教工作最大的困

難，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的競爭與挑戰，中國大陸

以其經濟優勢紛紛移民到美

國等先進國家，對於僑社造

成相當大的影響，如再加上

投入為數眾多、來自中國大

陸的非法移民，對於僑社產

生的質變與量變，都是不容

忽視的。

中國大陸挾其外交、經濟

上的優勢，全面地在語言文

化層面上進行統戰攻勢，有

計畫地壟斷海外華語市場，

特別是在華語教師養成及輸

出方面，不但訂有「漢語

做為外語教學能力認定辦

法」，藉由大量輸出這些師

資到海外主流學校及僑校任

教，對於優質、正統的正體

字教學形成嚴竣的挑戰。

泰國陳鴻彰。 香港梁昌求。 日本關東周其德（謝偉代報告）。 澳洲柏斯齊金龍。 澳洲雪梨于展威。

加拿大程國強。 美西北張人睿。 美西南文光華。

法國丁偉星。 美國紐約童惠珍（張學海代報告）。 瑞典劉東山（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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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卓越貢獻
獎狀及感謝狀
理事長參訪海外，各駐地

辦事處鼎力協助，鄭理事

長頒發僑聯卓越貢獻獎狀

及感謝狀。

泰國饒培中常務理事(右)。 泰國賴建信常務理事由其夫人(右)代表領獎。

美國舊金山張人睿主任（左）。 美國舊金山吳毓苹主任（左）。 美國舊金山李學英常務理事（左）。

美國舊金山楊昆山常務理事（右）。 緬甸尹開泰理事（右）。 日本大阪楊秀惠主任（左）。

日本謝偉常務理事（左）。 日本大阪羅吉元常務理事（左）。 美國洛杉磯文光華主任（左）。



鄭理事長頒贈印尼辦事處主

任聘書給葉秀娟女士。

鄭理事長頒贈澳洲理事聘書

給于展威先生。

鄭理事長頒贈加拿大理事聘

書給龔丕堯先生。

(左至右)

▲

鄭理事長頒發熱心會務獎

的僑聯華光及僑聯獎章：

張標材常務理事(右)代
表黎順發常務理事領取。

梁昌求主任(左) 丁偉

星主任(左) 吳民民主任

(左) 尤裕質主任（左）

李學英常務理事(左)  
林垂佐主任（右）。

(左至右)

▲

▼熱心會務獎，分由張忠春理事長等頒贈：

   (左至右) 張忠春常務理事（右）、黎愛珍常務理事（右）、文光華主任（左）、張標材常務理事（左）

C1

頒贈聘書及
熱心會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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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

總會總會長吳睦野及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美西北(舊金山南灣)辦事處主

任吳毓苹伉儷一行30人，9月27日

上午拜會本會，鄭理事長除親自接

待，並感謝吳總會長伉儷支持本會

10月11日華僑節大會及14日曼谷海

外理事會，以具體行動凝聚海內外

僑心。

鄭理事長向參訪團成員指出，僑

聯總會成立之宗旨即是加強連繫海

外各僑社、僑團、僑領及僑胞，並

做為海外僑胞與國內的橋樑，一方

面將國內的力量延伸發展到海外，

促進僑社的繁榮與發展，也希望透

過僑聯增加華僑對國內的瞭解、認

同及向心，進而透過經貿投資或其

歡迎世華經貿聯總訪問團一行30人蒞臨

鄭致毅承諾加強與僑社僑團互動

它管道，用海外力量促進國內的發

展。經過僑聯海內外所有成員66

年來的努力，本會已經在海外各重

要僑區、僑社中建立了極好的聲譽

鄭理事長（前坐左五）與訪客合影，前坐左四是吳睦野總會長，右五本會美西北辦事處吳毓苹主任，前站者右一本會黃五東

秘書長。

頒發新任理事、顧問聘書 致贈資深理事感謝狀

鄭致毅：慶幸僑聯得助力 期待共創新猷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鄭致毅理

事長，10月22日頒發美中西主任聘書予張富

容先生，並聘請慶正、陳信夫先生為本會海

外理事會顧問，同時頒發感謝狀給海外理事

劉雯女士，感謝她長期支持本會會務。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美西南

事處主任文光華推薦陳勇炳、黃銘光為本會

海外理事會顧問，希望借重二位在專業領

域的長才，襄贊本會，期使本會向上提升績

效、向外凝聚僑力。鄭理事長在10月9日親

頒聘書並表示，僑聯就是個同心

圓，大家都是一家人，僑聯工作就

像接力賽，一棒接一棒傳承下去，

希望年輕人能投入僑務工作，有新

血注入，僑聯就能長長久久持續服

務僑胞。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模里西斯常務理事明翠中，10

月4日上午拜會鄭致毅理事長，並

代為接受新聘海外理事林琦珍聘

書。鄭理事長十分感謝明翠中及

林琦珍女士，多年支持本會會務

及各項活動，難能可貴的是年年

贊助僑生獎學金，鼓勵在台僑生

努力向學，學成之後回饋國家社

會。

鄭理事長上任後接連走訪海外僑

社，讓僑胞受到重視備感溫暖，

徹底實踐創會人鄭彥棻先生「乃

役於僑」的服務宗旨，令後生晚

輩十分敬佩。她們也希望在僑居

地多多奉獻，讓僑務工作能生根

開花。

及信用，也被國內外各界普遍認

定為最重要的華僑團體之一，本

會全體成員均堅決保持對中華民

族及中華文化之忠誠，並以「反

對台獨，崇尚民主自由，謀求兩

岸未來之民主和平統一」為基本

立場。因此，本會雖然是一個民

間團體，但海外真正支持中華民

國立場的許多僑社、僑團，多年

來均以本會為主要連繫對象，並

表示，只有本會繼續給予他們許

多支援與照顧，使他們仍然保持

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這是本會

維繫海外僑社對政府向心力最具

體的貢獻。

吳總會長及吳主任十分感謝鄭理

事長撥冗接待，並表示，鄭理事長

是僑界長輩、大哥，七十多歲還在

為僑胞打拼，上次在舊金山接待

他，風塵僕僕來去匆匆，短短3天

半跑遍舊金山大小社團，精神可

嘉，做為後輩怎能不努力呢？ 

明翠中常務理事（左）代表林琦珍受領理

事聘書。

鄭理事長（中）頒贈感謝狀給劉雯理事（左二），右一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張富容（左）受聘為本會美中西辦事處主任。

陳信夫（左一）、

慶正（右一）受聘

為本會顧問，左二

為鄭理事長，右二

為劉雯理事。

▲

▼文光華主任（右

一 ） 推 薦 黃 銘 光

（由陳立聖代領，

左一）、陳勇炳（右

二）兩位受聘本會

顧問後，與鄭理事

長（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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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慶雙十國家

生日，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各

海外辦事處主任紛返國同

賀，並到娘家僑聯總拜會，

包括菲律賓主任吳民民、

菲華僑聯之友社理事長蔡慶

華、蔡聰敏秘書長、美東常

務理事張學海、美西南主任

光輝10月 僑聯各主任歡喜回娘家

共識協助總會落實僑務

左起：齊金龍主任、文光華主任、蔡慶華理事長、鄭理事長、吳民民主任、張學海常務理事

及蔡聰敏秘書長。

鄭理事長（中）歡迎沈為霈主任（右二），左二是張學海主任，右一本會黃

五東秘書長，左一本會仇建民處長。

文光華、澳洲柏斯主任齊金

龍、泰國陳鴻彰主任、巴西

廖世秉主任、美南主任賴李

迎霞主任、舊金山常務理事

李學英伉儷等，大家齊聚一

堂，歡笑聲不斷。

鄭理事長十分感謝各地區

主任回台參加10月11日66

屆華僑節慶祝大會及13日

在泰國曼谷舉行的海外理事

會，這就是全球僑胞凝聚僑

心厚植僑力的最佳表現。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駐英國倫敦辦事處

主任沈為霈，10月4日回娘

家，受到鄭致毅理事長及本

會同仁熱烈歡迎，沈主任多

年沒有到會，但一踏進會

裡，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親

切溫暖。

僑光社／台北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主

辦之107年海外華校學生書法、繪畫比

賽，已經僑聯文教基金會聘請專家、

學者評審完成，各組優勝名單如下：

一、書法比賽

小學組 金牌一名：黃亦晨（馬來

西亞馬塞國民型華文小學）。銀牌兩

名：林品諺（中國大陸華東臺商子女

學校）、中山知微（日本大阪中華學

校）。銅牌三名：梁宇柔（阿根廷華

興中文學校）、戴善孄（比利時華僑

中華學校）、周美棋（德國柏林中文

學校）。佳作：周甫彥（中國大陸華

東臺商子女學校）等29名。

中學組 金牌一名：劉文軒（馬來

西亞斯里珍珠中學）。銀牌兩名：胡

奕慧（馬來西亞白沙羅萬達鎮中學三

校）、鄧文心（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

學）。銅牌三名：劉庭仙（緬甸曼德

勒孔教學校）、歐紀欣（美國美洲中

華中學）、謝弦祐（巴西聖儒華文學

校）。佳作：鐘國展（中國大陸華東

台商子女學校）等38名。

二、繪畫比賽

6至9歲組 金牌一名：李嘉美（美國

羅省中華孔教學校）。銀牌兩名：黃

湘笐（馬來西亞寬柔國民型第二小學

校）、蔡昌宏（馬來西亞宋慶海國民

型小學）。銅牌三名：黃晉彤（馬來

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黃亭菊（菲

律賓中正學院小學部）、張可莉（馬

來西亞班蘭國民型華文小學）。佳

作：柯瑋彬（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女

學校）等113名。

10至13歲組 金牌一名：李婉寧（菲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方慧

琳（馬來西亞美里珠巴中華

公學）。銅牌三名：李沐桀

（馬來西亞寬柔第二小學

校）、中山知微（日本大阪

中華學校）、柯佳芯（菲律

賓中正學院）。佳作：孫維

彩（韓國大邱華僑小學）等

59人。

初中組 金牌一名：李耀

安（緬甸臘戍聖光中學）。

銀牌兩名：王悅含（日本

大阪中華學校）、劉芊妤

（中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

校）。銅牌三名：余玥（日

本東京中華學校）、楊榮能

（緬甸並伍倫年多中學）、

謝閔怡（巴西聖儒華文學

校）。佳作：王宇韜（阿根

廷愛育學校）等41人。

高中組 金牌一名：王銘

漪（菲律賓中正學院）。銀

牌兩名：邱亭溦（中國大陸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高橋

靜（日本橫濱中華學院）。

銅牌三名：楊羽蕎（中國大

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山

本隆紀（日本東京中華學

校）、鄧慧妍（汶萊中華中

學）。佳作：賴泓諭（中國

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等

36人。

本年海外華校學生參加

書法、繪畫、徵文比賽，

共收3222件作品，其中書

法共收452件，包括中學組

282件；小學組170件，繪

畫比賽計收1830件，包括6

至9歲組804件；10至13歲

組684件；14至17歲組342

件，徵文共收940件，包括

小學組472件；初中組267

件；高中組472件。

得獎學生之獎牌、獎狀，

將由僑聯總會函送學校，於

10月21日華僑節日或11月

12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全

體學生集會中頒發，不個別

通知得獎學生。各組金銀

銅牌獎作品，將不定期在

「僑訊」月刊刊登，僑聯網

站（www.focat.org.tw ）也預

定自11月底起展示書法繪

畫，屆時只要進入「書法繪

畫作品區」，點選金、銀、

銅牌獎之編號，即可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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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中正學院）。銀牌兩

名：陳俊穎（美國羅省中華

孔教學校）、楊麗霓（馬來

西亞斗湖新華學校）。銅牌

三名：林環彤（馬來西亞

耀才中文補習班）、Jessika 

Tam（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

校）、廖雯惠（汶萊中華中

學）。佳作：郭凡甄（中國

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等

101名。

14至17歲組 金牌一名：

鍾愛薇（馬來西亞居鑾中華

中學）。銀牌兩名：陳樂

怡（巴拉圭東方市中山僑

校）、陳信璋（菲律賓中正

學院）。銅牌三名：王敏艷

（馬來西亞耀才中文補習

班）、徐璘（韓國仁川華僑

中山中學）、陳文佳（馬來

西亞美里中華中學）。佳

作：余婉禎（中國大陸華東

台商子女學校）等61名。

三、徵文比賽

小學組 金牌一名：吳輝

雯（菲律賓中正學院）。銀

牌兩名：洪千涴（中國大陸

鄭理事長（中）歡迎陳鴻彰主任（前坐右二）、賴李迎霞主任（前

坐左三）、李學英伉儷（前坐左一、二）、關志剛理事（後排右

一），後排左一是本會龔維軍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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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香港地區常務理事廖書蘭最

近推出新書「被忽略的主

角」，記載新界及鄉議局的

歷史，闡述了新界保留中華

傳統宗教、文化的歷程，以

及鄉議局傳承文化的角色。

同時是新界鄉議局議員的

廖書蘭表示，該書立足宏觀

歷史與文化的視角，以新界

鄉議局與新界地方文化之間

的互動關係為主軸，向讀者

介紹新界鄉議局的設立、發

展和沿革的過程及其擔當和

行使的功能；通過梳理新界

地方文化的種類，闡析其內

容、特色，展示新界鄉議局

為保護、弘揚及發展新界地

記載並闡述新界文史發展 及鄉議局傳承角色

廖書蘭新書被忽略的主角 有意義

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台常務理事林

再藩於9月30日辭世，享年93歲，10月18日舉

行公祭。

華僑救國聯總會因為適逢海外理事會在曼谷

舉行，鄭致毅理事長無法親赴致唁，特派仇建

民處長代表前往。

林再藩民國15年2月22日出生，廣東省澄海

縣人，享年93歲。廣州大學政治系畢業，革命

實踐研究院第14期結業。

林再藩先生中央警校畢業，曾任僑委會第一

處處長、世華銀行華僑服務處處長、顧問及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常務理事。

方文化付出的努力，並嘗試作出公允的

評價。

她說，寫作期間曾翻查大量新界鄉

議局檔案、文獻典籍、各姓族譜、各

鄉刊物、坊間書籍，同時進行田野考

查，嘗試審視新界社會的治理方式，

如何從中國傳統鄉紳制度沿革成為今

天的新界鄉議局，並點出新界鄉議

局在發展進程中，與港九發展之關

係，在經濟、政治、文化範疇上所

作出的貢獻及其模範意義。

她指出該書特色包括：1.全書重

點分為兩部分，其一方面是新界鄉議局

的歷史。作者身為鄉議局中人，接觸到

不少內部的檔案及資料，部分更是從未

公開的一手資料。第二部分是新界的傳

統習俗，在有限的篇幅內介紹多種主要

的傳統習

俗。2.作者以新的角

度，闡述新界鄉議局與地方傳統文

化承傳的關係，更肯定新界鄉議局在穩

定香港政局方面的貢獻。

著作勝出 歡喜領獎
媒體報導廖書蘭發表新書。（圖片由廖書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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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先生（右）接受鄭理事長頒獎。

以「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及「郭台銘霸業」

著作，分別獲得僑聯10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學術論著社會人

文科學類首獎及第三名的何邦立先生、楊艾俐女士（由賴

李迎霞主任代領），分別接受鄭致毅理事長頒獎。

紀念楊天乙先生獎學金台幣

15000。

楊 惠 珍 女 士 獎 學 金 台 幣

10000。

泰國李錫祺先生獎學金台幣

10000。

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獎學金

台幣10000。

紀念美國崔公懋先生獎學金

台幣35000。

泰國黃正男先生獎學金台幣

5000。

羅 秀 娟 女 士 獎 學 金 台 幣

5000。

劉雯女士獎學金台幣15000。

菲律賓地區 常務理事吳民民

台幣5000、常務理事陳紫

霞台幣4000、常務理事柯

孫河台幣4000、常務理事

吳似錦台幣4000、常務

理事許金星台幣4000；

理事蔡慶華台幣10000、

理事蔡婉兒台幣5000、理

事李淑敏台幣4000、理

事郭振強台幣4000、理

事楊世寧台幣4000、理

事陳長善台幣4000、理事

黃勝雄台幣3000、理事廖

明炤台幣3000、理事柯孫

國台幣4000、理事蔡自然

台幣3000、理事李九壽台

幣3000、理事陳惠娥台幣

1000；顧問邱碧霞台幣

5000、顧問楊雪芹台幣

4000、顧問黃明旭台幣

3000、顧問蔡聰敏台幣

2000、顧問蔡韻玲台幣

2000、顧問林亞莉台幣

2000、顧問許淑莊台幣

2000、顧問劉鈺沁台幣

2000、顧問伍美仙台幣

2000、顧問吳金榮台幣

2000、顧問張淑美台幣

1000。

泰國地區 常務理事余聲清美

金500、常務理事陳水龍台

幣10000；名譽理事黃正男

台幣5000。

高棉地區 理事陳玉蓮台幣

500；顧問蘇麗英台幣

500；呂靜宜女士台幣

500、劉繼昌先生台幣

500、高肇基先生台幣

500、梁勝意女士台幣

500、齊志新先生台幣

500、雲大鈞先生台幣

500。

寮國地區 常務理事林建民台

幣1200；理事邱易文台幣

1000。

新加坡地區 理事曾福成星幣

200。

緬甸地區 名譽理事朱錦中台

幣1000；理事羅鳳貞台

幣500；顧問蔡玉麟台幣

1000；龔堯粦先生台幣

1000。

印尼地區 常務理事張忠春台

幣1000、常務理事何國鈞

台幣500；顧問沈惠英台

幣1000、顧問李華鉅台幣

1000、顧問李玉梅台幣

500。

香港地區 常務理事蔡祖偉台

幣2000。

澳門地區理事李天賞台幣

10000；顧問雷松彬台幣

4000、顧問李志強台幣

2000、顧問李春蓮台幣

2000、顧問萬悅安台幣

3500。

日本地區 理事羅鳳英台幣

2000；北瀨米美女士台幣

500、野崎弘子女士台幣

500、林美砂子女士台幣

5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張學海台

幣3000、常務理事李學英

美金200、常務理事楊昆

山美金200、常務理事文

光華美金200；名譽理事

廖聲顯台幣1000；理事張

富容台幣3000、理事洪瑋

美金100、理事楊泰鵬台

幣5000；蔡淑英女士台幣

1000。

加拿大地區 楊秀娟女士台幣

600。

法國地區 理事雲美蓮歐元

100；顧問高懷德台幣

3000。

英國地區 常務理事沈為霈台

幣4000。

德國地區 常務理事丁文龍台

幣5000；名譽理事陳清峰

歐元100。

瑞典地區 瑞典理事劉東山美

金200。

澳洲地區 常務理事朱淑芳

澳幣500；理事朱淑蓮澳

幣100、理事許趙慶澳

幣100、理事謝慧玲澳幣

100、理事陳盛福澳幣

200；顧問龔詩堅澳幣

100。

南非地區 理事王國美台幣

5000。

馬達加斯加地區 理事陳玉鑾

台幣500。

模里西斯地區 常務理事明翠

中美金100。

在台地區 常務理事葛維新台

幣2000、常務理事林宴文

台幣1000；顧問慶正台幣

5000。

賴李迎霞主任（左）代表楊艾俐女士接受鄭理事長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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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彥賢義捐︱

1411期越南顧問陳欽興原台幣

5000係誤植，更正為台幣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