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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107

年各種僑生獎學金，已經審

查核定200人得獎，每名新

台幣伍仟元。

107年僑生獎學金申請者

共有台灣大學等院校79所，

馬來西亞等17個僑區僑生計

1154人，經提請僑聯總會僑

聯文教基金會審查後，共有

200人獲獎，名單如下：

107年僑生獎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108年1月5日頒獎  百萬金額200學子獲鼓勵

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聯文教基金會12月14日上午

11時，舉行第12屆董事會第６次會議，討論通過107學

年度各種僑生獎學金200名得獎人等議案。

僑生獎學金訂108年1月5日上午10時舉行頒獎典禮。

文教會董事長鄭致毅指出，今年共計有1154位同學提

出申請，十分踴躍，儘管社會不景氣，但僑聯還是努力

募得200位名額，嘉惠僑生、鼓勵向學。

會議由基金會董事長鄭致毅主持，王能章、林基源、

顏秉潘、鄭雪霏、何國華等董事均出席會議。

會議中除宣讀第12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紀錄，報告107

年3月份至107年11月份財務狀況及107年華文著述獎、

各種僑生獎學金申請事宜、108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

揚活動等辦理情形外，並討論通過107學年度各種僑生獎

學金得獎人名單及頒獎日期訂為108年1月５日。

01. 僑聯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何靜晴、劉殷豪、羅紫珊、

江佳恩、楊喜惠、陳康盈、鄭

淳雅、葉青薇、王光明、梁

子浩、葉砡杏、黃靖涵、黃

筱惠、郭美儀、李鎧軒、李

紫嫣、劉詠樂、黃紫芊、王祉

予、楊富雄、宋天恩、鄭欣

瑜、鄭仲婷、葉煒鍵、黃巧

靜、李珞婷、李欣耘、李佳

鍁、黃氏春香、許如傑等30

人。

02. 彥棻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中原康希、王祖賢、閻思

穎、林庭意、郭睿欣等5人。

03.紀念林國長先生社會福利基

金會獎學金

梁煜雯、黃偉鑒、洪彗潔、

羅巧慧等4人。

04. 紀念印尼陳以令先生、童

妙英女士獎學金

謝振邦、王詩琪、姚靈茵、

呂曉韻、洪佩銀、陳雨彎、鄭

渝錚、鄧春仙、林姵伶、梁藝

瑩等10人。

05. 紀念比利時易杜俊雅女士

獎學金

陳映樺、鄒家敏、游芷晴、

林冬瑩、紀曉峰、陳姍敏、王

雋凱、吳艾萍、汪博潤、張文

雅等十人。

06. 紀念儲有科先生獎學金

潘婉婷、陀才軒、李艾妮、

陳宥澄等四人。

07.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獎

學金

黃沛權、梁耿哲、徐樂怡、

薛婷恩、洪美玲、莊永雄、張

迪達、梁春娥、溫瑜靖、陳舒

琦等10人。

08. 緬甸黎順發先生獎學金

蘇楚倩、周思妘、梁專譯、

楊婉晴、劉巧君、高詠萱、梁

慧敏、林圓緣、吳翠潔、溫

家毅、王勝燕、周嘉琦、吳

宏輝、周嘉美、張維俊、張

順紫、羅明明、黃秋麗、何彬

彬、楊慕華等20人。

09. 美國楊昆山先生、林麗絲

女士伉儷獎學金

張敬瑜、張芯瑜、蕭瑩瑩、

沈麗欣、夏慧盈、徐欣雅、林

筱彤、何秋玲、李煒、周永康

等10人。

10. 澳門尤裕質先生獎學金

陳惠賢、溫翠菁、強舜慧、

沈欣慧、梁禧懿、區焯賢、

張慧敏、袁懿莛、林榮鏵等9

人。

11. 台北市南安同鄉會獎學金

李佩芬、周家裕、伍慧君、

陳慧怡、李芊慧、江直謙等6

人。

12. 美國莊麗香女士獎學金

馬良瑀、洪秀珍、黃欣敏、

卓鈺映、林禕靖、李漢霖等6

人。

13. 紀念崔公懋先生獎學金

梁芷晴、杜雪兒、劉沅樺等

三人。

14. 王桂鶯女士獎學金

陳欣宜、朱泳霖等2人。

15. 澳門葉謀足先生獎學金

謝曉悅、譚麗琪、甘子雯、

柯意行、謝樂敏等5人。

16. 駱陳秀玉女士獎學金

梁曉楓、謝玉婷等2人。

17. 紀念緬甸楊天乙先生獎學金

李永儀、周榮玲、張之揚等

3人。

18. 澳門楊清河先生獎學金

陳嘉儀、廖曉紅、蔡錦倫、

鍾綺虹等4人。

19. 緬甸王立三先生、尹蓮玉

女士伉儷獎學金

楊生德、沈秀玲等2人。

20. 法國丁偉星先生、李文瑛

女士伉儷獎學金

雷依溫、李志光等2人。

21. 曾彬彬先生獎學金

黃善延、黃亮等2人。

22. 紀念楊石仕先生、楊張出

花女士伉儷獎學金

張齊升、賴貞燕等2人。

23. 紀念聶灼垣先生夫人清寒

獎學金

曾綺湘、林之莉等2人。

24. 越南葉清松先生、葉細鳳

女士伉儷獎學金

胡于婷、楊月嬌等2人。

25. 菲律賓許書耀先生獎學金

黃佳佳、梁志雄等2人。

26. 黎愛珍女士獎學金

洪翊婷、陳熾麗等2人。

27. 澳門洪質元先生獎學金

鍾倩瑩、洪詩瑤、劉家宜、

蕭順嘉、馮盈熙等4人。

28. 印尼羅榮新先生獎學金

鄭婉兒、廖明成等2人。

29. 緬甸張標材先生獎學金

張芝怡、陳有川等2人。

30. 模里西斯明翠中女士獎學

金

楊錦冬、李欣潔等2人。

31. 紀念多明尼加華僑舒唐曾

益夫人獎學金

劉本楙、陳欣婷等2人。

32. 馬來西亞李南賢先生獎學

金

陳洛希1人。

33. 菲律賓吳民民伉儷獎學金

黃子怡、洪美仁等2人。

34. 紀念劉明德先生獎學金

雷雯霓、羅穎盈、黃錦豪等3

人。

35. 美國賴李迎霞女士獎學金

黃慧琳、黃利雅等2人。

36. 陳玉錦先生獎學金

劉小蜜、何宇昕等2人。

37. 澳門洪文法先生獎學金

李嘉茵1人。

38. 楊惠珍女士獎學金

楊可慧、何文瑩等2人。

39. 金嘉鴻有限公司獎學金

洪順忠、黃瑋璇、王蟄霖、馬

宇萱等4人。

40. 關志剛先生獎學金

蔡春憶1人。

41. 李錫祺先生獎學金

蔣慶燕、柯程凱等2人。

42. 許振旺先生獎學金

林道彰、蘇永傑等2人。

43. 羅秀娟女士獎學金

陳世紀1人。

44. 龔丕堯先生獎學金

林心穎1人。

45. 郭蓓麗女士獎學金

蔡雅欣1人。

46. 蔡淑英女士獎學金

蔡宇晨1人。

47. 江美瑩女士獎學金

林煒晴1人。

48. 黃正男先生獎學金

薛麗雯1人。

鄭致毅董事長（中）與何國華（左二）、顏秉璠（左三）、王能

章（左四）、林基源（右四）等各位董事及本會黃五東秘書長

（右二）、龔維軍處長（左一）、仇建民處長（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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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第16屆第4次會員大

會，訂108年3月6日（星期

三）在宜蘭冬山河香格里拉

渡假飯店舉行，即起受理報

名至2月22日截止，歡迎踴

躍參加。

活動當天上午7時30分在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地  區 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報           名           表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駐澳洲常務理事許錫

忠，在寮國常務理事林建民

陪同下，12月7日上午拜會

鄭致毅理事長，許錫忠邀請

鄭理事長前往柏斯訪問，與

當地僑社、僑胞溝通交流，

團結僑心凝聚僑力。

僑光社／台北 來自美國、

德國、西班牙、緬甸等地區

僑胞20人，11月29日上午

拜會僑聯總會，由鄭理事長

親自接待，鄭理事長表示，

僑聯是海外僑胞溫暖的家，

同時感謝海外辦事處主任、

常務理事、顧問在海外支持

本會推動僑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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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本會為

主要連繫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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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66年，僑聯承擔「服

務僑界，匯聚僑社力量，貢

獻華僑救國大計」的時代使

命。未來，除將加強反映僑

情，維護僑胞權益外，更要

多加促進僑社經濟發展，也

要鼓勵更多學術、文化及新

聞界投入華文教育及文化交

流。本會凝聚僑心、繁榮僑

社、傳承文化的努力，期能

不負本會創會宗旨。僑聯，

是個面向海外、面向全球的

組織，今後凡是與僑聯理念

相同的團體需要連繫海外僑

團、僑社、台商、華商時，

僑聯都可以做為有效的溝通

平台及橋樑。 

鄭理事長強調中華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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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三)獎助回國升學而品

僑聯16屆4次會員大會暨一日遊  訂108年3月6日舉行 
即起受理報名  歡迎踴躍參加

自由廣場集合（捷運中正紀

念堂5號出口），7時40分

準時出發（逾時不候），預

定行程是：07：40自由廣

場出發(附簡易早餐)→09：

00宜蘭冬山河香格里拉渡

假飯店參觀→10：30會員

大會(愛琴海廳)→12：00午

餐(香格里拉廳)→13：20飯

店集合出發→14:00參觀金

車宜蘭威士忌酒廠→15:00

集合出發→15:40台塑龍潭

湖畔悠活園區→17：00礁

溪光大伴手禮店→18：00

晚餐(深坑舜德休閒農莊)→

19：30返北。（請攜帶雨

具、外套、穿輕便服裝及便

鞋。）

活動費用，會員、理事、

顧問600元；眷屬酌收800

元（費用含餐費、車費、保

險費）。報名繳費後，費用

概不退回。即日起至2月22

日截止報名。 

報名地點在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1號7樓之16），

電話：(02)2375~9675；

電傳：(02)2375-2464 ；

聯絡電話：組織處處長龔

維軍(手機：0981768995)

電話：02-2375-3412；高

級 專 員 仇 繼 光 （ 手 機 ：

0939940169）電話：

02-2375-9675#23
熱忱歡迎各地僑胞蒞臨 
鄭致毅：僑聯樂為海外遊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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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社／台北 香港興華書

畫研究社一行30人，在社

長劉遠文、主席鄔欣餘率領

下，11月26日下午拜會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由鄭致毅

理事長親自接待，劉社長表

示，興華書畫研究社一行是

返國參加九合一投票，同時

回到僑胞溫暖的家─僑聯總

會敘舊。鄭理事長指出，興

華書畫研究社與僑聯總會互

動交流多年，一直持續從事

連繫服務僑胞工作，期待未

來雙方加強合作，團結僑心

凝聚僑力。

許錫忠先生（左二）與鄭理事長（右二）及黃秘書長（左一）

合影，右一是寮國常務理事林建民。

前坐左一楊崑山、左二王維、左三張人睿、右三陸錦林、右二張學海、右一于愛珍。

香港興華書畫研究社代表與鄭理事長（前坐中）合影，前坐左四鄔欣餘，右四劉遠文。

陳玳珊女士（左）受聘為本會顧問，右為鄭致毅

理事長。

鄭致毅理事長聘請宋定西先生（右）為本會海

外顧問，由秘書長黃五東代為頒贈顧問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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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駐美東辦事處主任童惠珍，12月

5日上午拜會本會，鄭致毅理事長

親自接待，鄭理事長首先恭賀童

主任遞補僑選立委，期待童委員

能服務廣大僑胞為其發聲並爭取

權益，童委員則表示，她出身僑

界，最了解僑情，做事原則就是

少說多做盡本份，進到立法院還

有許多有待學習的地方，她將致

力促進僑界團結，更以婦女柔性

特質積極推動國民外交，並期盼

僑聯總會成為堅強後盾。

在大紐約地區華人圈裡，只要

提到童惠珍這個名字，幾乎可以

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因為秀麗大方的她，不但個性活

潑、熱情開朗，而且擁有一副

「不怕麻煩」的俠義心腸，也因

此，從「留美學人」到「僑務代

表」，二十多年以來，無論「身

分」怎麼變，她那「鄉親有事、

立刻幫忙」的熱血形象，始終深

植人心。

1993年，她與相戀多年、畢

業自台大機械系的陳先生結婚，

並且隨即一起出國留學——先生

在紐約大學攻讀電腦資訊，她則

因為獲得全額獎學金而在聖若望

大學念行銷企管。順利取得碩士

學位之後，隨著兩個兒子的出

生、加上先生獲得美林證券銀行

全球網路部門的重用，所以，夫

妻倆便在紐約留了下來。而這時

的童惠珍儘管把「家庭」擺在第

一位，但她絲毫沒有浪費她「勇

於任事」的個性與「擅於行銷」

的專長，在相夫教子之餘，總是

積極參與各項僑社活動，不但出

錢出力，而且全心全意投入，也

因此，先後被推舉擔任紐約台灣

同鄉聯誼會會長、美東華人學術

聯誼會會長、紐約救國團之友會

會長、大紐約皇后區雙十國慶籌

備會主委、華僑聯合救國總會駐

美東辦事處主任、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大紐約分會創會會

長、中國國民黨第十六至十九屆

中央委員等職務，更於2016年被

中國國民黨提名為海外僑選不分

區立法委員。

長期關心僑界事務的她，不僅

傾注心力於社區服務，同時，基

於「時時關心台灣」的心情，一

方面在紐約長島中華文協中文學

校擔任長達十年的中文及民族舞

蹈老師，另一方面對於推動華裔

子弟回台學習中華文化，也不遺

餘力。每一年，在她的細心籌劃

與四處奔忙之下，總會讓暑假期

間專程回台灣參加研習中文或擔

任志工服務的華裔青少年朋友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海外優秀青年呂胤

芳，11月29日自愛爾蘭返

國，本會理事長鄭致毅親自

頒發獎狀及獎章，鄭理事長

並聘請呂胤芳為本會駐愛爾

蘭辦事處主任，協助本會在

僑居地連繫服務僑胞，推動

傳承中華文化工作。鄭理事

長表示，108年愛爾蘭都柏林

舉辦歐美年會，僑聯總會全

力支持這項活動，讓年會順

利成功。

現為愛爾蘭臺灣協會會長

的呂胤芳先生，是因為擔任

僑界多項職務，獲致良好成

效，受各界肯定，對增進僑

間團結和諧，助益甚多而榮

獲海外優秀青年獎殊榮。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鄭致毅理事長，12月

3日上午頒發華文著述獎給得

獎者陳樹強先生，由其表妹

潘女士代領。

獲遞補僑選立委 拜會娘家僑聯總會
童惠珍承諾致力促進僑界團結

們，留下深刻難忘的回憶，甚至，

成為引發他們「產生鄉情、持續回

台」的起點。

由於與紐約地區諸多聯邦國會議

員也有密切交往，所以，她也始終

默默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讓他們

理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艱困處

境，並適時發揮影響力、爭取美國

朝野對台灣的支持。2003年，台灣

發生廣大興漁船事件，菲律賓政府

在國際間散佈不利台灣，偏離事實

的外交聲明，童惠珍於第一時間就

在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用中英文

聲明稿解釋事件發生經過，駁斥菲

律賓政府的片面說法；在面對釣魚

台爭議上，她聯合全美台灣同鄉聯

誼會，安排全美六州連線，舉行全

美支持東海和平倡議連線視訊，希

望喚起美國社會對日本挑起東海主

權爭議對亞洲和世界和平威脅的警

醒。同時，也在《世界日報》發表

文章，呼籲秉持「主權在我、擱置

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原

則，維護中華民國領土之完整。

回憶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童

惠珍笑說：「人生最意外的事情，

莫過於走上政治這條路！」因為，

原本打算一畢業就返台繼續從商的

她，因為自己個性「太雞婆」、在

美期間常常參與社區活動，因而陰

錯陽差涉入政界，所以後來才會在

紐約國民黨學生黨部好友們的鼓勵

下，返台參與國民黨中央委員的選

舉。然而，僑胞的身分，讓台灣民

眾對她很陌生，也因此，她調整自

己心態，把當時艱苦的參選行程定

位為「返台環島之旅」，只要求自

己過程一定要好好參加、不去多想

結果究竟會不會選上，因此，當她

確知自己真的當選時，除了感謝大

家的肯定與支持，也只能相信：這

是上天給我的使命！

而事實上，她也真的不負上天的

使命。因為一直以來，她熱心公益

慈善、回饋社區鄉土、促進僑界團

結的種種事蹟，早已深獲主流社會

推崇。也正因為對於增進僑胞福

祉、團結紐約地區僑胞，支持政府

僑務等貢獻卓著。

面對未來，她仍將秉持二十年來

如一日的熱誠與動力，發揮她特有

的細膩與感性，繼續為團結僑胞、

愛家愛國而努力——因為了解自己

的「VALUE」，就是她的人生座右

銘，她進一步解釋到：將盡其所能

成為一個Versatile（多才多藝）、

Alive（活力充沛）、Liberal（自由自

在）、Unique（獨一無二）、Eternal

（永恆不朽）的人，所以，她也會

盡力發揮所長、為實現自己的理想

而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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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致毅理事長（右三）頒發獎狀及獎章及主任聘書給海外優秀青年呂

胤芳（左三），右二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右一龔維軍處長，左一仇

建民處長，左二呂胤芳夫人。

旅居南非的陳樹強先生是

以其「澳洲經驗－海外華人

企業管理與行銷策略」著

作，獲得本會主辦107年海

外華文著述獎學術論著社會

人文科學類第二名。

鄭理事長（右二）恭賀童主任（中）遞補僑選立委，左二是童惠莉女士，右一黃五東

秘書長，左一龔維軍處長。

潘女士（左二）代表陳樹強先生領獎，右二鄭致毅理事長，左一

黃五東秘書長，右一仇建民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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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耀東為緬甸華教請命
籲教部及各大專院校與當地華校合作 嘉惠華人學子  

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緬甸辦

事處冷耀東主任表示，由於政府正推動

新南向政策，所以特別為緬甸華教及華

人年輕學子請命，希望教育部及各大專

院校能與當地各華校建立良好的橋樑，

了解當地學子真正的需求及困難，進以

尋找出一合作的模式嘉惠華人學子。

冷耀東主任是於11月27日受邀金門大

學，以「緬甸民主改革與華文教育的展

望」為題發表演講時，做了如上表示。

緬甸地區 常務理事藺斯邦台幣

2000。

香港地區 理事盧佳港幣500、

理事賴慶榮港幣500；顧問麥

耀祥港幣10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楊昆山台幣

10000、常務理事張人瑞美金

300；理事于愛珍美金200。

加拿大地區 常務理事余琪玲台

幣5000、常務理事麥錦鴻台

幣5000、常務理事金聲白台

幣5000。

西班牙地區 常務理事陸錦林台

幣6000。

澳洲地區 常務理事司徒惠初澳

幣200。

柏斯地區 常務理事許錫忠台幣

1000。

在台地區 顧問宋定西台幣

1 0 0 0 ； 會 員 戚 良 雁 台 幣

1000。

冷主任表示緬甸聯邦共和

國，通稱緬甸，是一個東南

亞國家，位於中南半島西

部，西北鄰印度和孟加拉，

東北靠中國，東南接泰國與

寮國。為東南亞國家協會成

員國，是東南亞第二大國。

冷主任說，在緬甸改革開

放的政策不變的情況下，無

論西方、美國、大陸、日本

及東南亞各國都不會輕易

放棄此一龐大經濟利益的市

場，緬甸的民主改革前程是

光明的，讓人所期待的。

有關緬甸的華文教育，冷

主任說，2000年以後，隨

著中國經濟體的強勢崛起，

中緬貿易日益頻繁；漢語熱

席捲全球，華文教育在緬甸

也日漸受到重視。雖然依舊

未能取得合法身份，但已是

半公開化的存在。不少緬族

人包括僧侶都來學習華文，

甚至連緬族高官都將子女送

到華文學校。

冷主任說，中華傳統文

化、儒家思想，在緬甸雖經

當時軍政府排華政策，但在

有志之前輩及偉大的老師們

艱苦、堅持及克難的努力之

下，仍然保留了下來。他表

示，早期的中華民國台灣，

對於緬甸華教、華人年輕子

弟，一直以來透過各種管

道大力協助；唯至2000年

停滯了下來。在這空窗期，

反觀中國大陸因經濟開始崛

起，對鄰近的緬甸積極介入

華教的支援，致使華人界很

多的學校教材慢慢以簡體替

代了繁體，接手收割中華民

國台灣長期以來努力的成

果。

他表示，由於中華民國政

府現正推動新南向政策，所

以，他呼籲能為緬甸華教或

華人年輕學子重啟重視及協

助之門，經由教育部及各大

專院校紛紛來訪的機會，與

當地各華校之間建立良好的

橋樑，進以尋找出一合作的

模式嘉惠華人學子。

他強烈期盼教育部及各大

專院校能了解當地學子真正

的需求及困難，達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冷耀東主任在金門大學專題演講。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理事長鄭致毅，11月27

日出席「中山思想與中華民族

前途研討會」，針對本會推動

兩岸和平發展，謀求中華民族

人民福祉，發表演說。

他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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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在這一方面做了

很多努力，包括年年舉辦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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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頒發僑生獎學金及僑生歌唱

大賽等各項活動，務期年輕一

代的華人子弟，能自小就從文

化面追根溯源，產生更多的了

解和認同。

研討會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大同盟、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

會、華僑協會及本會共同主辦，由葛永光先生主持，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及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均受邀

參加，並發表談話。

鄭致毅理事長發表演說，說明本會致力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歡迎上海歐美同學會到訪

鄭致毅期待兩岸青年深化學習交流
僑光社／台北 大陸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由馮丹龍副會長率

領，一行4人在12月14日中午拜會中華僑聯總會，鄭致毅

理事長以餐敘代替座談進行交流，鄭理事長表示，本會與

上海市歐美同學會互訪已有多年，藉由雙方支援合作，提

供海外留學青年就業平台，鄭理事長允諾，明年上半年會

帶領台灣留學生到上海，與大陸留學生進行面對面深度的

座談交流，深化兩岸青年成長學習。

鄭致毅理事長（右五）接待馮丹龍副會長（左六）等訪客，左五是

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左二本會龔維軍處長。

︱彥賢義捐︱

僑光社／雪梨 雪梨榮光聯誼會於12月15日

在富麗宮酒樓舉行「2018年會員大會、聖誕

聯誼暨7-12月慶生會」。主席林垂佐致詞感

謝理監事及工作團隊。並且特別感謝梁少君

秘書長、陳海瑞先生幫忙及恒暉貿易公司楊

麗蘭董事長的禮品贊助。他也祝福各位壽星

和與會嘉賓。中華民國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蔣嘉一副處長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

長頒發感謝函給前會長于展威；頒發賀函給

林垂佐會長。（文由林垂佐提供）

羅智強受邀臺聯會演講
休士頓／ 臺聯會會長賴李迎霞最近在

該會舉辦的聖誕節晚會中，邀請前總統

府副祕書長羅智強到場，除發表精彩演

講，並進行其新書「馬英九的十五個小

故事」簽書會，受到與會者熱烈好評。

同時是本會美南休士頓辦事處主任的

賴李迎霞（圖左）及夫婿賴清揚博士

（右）特別與羅智強前副秘書長（中）

合影留念。（圖文由賴李迎霞提供）

雪梨榮光聯誼會會員大會，參加者開心合影。（圖由林垂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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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山思想研討會 鄭致毅演講
強調僑聯致力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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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金牌獎

李耀安 緬甸臘戌聖光中學

迎向希望的明天

護孟位於緬北東部，是一座比較

喧鬧的村鎮，北部有克欽武裝，西部

也常有德安武裝的出沒，每到收割時

節，武裝與政府軍並會發生衝突，有

時會一把戰火就會將快成熟的稻穀燒

盡，此時村裡的男丁，大部分逃到深

山裡避難，等到戰火平息才敢下山。

我從小就在這種環境下長大，戰爭

對於我而言，早已司空見慣。

今年是個不太平的一年，自一月

份起，大小戰事不斷，村裡的男丁部

分被武裝抓走，村中籠罩著恐怖的霧

霾，大家都躲到深山裡頭，就這樣持

續了幾個星期，這種情況下糧食成了

我們唯一的希望，村長帶著幾個青年

出山找食物，他們踏著夜色潛入村

中，試圖尋一些米和一些營養品回

來，因為難民中有未滿歲的孩子。運

氣好時能帶些東西回來，運氣差時可

能回不來了，這種覓食行動，每隔幾

天就會進行。

三月初，武裝撤出城，戰火暫停，

村民聽到可以回家的消息，心裡無比

的高興，雖然家中已洗劫一空，但與

逃亡的日子相比，這已是上天的恩賜

了，看到畝畝的肥田中長滿野草，他

們的淚是苦澀的。

同月的25日夜晚，是如此的安靜且

深刻，靜月照著大地，彷彿是詩中的

場景，有時傳來幾聲犬吠，各村的村

長都到護孟會議廳聚集，並通知村民

做好準備，可能這樣子安詳的夜色，

會吞掉我們的幸福。到了子夜，遠處

照來火光，隨後一聲巨響，把安詳的

夜晚炸得粉碎。定是戰敗的克欽武裝

前來復仇。霎時彈如雨下，國軍不甘

示弱，雙方不斷增兵，漆黑的房屋在

熊熊烈火中埋藏了。兩處高地被後來

者德安武裝占領了。一幅三國的激戰

圖，村民們只能往低地逃去，因為在

那些人的眼中唯有利益，村民的生死

不屑一顧。美麗的村子呀，美麗的滿

山花草呀！因著入侵者的爪牙下，瞬

間成了地獄。

我們順著荒蕪處逃去，要涉過黑

水河才能脫離戰火，面對急流，深水

且冰冷的水流，大家別無選擇，手牽

著手勇敢的去戰勝死亡。突然一個小

孩，大約六、七歲，因體力弱被水沖

走了，又有什麼辦法呢！為了逃命，

為了更多的人能活下來，為了重建家

園，我們無能為力。

哥哥沒有渡河，他擔心他的書會

被燒毀，所以往回拿他的書。哥哥是

村裡唯一的老師，因常年戰火，其他

老師都離去了，已經一年多了，孩子

無書可讀。對哥哥而言，教育就是未

來，即使笑他傻，他的執念在敘說著

他的教育大未來。

過了河，我和爸爸在草地上等哥

哥，直到天快亮了，也沒有哥哥的蹤

影，炮聲離我們越來越近，父親抽著

菸一言不發，他明白兒子大概回不來

了，然後輕輕摸著我的頭說：「兒子

咱們走吧，不等了」他的眼中血一般

的淚水，一滴滴的將希望沖刷乾淨。

大家朝著竹林濃密處走去，那裡已

聚集著村裡的人，一張張青色的臉，

一雙雙快枯萎的眼睛，在生死中徘

徊。大竹林有時有流彈打來，在戰火

激烈中，村長召集大家商議，決定把

小孩送往臘戌城中躲避，待平息後再

做打算。

橋叔帶著大約18個小孩，拿著水

瓶，往小徑走去，大概走了十幾分

鐘，大竹林濃煙陣陣，或許武裝已占

領大竹林。那一刻我們心如刀割，橋

叔要返回大竹林，讓我帶著一群孩子

迅速離開，我因年歲長，必須擔起責

任來。路越走越長，天越來越黑，淒

書法小學組銀牌 中山知微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 

書法中學組銀牌 胡奕慧 馬來西亞白沙羅萬達鎮中學三校

中山知微 胡奕慧

作品得獎 好開心
僑光社／ 參加107年海外華校學生徵

文、書法、繪畫比賽得獎，泰國北大

年中華學校、德國柏林中文學校及東

莞台商子弟學校學生，由各校老師代

頒獎狀後，開心的與師長合影。

（圖片由泰國北大年中華學校、德國柏林

中文學校、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提供）

涼的山野伴著鳥聲越發孤獨，我們的世

界漸漸退，漸漸蓋上一層恐懼。走到大

黃坡，就此休息了。在這逃亡的時刻，

每一聲炮響把夜拉得越長，恐怖的深

山，孩子們的美夢不再有，那一夜，深

刻的烙在心裡。

第二天早晨，我們抵達大公路，等待

來往的車輛，終於我們等來了一輛大貨

車，向臘戌駛去。一路上滾滾黃沙，眼

看昨日美麗的家園已毀，今天的我們卻

在逃亡的路上，明天是一片迷茫，但我

們小心希望明天能睡個好覺，希望明天

的明天裡能聽到親人的笑聲，更希望明

天的風是綠的，天是藍的，路是平的。

在搖晃的車箱上，彷彿是我做的夢。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車，吃過一路上別人

施捨的飯，這就是戰後的難民。

到了臘戌，在安置點裡等親戚的到

來。就在那一間統艙式的房間裡，十幾

個孩子睡得如此得香。

在逃亡的路上，我們不曾絕望，或許

我們堅信，和平的空氣裡，定會迎來希

望的明天。

泰國北大年中華學校校董,校長和得獎學生合影。 作品得獎，德國柏林中文學校師生都開心。 東莞台商學生黃茂珍受獎。

東莞台商小朋友們領到獎狀後，開心的展示並和老師合影。德國柏林中文學校老師頒獎給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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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7年，僑聯除了持續辦理海外優秀青年選拔、華文著述獎徵選、頒贈僑生獎學

金、海外華校學生書法、作文、圖畫比賽以及國內僑生歌唱比賽、國內理監事、會員大

會………等等例行活動，也應邀組團赴陸參訪研討；熱忱接待來自全球及中國大陸的訪客

之外，更有僑聯在曼谷舉行海外理事會、理事長出訪美國舊金山、緬甸等等重要活動。

我們整理出具代表者，與大家分享！

僑聯戊戌年大事紀 

66屆華僑節慶祝大會 陳副總統
馬前總統、吳主席親臨道賀

․10/11第66屆華僑節慶祝大會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理事會開

幕典禮，上午9時，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舉行，陳建仁副總統、馬英

九前總統、國民黨吳敦義主席均應邀參加並致詞，海內外華僑、歸

僑個人、團體及全國各界代表近五百人與會共襄盛舉。（僑訊1412期）

僑聯海外理事會曼谷舉行30個國家地區
200位僑胞貴賓共襄盛舉

鄭致毅訪美金山旋風行 僑界熱烈歡迎空前罕見

․2/2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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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訊1405期）

․1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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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訊1412期）

僑聯創會65年頭一回到仰光 
鄭致毅訪緬甸 僑界熱烈歡迎

․5/04~5/07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鄭致毅

率同組織處處長龔維軍，出訪緬甸仰光，拜會

駐緬甸經濟文化辦事處、本會緬甸辦事處、中

文學校、雲南會館、緬甸留台同學總會等重要

社團、僑社，短短3天半行程，受到僑界熱烈歡

迎，成果豐碩，這也是僑聯總會

65年第一次拜訪緬甸，期盼匯聚

僑胞力量，配合推動政府新南向

政策，意義格外重大。

（僑訊1407期）

熱忱歡迎旅外僑團到訪

․1/09由僑委會主辦、巴西聖保羅中華

會館承辦的52位巴西華裔青年台灣觀摩

團前來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拜訪。出身巴

1 2

3

下，連袂拜會本會，由鄭致

毅理事長親自接待。

（僑訊1407期）

․5/22泰國中華會館理事

長丘菁瑛帶領下，全團30人

拜會本會，受到鄭致毅理事

長及同仁熱烈歡迎，鄭理事

長表示，泰國中華會館與僑

聯總會猶如「兄弟會」，像

手足親情彼此相挺，他說，

今年僑聯總會海外理事會敲

定在10月13日於泰國曼谷舉

辦，屆時歡迎中華會館共襄

盛舉。（僑訊1407期）

西華僑的鄭理事長，特別準備珍珠奶

茶、水煎包等台灣傳統美食接待，鄭

理事長表示，見到華裔青年充滿朝氣

活力，就知道僑務工作未來充滿希望。

（僑訊1403期）

․5/21巴西聖保羅中華會館理事長凃

峻晴及陳松委員、項邦珍委員、于愛

珍委員、本會海外理事容贛華等多位

僑領、海外僑務委員，在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駐紐約辦事處主任童惠珍召集

4

5

陳副總統致詞。

馬前總統致詞。

吳敦義主席致詞。 參加海外理事會全體人員合影。

舊金山南灣僑界熱烈歡迎鄭理事長到訪僑界。

鄭理事長到達緬甸，一下機就與當地僑胞交換僑情。

鄭理事長在本會緬甸辦事處，望著本

會緬甸辦事處名牌佇足許久。

巴西華裔青訪團團員朝氣蓬勃。

泰國中華會館訪問團蒞臨。 鄭理事長接待海外僑務委員及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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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國父逝世93周年暨

國父誕辰153周年 僑胞國館致敬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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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李英、監事舒立彥及黎振華、簡明有等一行

4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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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訊1405期）

․11/12紀念國父誕辰153周年，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常務理事葛維新代表鄭致毅理事長率同

常務理事張正中、林宴文、緬甸歸僑協會理事

長張標材、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李惠英暨本會

同仁等一行，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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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訊1413期）

․5/25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一行，在會長梁義

大率領下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鄭致毅親

自接待。鄭理事長指出，十分感佩梁會長在海外服

務與團結僑胞的努力及用心，梁會長則說，北美洲

台灣鄉親聯誼會每年來台，一定拜會僑聯總會，總

會在鄭理事長用心帶領下，方向目標不變，是台灣

民間僑務單位領頭羊，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要學

參加兩岸交流活動
鄭致毅：兩岸好 台灣才會更好

․4/22~4/28中華僑聯總會2018年海外青

年中華文化研習營，應上海市台辦邀請，由

理事長鄭致毅偕同秘書長黃五東、高級專員

仇繼光，帶領來自美國、澳洲、紐西蘭、泰

國、南非、菲律賓、緬甸7國共計18位海外華

裔青年，前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進行

為期7天的參訪。鄭理事長指出，海外或台灣

青年大學生前往大陸進行各種形式的參訪交

流，雙方愈走愈熟、愈走愈近，藉由相互接

觸認識了解，化解存在間的隔閡與誤會，對

兩岸是互蒙其利且共創雙贏。（僑訊1406期）

․6/06由中國僑聯、台灣中華僑聯總會、台

灣華僑協會總會、福建省僑聯主辦的2018兩

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海峽兩岸暨港澳僑界

圓桌峰會在廈門召開。中華僑聯總會鄭致毅

理事長一開場即以茶喻兩岸發展關係，「兩

岸的關係就像杭州的龍井茶，茶葉是乾的，

交流就如同熱水，互相撞擊一下感情就出

來了，有了感情，交流就會更順暢，更有深

度。」他強調的是，泡茶過程中，不能加冷

水，一加冷水，茶就乾澀，這就如同兩岸關

係，如果由熱轉冷，關係就完全走味，因此

兩岸交流不能中止！（僑訊1408期）

․7/29~8/02中華僑聯總會2018台灣大學

生上海暑期交流研習營，前往上海、蘇州等

地，參訪青創、文創、互聯網與大學院校，

進行深度學習之旅，為大學生就學及就業打

開另一扇大門。（僑訊1410期）

․11/10~11/15中華僑聯總會湖南中華文化參

海外優秀青年拜會

․11/29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優秀青年呂胤

芳自愛爾蘭返國，本會理事長鄭致毅親自頒發

獎狀及獎章，鄭理事長並聘請呂胤芳為本會駐

愛爾蘭辦事處主任，協助本會在僑居地連繫服

務僑胞。（僑訊1414期）

習效法的對象。（僑訊1408期）

․6/11由紐約僑生聯誼會梁小玲會長率團、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紐約辦事處主任童惠珍陪同

拜會本會，由秘書長黃五東代表鄭致毅理事長

接待，黃秘書長表示，僑聯總會為僑胞而生，

是僑胞在台灣的娘家，希望僑胞回到台灣能多

到僑聯走走坐坐。（僑訊1408期）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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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訊1412期）

訪團，應大陸中國僑聯邀請，由理事長鄭致毅率

領來自全世界21個國家地區50位僑胞，前往湖

南長沙、益陽、常德、張家界參訪，受到大陸中

央、省、市、區級僑聯熱情接待。（僑訊1413期）

僑聯頒贈僑生獎學金 
僑生歌唱賽冠軍 勇奪兩岸第一 

․01/06 由僑聯文教基金會辦理之106年各種僑生獎學金，

舉行頒獎典禮，200位品學兼優僑生獲得殊榮。（僑訊1403期）

․06/30曾獲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全國各大專院校僑生國語歌

唱比賽2016年冠軍的劉婉瀅同學及2017年冠軍鄭康亮與

2014年紀俊權同學，先後參加第一、二屆大型兩岸大學

生歌唱競賽節目《青春最強音》，均勇奪冠軍隊伍。

《青春最強音》是大型兩岸大學生歌唱競賽節目，由

福建海峽衛視、台灣東森電視聯合主辦，2016年是第一

年舉行。（僑訊1408期）

7

6

8

9

10 本會美東辦事處主任童惠珍
遞補僑選立委

․12/05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美東辦事處主任

童惠珍拜會本會，鄭致毅理事長親自接待，鄭

理事長首先恭賀童主任遞補僑選立委，期待童

委員能服務廣大僑胞為其發聲並爭取權益。

（僑訊1414期）

鄭理事長（前排中）與梁義大會長（右三）等訪客合影。 紐約僑生聯誼會到訪。

鄭理事長（前坐左五）與世華經貿總會代表團客合影。

國父逝世紀念日，鄭致毅理事長率僑胞向國父致敬後

合影。

海外青年中華文化研習營團員接受上海台辦歡迎晚宴。

鄭理事長參加海峽論壇並致詞。

台灣大學生在昆山兩岸青創園合影。

全體團員在天子山煙雲繚繞的奇石高峰中合影。

僑胞向國父致敬，葛維新常務理事

代表獻花。

優秀青年呂胤芳（左三）到會領獎。

童惠珍主任（左三）獲遞補僑選立委。劉婉瀅同學。 鄭康亮同學。   紀俊權同學。

製作感謝捐贈僑生獎學金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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