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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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結僑心‧反映僑情

A1
1417期
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創刊 中華郵政臺北誌字第1021號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第16屆第4次會員大

會、一日遊活動，3月6日上

午在宜蘭冬山河香格里拉飯

店舉行，超過160位會員熱

情參加，一整天太陽公公賞

臉，會員們呼吸蘭陽平原潔

淨的空氣，體驗大自然慢活

與人文風情。僑選立委童惠

珍及宜蘭縣大家長林姿妙縣

長在百忙之中都熱情參與本

會活動，常務理事葛維新在

會議中率先支持鄭理事長明

年競選連任，獲得全體會員

熱烈掌聲響應，期盼鄭理事

長再度帶領僑聯締造佳績。

會議、旅遊合併舉行
參與者熱烈

今年會員大會及一日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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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歸僑團體報名熱烈，報名截

止，活動人數已達4部車，

反應十分熱烈，由於受限場

地，有多位晚報名無法後補

上，只有徒呼負負，明年早

點報名。

對於會員大會及一日遊地

點，本會十分慎選，早在去

年底由鄭致毅理事長親自帶

著秘書長黃五東及龔維軍處

長、陳麗霞處長、仇繼光高

級專員等，走訪多處地點評

估挑選，最後選定路程適中

具有地中海風格的宜蘭冬山

河香格里拉飯店舉行。

春天後母面，一周天氣

多變，冷熱晴雨不定，3月

6日會員大會當日凌晨，台

北下起陣陣大雨，但到近7

點，不僅雨停太陽也露臉，

不冷不熱，是個適合春遊的

好天氣。7點50分，4部車

浩浩蕩蕩往目的地出發。

到了冬山河香格里拉飯

童惠珍立委 林姿妙縣長熱情參與 
葛維新期許鄭理事長續領僑聯再創新猷 會員熱烈掌聲呼應

蘭陽平原體驗大自然慢活與人文風情

僑聯總會            會員大會圓滿成功16屆4次

店，全體會員先在矗立於湖

中央的教堂前拍大合照，本

會同仁已在前一天布置妥會

場，挑高寬敞的會議室令會

員讚嘆不已，與會會員感謝

本會同仁的用心，隨即進行

開會。

精彩活動圖片
以投影方式呈現

鄭理事長首先致詞表示，

自接任理事長工作，轉眼間

已滿三年，猶記得三年前承

蒙各位先進前輩愛護下，接

任僑聯總會理事長，各位支

持的每一票都是一份託付與

期勉鼓勵，一刻不敢忘。

(文轉A2)

全體會員在山明水秀的宜蘭冬山河大合照。

童惠珍委員、林姿妙縣長與全體會員留下難得合影。

鄭理事長（右上角）在會員大會致詞，感謝大家支持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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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A1)

他說「新任高雄市長韓國

瑜競選口號，大家朗朗上

口，「貨賣得出去、人進得

來，高雄發大財」，他回憶

自己在1990年在巴西擔任

中華會館理事長，舉辦各項

大型活動，從來不耽心沒有

錢，我只擔心沒有人參加，

只要有人就一定能帶進錢

來。雖然時空變遷，但「本

人與韓市長施政理念30年

前後相互輝映。」

鄭理事長除簡要說明過去

一年僑聯的主要工作外，強

調一路走來的座右銘「爽朗

誠懇勇於任事」，上任之後

積極走訪海外僑社，連繫服

務僑胞，了解僑胞需求提供

協助，同時拜會國內各歸僑

團體，凝聚僑力，擴大服務

廣度及深度。去年本人將創

會人鄭彥棻先生銅像移置於

大廳，每天到會看著鄭創會

人及期勉僑務人員「乃役於

僑」這四個字，一刻不敢懈

怠。相信本會全體的努力，

應該不辱大家託付。

今年會員大會中理事長工

作報告及本會107年工作報

告，除有書面議事資料手冊

提供會員參閱，並首度將精

彩活動圖片以投影方式呈

現，令會員們耳目一新，證

明僑聯是跟進時代、突破創

新，扮演僑界領頭羊的組

織。

鄭理事長最後再次感謝全

體會員對本會及他本人的支

持，未來一定努力再努力、

精進再精進，他表示，這是

他這一任內最後一次帶領大

家出來一日遊，因為明年會

員大會就要選舉下一任理事

長，他期盼大家繼續支持下

一任理事長及僑聯總會向前

行。

會員共識持續支持僑聯

監事會召集人黎愛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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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說，僑聯經

費有限，但要辦的活動與出

訪這麼多，都是全體同仁省

吃儉用，像是僑訊每個月固

定近30萬支出，每年籌募

100萬僑生獎學金，這都是

賡續舉辦，因此請全體會員

多多支持僑聯。

葛維新常務理事則在臨時

動議中指出，3年前鄭理事

長上任之後，不斷求新求

變，僑聯讓人耳目一新，雖

然工作同仁不多，但例行活

動一個接一個，從年初忙到

歲末，尤其鄭理事長身先士

卒，馬不停蹄出外拜訪僑

社、到大陸與僑聯等單位進

行交流互動，並舉辦各項傳

揚中華文化的活動，始終沒

有忘記僑聯成立宗旨，牢記

創會人鄭彥棻「乃役於僑」

的服務僑胞精神，他籲請全

體會員支持鄭理事長連任，

繼續帶領僑聯4年，葛常務

理事建議，立即獲得在場全

體會員熱烈鼓掌支持。

宜蘭縣長林姿妙每天行程

忙碌，但十分重視本會在宜

蘭舉辦活動，她趕在午宴結

束前到達餐宴會場，林縣長

致詞表示，宜蘭好山好水、

地靈人傑，僑聯總會選擇在

宜蘭舉辦是正確的決定，她

也期盼海外僑胞能到宜蘭

Long Stay，放鬆心情、放

慢步調，好好體會生活。鄭

理事長並代表全體會員致贈

紀念品，祝福縣長主持縣政

圓圓滿滿、事事如意。

在立法院質詢到上午11點

45分的新科僑選立委童惠

珍，在辦公室主任林冠勳、

顧問盧紅玲陪同下，於下午

1點趕到。童委員表示，擔

任僑選立委之後責任重大，

連繫服務僑胞，為僑胞爭取

權益，督促政府及僑委會重

視海外廣大僑胞福祉，她指

出，她本人身兼僑聯總會美

東辦事處主任，鄭理事長是

僑界老前輩，僑聯總會是國

內外指標性僑團，是她學習

的榜樣，今後會與僑聯手合

作，凝聚僑心，厚植僑力，

壯大國力。

童委員、林縣長

樂與大家合影

香格里拉飯店董事長張清

來與林縣長是多位老友，他

也陪同縣長出席，張董事長

指出，香格里拉飯店獲選僑

委會指定僑胞在宜蘭住宿指

定的唯一首選，他與飯店同

感榮耀，他也期盼在場僑胞

能呼朋引伴，大家相招到宜

蘭渡假，宜蘭與飯店員工已

做好熱烈接待的準備。

中午餐敘後，林縣長偕同童

委員與全體會員拍攝大合照，

之後林縣長、童委員與鄭理事

長如同人形立牌與會員個

別合影，賓主盡歡。

僑光社／台北 今年是國父逝世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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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葛維

新、張忠春、張正中、韓銅準、謝偉、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黎愛

珍、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李惠英、高棉歸僑協會理事長吳鴻發、

理事何國鈞、常務監事李勝文、監事舒立彥、陳玉鑾、簡明有等

一行近40人，3月12日上午前往國父紀念館國父獻花致祭，感

念國父創建中華民國

偉大貢獻。

鄭理事長表示，每

年都會帶領僑胞前來

向國父致敬，華僑對

國家民族的貢獻，在

國父推翻滿清創建民

國，更在全世界捐輸

募款，這麼多年來海

外僑胞和國內同胞共

同的努力下，終於維

持了中華民國的生存

和發展，所以我們常

說：「華僑為救國之

母」這並不是口號，

而是有歷史依據的。

僑聯誠邀海外優秀青年回娘家
廣發英雄帖 歡迎歷屆得主共襄盛舉
僑光社／台北「海外優秀青年回

娘家」。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成立

67年來，連年持續不中斷的自海

外各地區選拔優秀青年，為國舉

才，截至目前達數百位，有的在

政商界出類拔箤、頭角崢嶸，有

的擔任本會海外辦事處主任，服

務僑胞、凝聚僑心。僑聯總會發

出召集令，邀請老中青三代優秀

青年，在今年10月12日華僑節暨

本會第16屆第4次海外理事會大

團圓。

凡收到召集令的各位先進，

請儘速與本會聯絡，本會連絡

人 ： 仇 繼 光 高 級 專 員 電 話 ：

(02)23759675#23；信箱

ken201723@gmail.com，讓我們

在台北聚首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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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致毅理事長代表獻花致祭。

僑胞代表向國父致敬後合影。

林姿妙縣長歡迎大家到宜蘭休閒觀光。 童惠珍委員承諾爭取全體僑胞福祉。

鄭理事長代表全體會員致贈林縣長紀念品。

香格里拉飯店

董事長張清來

歡迎大家到宜蘭

渡假。

▲

葛維新期許鄭理事長

續領僑聯再創新猷。

▲



委員長呂元榮及僑民處長

郭大文支持，他向鄭理事

長報告指出，感謝僑胞對

歐華年會長久以來的支持

與愛護，第44屆歐華年

會定於今年6月28日至30

日，召開地點於愛爾蘭首

都「都柏林Dublin」。會

後安排半日免費旅遊，以

及5-6日深度的自費旅遊。

確定會議日程最晚於3月

中旬正式發出官網公告。

歐華年會並邀請我國駐

英大使林永樂、立法院童

惠珍、江啟臣委員、國內

政論節目名嘴、廣播名主

持人唐湘龍專題講演，會

議內容豐富多元。

呂主任今年初自愛爾蘭

返台，陪妻子生產、坐月

子，初為人父，非常忙

碌，3月8日即返回僑居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黃五東秘書長及一級主管，3月

19日上午前往黃乾前秘書長寓所

慰問並向其請益，儘管黃前秘書

長高齡104歲，但神采奕奕、身

體硬朗，他向到訪的黃秘書長表

示，他每個月都收到僑訊月刊，

鄭理事長帶領的團隊愈做愈好，

尤其是連繫僑社、服務僑胞的努

力，希望僑聯再接再勵，為廣大

僑胞謀福祉。

黃前秘書長說，他吃的好、睡

的飽，每天看電視新聞及報紙，

也十分關心僑聯，每個月透過收

到的僑訊，了解海內外僑胞動

態，他表示，每年的華僑節與海

外理事會，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僑

胞齊聚一堂，這就是對僑聯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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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財團法人僑聯

文教基金會第12屆董事會第7

次會議，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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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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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聯文教基金會12屆董事

會第7次會議，計有鄭致毅、

葛維新、王能章、林基源、張

植珊、何國華、顏秉璠、吳清

基、陳飛龍等董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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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世界的為學之

道。2.充實自己服務社會。

3.創造美好的明天。除以上題

目外，可另自定題目參加。

（二）初中組1.從挫折中培

養勇氣。2.希望明天會更好。

3.看重自己關心別人。

（三）小學組1.母愛的偉

大。2.衛生的重要。3.我的學

校生活。

僑聯文教基金會召開董事會
通過海外華校徵文題目

僑聯文教基金會鄭致毅董事長（中）與參加會議的董事們合影。

104歲 身體硬朗 神采奕奕

本會前秘書長黃乾 
感謝同仁探視
欣慰僑聯蓬勃發展

黃秘書長(右二)致贈66周年POLO衫給黃乾前秘書長

(中)，左一是陳麗霞處長 左二是仇建民處長 右一是

龔維軍處長。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美西北舊

金辦事處張人睿主任伉儷，3月22日上午拜會

鄭致毅理事長，張主任表示，十分支持鄭理事

長發起的「高雄市韓國瑜市長見面會及三山二

日遊活動」，響應「貨出去 人進來 高雄發大

財」口號，海外僑胞貢獻一己之力，振興高雄

旅遊產業，鄭理事長也歡迎海外僑胞，多到高

雄與各縣市投資興業，讓人民荷包滿滿。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駐愛爾蘭辦

事處主任呂胤芳，3月4日下午拜會鄭致毅理事

長，並接受頒贈本會會旗，鄭理事長期勉呂主

任，歐洲華僑人數少，但不能忽略服務工作，

應加強連繫，多舉辦聯誼活動，僑胞間多加互

動交流。今年6月底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辦

的歐華年會，鄭理事長說這是歐洲華僑的大

事，他支持響應，屆時一定飛往與會。

擔任歐華年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的呂主任，是

本會107年選拔的海外優秀青年，這次回台與

本會海外顧問陳玳珊奔走於外交部與僑委會

間，爭取對歐華年會的支持，並獲得僑委會副

鄭理事長(中)

頒贈本會會

旗給愛爾蘭

辦 事 處 主

任呂胤芳(左

二)，右二是

本會海外顧

問陳玳珊，

右一是本會

秘書長黃五

東，左一是

本會組織處

長龔維軍。

劉宗明（左二）受聘本會顧問，右二是鄭理事長，右一黃五東

秘書長，左一龔維軍處長。

的支持與向心力，十分難能可貴。

黃秘書長指出，僑聯總會能有今天成績，

都是歷任秘書長、理事長一點一滴的付出，

鄭理事長深感任重道遠，一定要一棒一棒傳

承下去，不負前輩負託與僑聯使命。

此行陪同黃秘書長拜望黃前秘書長的本會

處長級幹部有仇建民處長、陳麗霞處長、龔

維軍處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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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始籌辦年會事宜，鄭

理事長除恭喜呂主任，也預

祝他主辦的歐華年會順利圓

滿成功。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理事長鄭致毅，3月

20日上午聘請前國大代表

劉宗明先生為本會海外顧

問，借重劉代表豐富的黨政

資歷，提供本會工作方向與

建言。劉代表接受顧問聘書

後表示責任重大，希望能貢

獻一己之力，不辱付託。

劉宗明先生曾任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國民大會代

表，主席團主席、中央評議

委員、行政院政務顧問、世

界客屬總會副會長、中華兩

岸交流協會創會會長、現任

行政院客委員諮詢委員及中

華兩岸名家文創藝術發展中

心創辦人。
鄭理事長(右二)接待張人睿主任伉儷(右三、四)，右一

黃五東秘書長，左一龔維軍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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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旅居美國的立法委員

童惠珍2月26日在立院第七會期政

黨總質詢時，就僑界分化的問題提

醒「政府應該要重視海外的傳統僑

社，因為『僑民才是台灣最好的軟實

力』。僑胞服務，先決條件是海外僑

胞不分老僑、新僑、華僑與台僑，不

要分裂僑胞」。

童委員指出，在她就任之前，立法

院已經有三年沒有僑居國外僑民代

表，全球僑胞與台灣的距離越來越

遠，海外僑胞的聲音長久以來也被國

內各界忽略。

童委員在發言時，就兩岸、經濟、

外交、僑胞等議題，進行了全面性的

質詢，其中有關僑界分化的情形，更

有語重心長的分析與建言。

她表示，在70年代，亞裔社區開

始涉足法拉盛，當時主要人口為非拉

美裔白人及少數日本人社區。台灣移

民到來並建立法拉盛華埠，又被稱為

「小台北」或「小台灣」。現在，法

拉盛與曼哈頓華埠並肩成為中華文化

中心，亦稱「中華曼哈頓」。每年的

春節遊行成為重要慶典。

原本台灣人占有多數的法拉盛遊

行，現在一面國旗都看不到了。為什

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除了中國大陸

的崛起之外，海外僑社的分裂也是一

大主因。

這幾年僑委會透過重彈「中共在海

外對僑界統戰分化」的老調，暗喻與

對岸官方接觸往來的傳統僑社及新僑

組織，是被拉攏與策反。所以未來將

不再遴聘為僑務榮譽職人員，此舉等

同替僑務榮譽職遴聘辦法，設下屬於

政治正確的框架。

其實「僑務榮譽職人員」，是指在

海外為中華民國推展外交，協助推動

僑務有卓越表現者，且均為無給職。

童惠珍委員立院質詢強調

僑民是台灣最好的軟實力 
籲政府切勿分裂僑胞

僑光社／台北 大陸廈門市施

琅研究會會長施曉鋒，3月18

日上午在晉江商會名譽會長、

施琅研究會顧問施輝煌陪同

下，率團到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拜會，由理事長鄭致毅親自接

待，鄭理事長指出，施琅研究

會在4年多前曾拜會本會，當

時他擔任秘書長，現在擔任理

事長，儘管職務改變，但僑聯

方向永遠不變，「施琅是促進

兩岸和平交流的始祖」，兩岸

原是一家人，期盼雙方持續交

流互動，為下一代謀求最大幸

福。

鄭理事長表示，中華文化博

大精深，是海外華人所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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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總會秉持創會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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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僑聯總會與中國河

洛文化研究會共同在台首次

舉辦第十屆河洛文化學術研

討會，這是一場重要的學術

研討會，也是此項會議首度在

台灣舉辦，當時共有大陸及海

外共約300人來台出席，盛況

空前，成果豐碩，受到廣泛好

評；2014年10月12日至10月

14日，研討會再度移師台北，

大陸及海外共約150人來台出

席，兩岸如果都能透過中原河

洛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則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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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將發揮更

大的效果。兩岸關係持續正面

發展，兩岸人民都是同文同種

同血緣，那要分你、我，藉由

何惠民榮退 同仁離情依依

本會同仁何惠民（左四）

榮退，鄭理事長（中）除

致贈紀念品，特別安排歡

送餐敘並合影留念。

其中最搶手的，是由總統聘任的

「僑務委員」。對於僑胞來說這

是一項榮耀，更是對僑社付出成

績的一種肯定。

童委員說以她過往的經驗來

說，中共確實不曾放棄拉攏友台

的僑團，就一如不曾放棄拉攏中

華民國的邦交國一樣。但僑胞對

於中華民國的向心力，源自於政

府對僑胞的重視與密切的歷史淵

源，又豈是幾餐飯、幾次參訪、

幾筆生意就拉得走？

但是民進黨政府受限於外交空

間緊縮，就透過華僑在僑居地進

行遊說僑居國及表達支持之態

度，而造成原屬宗親、鄉親、血

緣關係而凝聚在中華文化背景下

之僑團必須在對兩岸政府態度上

表態，因而造成僑社之分裂。更

甚者，統獨之爭延續至海外，使

得僑社中支持中華民國之僑團又

有統獨之爭論及分裂。

她向國人鄭重呼籲，俗話說

「華僑為革命之母」，沒有海外

僑胞支持，今天中華民國在台灣

的發展不會這麼好。政府應該要

重視海外的傳統僑社，因為「僑

民才是台灣最好的軟實力」。僑

胞服務，先決條件是海外僑胞不

分老僑、新僑、華僑與台僑，不

要分裂僑胞。

（本文稿摘錄自20190226 童惠珍

委員 第七會期政黨總質詢內容）

童惠珍委員質詢，圖左是蘇貞昌院長。（童惠珍委員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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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理事長（左五）歡迎施琅研究會施曉鋒會長（左四）等人到訪。

交流、合作，共促兩岸爭取互惠

雙贏！

施曉鋒會長表示，與鄭理事長

是老朋友，深刻了解鄭理事長帶

領的僑聯總會為傳承中華文化、

推動兩岸和平交流的努力，他邀

請鄭理事長7月參加施琅研究會

換屆活動，並聘請鄭理事長擔任

施琅研究會榮譽顧問一職。

施琅研究會榮譽顧問董志傑指

出，他跑遍世界80多國，這次第

一次到台灣，感受台灣飲食、風

俗、文化就像是一家人，中華民

族有文化自信，因為我們的根沒

有斷，彼此相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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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 初中組銀牌獎

劉芊妤 中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青年創造時代                  
每個人都有年輕的時候，青

年時期是最具有抱負和理想的

時期，年輕的活力跟勇於追夢

的激情，將創造力和想法落實

於一項項成果，青年無疑是國

家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群體，鼓

勵青年投入科學研究或是創業

也是許多國家的政策之一。

 常常在城市的街頭巷尾看到

一輛輛橘色的自行車，它們不

是個人私有的交通工具，而是

近年來流行的共享單車，讓人

們除了常使用的大眾交通工具

外，多了更便利的短程出行選

擇，不必辦卡、不用停車樁，

只需要智慧型手機掃二維碼就

能解鎖，費用更能用手機線上

支付，可說是科技改變生活的

最佳產物。

胡瑋煒，1982年出生於中

國浙江，是進軍全球的共享單

車「摩拜單車」的創始人兼總

裁。在成立「摩拜」之前，她

擁有多年的汽車媒體經歷，在

科技不斷優化人們生活方式的

風潮下，使她格外關注科技對

於生活可以帶來什麼改變，從

自己對於公共騎行的困難與不

便的經驗中，發想出更符合現

代人短程出行需求的產品，於

是她建立了一支團隊，致力於

共享單車概念的項目。截至

2017年10月，「摩拜單車」已

經進入包含全球180個城市，

總用戶超過兩億，成為世界最

大的共享單車平臺，並被海內

外媒體喻為「新四大發明」之

一。

日常通勤從來不是件讓人愉

快的事情，漫長的等車時間、

公車和地鐵太過擁擠、交通堵

塞……，而在沒有公共交通的

路段，人們只能依靠步行到達

目的地，是上班族及學生每天

出行的夢魘。

胡瑋煒實踐「讓自行車回歸

城市」的理想，讓人們短途出

行更加便利，她積極倡導低碳

的生活方式，並創造了新的商

業模式，依附在近年來互聯網

應用的發達及成熟的第三方支

付平臺技術上，更促成了國內

自行車製造業的轉型與升級，

讓人們對於共享經濟的未來更加好奇及充滿信

心。

「摩拜單車」是身處於網路時代的青年以自

身需求為出發點，從而造福社會大眾的構想，

本著想讓社會更美好的心，這段從到有的過

程，其間不知道需要經歷多少修正、磨合與意

志力去完成，值得我學習與思考。

馬克思說：「一個時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

的精神；一個時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

格。」每個時代都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每

個歷史背景都賦予青年不同的時代任務，但每

個時代的青年都必須具備的就是不斷學習的決

心，唯有充實自己，加上身體力行，才能為國

家及社會開創更光明、美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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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族裔小朋友演出的「鳳陽花鼓」，贏得滿堂

喝采。（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B2 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昆士蘭／ 布里斯本國際

藝術節暨歡慶和諧週3月8

日晚間在新利班演藝中心

SunPAC隆重登場，從臺灣

應邀前來參與演出的新北市

「大豐國小管絃樂團」、臺

中市「妙璇舞蹈團」、「九

天民俗技藝團」及「中華民

受邀表演民俗傳統技藝、民族舞蹈 管絃樂演奏

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 台灣文化團體受好評

國青年友好訪問協會」與

希臘、印尼、南非、韓國

等各族裔文化團體同台演

出精彩，備受好評。

世界多元文化藝術協會

主辦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

暨歡慶和諧週，已邁入第六

年，活動受到昆州政府、布

里斯本市的廣泛重視，開幕

典禮當晚澳洲聯邦、昆士蘭

州、布里斯本市三級政府政

要齊聚，各族裔與僑社人士

近三百位來賓踴躍出席，參

與這項文化盛宴。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洪

振榮應邀致詞肯定文化協會

連續6年在布里斯本舉辦藝

術節慶祝和諧日，在藝術節

中不僅結合當地與世界各國

的藝文團隊展演，並且邀請

臺灣藝文團隊，不僅彰顯臺

灣文化特質，也呈現昆士蘭

多元族裔藝術文化的生命力

與相互交流的意涵。

開幕典禮由大豐管弦樂團

演奏悠揚樂音開場、隨後妙

璇舞蹈團、布里斯本聖喬治

希臘舞團、中華青年友好訪

問團、印尼傳統民族舞蹈、

南非兼容擊拍鼓團、昆士蘭

韓國合唱團及九天民俗技藝

團等分別帶來代表各國的特

色演出。

今年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

活動還包含「故事」美術聯

展、大豐交響樂團暨青訪協

會慈善演出、九天民俗技藝

團與妙璇舞蹈團的雙聯展

演、彩繪燈籠競賽及頒獎典

禮暨文化教學工作坊等，不

僅展現藝文演出的專業性，

也為布里斯本市帶來豐富多

元的文化分享經驗。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九天民俗技藝團精彩演出。（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華青年友好訪問團。（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橙縣／  美國加州橙縣富樂頓

Arborland 蒙特梭利小學3月7日

在Valencia校區舉辦國際文化日活

動，學校師生及家長逾百人熱情參

與，橙縣文教中心主任楊海華出席

致意，他肯定學校各族裔學生以音

樂、舞蹈及語言等表演型式，也透

過多元文化學習與交流，幫助師

生、家長及社區人士瞭解及尊重不

同文化差異，更具備地球村居民的

包容氣度。

Arborland 蒙特梭利小學來自臺

灣的校長陳淑玲，當天穿著苗族服

飾主持活動，介紹學校舉辦「國際

文化日」的立意，也感謝熱心的義

工家長協助將校園佈置成地球村的

情景，讓學校小朋友從小就體會多

元的文化。

當天學生分別演出南美洲秘魯、

北美、歐洲、亞洲、非洲、波多黎

各及澳洲等不同地區的歌舞表演，

其中各族裔小朋友以鮮豔奪目的服

飾演出「鳳陽花鼓」格外熱鬧。對

於小朋友賣力且純真的演出，臺下

觀賞的家長抱以如雷掌聲，現場氣

氛熱絡。

國際文化日 師生體驗地球村文化

橙縣Arborland 蒙特梭利小學特色活動有意義 

澳洲國父逝世94週年紀念大會與會者合影。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巴西分會全體婦女大合照留念。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

舉辦國父逝世94週年紀念大會

雪梨／ 中國國民黨澳洲總支部

於3月9日在該部大禮堂舉辦「國

父逝世94週年紀念大會」。本次

紀念大會採座談會方式進行。由

巫天鐸常委擔任司儀，楊建臣委

員負責音響。主席值月常委林垂

佐致詞歡迎各位嘉賓蒞臨，並且

回顧國父逝世的歷史。大會中，

中華民國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王雪虹處長致詞：推崇總支

部對雪梨僑界的貢獻，並且強調

總支部與辦事處互動良好，同時

介紹台北故宮文物珍品在新南威

爾士藝術博物館的特展。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

巴西分會歡慶婦女節

聖保羅／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巴西分會為慶祝國際三八

婦女節的美麗轉身系列活動於3

月8日在Matsubara Hotel熱烈舉

行，有近百位的會員、僑界婦女

來共襄盛舉。

美麗轉身系列活動分三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瑜珈練習，短短

的一個多小時，在老師用心指導

下，大家受益良多。

接著是2019年第一次會員精簡

會議，在司儀謝明麗顧問宣佈下

正式開始，會長支黃秀莉致詞感

謝歷任會長、理監事、會員的支

持配合協助，讓每項活動辦得有

聲有色。

在大家一面享用豐盛的美食時，

一面觀賞看見台灣的影片，和近日

台灣屏東大鵬灣舉辦的台灣燈會影

片，令大家大飽眼福。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紀念何宜武先生獎學金(何邦立先生/汪忠甲女

士伉儷捐贈)台幣10000

紀念聶灼垣先生夫人清寒獎學金台幣10000

越南地區 理事葉清松台幣2000、理事葉細鳳

台幣1000、理事李雅梅台幣1000；顧問葉克權

台幣1000、顧問黃瑞華台幣1000、顧問王謝蘭

台幣1000、顧問呂卿台幣1000。

馬來西亞地區 常務理事李南賢台幣1000。

印尼地區 常務理事張忠春台幣2000、常務理

事李惠英台幣500；理事李勝文台幣1000、理

事羅世宗美金100；顧問金翠萍台幣500、顧問

鄧滿華台幣500、顧問黃添福台幣1000、顧問

李紹玲台幣500。

澳門地區 理事蔡小吉台幣3600、理事施輝煌

台幣2000、理事郟順欽台幣3000、理事張貽秋

台幣1000。

澳洲地區 顧問陶昱中台幣3000。

馬達加斯加地區 理事陳玉鑾台幣500。

在台地區 常務理事張植珊台幣500、常務理事

林宴文台幣1000、常務理事高崇雲台幣1000；

理事何邦立台幣500、理事汪忠甲台幣500；顧

問張漢生台幣3000；會員黃河台幣500、會員

鄭致毅台幣500、會員黃五東台幣500、會員仇

建民台幣500、會員陳麗霞台幣500、會員龔維

軍台幣500、會員劉為一台幣500、會員郭昭伶

台幣500、會員仇繼光台幣500、會員黃詩涵台

幣500、會員何惠民台幣500。

彥  賢  義  捐 單位/元

僑   社   簡   訊



救蒼生，客家族群為了感念

女媧娘娘的恩澤，特別在天

穿日這天都會放下工作「共

唱山歌歡慶」、「用粄食祭

祀」，也因此流傳了一句客

家俗諺：「有做無做，聊到

天穿過，有賺無賺，總愛聊

天穿」，天穿日蘊含著讓大

地休養生息的意涵，更彰顯

客家人崇敬天地、尊重自然

的精神，深具文化傳承意

義。（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佛州龍舟賽

臺灣代表隊獲銅牌

佛州／ 第17屆中佛州龍

舟大賽(17th Annual Central 

Florida Dragon Boat Festival)

於3月9日在塔維斯市五墩

公園(Wooten Park, Tavares)

多菈湖畔(Lake Dora)舉

行。該活動由湖郡金三角

扶輪社主辦 (The Rotary 

Club of Lake County Golden 

Triangle)，佛州華商總會參

與協辦，僑務委員會指導，

當天活動除龍舟競技外，還

有文化節目匯演、樂團表演

和各式攤位等，充滿歡樂氣

氛。

本次比賽共有26支隊伍

參加，僑務委員會長期的

支持臺灣代表隊-Charge 

Power By Taiwan，雖不是

專業隊伍，但是仍奮力不

懈，拿到混合組銅牌。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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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客家會慶天穿

保留傳統客家習俗

布里斯本／ 澳洲昆士蘭客

家會2月下旬在布里斯本聖

心教堂舉辦慶祝天穿日晚

會，由會長陳永和、輔導會

長黃得泉及大洋洲客屬總會

總會長伍其修與理事幹部現

場烹煮可口的客家傳統美食

筵席，與鄉親來賓共享佳餚

同慶佳節，鄉親會員、眷屬

老中青幼及社團友會代表逾

250人歡聚一堂，共同慶祝

這個屬於客家人的特別節

日。

會長陳永和表示，天穿日

是客家人的傳統文化，演變

到現代的意義是透過慶祝天

穿日保留並傳承優良客家習

俗，並邀請鄉親團圓歡聚一

堂，互相拜年也為未來的一

年互動互勉。

傳統習俗上，農曆正月

二十日是「天穿日」又稱天

穿節或補天節，相傳上古時

期，水神與火神相爭，將天

空撞出破洞，女媧為免去人

間苦難，於是煉石補天，解

聖保羅／ 駐聖保辦事處3

月12日晚上召開巴西聖保

羅地區108年僑務工作座談

會，由駐巴西代表何建功主

持，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

負責人等共37人參加，就

巴西僑務工作凝聚共識、提

出興革建議，交由僑務委員

於5月中旬召開的108年僑

務委員會議上提案發言。

何建功鼓勵與會人員提出

寶貴意見供僑務委員會施政

參考，並代表政府感謝巴西

僑社長年來的付出與奉獻，

使巴西僑社成為海外僑社

「模範中的模範」。

駐聖保羅辦事處處長張崇

哲指出，很多僑民在巴西各

界默默奉獻、成就斐然，駐

處希望能夠逐一發掘這些臺

灣之光；他另鼓勵巴西僑社

著手彙整僑民近20年來的

成就並作成紀錄。

聖保羅文教中心主任詹前

校接著說明108年僑務委員

會議中心議題「匯聚僑力  

共創國家繁榮」及僑務工作

的行動策略；接著請與會人

員就與巴西僑界有關的重要

議題深入討論、提出建言。

在討論與意見交流階段，

出席人員就為臺灣爭取更多

海外友我力量、協助推動或

宣傳政府重要政策、增進僑

青參與僑社活動熱情、如何

協助推動僑胞卡國際化等重

要議題踴躍發言。

何建功表示團結力量大，

只要資源集中，長期就可看

出成果，他勉勵巴西僑社持

之以恆、提供對臺灣友善的

各界人脈，進而為政府政策

發聲。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何建功勉僑社爭取友我力量聖 保 羅
僑務座談 

巴拉圭／ 為持續支持巴拉

圭搖籃之家基金會(Fundación 

Casa Cuna)照顧400名孩童的

慈善工作，中華民國駐巴拉

圭大使周麟夫人李潔及亞松

森中華會館理事長古美桂最

近赴搖籃之家基金會第三中

心捐贈幼兒教材教具，由基

金會財務長Teresa de Torales女

士代表接受。另為分享春節

的快樂氣氛，古美桂及駐館

僑務秘書廖建勛分贈每位院

童由僑務委員會製贈的賀年

小山豬提燈，院童們也親手

做了精美的謝卡，表達對臺

灣叔叔阿姨們慷慨解囊的誠

摯感謝。

巴拉圭「搖籃之家基金

會」是慈善托育機構，目前

照顧約400名年約2至5歲，

來自低收入戶的孩童，提供

衛生與膳食照顧，協助貧

困家庭的父母能兼顧育兒及平日的工作。

Teresa de Torales感謝臺灣僑社對搖籃之家基金

會的關懷，她表示，幸獲來自臺灣的愛心，

每位院童都能在愛中健康成長茁壯。

駐巴拉圭大使館及旅巴僑社為響應巴國

第一夫人席凡娜女士(Silvana Abdo)的慈善工

作，於107年底募集來自臺灣、巴拉圭及中

南美洲臺灣僑民的愛心捐款，將資助基金會

400名院童一年份的食品及衛生用品，積極

支持基金會相關社福工作。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海外僑胞訪

旅台各潮汕（州）同鄉會

台北／今年農曆正月吉

日，海外愛國僑胞，加拿大

潮州商業總會長林主席先

生、廣東省汕頭市台港澳經

濟研究會訪問團、陳麗文團

長等一行訪問旅居台灣各潮

汕（州）同鄉會。

訪問團先後光臨中華臺灣

潮汕同鄉總會、台中市潮州

同鄉會、高雄市潮汕同鄉

會，並分別親臨台灣同鄉會

參訪致意，會中舉行座談，

餐敘、親切交流，並交換紀

念品，藉以增進鄉情友誼。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

（簡稱總會）於民國105年

起創立。依據章程確定會務

宗旨，為旅居臺灣一佰多萬

潮汕鄉親服務，關心旅居臺

灣潮汕長者。協助第二代、 

第三代青少年構築交流平

臺，順勢發展。並鼓勵潮汕

籍在校學生、總會設有獎學

金辦法。

海外愛國僑胞，承蒙各地

潮汕鄉親企業商家、潮州商

業總會等熱愛鄉親，慷慨解

囊善舉捐贈金額，按台灣各

同鄉會、團體會員來函邀請

之團拜吉日，由總會長李南

賢博士暨常務理監事等代表

至各同鄉會拜年，並代表贈

送本年度補助各同鄉會、會

務基金新台幣拾萬元。

 (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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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胞訪旅台各潮汕（州）同鄉會。(圖片由中華臺灣潮汕同鄉總會提供)

中佛州龍舟賽，臺灣代表隊獲銅牌。（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昆士蘭客家會理監事籌備客家

餐點。（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巴拉圭搖籃之家基金會感謝僑界捐贈教材教具。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何建功(立者)感謝巴西僑社長年來的付出與奉獻。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B4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提供作品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92巷14弄17號3樓

Tel/Fax：02-2921-7784  郵政劃撥帳號：19408887

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蔡豐名

李鳳藻

丁琳

楊錦雲

葉錦蓉

顏如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