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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歐洲華僑團

體聯誼會第44屆年會預定6

月28日至30日，在愛爾蘭

都柏林召開，擔任籌備會主

任委員的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駐愛爾蘭辦事處主任呂胤芳

表示，非常榮幸接辦第44

屆大會光榮任務，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鄭致毅事長將前往

與會，以具體行動支持。

丁偉星主任自法國巴黎返

台，特別在4月24日拜會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就兩個月

後召開的歐華年會，與鄭理

事長交換意見，鄭理事長表

示，舉辦任何活動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事前規畫、籌

備、連繫十分重要，尤其是

各地僑胞，花了十多個小時

飛到都柏林與會，顯見對這

項會議的高度重視，會議更

是得謹慎周延完備。

丁主任表示，歐洲的華僑

不多，但動員力強，團結力

夠，去年因各種因素沒有舉

辦，今年恢復舉辦，歐洲各

僑團及負責人更是視為年度

大事，一定會辦的有聲有

色，不會讓與會貴賓失望。

呂胤芳表示，深蒙大家厚

愛，推薦擔任44屆年會的

籌備會主任委員。為捍衛歐

華的傳統精神，團結各地僑

社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和聯

誼，誠摯地邀請和歡迎歐洲

各地僑胞參加，共享盛舉！

他說，愛爾蘭素有凱爾特

之虎的美譽，歷史悠久，有

葉慈與王爾德等文學巨擘，

又是大河之舞等踢踏舞蹈的

起源，製酒技藝更是一絕，

此地夏季涼爽，島嶼綿延

的海岸線，西有壯闊莫赫懸

崖、北有巨人玄武岩階梯等

美景，都柏林被國家地理雜

誌評選為2018最值得拜訪

的十大城市之一。

他誠摯邀請各地區華僑和

至親好友們前來團聚一堂，

互勉互勵，促進國內外各界

之聯繫，並趁此機會來愛爾

捍衛歐華傳統精神 團結各地僑社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

歐華年會6月底都柏林舉行 盛況可期
鄭理事長將親赴會 籌備主委呂胤芳歡迎各界共襄盛舉

蘭參訪遊覽。

行程初步規畫，會議結

束6月29日星期六傍晚5點

半，惜別晚宴晚上7點至9

點，6月30日星期天安排北

愛爾蘭一日遊。7月1日星

期一開始5-6天自費環島旅

遊，參加5天5夜旅遊（包

含第5晚的住宿）貴賓回程

機票建議在7月6日的任何

時段。確定會議日程已在官

網公告。

歐華年會並邀請我國駐英

大使林永樂、台大教授蘇宏

達專題講演，僑選立委童惠

珍也受邀參加，會議內容豐

富多元。

這次歐美年會，西班牙常

本會駐愛爾蘭辦事處主任呂胤芳（左）

接受鄭理事長頒贈的會旗。

本會駐愛爾蘭辦事處主任呂胤芳、德國波昂辦

事處主任楊嫚妮、駐法國巴黎辦事處主任丁偉

星、西班牙常務理事陸錦林、海外顧問陳玳

珊，均是促成本屆歐華年會的重要推手功臣。

本會西班牙常務理事陸錦林。

本會海外顧問陳玳珊。

本會駐德國波昂辦事處主任楊嫚妮。

丁偉星主任（左）與鄭理事長預祝歐華年會成功圓滿。

僑光社／ 榮獲本會108年

海外優秀青年的黃江美瑩

小姐、許偉玲小姐及林健

榮先生，分別在美國、澳

洲接受贈獎。

黃江美瑩小姐，臺灣省

人，34歲，美國紐約大學

博士，現為地產經紀。在

美國紐約的房產市場是唯

一亞洲背景的經紀，對提

升華人地位，極具貢獻。

許偉玲小姐，新加坡出

生，28歲，南澳利亞大

學畢業，現為亞太業務協

會財務會計師。熱心僑社

各項服務深獲各界人士讚

揚，對團結僑社和諧，貢

獻良多。

務理事陸錦林、本會駐法國

巴黎辦事處主任丁偉星，海

外顧問陳玳珊、駐德國波昂

辦事處主任楊嫚妮，都是幕

後推手。

歐洲中山學會第34屆年

會暨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

歐洲分會的第12屆年會，

也訂於6月28日在都柏林

市 (Dublin)召開，中心議題

是「由九合一地方選舉結

果看2020總統大選。會議

地點是：CityNorth Hotel, 

Gormanston, Co. Meath, 

Irland。

承諾加強服務僑社黃江美瑩 許偉玲 林健榮獲
頒
海
外
優
秀
青
年
獎

林健榮先生，臺灣

人，35歲，史丹佛大學

癌症生物學博士，現為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心血

管科臨床研究員。從事

心血管與疾病機轉及臨

床心臟科學方面，均有

卓越之成就，其研究論

文深獲醫學界的肯定與

重視。

對於獲選優秀青年，

三位得獎人都表示興

奮、光榮，表示今後更

將努力貢獻所學造福僑

社。

榮獲本會108年海外優秀青年的

黃江美瑩小姐（右）接受駐紐約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徐儷文代頒

的獎狀。

榮獲108年海外優秀青年的林健榮博

士（中）接受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科技組組長李君浩（左）頒

獎，右為本會聖路易主任張富容。

榮獲108年海外優秀青年的許

偉玲（中）接受國民黨海外

部主任郭盷光（左）頒獎，

右為本會雪梨主任林垂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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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

會海外青年臺胞文化研習營

一行20人，在理事長鄭致

毅帶領下，4月12日至17

日前往大陸上海、合肥交流

參訪，本次活動以「文化尋

根」為主題，以傳揚中華傳

統文化，促進兩岸青年深入

交流，拉近彼此距離，這次

參加成員有來自美國、加拿

大、緬甸、菲律賓等四大國

家地區。

主辦方上海市台辦主任李

文輝接待全團時表示，中

華僑聯總會長期致力於推動

兩岸青年交流與互動，鼓勵

臺灣海外青年來滬追夢、築

夢、圓夢，在上海發展新機

遇。鄭理事長則指出，感謝

上海市台辦每年提供青年學

生兩次參訪機會，「兩岸之

間要像杭州龍井茶，上下

流動，澎湃奔放充滿了生命

力，兩岸透過交流而才能呈

現水乳交融」

在上海期間，研習營拜訪

了上海歐美同學會，受到副

會長朱玲玲、馮丹龍熱烈歡

迎，上海歐美同學會與僑聯

總會每年互訪，建立深刻情

誼，在座談上話題圍繞臺灣

青年在滬求學、就業、創業

等問題。

上海市歐美同學會是上海

市留學歸國學人自願組織

的民間團體，也是一個覆蓋

面廣的高層次人才團體，

多年來同學會組織不斷發展

壯大；截至2018年12月31

日，上海市歐美同學會會員

人數已突破14000人，其

中海外會員800多人，分會

眾多，職能從落實政策、聯

誼交友擴展到建言獻策、舉

薦英才、民間外交和服務社

會，性質從群眾團體發展為

影響更加廣泛的人民團體。

同學會凝聚力不斷增強，影

響力不斷擴大，已經從嗷嗷

待哺的嬰兒成長為風華正茂

的青年。

同學會創立了許多品牌活

動：「中華學人與21世紀

上海發展」研討會、院士座

談會、SORSA論壇、歸國

留學人員理論研究班、海外

留學人員創業培訓班、留學

人員職業發展論壇暨名企

與海歸人才對接會、海外留

學人員社團負責人高峰論

訪古探今 近身了解大陸就業、就學現況

海外青年上海安徽參訪 收穫豐碩

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後排右五）、鄭理事長（後排左四）與全團合影(左圖)，並致贈生肖屬豬的團員豬年郵票套組留念(右圖)。

壇等。特別是近年來，同學

會不斷創新，積極開拓，成

立研究中心，努力打造特色

新型智庫；舉辦民間外交系

列活動，努力發揮廣大會員

友好交流的民間大使作用；

探索建立留學人才庫服務系

統，努力團結吸引更多海內

外留學人才。

螞蟻計畫協助兩岸青年

「創新創業」

參訪團也參觀了上海市

城市規劃館，瞭解上海城市

發展現狀和未來規劃；拜訪

螞蟻創客小鎮，瞭解滬江、

螞蟻計劃發展歷程。來自臺

灣的螞蟻創客代表—Penny 

STEAM的負責人楊老師現

場分享自身企業以及來大陸

創業，螞蟻平臺提供的幫助

等。高橋螞蟻創客小鎮基地

負責人王玉明對鄭理事長一

行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並簡單介紹了滬江、螞蟻計

劃發展建設成果及今後的發

展目標和規劃。重點介紹了

螞蟻計劃成立四年以來，圍

繞兩岸青年「創新創業」所

開展的工作，同時也希望雙

方在教育、文化、經濟等領

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

理事長鄭致毅表示，深刻感

受螞蟻計劃濃厚的創新創業

氛圍，今後大力推進雙方青

年之間在文化、教育等交流

機會。

研習營一行離開上海搭乘

高鐵赴安徽合肥參訪。

在合肥期間，安徽省台辦

主任劉泉、青年團安徽省委

書記孔濤、省僑聯主席吳向

明、省台聯會長陳清海等領

導接待了研習營一行，上海

市台辦副主任王立新、海外

處程麗娜博士全程陪同。

青年團安徽省委書記孔

濤、省僑聯主席吳向明與鄭

理事長是多年好友，見到鄭

理事長率團來訪，熱烈歡

迎。                     (文轉A3)

上海市歐美同學會副會長朱玲玲（前排右二）熱情接待團員。 安徽省僑聯主席吳向明（前排右五）見到老朋友鄭理事長（前排左四）帶團來訪，十分

開心，前排右二王立新副主任，右三龔維軍處長。

安徽省台辦主任劉泉（前排中）歡迎本會組團參加安徽省文化月活動，左三鄭理事長，左二龔維軍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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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A2)

鄭理事長指出，人生三大

喜事其一是他鄉遇故知，見

到多年好友，激動心情不言

而喻。他致詞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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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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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僑聯搭建平台

深化交流

他接著表示，兩岸僑社往

來互動愈趨緊密，在振興中

華的前提下，不論僑社背

景，中華僑聯都願意主動與

之往來。求同化異是兩岸的

共識，多多往來溝通，同的

部分，就會愈來愈多，異的

部分就會愈來愈少。目前兩

岸僑聯所搭建的平台兩岸僑

聯和平發展論壇，深化兩岸

訪古蹟看科技新創

體驗徽省人文薈萃震古鑠今

2014年5月29日到6月7

日，信陽市豫劇團二度來台

公演，分別在花蓮新城鎮安

宮、台南新營同濟宮、南投

名間大賢宮、新北市新店太

平宮、桃園大園福隆宮、

基隆文化中心、台北228公

園、宜蘭冬山聖福廟等，演

出8場。

他表示，連續兩年演出的

效果很好，達到了許多效

果，其中最重要的是透過戲

劇的演出和歷史故事的披

露，讓民眾知道開漳聖王陳

元光的歷史，相當程度的扭

轉了許多信徒對開漳聖王的

種種錯誤認識，也進一步了

解了開漳聖王陳元光事實上

是來自於河南光州固始。

信眾們都認為這是一次有

意義的公演，尤其是大陸藝

術團體首次直接到最基層的

民間，向鄉民信徒近距離接

觸訴說開漳聖王陳元光的故

事，實在感人至深。從臨場

的影響來看，影像力是巨大

的，是震撼的也是深遠的。

研習營同時把握時間參觀

了安徽省博物館、劉銘傳故

居、李鴻章故居以及科大訊

飛互聯網企業，領悟安徽歷

史文化豐富，人文薈萃；感

受到先賢建台的篳路藍縷，

體會歷史之重；觀看智慧世

界的神奇運用，體驗未來科

技發展的奇妙。

雖然只有短短6天行程，

但參訪內容琳瑯滿目，有科

技、有文化、有都市發展，

團員對於到大陸就業、就學

有了進一步認識，此行可謂

成果豐碩、收獲滿滿。

僑界交流密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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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濤書記回憶2009年，

中華僑聯總會邀請中國僑聯

前林軍主席首度以正式身份

組團來台參訪，與本會就僑

務工作合作展開協商，雙方

簽署加強合作交流協議書，

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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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邀請林軍主席來台，

很多人以為是句玩笑話，有

的人則視為「不可能的任

務」，但有志者事竟成，鄭

理事長時任秘書長，每天一

上班就到內政部移民署坐鎮 

緊盯參訪團團員入台證申辦

進度，直到最後一刻全體團

員入台證核發，才鬆一口

氣，這一切得來不易。這次

是兩岸僑界交流被喻為「破

冰之旅」。

鄭理事長在拜會安徽省青

年聯合會，見到安徽省戲劇

家協會副主席潘昱竹指出，

在連繫兩岸血緣、傳揚中華

文化方面，歷年均在大陸舉

辦的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

也由於僑聯總會的大力推

動，兩度在台北舉辦大型河

洛文化學術研討會、連續兩

年邀請河南省信陽市豫劇團

來台在開漳聖王宮廟公演陳

元光大將軍歷史劇，更多次

邀請開漳聖王廟信徒前往河

南固始開漳聖王故居參訪尋

根，體現僑聯總會傳揚中華

文化的努力與兩岸同根同源

「一脈相承」的血緣和文化

繁衍的關係。

2013年5月12日至19

日，信陽市豫劇團來台公演

「開漳聖王陳元光」，在台

灣的8天之中，共演出5場，

其中最後一場在台北市國藝

中心演藝廳進行藝術演出，

其餘4場分別在宜蘭永惠

廟、南投草屯陳府將軍廟、

雲林斗六福興宮及高雄鳳山

鳳邑開漳聖王廟的廟埕進行

傳統演出，直接與開漳聖王

信徒做近距離的接觸表演。

參訪團參觀李鴻章（左圖）、劉銘傳（右圖）故居，像進入歷史長廊。

安徽省青年聯合會在孔濤書記(二排右八)帶領下與參訪團進行深度交流。 在科大訊飛集團，團員體驗互聯網科技蓬勃發展。

在螞蟻小鎮參觀，交流話題圍繞兩岸青年創新創業所開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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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駐澳洲柏斯齊金龍主

任，４月2日上午拜會鄭致

毅理事長，齊主任表示，雖

然人在澳洲，心繫台灣，對

於國內政情十分憂心，他

期盼鄭理事長率領的僑聯總

會，帶領海內外僑胞持續走

在正確的道路，團結僑力，

壯大國力。

齊主任這次回台，是參加

在國軍英雄館舉行的亞洲

論壇，他代表大洋洲出席

會議，並利用與會期間回

到娘家與老朋友敘舊。齊

身在澳洲 心繫台灣 積極參與本會海內外活動

齊金龍蒞會 籲請僑聯加強團結僑力
廖書蘭受邀中研院學術演講 強調將更致力傳揚中華文化

主任積極參與本會海內外活

動，舉凡國內華僑節大會及

一日遊活動，海外兩年一次

在菲律賓馬尼拉、泰國曼谷

的海外理事會，齊主任都不

遠千里參加，在發表僑情報

告時慷慨激昂，對於國家的

熱愛不時熱淚盈眶、無法自

己，令與會人士動容。

鄭理事長說，僑聯總會是

國內僑團領頭羊，他身為理

事長帶領僑團走在正確道

路，方向與目標一致，僑聯

永遠在承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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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敞開

大門，廣納各方俊彥，他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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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凝聚僑心、繁榮僑社、

傳承文化的主力，期能不負

本會創會宗旨。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香港地區常務理事廖

香港／ 中華僑聯總會香港辦事

處，為凝聚各友我僑彥，加強聯

繫，特於3月28日晚上7時30分在

香港九龍倫敦大酒樓四樓禮堂舉辦

「中華僑聯總會香港辦事處新春聯

歡餐會」。出席僑彥及各大社團首

長等人數達百人，在簡單而隆重之

大會儀式中，有頒發聘任證書、獎

狀等，更有大量現金紅包抽獎及卡

拉OK歌唱助興，而每位參加者均獲

發禮物包。聯歡餐會更有特別有來

自美國好友，聞風而至有僑聯總會

常務理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張

學海先生及中華民國前

僑選立法委員關沃暖先

生參與，共襄盛舉，大

會充滿新春氣氛，場面

熱鬧。

餐會中，香港辦事處

主任梁昌求致歡迎詞時

指出，感謝各僑彥熱心參與及支持

總會，更期望大家多提寶貴意見及

參與會方各項活動。僑聯總會成立

至今已67年，一直以聯繫世界各地

僑團及僑彥，服務僑胞，支持中華

民國政府，發揚中華文化及服務僑

生等等為宗旨，成績有目共睹。更

感謝各位僑彥蒞臨參與，期望日後

加強與辦事處聯絡，積極參與總會

及辦事處之活動。

大會儀式簡單而隆重，餐會過程融

洽熱鬧，在歡樂氣氛中圓滿結束。

歡迎高雄市長韓國瑜訪美 僑社熱情奔放
•(上圖)北加州大專同學校友會歡迎韓國瑜市長伉儷（後排右

五、六），後排左二、三是本會李學英常務理事伉儷，前排左

一、二是本會楊昆山常務理事伉儷。

•(下圖)童惠珍立委（右）與本會賴李迎霞主任參加洛杉磯台灣

同鄉聯誼會歡迎韓國瑜市長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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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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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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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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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會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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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處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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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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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蘭3月29日下午蒞會，由

黃五東秘書長代表鄭理事長

接待。

廖常務理事是受邀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3月

27日在該所檔案館第二會

議室以「被忽略的主角—新

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

文化承傳」為題，發表學術

演講。

《被忽略的主角》是廖常

務理事推出的新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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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受邀中研院演講，廖

常務理事覺得十分榮幸，也

樂與總會分享，黃秘書長除

向她表達賀意，也期待她持

續為傳揚中華文化而努力。

梁昌求主任（右二）與本

會張學海常務理事（左

一）、前立委關沃暖（左

二）等人合影。

鄭理事長（右三）歡迎齊金龍（右二）主任蒞會，右一黃五東秘書長、左三羅鳳英理事、左二謝偉常務理事、左一

龔維軍處長。

廖書蘭常務理事（左）與黃五東秘書長合影。

單位/元

彥  

賢  

義  

捐

李南賢先生獎學金台幣5000

緬甸地區 理事龔學鏗台幣1000，顧問龔春生台幣10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張人睿台幣10000。

加拿大地區 理事朱國琴台幣3000。

澳洲地區 常務理事齊金龍台幣5000，理事金義澳幣100。

在台地區 顧問邱炫煜台幣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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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 初中組銀牌獎

王悅含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

迎向希望的明天                 

朝陽初昇，萬物在黑夜的寂靜中開始蠢蠢欲

動，天空被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砂金色，像是青澀

舞女身上圍著的金色薄紗，帶著些許羞澀的意

味，但卻仍舊擺動著腰肢，大片的輕紗旋轉著，

渲染了半邊藍天。

走出門外，若昨天是雨天，今日仍能看到樹枝

上的水滴，沙泥地裡的水窪和一些濕潤的氣息；

若昨天是晴天，就可以看到小孩子們在沙地裡踢

著足球；若是走得急一些，跑起來的話就可以感

受到早上的風獨特的氣味了。

這是我所喜愛的清晨，是從昨天所祈禱的，一

個生機勃勃也充滿著希望的明天。

坐上電車後，這繁忙的一天才算是正式開始，

做為應考生，車上可以做很多事情，無一例外是

與學習有關。多背幾個單詞，多看道例題都是寶

貴的。魯迅曾經說過「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擠

一擠總是會有的。」我想我正在切身實踐著這句

話。到了夏天，車廂內又悶又熱，基本上看不進

去，就需要屏息凝神仔細看，這個時候就能感覺

到汗珠從額頭開始緩慢地向下滑動，這時候就需

要趕緊擦一擦，不然就會一直滑到臉頰。

到了學校，碰上同學們，聊的話題也逐漸從小

吃、偶像明星等轉到了高中、學習，平常一下課

就跑出去的人也漸漸定定了下來。畢竟課間十分

鐘可以做好多事情，實在不行，為了下一節課儲

備一些精力的話，瞇一會也可以啊。

眾多的課業中，體育課是我覺得最快樂的時光，

大家可以盡情在操場上玩鬧，釋放一些壓力。

放學了，同學們呼啦一下四散開來，走得急是

因為有補習班，要回去背書，回到家裡草草吃了

飯了事，就又要趕去補習，少則八點多則十點，

返回家裡洗漱上床，睡覺前還要背幾個單詞。

此時我站在白畫與黑夜的臨界點，今天與明天

的交界處，我無法沉默回避，唯有前進奮鬥。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江上下而求索。」我仍希

望明天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明日，綴滿鮮花，乘滿

笑臉，前途光明。

想到這裡，我閉上了眼，墜入夢鄉。

書法小學組銅牌

戴善孄 比利時華僑中華學校 

書法中學組銅牌

謝弦佑 巴西聖儒華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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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鈴高難度的拋接動作，獲得參觀民眾熱烈喝采與掌聲。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B2
參加西雅圖國際兒童節嘉年華及邁阿密世界文化日活動

扯鈴、剪紙、摺紙 臺灣童玩文化大放異彩

僑   社   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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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 第十屆西雅圖國

際兒童節嘉年華會4月6日

至7日在地標太空針塔旁兒

童中心舉行，計有臺灣、日

本、韓國、緬甸、印度等

43個國家於會場中設攤展

示各國族裔文化特色，並在

主舞臺表演民俗舞蹈與技

藝，參觀民眾與小朋友計約

上萬人次。

經諮詢導師王秀珍及鄭世

芸的穿針引線，西雅圖青少

年文化志工（FASCA）學

員除在主舞臺表演扯鈴與舞

蹈，並設攤宣傳臺灣觀光、

剪紙、摺紙等童玩紙藝、扯

鈴及中文姓名現場揮毫，駐

足參觀民眾及小朋友絡繹不

絕。西雅圖文教中心主任陳

敏永專程到場致意，對於會

場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

各國國旗並列，不但以國旗

布置攤位四周，並明顯標示

「Taiwan」，感謝FASCA

老師、家長志工及學員積極

宣傳臺灣多元文化的用心。

西雅圖國際兒童節嘉年華

活動是由華盛頓州旅美土

耳其文化協會於2010年所

創辦，緣由可回溯於1920

年4月23日土耳其國會的

建立。土耳其國父Mustafa 

Kemal Atatürk深信，國家的

未來寄望於下一代，於是宣

布4月23日不僅是土耳其的

國慶日，亦是兒童節。為彰

顯土耳其國父的理念，並帶

動西雅圖當地社區共同參與

國際兒童日，華盛頓州旅美

土耳其文化協會於2010年

起，每年舉辦西雅圖國際兒

童節嘉年華會迄今。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邁阿密／ 珊瑚泉中華文化

協會最近參與布羅瓦郡珊瑚

泉市（Coral Springs）舉行

的「世界文化日」（World 

Fest)活動，珊瑚泉中華文

眾眼前為之一亮。僑務促進

委員陳運全指導遊客練習打

陀螺，吸引孩童們圍觀，看

著地上不停打轉的陀螺，個

個躍躍欲試；文化教師張曉

蕾在豔陽下示範各種花式扯

鈴，小助教更是手把手帶著

孩童練習，讓來訪的遊客們

個個看得目不轉睛，而珊瑚

泉中文學校的學生更至中央

舞臺表演花式扯鈴，扯鈴在

他手上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不停地上下翻騰，精湛的表

演讓觀眾對於中華文化更加

著迷。

文化教師涂清珍與李素

娜，除了為遊客書寫中文姓

名外，並教授簡單漢字，讓

遊客大為讚賞，表示華文字

體實在很美。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佛州珊瑚泉市世界文化日，中華文協大秀才藝。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溫哥華／ 加拿大越棉寮華裔聯

誼會4月6日於溫哥華舉辦第40週

年會慶暨春季聯歡舞會，由主席

劉建德主持，駐溫哥華辦事處處

長陳剛毅、僑務組長夏基陸、政

務副組長陳進益及僑務秘書江佳

慧出席、國會議員關慧貞、黃陳

小萍、Kerry Diotte及包括加拿大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會長葉廣昌、

行政會長陳平、全加中華總會館

理事長鄧華一、會館榮譽理事長

馬玉駿，副理事長程建宏、常務

理事王龍京、劉建德、何秀繁、

鍾正明、韓魯秀、王黛玲，以及

來自卡加利等各埠越棉寮僑團代

表、本地會員等約400人參加。

活動於高唱加拿大國歌後開

場，接著全體向上月辭世的名譽

主席藍樹河默哀一分鐘，表達對

其一生致力於推動該聯誼會的貢

獻致敬。劉建德表示，越棉寮僑

胞當初很多是因逃難而來到加拿

大，一直以來都受中華民國政府

非常多的幫助，聯誼會始終堅定

支持中華民國。他也提到，今年

10月世界越棉寮大會將在溫哥華

召開，聯誼會已開始辦理各項籌

備工作，期望能順利達成使命，

辦好這次活動。

陳剛毅以粵語讚揚聯誼會一向

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崇尚民主自

由，並推崇聯誼會在促進僑民福

祉和提升華人形象等各方面的努

力與貢獻。

接著由越棉寮鄉親上台歌唱及

表演舞蹈，場面熱鬧溫馨，劉建

德也上台高歌一首粵語及國語歌

曲，獲得滿場熱烈掌聲，在溫馨

熱鬧氣氛中共同歡度美好的春季

週末時光。（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化協會於會場推廣漢字、陀

螺與扯鈴，吸引來訪遊客駐

足與親身體驗。

活動一開場，由珊瑚泉中

文學校的六位學生帶來精彩

的舞獅表演，他們更別出

心裁，將舞獅與西方流行樂

曲結合，新潮的舞步，讓觀

加拿大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40週年會慶

與會來賓合影。（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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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賓威中華公學

將籌辦校慶聯歡

墨爾本／ 座落於墨爾本東

南區的「史賓威中華公學家

長委員會」，最斤在史賓

威市郊的Vegie Bowl素食餐

館，召開了全體理監事聯席

會議。

莫華理事長首先致歡迎

詞，略述召開聯席會議的主

要議題後，繼由該會副理

事長兼副校長蘇雪梨、代分

發由會計師打印的財務報告

表，財政陳世愷理事即時回

答各理事們對年度開支的種

種提問。

有關教導繁體字與簡體字

的選擇，經過討論，全體通

過新學期開始，將同時用

繁、簡兩類字同時教學。並

通過理監事會分組，每週到

學校輪班值日，可與師生們

交流。今年適逢創校三十五

週年，經熱情討論如何慶祝

後，理監事會全體 同意籌

辦慶祝聯歡晚會。請莫華理

事長擇日後，再分配籌備聯

歡晚宴的事務。

中華公學全年招生，新生

可以插班，有意讓兒女學

習中文的家長們，請隨時

致電或查詢：楊校長 0450 

723 088、蘇雪梨副校

長：0412 642 178 ，中

華公學校址: 24 Erica Street 

Springvale Vic. 3171(Spring 

Parks Primary School-West 

Campus)/9546-6402(週六

全日)（文稿由黃玉液提供）

華府青年文化大使協會

舉辦布袋戲文化研習

華府／ 為促進青年文化志

工對臺灣民俗技藝之瞭解，

大華府地區青年文化大使協

會（FASCA）4月13日在

華府文教中心舉辦布袋戲文

化研習活動，約20餘人參

加。

研習活動由董淑媛及蔣宜

娟2位諮詢導師主持，首先

由蔣宜娟介紹布袋戲的歷

史、臺灣知名布袋劇團及基

本功的操作，接著由董淑媛

教導如何製作布袋戲偶，學

員們各個發揮想像力，創作

出具有個人特色之布袋戲

偶；最後讓學員們分組表

演，進行角色扮演、實地練

習，學生們個個興致高昂，

現學現賣以中英文口白操演

戲偶，現場趣味橫生，笑聲

連連，不僅加

深對臺灣多元

文化印象，更

實地體驗布袋

戲特有的表演

藝術。（轉載

自宏觀電子報）

學員們分組介紹戲偶角色並上台表演，玩得不

亦樂乎。（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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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梨 ／ 原 位 於 雪 梨

Eastwood地區的愛呷囝仔擴

大營業，於本店的隔壁店鋪

開設臺式滷味專賣店，秉持

著愛臺灣的心，即日起提供

九折優惠予僑胞卡持卡人，

期望讓雪梨地區僑胞能品嚐

最道地的臺式國民小吃。

雪梨文教中心主任吳春芳

4月9日前往參觀並品嚐店

內招牌菜餚，並親送僑胞卡

特約商店識別貼紙及僑胞卡

樣張，對於店內佈置臺灣元

素陳設以及提供各類臺式口

味美食佳餚給予高度讚許，

同時也感謝業者提供僑胞卡

持卡人的消費優惠。業者表

示，為開設臺式滷味專賣

店，歷經長時間的精心籌

備，從湯頭、食材用料及店

面設計裝潢等，目的就是要

讓更多人品嚐充滿臺味的經

典小吃。

吳春芳並表示，目前雪梨

地區的特約商店以餐飲業居

多，將繼續挖掘本地各行業

的臺商企業加入特約商店，

同時也歡迎業者毛遂自薦，

期盼越多特約商店的加入能

吸引僑胞申辦僑胞卡的意

願。僑胞卡申辦方式是，請

攜帶澳洲護照正本或澳洲

PR證明或已加簽僑居身分

之中華民國護照(現場影印

證件)至中心填寫申請表，

審核通過即當場發卡。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雪梨／ 甫於今年年初開

張的臺式餐館阿雞師Master 

Chicken 近日內也加入僑胞

卡海外特約商店的行列，提

供僑胞卡持卡人享有85折

優惠，希望提供雪梨地區僑

胞道地的臺式便當及小吃。

雪梨文教中心主任吳春芳

4月2日前往參觀並品嚐店

內招牌菜餚，並親送僑胞卡

特約商店識別貼紙及僑胞卡

樣張，對於來自臺灣的年輕

子弟於本地創業給予高度讚

許，同時也感謝業者提供僑

胞卡持卡人的消費優惠。業

者表示，為圓創業夢，先前

已於雪梨EASTWOOD地區

擺設美食攤位，累積經營經

驗與資金後，一步一腳印從

店面選擇、內外裝潢、餐點

設計以及行銷等籌備作業，

最終於雪梨市中心開張首間

店面，期望能於雪梨地區餐

飲業一級戰區脫穎而出，讓

更多人品嚐臺灣道地美食。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吳春芳(左二) 頒贈僑胞卡特約商店識別標章及僑胞卡張樣予業者。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臺客滷味加入僑胞卡特約商店 
       雪梨飄香臺灣味

西雅圖僑校舉辦成語比賽

展現教學成果

西雅圖／ 為深耕海外鄉親

二代子弟正體漢字教育，美

西北區華文學校聯誼會6日

於西雅圖文教中心舉辦108

年度正體漢字文化節系列活

動「成語比賽」，駐西雅圖

辦事處處長范國樞、文教中

心主任陳敏永、僑務諮詢委

員林昭宏及西雅圖慈濟人文

學校校長王慧婷等來賓出席

頒獎典禮，參賽學校師生及

家長計30餘人出席。

此次成語比賽是由西雅圖

慈濟人文學校主辦，比賽分

成低、中、高年級及團體

組，題目以簡報圖片，搭配

出題老師朗讀題目內容後，

參賽同學按鈴搶答，由來自

明遠中文學校、梅爾溪中文

學校及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

的三位老師擔任評審，確認

參賽同學答案之正確與否。

頒獎典禮宣布各組獲獎同學

名單同時，亦顯示各僑校平

時的教學成果。

范國樞感謝各僑校教職員

致力正體漢字教學的辛勞，

期盼學生家長亦共同致力海

外華語文教育。陳敏永強調

僑教為僑務工作之根本，提

升海外華語文教育水準，是

國家軟實力的展現。深盼未

來繼續共同為海外二代子弟

的華文教育而努力。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土耳其臺灣留學生訪滿納海

國際學校 藉擁抱散播希望

伊斯坦堡／ 來自土耳其安

卡拉及伊斯坦堡的臺灣留學

生共十多位，4月14日參觀

位在伊斯坦堡蘇丹家濟的滿

納海國際學校，這所專為敘

利亞失學兒童所成立的學

校，嘉惠了3300個學生，

包括學齡兒童以及週末的成

人掃盲班及週末班等。

當日適逢每月一次的慈濟

發放活動於滿納海學校擧

行，慈濟基金會在這裡每個

月補助6000多戶的貧困家

庭，讓難民生活得以維持下

去。每次發放前都會讓敘利

亞鄉親先唸誦古蘭經，接著

由教長以阿拉伯文講道理給

底下坐著的同胞聽，最後才

是發放補助金。

臺灣學生穿

上志工背心，

用雙手將補助

金給他們後再

給他們一個溫

暖的擁抱、親

親臉頰，彼此感激的情續透

過行動傳達到彼此的心裡，

此時不再有國籍與膚色的區

別，只有溫暖的愛在流轉。

來訪的學生們觀看影片，

慈濟志工為他們解說幫助的

起源，並透過實際行動來表

達關懷。學生張弘豪說第一

次直接面對面交流很震撼，

雖然以前知道敘利亞難民，

但是只限於知道，今天透過

擁抱可以感受得他們感激的

眼神與心意，意義非凡。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爪哇留臺同學會週年慶

僑界共襄盛舉

中爪哇／ 爪哇留臺同學會

於4月6日在三寶壟舉辦週

年慶晚會，駐印尼代表處僑

務組秘書許俊湧、僑務委員

周宗和、僑務諮詢委員莊丕

龍、彭春源、中爪哇臺灣工

商聯誼會理事長郭文賓、三

寶壟客家公會主席曾瑞忠，

以及印尼留臺校友會聯合總

會總會長江澤民、雅加達留

臺校友會會長劉俊逸等留臺

校友約百人出席與會。

中爪哇留臺同學會會長楊

啟仙感謝三寶壟地區僑界及

專程自雅加達前來的江澤民

等人對於中爪哇留臺同學會

的支持與祝賀，楊啟仙表

示，同學會自2001年成立

以來，在陳偉明與張境城

等歷任會長及先進們的努

力下，已逐步扎下基礎，未

來同學會將在更多留臺校友

新血的注入下，持續協助臺

灣推動僑生政策，鼓勵更多

優秀華裔青年到臺升學與參

訪。

許俊湧在活動中除感謝楊

啟仙及團隊對於政府僑生工

作的支持協助外，也請大家

把握本年僑生技職專班最後

申請期限，鼓勵更多華裔青

年踴躍報讀，另預告海青

班即將於7月中旬起受理申

請，屆時請持續協助相關宣

導活動；僑務組同時鼓勵在

座僑胞踴躍申請僑胞卡到臺

觀光旅遊消費。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菲華文經總會烹飪班

以美食會友

馬尼拉／ 菲華文經總會婦

女工作委員會4月6日舉辦

第38次烹飪研習班，吸引

30餘位僑胞報名參加，並

邀請菲律賓名廚楊宜楠、馬

娜羅多及葛古利佑等三人擔

任講師。僑務委員蔡婉兒及

菲華文經總會副祕書長蔡

懷強、副財政主任陳惠娥等

人，也均到場聆聽。

菲華文經總會婦女工作委

員會主任林楊雪芹代表菲華

文經總會感謝楊宜楠、馬娜

羅多及葛古利佑在百忙中抽

出寶貴時間教導大家烹煮美

食，希望學員們能用心聆

聽，學以致用，並且以美食

會友。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西雅圖僑校舉辦成語比賽，展現教學成果。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台灣學生傳達愛心到伊斯坦堡的滿納海國際學校。（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爪哇留臺同學會週年慶，場氣氛熱烈。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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