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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聯舉辦韓國瑜見面會 百餘位僑胞熱情參與
鄭致毅：感佩韓市長喚醒大家心中國魂
韓國瑜：海外華僑是中華民國最重要後盾

僑光社／台北 為支持響應

高雄市韓國瑜市長「人進

來 貨出去 高雄發大財」拚

經濟口號，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以實際行動，促進高雄旅

遊產業發展，舉辦「韓市長

見面會暨 『三山』二日參

訪」活動，獲得海內外百餘

位僑胞熱情支持。

5月6日下午全團到達高

雄巿政府鳳山行政中心拜會

巿長韓國瑜，韓市長見到僑

胞不遠千里來到高雄，喜悅

之情全寫在臉上，韓國瑜先

感謝僑胞在他出訪期間大力

幫忙，接著詢問在場僑胞

多少年沒有來到高雄，他

很驚訝來訪的僑胞，超過

一半有20、30年沒有來高

雄，現這麼多僑胞來訪，

對高雄不管是宣傳或觀

光，都是一劑強心針，希

望廣大海內外僑胞們號召

親朋好友，能多來高雄旅

遊觀光，一同感受高雄崛起

的魅力。他表示，五千萬的

海外華僑，是中華民國最重

要的後盾，最大支持力量，

僑胞對中華民國的熱愛，遠

超過一般人想像，我們發自

內心感謝僑胞朋友，隨時迎

接、歡迎回到台灣，旅遊、

探親，永遠要把感情，很濃

烈、熱情的維護下去。 

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指

出，大家對韓國瑜深具信

心，相信他能夠改變中華民

國的命運，在現場很多人拱

韓選總統，韓雖然無正面回

應，不過韓國瑜拜託大家，

明年一定要回來台灣投票，

依舊獲得滿場熱烈掌聲。

韓國瑜市長去年當選高雄

市長後，「韓流」魅力席

捲海內外，他接連出訪港

澳與美國，各地僑胞從四面

八方湧到，就是想見上韓市

長一面。僑聯總會為讓僑胞

「圓夢」，自今年3月就開

始召集各地僑胞舉辦「韓市

長見面會暨 『三山』二日

參訪」活動，短短時間就有

百餘位僑胞報名，僑胞有來

自美、法、馬、泰、港澳、

菲律賓、南非、馬達加斯加

等，鄭致毅表示，原來訪人

數是110人，加上資深主持

人田文仲也來，剛好是111

人。韓國瑜問，「3個1」

懂不懂什麼意思？大家異口

同聲說「懂」，再問回不回

來投票？全場大聲回應一定

回來台灣投票。

鄭理事長致詞時表示，在

中華民國這塊土地，過去

已很久沒看到中華民國國

旗，自從韓市長投入市長

選戰，在各地造勢，都是

旗海飄揚，拿著國旗是榮

譽是驕傲，是韓市長喚起

心中這份國魂與黨魂。鄭

理事長說，雖然僑胞身在

海外，但心繫國家，愛國

心不輸國人，鄭理事長當

面送上邀請函邀請韓市長

出席今年10月12日在台北

國軍英雄館舉辦的華僑節

慶祝大會，與600位來自海

內外各地僑胞同心同力支

持中華民國。

這場拜會，還有多位貴賓

陪同出席，包括僑選立委童

惠珍、高雄市議員童燕珍、

陳若翠等。韓市長更盛讚童

委員在僑界的人脈豐沛，韓

市長說，在美國出訪期間，

見到童委員在僑界的用心經

營與服務熱忱，能夠擔任僑

選立委是海外廣大僑胞之

福。

鄭致毅在接受媒體聯訪時

大力稱讚韓國瑜凝聚起海外

僑胞的心，並提到這次前來

拜會就是希望鼓勵韓市長更

上一層樓。鄭致毅說，這次

大家一起來，就是希望用行

動來支持，鼓勵韓市長繼續

往前走一步，中華民國未來

需要他。 

面對近期黨內初選的紛

爭，鄭致毅認為，目前「勝

選」擺在第一順位，國民黨

認為誰會勝選，那就推誰出

來，黨一定要提出一定勝選

的強棒，中華民國未來才有

出路。 

韓市長與僑胞座談交流

後，代表各地區僑胞別與韓

市長合影，現場僑胞仰慕韓

國瑜，爭相卡位，不斷高喊

“選總統、救台灣”口號，

會場內氣氛十分熱絡。

（相關報導刊A2 A3 A4版）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5月6日拜會韓國瑜市長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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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致毅理事長、黃五東秘書長、龔維軍處長、郭昭伶主任、黃詩涵高專、

仇繼光高專

李學英 、王東平、楊泰鵬、陳曉蕙、賴李迎霞、徐成林、彭嘉黎、李卓龍、

秦力利、方強宗、蔡淞雨、羅香齡、楊圭如、劉以幸、莊人偉、茅霞萍、呂

振偉、賴雅嵐、張學海、鍾  厚、詹  怡、陸懋業、秦力勝、翁雅玲、周  華

曾曉蓉、趙久泰、趙寶玲、胡美珠、李  晧、周恆君、吳保榮、趙先梅、劉

子淵、莊秀英、朱瑞蘭、沈國鈞、王美玲、徐  鳴、林淑玲、彭䧍平、黃素琴

尤裕質、李春蓮、楊清河、施文場、邱榮豐、洪質元、陳棋垣、曾彬彬、

劉京、王德林、蔡祖偉、陳爽爽、施輝煌、陳細明、邱國勇

梁昌求、張  珍

蔡聰敏、李棟國、張淑美、陳文標

劉揚竣、周漢寧、黃建銘

黎愛珍、郭   菲、洪詩盈、周玉蘭、 周玉珍、珠氏秋

張忠春、沈惠英、李惠英、金翠萍、李勝文

楊惠珍、官家詠、楊美霖

黃群娣、楊雪芬、陳玉雲

莫瑞群、利少英、曾肖玲

李南賢、李林小蘭

龔丕堯

陳玉鑾

陳源淵、楊敬瑄、彭振芳

前立委孫國華、孫唐梅玲、劉南、蘇惠瓊、劉宗明、許振旺、何淑貴

張文娟、江寶珠、維格餅家孫國華董事長、名主持人田文仲

謝   偉 總計111人

韓市長拱手感謝，熱情歡迎海內外僑胞來訪，興奮之情寫在臉上。

鄭理事長致詞表示韓市長喚起大家心中國魂。

鄭理事長（左四）率黃五東秘書長（左三）、龔維軍處長（左二）拜會韓市長（右四），邀請他參加

今年華僑節大會，右三是童惠珍委員，右二是童燕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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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亞洲僑胞返台感受韓流魅力 

媒體爆量採訪 網路同步播放訊息 

韓市長推崇僑聯凝聚僑心有功

僑光社／台北 5月6日這場111位僑胞與韓市長

見面會，吸引20多家電子與平面媒體採訪，市

政府前多輛SNG車LIVE直播，僑胞陸續到達會

場，會議室外媒體堵訪韓市長，拜會結束後，媒

體一窩蜂衝進會議室，拉著鄭理事長及海外各地

區僑胞代表訪問，僑胞熱情也感染媒體，媒體都

說，這是在國內第一次感受僑胞的熱力四射。

由於媒體即時直播，網路同步播放，海外許多

僑胞都看到這則報導，紛紛以通訊軟體或電話，

表達對僑聯總會支持，並對鄭理事長凝聚僑心、

厚植僑力表示敬佩與感謝。

歡聚晚宴

一天拜會結束後的晚宴，鄭理事長特別邀請僑

選立委童惠珍、高雄市議員童燕珍、陳若翠及

代表韓市長出席的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長王淺秋等

等蒞臨，與僑胞聯歡，酒酣耳熱之際，童燕珍、

陳若翠議員及王淺秋局長都高歌一曲，大家祝賀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參訪維格餅家

百餘名僑胞在拜會韓市長後，經由前立委孫國

華引薦，全團抵達高雄維格餅家觀光工廠，體

驗DIY自製鳳梨酥。維格餅家孫國華董事長，既

非餅店後代，也不是烘焙出身，卻靠一顆鳳梨酥

走紅旅遊市場，被業界形容是「台灣最會賣鳳梨

酥」的人。

在韓國瑜市長當選高雄市長第二天，孫國華董

事長說要將總部搬到高雄，他說，2015年就看

好高雄得天獨厚，投下公司最大投資案5億元在

高雄設觀光工廠，但2016年因為政黨輪替「悶

了」2年，這次應有「噴井式爆發」。

孫國華表示，台灣是海島，北部觀光已成熟，

近年沒有新景點、新作法；而高雄有小港機場，

又最接近東南亞，有得天獨厚優勢，因此三年前

就在高雄設觀光工廠，更預計展店，他說，這次

韓國瑜上台，有望再回到三年前榮景，因此投資

持續擴大，他預期高雄會有「噴井式爆發」，

期待營業額趕上北部，可以招攬高雄在地人才，

而他這麼做也是響應支持韓市長北漂青年返鄉的

「拋磚引玉」。（相關報導刊A3 A4版）

僑胞拜會韓市長，吸引爆量媒體採訪，出動SNG車現場連線。

僑胞參訪團塞爆高雄市政府會議室，充滿熱情期待。

僑胞與韓市長大合照。

韓市長贈送鄭理事長紀念杯，歡迎大家常來高雄觀光投資，

右一童惠珍立委，左一陳若翠市議員。

鄭理事長贈送韓市長紀念品，祝福高雄市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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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代表團在本會休斯頓主任賴李迎霞召集下組團回國拜會。

休斯頓賴李迎霞主任回台索取韓

市長簽名。韓市長胸前所戴是南

加州陸軍官校同學會贈送的關公

玉石項鍊。
本會洛杉磯常務理事張學海（右），代表南加州陸軍官校同

學會贈送韓市長關公玉石項鍊。

法國代表團曾曉蓉(右七)等與韓市長合影。 澳門代表團在本會主任尤裕質(左五)召集下組團回台拜會。

泰國代表團由泰國中華僑聯副主席劉揚竣(右四)代表贈送

紀念品。

港澳代表團梁昌求主任(右五)、蔡祖偉理事長(左六)、

施輝煌會長(右三)等贈送紀念品。

法國台灣同鄉會代表團與鄭理事長合影。

澳門中山學會代表團與鄭理事長合影。

美國代表團與鄭理事長合影。 拜會當晚晚宴，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長王淺秋(右二)代表

韓市長出席。

▲全體團員在美濃製作彩繪紙傘並合影留念。▲

左 圖 ： 前 立 委

孫國華(右)與維

格 餅 家 董 事 長

孫國華(左)、鄭

理事長合影。

右圖：團員在維

格餅家DIY鳳梨

酥，享受午後時

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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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 高雄市長韓國

瑜5月6日肯定並盛讚童惠

珍立委在僑界人脈豐沛及

服務僑胞的熱忱。

韓市長是在接待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海外僑胞韓市

長見面會的訪問團員時，

特別對出席的童立委做了

如上表示。

韓國瑜市長及夫人李佳

芬與行政暨國際事務處長

王智立，於4月9日出發赴

美會參訪演講；前後一共

9天行程，僑選立委童惠

珍全程陪同。

韓市長表示，到了美國

人生地不熟，全靠童委員

居中連絡協調安排，他盛

讚並驚訝童委員在僑界的

人脈豐沛，韓市長說，在

美國出訪期間，見到童委

員在僑界的用心經營與服

務熱忱，她能夠擔任僑選

立委是海外廣大僑胞之

福。

鄭理事長也說，童委員

將全球僑胞放在首位，過

去多位僑委員委員長不是

將僑胞分成三等論，就是

畫分華僑、台僑，如果韓

市長有機會更上層樓，他

建議可將中華民國僑務重

擔交付給她，相信她一定

能凝聚僑心，團結僑力。

也有僑胞表示，童委員能

力與人脈，僑界都十分肯

定，建請國民黨黨中央，

再度提名童委員連任不分

區立委，繼續為僑胞服

務。

童惠珍則說，為了加強

僑胞服務，她與姐姐高雄

市議員惠燕珍組成聯合服

務處，擴大僑胞服務，僑

胞有任何需要，她一定使

命必達。

韓市長盛讚童惠珍任僑選立委當之無愧。

韓
市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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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爭相報導僑胞參訪團

拜會韓市長的訊息

慨贈百萬緬幣贊助文學推廣 受託協助改善窮困民眾生活

雪中送炭 愛心無界限 冷耀東義行受好評

僑光社／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緬甸

辦事處主任冷耀東慷慨捐贈百萬緬

幣，贊助緬華五邊形及古韻新詩社

舉辦的「第二屆緬華詩歌種子巡迴

講座」文學推廣活動經費，普受地

方好評，五邊形詩社特致贈感謝

狀，對冷主任澤被學子，芬揚杏壇

的善行義舉表示感佩。

又訊／ 旅美華僑陳淑馨女士及

Simply Help Foundation捐贈善款美

金一萬七千元，交付冷耀東主任幫

忙，為緬甸偏遠窮困的老百姓及孤

兒進行挖掘水井等工作，以協助改

善居民生活。

陳淑馨女士是冷主任僑中同學。

冷主任說，陳女士及她也在當志

工的「幫幫忙基金會Simply Help 

Foundation」曾完成眉苗榮恩之家

的電力系統，捐贈伙食加菜金、捐

助慈益育幼苦難兒童教育基金、捐

贈緬北Chin State 孤兒院兒童三個

月的大米33袋及冬衣250套，對公

益付出不遺餘力。

此次，陳女士及Simply Help 

Foundat ion再度捐贈善款美金

17000元，交付冷耀東主任幫忙，

為緬甸偏遠窮困的老百姓及孤兒

進行如下工作，以協助改善居民生

活：

1. 認捐偏遠窮困區盟約村兩口挖

掘水井工程，已然完工，讓1700

多人受惠，可飲用乾淨的水。

2. 資助緬華詩歌種子與兒童寫

作。

3. 繼續捐贈緬北Chin State孤兒院

「生命之光」六個月的大米。

4. 緬甸當陽略曬村引及略辦村兩

個引水建池案。

5. 其他捐贈項目尚在調查中。

冷主任對陳淑馨女士及Simply 

Help Foundation的愛心及緬甸愛緬

基金會趙德仁執行長、趙彥樺執行

秘書長，及愛心無限的於家星、王

惠仙，表示無限感謝，強調因為有

他們，才能落實些許「勿忘世上苦

人多」的善念。

冷耀東主任（右）緬華五邊形詩社致贈感謝狀。

緬華五邊形詩社致贈的感謝狀。

▲▼冷耀東主任受託為緬甸偏遠窮困鄉村

      贈米、挖掘水井，改善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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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小學組銀牌獎

洪千涴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我的興趣

語言和文字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它們固然很方便，但我認為由音樂來溝

通，更為巧妙生趣。它不像語言由密密麻

麻的文字組成，而是由各式各樣漫妙的音

符組合而成的大家族。

我愛聽音樂，我愛和音樂談吐心事，我

愛它那優美的旋律，帶領我走向世界的各

個角落，看遍天下的民俗風情。鋼琴聲時

而如沐浴春風般溫柔優美、風情萬種，時

而如波濤海浪輕盈活潑，時而又如夏天的

大雷雨激憤高亢，我的思緒也就如蒲公英

的種子，隨音樂到處飄浮。古典樂是時光

機，帶著我回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帝

國，跟著宮廷內穿著禮服，手拿扇子的貴

族們伴著寧靜的旋律品嚐下午茶。鄉村風

格的音樂更有趣，它領著我到了各地的鄉

野田埂，欣賞著不同的風土民情，享受著

鄉村人們純樸的人情味。

我愛聽音樂，它不僅是經驗豐富的導

遊，更是善解人意的心理醫生，它能在考

試前幫我舒解壓力，在我失足跌谷時，給

我一條堅韌的繩子，助我爬出萬丈深淵，

在我輾轉反側時，像搖籃曲般平撫人心、

安慰心靈，在我心情喜悅時錦上添花，更

在成功時陪我同甘，助我邁向康莊大道。

我愛聽音樂，我喜歡它的旋律，喜歡它

帶給我樂趣，帶給我歡笑，使我人生更加

多采多姿，也使我更懂得欣賞音樂藝術的

奧妙。

◆ 繪畫

10-13歲組銅牌 廖雯惠 汶萊中華中學

14-17歲組銅牌 陳文佳 馬來西亞美里中華中學

6-9歲組優勝   蔡宗融 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䊀恩萱

吳瑋璇蔡宗融

廖雯惠 陳文佳

◆ 書法優勝

小學組 吳瑋璇 美國羅省中華孔教學校 

中學組 䊀恩萱 中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慨贈百萬緬幣贊助文學推廣 受託協助改善窮困民眾生活

雪中送炭 愛心無界限 冷耀東義行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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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 拼字 書法賽
吸引民眾參與挑戰

中國國民黨駐美總支部

第28次代表大會

舊金山／ 中國國民黨駐美

總支部第28次代表大會，

4月26日至4月28日為期三

天在舊金山舉行。本次大會

的中心議題包括落實改革，

福國利民，贏回執政。大會

也選出新的第29屆委員，

同時討論2020年的總統大

選。

本次大會有北美各地的代

表特地前來，包括加拿大地

區的國民黨代表。駐美總支

部代表均倡議，要求全美國民

黨人團結一致，一軌作業，

支持中華民國的永續發展。

世華作家交流協會主辦

雨到黃昏花易落新書發佈會
 

墨爾本／ 4月28日新金山

圖書館二樓舉行世界華文作

家交流協會資深作家心水

「雨到黃昏花易落」新書發

佈會，各政要、僑領暨文友

中華民國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胡志明市／ 越南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於今年度第一次

「漢字文化節活動」5月5

日正式登場，本次隆重辦理

兩個大型活動：「悠遊漢字

活動闖關」及「漢字硬筆字

比賽」，現場吸引近500位

學生挑戰，沉浸於漢字文化

之美！

活動開始由僑務委員會文

化教師所教授的學生舞獅團

舞動雙獅進場，祥獅獻瑞表

演熱鬧登場，現場人人聚精

會神看著舞獅精彩表演，接

著進行剪綵揭幕儀式，為今

年的活動打開序幕。

今年的闖關趣味十足、挑

戰踴躍，現場從幼兒孩童

僑社積極傳揚漢字文化
計有SD Yakobu、Marie 

Joseph School、British 

school Jakarta、八華學校、

培民學校及慈濟學校及雅

加達臺灣學校等7所學校，

一百多位選手報名參加，

場面熱烈。

臺校校長陳國樑感謝僑委

會與駐印尼代表處的支持，

也分享了正體漢字之優點，

希望藉由此次活動推廣正體

字，展現臺灣文化軟實力，

另此次書法比賽擔任評審委

員之一的印尼書畫學院副院

長張喜順也鼓勵參賽同學藉

由比賽提高對書法的興趣，

期勉大家要繼續努力，用正

體漢字書法之美傳承並弘揚

優良的中華文化。

本次比賽字帖以端午節慶

詩詞為主，再依選手分組選

題，各組選擇適切程度的詩

詞，讓學生們在臨摹書寫

時，能欣賞中華文學詩詞意

境之美，同時又能感受到端

午佳節的歷史淵源。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未來

將持續推廣宣揚具臺灣特色

之中華文化，不斷提升活動

的深度及廣度，讓正體漢字

成為最具東方文化能量的元

素，將源遠流長的中華漢字

文化推廣出去，加深印尼當

地社會認識、欣賞正體漢字

之美。（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到成人都有來參與，一共有

四關，分別是「漢字傳說」

桌遊、「紅包揭喜」拼字、

「翻轉漢字」部件組字，在

最後一關手作漢字吊飾：

「書出美感」後，學生將剪

紙完成立體春字，四關挑戰

完成者，可以將美麗漢字闖

關卡帶回家，還可以兌換獎

品，每位挑戰者透過遊戲闖

關親近中華傳統漢字之美，

豐富文化涵養獲益良多。

另外今年也辦理漢字正體

字硬筆比賽，總共有209位

學員參加，讓學習華語者體

驗詩詞名句之美，今年參賽

作品各個書寫傳達漢字的力

與美，競爭非常激烈，選出

各組前五名及優選佳作各

15名，展示於學校藝文展

覽區。

雅加達漢字文化節活動

雅臺校熱鬧開鑼

雅加達／ 由僑務委員會及

駐印尼代表處輔導，雅加達

臺灣學校主辦的「雅加達地

區第三屆正體漢字文化節─

校際硬筆字暨書法比賽」

最近在當地臺校舉行，在

主辦單位細心籌劃下，本

次參賽學校數更勝以往，

們紛向心水祝賀。

中華公會主席黃肇聰贊揚

心水的幼子黃明仁事業成

功，回報父母恩，黃明仁則

用普通話感謝父母養育之恩，

更銘感父親當年帶領他到了

墨爾本這個好地方定居。 

心水致謝詞說這本新書出

版目的就是送給兒子明仁，

欣慰他的孝心，也希望讓讀

者中的父母們，將明仁孝親

之事轉告兒孫們。

（心水提供）

巴爾地摩嘉年華會

宣揚臺灣多元文化

巴爾地摩／ 巴爾地摩臺灣

婦女會5月4日及5日參與馬

里蘭州陶森鎮（Towson）

春季嘉年華會，臺灣婦女會

會長林瓊英偕多名志工於會

場設置攤位，以宣揚臺灣多

元文化，並推廣臺灣旅遊觀

光，文教中心副主任王怡如

出席與會。

陶森鎮春季嘉年華會是馬

州年度最大型戶外嘉年華

會，活動內容多采多姿。巴

爾地摩臺灣婦女會在會場設

置攤位，除展示臺灣手工藝

品及大型文宣海報外，今年

特別邀請陳文菁老師在現場

分享書法，將到訪遊客的英

文名字翻成中文，並寫在繪

有水墨圖案的書籤上，贈予

他們留作紀念。陳文菁還帶

來三位對台灣文化非常有興

趣的志工學生，他們沿著街

道表演舞獅，獅子隨著鈸聲

舞動，節奏鏗鏘有力，吸引

大家駐足觀賞，拍手叫好。

志工們分送臺灣觀光旅遊

文宣資料給到訪攤位的遊

客。（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硬筆字比賽會場情形。（轉載自宏觀電子報）悠遊漢字，書出美感。（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中國國民黨駐美總支部第29屆委員會，選出總支部

常委。（中國國民黨駐美總支部提供）

心水夫妻與兒子。（心水提供）

巴爾地摩臺灣婦女會於「第52屆陶森鎮春季嘉年華會」設攤。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僑    社    簡    訊

文光華接任中華孔教學校校董會會長

洛杉磯／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西南區辦事處主任文

光華，今年1月接任中華孔教學校校董會會長，表示

將為學校帶來新的方向和改變。

中華孔教學校，創立於1952年，是南加歷史最悠

久的中文學校之一，多年來以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為

己任，培育桃李無數。

文光華表示，他就任後將推動成立校友會、提供學

生和美國各州學校校際交流及畢業後到中華會館理事

會和監事會參與學習等多項計畫，希望能培養他們成

為僑社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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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蘭 雪梨   臺灣窗口 歡迎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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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社積極傳揚漢字文化

倫敦／ 僑務委員會歐洲地區臺灣美食國

際巡迴講座鐘坤賜主廚、潘毅帆廚師5月3

日世界臺灣同鄉聯誼會英國分會邀請在倫

敦市中心知名西班牙餐廳El Pirata，與英

國臺灣商會共同舉辦廚藝展示，除醉雞等

臺式冷盤與西班牙小吃輪流出菜外，也現

場大顯身手展示果雕好手藝，70位出席臺

商、僑胞無不稱艷叫好；英國世界臺聯會

打鐵趁熱，4日接續在北倫敦明愛學校舉辦

廚藝講座，出席學員也讚不絕口，掌聲不

絕，高呼賺到好廚藝。

駐英國代表林永樂在廚藝展示表示，僑務

委員會照顧海外僑民，舉辦了許多活動，很

多英國僑胞應該是第一次體驗到臺灣美食廚

藝巡迴講座，看到邀請來的福容飯店鐘主廚

現場展示廚藝，精雕細琢出如同藝術品的果

雕，連他自己也感到很驚艷。

El Pirata餐廳總經理Jose Rodrigues來自西

班牙，出身廚師的他經歷多場國際廚藝大

賽，對於臺灣金牌食神在他餐廳展示廚藝

感到榮耀，也多臺灣僑委會遴派高級廚師

來歐洲廚藝交流持證免肯定的態度。

法蘭克福／ 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德國第

三場次由德中商會及德華婦女會主辦，於5

月10日上午示範台灣小吃、點心，報名參

加婦女會暨佛光會會員等近20人，駐法蘭

昆士蘭／ 昆士蘭臺灣中

心自即日起增設「i臺灣窗

口」，就近提供僑胞獲取回

臺灣創業、投資、就學等資

訊。

臺灣中心表示將透過「i

臺灣窗口」妥善運用經濟、

科技、教育、內政及勞動等

主管機關既有線上資源，居

間協助海外僑青獲取詳實之

資訊，若有更進一步訊息

的需求，也可由中心記錄需

求事項，採取專案處理方

式報轉臺灣國內各主管機

關提供答覆，希望僑界青

年、青商會員多多利用僑

委會各地文教中心這項新

的服務。

僑委會經透過跨部會及海

外僑界青年領袖會談等會

議的召開及與各界就相關

議題廣泛交換意見，獲致

共識在16處海外文教中心

合作推動辦理「i臺灣窗口

(i-Taiwan Window)」，因

地制宜提供海外僑青有關臺

灣產業、科技研發及學術研

究等各種資訊諮詢服務。

雪梨／ 為提供海外僑青有

關臺灣產業、科技研發及學

術研究等各種資訊諮詢服

務，雪梨文教中心成立「i

臺灣窗口」，透過單一窗口

服務，提供諮詢服務，建立

僑界與臺灣的連結。

雪梨文教中心設置的「i

臺灣窗口」提供諮詢服務已

經開始，提供海外僑青有關

臺灣產業、科技研發及學術

研究等各種資訊諮詢服務。

文教中心將善用政府經濟、

科技、教育、內政及勞動等

主管機關既有線上資源，居

間協助僑青獲取詳實之資

訊，以達強化僑青與臺灣連

結之目標，也歡迎海外僑界

的朋友們多多利用文教中心

這項新的服務。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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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臺灣窗口」提供一站式諮詢服務。提供海外僑青有關臺灣產業、

科技研發及學術研究等各種資訊諮詢服務。（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克福辦事處處長陳執中夫人

也前來共襄盛舉。

教學項目包括炸鹽酥雞、

九份芋圓及粉圓等，由鐘老

師先一一進行講解及說明配

量，接續入廚房實際示範，

最後由餐廳供應中式炒飯及

炒麵，大家一邊享用，一邊

分享心得，也希望來年能夠

再邀請美食專家前往推廣

台灣美食及推升台灣飲食風

尚。（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德國第三場次由德中商會及德華婦女會

主辦。（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臺灣美食廚藝講座勇闖倫敦大秀廚藝。（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加西中文僑校聯合會舉辦

漢字文化節 比賽學生創新高

溫哥華／ 加西中文僑校聯

合會5月5日在溫哥華蘭加

拉學院舉辦正體漢字文化節

頒獎典禮，表揚國語朗讀、

硬筆寫字、毛筆書法及畫報

比賽等項目逾百名獲獎學

生，駐溫哥華辦事處處長陳

剛毅偕僑務秘書江佳慧前往

頒獎致意，各僑校校長、老

師、家長及學生們約250人

出席共襄盛舉。

正體漢字文化節比賽由僑

務委員會贊助，比賽項目包

括國語朗讀、硬筆寫字、毛

筆書法及畫報，各項目並以

年齡區分幼兒組、初級組、

中級組及高級組，會長僑務

諮詢委員鄧華一表示，本年

比賽總計646名學生參加，

為近年來比賽學生最多的一

次，而比賽重在參與，從中

學生們可以學到很多。

陳剛毅即興來上一段宋

朝文人作家蘇軾的「念奴

嬌」，獲得在場來賓掌聲，

評審委員會代表趙行方老師

總評了評審的感受，她讚

道學生們的畫報唯妙唯肖、

緊扣主題，硬筆寫字及毛筆

書法筆劃流暢、整齊，很多

優秀的作品皆令評審們難以

抉擇，也誇獎學生們進步很

多。（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多倫多臺灣青籐會例會

舉辦慶祝母親節活動

多倫多／ 多倫多臺灣青籐

會為感恩母親們的辛勞，5

月8日中午舉行慶祝母親節

餐敘活動。當日活動由青籐

會副會長蔡光輝主持，會長

陳森隆首先致詞歡迎大家齊

聚一堂共同慶祝母親節；多

倫多文教中心主任李叔玲亦

應邀出席，李叔玲致詞時向

與會所有母親祝賀母親節快

樂。（轉載自宏觀電子報）加西中文僑校聯合會正體漢字文化節得獎者與貴賓合影。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臺灣青籐會慶祝母親節餐會活動。
（轉載自宏觀電子報）

彥  賢  義  捐

關志剛先生獎學金台幣5000

郭冬霖先生為紀念儲有科先生獎

學金台幣20000

•印尼地區 理事江九宏台幣2000。

•香港地區 名譽理事黃握中港

幣1000、名譽理事鄒碧輝港幣

1000、名譽理事李偉庭港幣

2000、名譽理事黃炳鏐港幣

2000、名譽理事黎國威港幣

2000、名譽理事韋復家港幣

1000；理事劉兒馨港幣1000、

理事黃煜成港幣300、理事羅大

智港幣300、理事司徒榮添港幣

300、理事許紀猶港幣1000、

理事徐樹港港幣1000、理事危

海洪港幣500、理事曹遺森港幣

2000、理事張錦江港幣1000、

理事蔡忠初港幣500、理事陳穎

志港幣300；顧問林翠蓮港幣

500、顧問洪益林港幣500、顧

問黎梓卿港幣2000、顧問江思

杏港幣500、顧問林偉棠港幣

300、顧問曾玉霞港幣1000、

顧問傅劍華港幣500、顧問麥耀

祥港幣1000、顧問侯澤熙港幣

300、顧問李匡晉港幣500、顧

問張寶珠港幣800、顧問鄭惠

芳港幣500、顧問張英鵬港幣

1000、顧問張沛誠港幣1000、

顧問李仕光港幣500、顧問李明

志港幣3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楊昆山美

金200；名譽理事于愛珍美金

100。

•澳洲地區 名譽理事刁振謀台幣

4000。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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