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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慶祝67屆華僑節

大會，訂10月12日上午9

時，在台北國軍英雄館舉

行，華僑節邀請函在9月上

旬發出後，海內外僑胞報名

十分踴躍，大會將贈送與會

貴賓環保旅行包一份，貴賓

會後可憑證領取。

華僑節大會結束後隨即進

行本會第16屆第4次海外理

事會，會中安排台北市議員

羅智強與投資理財專家郟順

欽先生進行精彩專題演講，

各海外辦事處主任進行僑情

報告，同時表揚25年以上

的海外優秀青年及頒發熱心

會務獎與華文著述獎。

今年理事會最特別的是舉

辦「海外優秀青年回娘家」

活動，並接受大會表揚，總

計有緬甸簡明有先生（民國

70年獲獎），泰國李銘如

女士（民國78年獲獎）、

陳鴻彰先生（民國83年獲

獎），巴拉圭連元章先生

華僑節大會
10月12日舉行 

（民國82年獲獎），香港

梁昌求先生（民國77年獲

獎），美國文光華先生（民

國83年獲獎）、李冠白先

生（民國59年獲獎）。上

述優秀青年都在各自崗位奉

獻心力服務胞，有的已是本

會駐外辦事處主任，承擔乃

役於僑的重任。

會後13到15日舉行宜花3

日參訪活動，除拜會花蓮縣

政府、參訪東華大學座談，

並前往花蓮新城鎮安宮參拜

開漳聖王，更可確定閩台文

化與河洛文化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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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泰國常務理事暨前泰國中華會館理

事長陳水龍伉儷，9月23日下午拜

會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親自接

待。鄭理事長感謝陳理事長多年出

錢出力，支持並贊助本會，陳理事

長指出，僑聯是海外僑胞在台灣的

家，鄭理事長上任後積極連繫服務

僑胞，凝聚僑心團結僑力，每年都

走訪海外僑社，這種坐而言不如起

而行的行動力，令海外僑胞十分敬

佩。

鄭理事長表示，過去包括泰國中

華會館或是泰國重要活動，僑聯總

會前往參加，陳理事長都親自接送

及接待，盛情令人感動，在陳理事

長任內，翻修40多年的中華會館，

舉辦各項活動都十分成功，是僑聯

總會及各僑團學習的對象。他指

出，海內外僑團要相互合作，發揮

加乘效果，擴大服務僑胞，這才是

創會人鄭彥棻先生「乃役於僑」的

宗旨。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舊金山常務理事、菲利蒙

市驕陽中英雙語學校校長

楊昆山，緬甸辦事處主任

冷耀東伉儷，9月12日中

午連袂拜會，並向鄭理事

長及本會同仁賀秋節，楊

常務理事特別感謝本會

安排9月3日到9日甘肅參

訪，領略大漠風光、體會

中華文化淵源流長，此行

收獲及受益良多，同時也

對於本會工作同仁周到服

務及連日辛勞致上萬分謝

意。

冷主任則表示，雖然緬

甸事業忙碌，但為第一次

參加僑聯總會舉辦的華僑

節暨海外理事會，特別提

前回台共襄盛舉。

僑光社／台北 世界廣東

同鄉總會由新任理事長黃

東祥先生帶領新任理事會

代表七位，9月2日上午拜

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由

理事長鄭致毅親自接待。

鄭理事長表示，兩會同是

一家人，都是為海內外僑

胞服務，發揮一加一大於

二的加乘效果，鄭理事長

同時邀請世廣所有會員參

加今年10月12日華僑節

慶祝大會。

來會訪問七位新任理事

會代表，除理事長黃東

祥，另有謝雷、賴柏儒、

丁叔君、黃金信、潘英穗

及黃信麗秘書長等。

鄭理事長（左三）

與陳水龍常務理事

（左二），陳李淑

雲理事（右三），

新 聘 郭 素 姣 顧 問

（右二）合影，右

一是本會黃五東秘

書長，左一是本會

龔維軍處長。

世廣同鄉總會黃東祥理事長（前排左四）一行與鄭理事長（前排

中）合影，前排右二是吳毓苹主任。

楊昆山常務理事伉儷（左二、三）冷耀東主任伉儷（右二、三）及張純鳳顧問

（右四）與鄭理事長（左四）合影，左一是黃五東秘書長，右一是龔維軍處長。

▲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9月27日下午召開第16屆第9次理監事會，通過華僑節及海

外理事會日程表、主席團名單、主席團輪值表及大會活動預算表。

僑聯理監事會 通過華僑節大會日程等多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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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飛天 情牽月牙泉 迷人大漠遼闊 深邃

中華僑聯參訪團甘肅行  兩岸文化交流添新頁

僑光社／台北 中華僑聯總

會中華文化參訪團，應大

陸中國僑聯邀請，9月3日

至9日前往甘肅蘭州、嘉峪

關、敦煌，一覽甘肅草地、

牧羊、豔陽、大漠迷人的景

致，彷如穿越時空，墜入敦

煌舞飛天，情牽月牙泉的歷

史長河。

距今2000多年前，漢武

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了

通向中亞、西亞的陸上交通

“絲綢之路”。千百年來，

碧天黃沙的絲路貫通着中西

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展開

中國與西方的貿易之路。

如今在這7000多公里的絲

路，保有珍貴的自然景觀，

吸引世界各地遊客絡繹不絕

到此朝聖。

中華文化 華人最大公約數 

中國僑聯經過一年的規

畫，擇定甘肅為今年中華文

化參訪的地點，今年有來

自18個國家地區僑胞參加

9月3日到9日的參訪活動。

甘肅省僑聯主席徐妍麗在接

待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

毅時指出，甘肅省位於中國

西部地區，省會為蘭州，境

內西部為兩山之中的河西走

廊、綠洲是甘肅的大穀倉，

山地和沙漠則包覆在外面，

東部和中部為黃土高原、西

南方則為青藏高原是天然牧

場，甘肅省的高山海拔可達

4000多公尺，山與山之間

的谷地綠意盎然，白龍江和

西漢水流經，形成山水交錯

的美景，成為甘肅省旅遊業

發達的原因，甘肅省奇特的

沙漠、草原景觀，加上敦煌

石窟、嘉峪關等等旅遊景點

十分具有甘肅特色，吸引許

多遊客前來甘肅旅遊。

鄭理事長指出，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凝聚力歷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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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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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理事長指出，2009年

中華僑聯總會邀請中國僑聯

林軍主席首度以正式身份組

團來台參訪，與我方就僑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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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憶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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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上班本人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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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轉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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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團在此行重中之重的莫高窟前合影，留下歷史的記憶。

鄭理事長率團員前往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敦煌學專家之稱的常書鴻墳前獻花致敬。

鄭理事長致贈宋淑霞書記紀念品，感謝她

對全體團員解說敦煌文化緣由。

鄭理事長與嘉峪關僑聯副主席劉晅互贈紀念品。 全體團員在過去史地課本中讀到第一雄關嘉峪關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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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A2)

求同化異 兩岸共識

這次是兩岸僑界交流被喻

為「破冰之旅」。兩岸僑社

往來互動也愈趨水乳交融，

在振興中華的前提下，不論

僑社背景，中華僑聯總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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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僑團，

不分兩岸，都需要和諧相

處。

參訪團來到嘉峪關，受到

嘉峪關市歸國華僑僑眷聯合

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劉晅熱烈

歡迎，劉副主席指出，嘉峪

關位於嘉峪山麓，始建於明

洪武五年(1372年)，距今

已有600多年。城關居於祁

連、嘉峪兩山之間，險峻天

成，因此成為萬里長城防線

上一個重要的軍事要塞，歷

來統治者都派兵鎮守。整個

關城建造堅固雄偉，氣勢磅

礡，被稱為天下雄關。山海

關被稱為天下第一關，人們

不能把嘉峪關也如此稱呼，

於是加一個雄字，這樣顯得

更有氣勢。萬里長城從我國

華北山海關的老龍頭起，由

東往西，綿亙萬里，終止於

甘肅省的嘉峪關。作為長城

的終點，自然就成了遊人們

所嚮往的地方。

鄭理事長指出，這次參訪

團來自世界各地僑胞，大家

對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始

終抱著積極關心的態度，因

為僑界先賢及其祖先對中華

民族的脫離帝制、建立共和

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因此對

祖先輩所創建的共和國具備

了無比的關懷熱忱；其次，

僑胞們身處他鄉異地，獨自

奮鬥，最希望的是一個強大

的祖國的支持，對目前兩岸

的分治現況覺得是民族力量

的分散，基於全球僑界的期

望，大陸的中國僑聯和台灣

的中華僑聯總會都深有感

受，也覺得在兩岸和平發展

的歷史大業上，全球僑界基

於光榮的傳統，不僅不能缺

席，還要積極貢獻智慧、發

揮影響力，透過多次的座

談，匯聚多方面的卓見，作

為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

推手。

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全球僑界堪為推手 

敦煌莫高窟是甘肅省敦煌

市境內的莫高窟、西千佛洞

的總稱，是我國著名的四大

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現存

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

佛教藝術寶庫，團員們對莫

高窟有著強烈的期待。團員

們先在敦煌研究院，參加由

宋淑霞書記主持的文化講座

「燦爛的敦煌石窟藝術」，

接著前往莫高窟參觀。莫高

窟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里

處，開鑿在鳴沙山東麓斷崖

上。前秦符堅建元二年(西

元366年)有沙門樂尊者行

至此處，見鳴沙山上金光

萬道，狀如千佛，於是萌發

開鑿之心，遂成佛門聖地，

號為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

洞。

中國石窟藝術源於印度，

隋唐為莫高窟全盛時期，隋

代百窟樣式由北朝的中央塔

式改為中心佛壇，組像同

前。唐出現一佛、二弟子、

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組合。

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秀造

型，重返豐碩壯實之貌。窟

中壁畫主要是大場面的說法

圖和簡單的經變圖。莫高窟

最大塑像皆塑于唐，第96

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

像。唐代壁畫是多種經變

圖，其規模極為宏偉，表現

出天國的壯麗圖景。

敦煌市副市長王南長與酒

泉市僑聯主席付金章熱烈歡

迎參訪團的到來，王副市長

指出，今年進入暑期以來，

國際歷史文化名城敦煌旅遊

持續升溫，莫高窟客流量每

日逼近承載極限，鳴沙山、

月牙泉甚至出現「堵駱駝」

景象。

(文轉A4)

騎上駱駝，鄭理事長自我期許任重道遠，勇往直前。

在黃河沿線生態景觀前，團員領略母親河的影響力。鄭理事長與甘肅省僑聯主席徐妍麗互贈紀念品。

團員參觀敦煌光電博

覽園與總經理劉福國

合影。

鳴沙山遍地黃沙，女團員全幅裝備，準備在大漠中挑戰騎駱駝。

本次出訪團員中有10位是9月壽星，中國僑聯與酒泉市僑聯特地準備蛋糕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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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A3)

敦煌機場不斷刷新單日旅

客吞吐量新高，而從蘭州前

往敦煌、酒泉方向列車一票

難求，為全面提升敦煌旅遊

旺季遊客接待服務能力，該

市已啟動對境內各大景區

的「提檔升級」，包括鳴沙

山、月牙泉景區基礎設施提

升、懸泉置和玉門關遺址保

護展示利用、莫高窟遊客服

務中心二期建設等。

他表示，敦煌還將提升改

造沙洲夜市，建設莫高里敦

煌工匠文化村、陽關旅遊悠

閑小鎮等一批文旅項目。同

時，實施柳敦高速、敦當高

速、敦煌鐵路提速改造等重

大交通項目，與絲路沿線其

他城市和景區聯動，推動大

敦煌文化旅遊經濟圈建設。

中華僑聯承擔

凝聚僑心時代使命

鄭理事長則說，僑聯走

過6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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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反映僑情，

維護僑胞權益外，更要凝

聚僑心、繁榮僑社、傳承

文化的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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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僑聯甘肅中華文化參

訪團7天行程，中國僑聯孫

剛處長、王茜調研員、幹部

同濟、甘肅省僑聯徐妍麗主

席、呂建榮處長、聶東岳主

任科員全程陪同。鄭理事長

及團員對於邀請單位用心安

排、周到服務，感到十分窩

心，並期待雙方常來常往，

能在台灣盡主之誼接待好朋

友到訪。

團員在莫高窟九層塔前合影，都感不虛此行。

鄭理事長致贈敦煌市副市長王南紀念品。

僑光社／台北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主辦之「108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

獎」表揚活動，已開始受理推薦，歡

迎海外僑學界人士把握時限踴躍參

加。

辦法規定：凡品性高超，思想純

正，具有卓越成就及特殊貢獻之海外

青年，不分地區、性別及宗教

信仰，年在18歲以上，45歲

以下，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推介評議審定後，均得頒發

榮譽獎章或獎章予以表揚。

1.對各種學術有特殊研究，

或有權威性著作，獲得國際

108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
年底前受理推薦 歡迎踴躍舉賢

僑光社／台北 與華僑救

國聯合總會每年維持互訪

交流的大陸上海歐美同學

會，９月18日中午由團長

歐美同學會杜蘭大學校友會

會長、誼通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裁姚凱率領一行6人，拜

會鄭致毅理事長。鄭理事長

同時邀請台灣金融、科技、

網路平台專業人士，雙方進

行餐敘交流。鄭理事長表

示，兩岸藉由常來常往，愈

走愈近，互相學習、彼此成

長，這才是兩岸百姓之福。

他指出，儘管兩岸關係

冰凍，但政府不行，由僑

上海歐美同學會成員與台灣金融、科技、網路平台專業人士座談 交換經驗

中華僑聯搭橋 牽起兩岸交流情誼

聯先行，扮演僑界領頭羊的

僑聯總會，在推動兩岸和平

交流上，應更積極主動，即

使交流一小步，也是前進不

是停頓更不是後退。要構建

交流平台不易，但要摧毀可

是一夕間。

姚凱團長則表示，上海歐

美同學會與僑聯總會互動交

流已有多年，每年4、5月

僑聯總會都會組織海外青年

到上海參訪，並與同學會交

流，下半年則是由同學會組

團來台灣參訪，能維持每年

互訪交流實屬不易，雙方都

應珍惜。

上海歐美同學會來訪貴賓

除團長外有上海市歐美同學

會杜蘭大學校友會副秘書長

暨上海鼎鐘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總經理鐘鳴、上海市歐美

同學會杜蘭大學校友會幹事

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亞興建

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周亞

芳、上海市歐美同學會辦公

室幹事劉炎麟、章逸帆、陳

章媛等。   

參與交流的台灣人士有瑞

士銀行台北分行副總裁陳

冠穎、Dcard 臺灣最大青年

學子論壇創辦人簡勤佑、

Hour Master 鐘點大師，大

師媒合平台創辦人姚長安、

寰宇軒行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鄭匡宇。酒泉市僑聯主席付金章（右）十分重視本團到訪，一路伴隨到各

參訪地點，珍惜這難得互動交流的緣份

鄭理事長（前排右三）與上海歐美同學會團長姚凱（前排左三）合

影，前排左二是鄭匡宇作家，後排左四是本會黃五東秘書長，後排

左一是本會龔維軍處長，後排右一是本會仇繼光高專。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鄭致毅理事長，9月11日上午

率黃五東秘書長、仇建民處長、

陳麗霞處長、仇繼光高級專員，

前往本會最高顧問張植珊寓所賀

秋節，並感謝張最高顧問多年擔

任本會主辦華文著述獎評審之辛

勞。

張最高顧問對於鄭理事長一行

到來，表示實不敢當，並表達感

謝之意。

鄭
理
事
長
率
同
仁
探
望
最
高
顧
問
張
植
珊

感
謝
多
年
為
僑
聯
活
動
熱
心
付
出

榮譽或各僑居地重要榮譽

者。

2.對文字、繪畫、雕刻、

攝影、戲劇、舞蹈、音樂、

文創或體育等有特殊成就，

獲得各國稱譽，足為華胄爭

光者。

3.對當地有特殊貢獻，足

以提高華人地位，爭取國際

友誼者。

4.在各行各業中創業有

成，或在各該行業中表現優

異，並對僑社及當地社會有

顯著貢獻之農、工商、學、

醫、公、教等各界人士。

其未達標準而仍有優異表

現足資表揚者，得頒發獎狀

以予激勵。

受理推薦時限至12月底

止，經僑聯總會邀請專家學

者組織評審委員會，負責評

審，根據被推介人之各項具

體事蹟與資料，詳加審議評

定後公佈，並報由僑聯常務

理事會議備查。各獎項詳細

辦法可上僑聯網站（www.

focat.org.tw）直接下載參

考。

張最高顧問（左）感謝鄭理事長的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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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08

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廖書蘭、林慧

瑛、陸揚烈、辛金順、凌嵐、沈仁祥等

6人，分獲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

文藝創作散文類、文藝創作小說類、文

藝創作詩歌類及新聞寫作評論類、新聞

寫作報導類首獎。前三名得主將獲得獎

金、獎狀等獎勵。

根據華文著述獎辦法規定，學術論著

獎第一名獎金新台幣參萬元、第二名新

台幣貳萬元、第三名新台幣壹萬元，

另取佳作若干名，發給獎狀。文藝創作

獎三名及新聞寫作獎二名，每名獎金新

台幣壹萬元，另取佳作若干名，發給獎

狀。

本會並誠摯歡迎各參賽人有返台行程

時撥冗來會，讓大家得以一睹風采。

各類組得獎名單：

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 

香港廖書蘭（女）「被忽略的主角」

第一名；澳洲何與懷（男）「何與懷

詩評集」第二名；美國劉倬宇（男）

「為夢想點火」第三名；加拿大任京

生（男）「全腦開發學中文」第三名；

美國孫新岸（女）「走入美國教育」佳

作；巴西謝如欣（女）「波瓦的民眾劇

場之路」佳作；加拿大李榮堂（男）

「飲食與健康人性與教育」佳作；美

國胡桃（女）「鏡花水月懷舊事」 佳

作；美國林珀平（男）「今夜採訪誰」

佳作；德國郭琛（男）「行銷的藝術－

九地篇」佳作。 

文藝創作散文類  

加拿大林慧瑛（女）「日夜流淌心中

的甘泉」第一名；美國凌嵐（女）「美

國不再偉大」佳作；澳洲黃玉液（男）

「雨到黃昏花易落」佳作；澳洲倪立秋

（女）「神州內外東走西瞧」佳作；美

國楊芳芷（女）「根在水返腳」佳作；

美國雲霞（女）「花開蝶自來」佳作；

美國朱立立（女）「柳暗花明又三村」

佳作；加拿大曾曉文（女）「屬樹葉的

女子」佳作。

文藝創作小說類

澳洲陸揚烈（男）「赫哲雁」第一

名；美國靜慧燕（女）「天使的翅膀」

佳作；美國曾明路（女）「無房」佳

作。

文藝創作詩歌類  

馬來西亞辛金順（男）「拼貼：馬來

西亞」第一名；美國王宇秀（女）「我

不能握住風」佳作；美國趙汝鐸（男）

「等你」佳作；美國蔡季男（男）「賞

雪歸來」佳作。

新聞寫作評論類  

美國凌嵐（女）「銷量堪比「聖經」

的書等二篇」第一名；美國王宇秀

（女）「洛夫：大快朵頤而超拔于人間

煙火等三篇」佳作；美國林珀平（男）

「熱鬧又混亂的大選等四篇」佳作；美

國林良姿（女）「我對槍枝管制的看法

等三篇」佳作；美國靜慧燕（女）「人

生百味，詩意煙火－讀虔謙」佳作。

新聞寫作報導類  

汶萊沈仁祥（男）「煙塵往事系列」

第一名；美國江嵐（女）「陣痛，物

僑聯108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 
廖書蘭、林慧瑛、陸揚烈、辛金順、凌嵐、沈仁祥等人分獲各類首獎

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 

地區 得獎者 性別 著作 名次 

香港 廖書蘭 女 被忽略的主角 第一名 

澳洲 何與懷 男 何與懷詩評集 第二名 

美國 劉倬宇 男 為夢想點火 第三名 

加拿大 任京生 男 全腦開發學中文 第三名 

美國 孫新岸 女 走入美國教育 佳作 

巴西 謝如欣 女 波瓦的民眾劇場之路 佳作 

加拿大 李榮堂 男 飲食與健康人性與教育 佳作 

美國 胡桃 女 鏡花水月懷舊事 佳作 

美國 林珀平 男 今夜採訪誰 佳作 

德國 郭琛 男 行銷的藝術－九地篇 佳作 

文藝創作散文類 

加拿大 林慧瑛 女 日夜流淌心中的甘泉 第一名 

美國 凌嵐 女 美國不再偉大 佳作 

澳洲 黃玉液 男 雨到黃昏花易落 佳作 

澳洲 倪立秋 女 神州內外東走西瞧 佳作 

美國 楊芳芷 女 根在水返腳 佳作 

美國 雲霞 女 花開蝶自來 佳作 

美國 朱立立 女 柳暗花明又三村 佳作 

加拿大 曾曉文 女 屬樹葉的女子 佳作 

文藝創作小說類 

澳洲 陸揚烈 男 赫哲雁 第一名 

美國 靜慧燕 女 天使的翅膀 佳作 

美國 曾明路 女 無房 佳作 

文藝創作詩歌類 

馬來西亞 辛金順 男 拼貼：馬來西亞 第一名 

美國 王宇秀 女 我不能握住風 佳作 

美國 趙汝鐸 男 等你 佳作 

美國 蔡季男 男 賞雪歸來 佳作 

新聞寫作評論類 

美國 凌嵐 女 銷量堪比「聖經」的書等二篇 第一名 

美國 王宇秀 女 洛夫：大快朵頤而超拔于人間煙火」等三篇 佳作 

美國 林珀平 男 熱鬧又混亂的大選等四篇 佳作 

美國 林良姿 女 我對槍枝管制的看法等三篇 佳作 

美國 靜慧燕 女 人生百味，詩意煙火－讀虔謙 佳作 

 
 

 
 

新聞寫作報導類 

汶萊 沈仁祥 男 煙塵往事系列 第一名 

美國 江嵐 女 陣痛，物語與勞燕的流年等三篇 佳作 

美國 梓櫻 女 大海啊故鄉等五篇 佳作 

美國 靜慧燕 女 美國老宅，那個迷人的有草園等四篇 佳作 

美國 丁曙 男 哈佛歧視案，亞裔兩派尖銳對立等五篇 佳作 

美國 王宇秀 女 有一種可惡叫騙愛國等三篇 佳作 

美國 林良姿 女 乾眼症纏身欲哭無淚等三篇 佳作 

 

中華僑聯總會理事楊泰鵬9月17日代表僑聯，參加在河南省安陽湯陰羑里城舉行

的「2019海峽兩岸周易文化論壇暨第30屆周易與現代化國際討論會」，並專題演

講「易經與科學」，解釋易經的科學性，強調「科學本身不是真理，卻是證明真

理最好的工具。科學越進步、越能證明易學的科學性！」。

《易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這次大會主題為「弘揚周易變革和開放精

神，不斷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來自海峽兩岸和海外的易學專家學者、台灣經

貿考察團、當地周易愛好者共3000餘人在安陽羑里城參加了開幕典禮。

楊泰鵬「易經與科學」演講受到現場聽眾熱烈好評，本刊特徵得楊理事同意，請

其摘錄演講精華內容，以饗讀者。

破除五行相生相剋迷信 更較電腦科學早6千年使用0.1二進位概念 

楊泰鵬：易經是建國 強國 強民之道

語與勞燕的流年等三篇」佳

作；美國梓櫻（女）「大海啊

故鄉等五篇」佳作；美國靜慧

燕（女）「美國老宅，那個迷

人的有草園等四篇」佳作；美

國丁曙（男）「哈佛歧視案，

亞裔兩派尖銳對立等五篇」佳

作；美國王宇秀（女）「有

一種可惡叫騙愛國等三篇」佳

作；美國林良姿（女）「乾眼

症纏身欲哭無淚等三篇」佳

作。

以前認為易經是迷信，如今已被平

反，認為易經是建國、強國、強民之

道，楊泰鵬特以 「易經與科學」為

題，解釋易經的科學性，易經的陰陽概

念比今天的電腦科學早6000年使用了

0，1 二進位的概念，那時候伏羲使用

陰陽來數位化天、地、日、月、山、

澤、雷、風八卦。楊泰鵬還解釋了數字 

7 的神秘能量，孔子說：「七日來復，

天行也」，黃帝內經：「七日來復，陰

陽自合」，黃帝內經又說：「女子二七

而天癸至，任脈通；七七任脈虛，天癸

竭」，佛教有禪七，道教有七七四十九

天，基督教有上帝七天開天闢地說，英

文有 lucky 7, 為什麼7這麼神秘？原來

它是三元二進位 「乾卦」 的數的總和

（1x 22  + 1x21 + 1x20 = 7 )。又破

除五行相生相剋的迷信：他說因為地球

自轉軸與正南北軸相差23.5度，這傾斜

造成了春夏秋冬四季，春生（木）、

夏長（火）、秋收（金）、冬

藏（水），於是五行生焉，彼

此相生又相剋，人們利用這個

自然力量應用於醫學，風水，

五行相生相剋的規矩可以說是

易經的聖經；民間流傳的初

一、十五吃素也有科學根據：

初一、十五這兩天太陽月亮、

地球三星球排列成一條直線，

對地球的吸引力特別強烈，人

類的情緒受到強烈激動容易衝

動，故宜吃素以平衡情緒。最

後又以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來

證明風水是科學的，煞氣是 

P=Lim F/A, A->0 當受力的面

積縮小至零，P 將成無限大 ，

這個 「無限大」 就是煞氣。

政府最忌諱的民間迷信卜卦有

時候又會很精準的占卜到異地

或未來發生的事情，也得到科

學的合理解釋：量子力學的原

理。「兩股能量可以在不同時

空彼此感應產生糾纏」，所以

準確地感應異地或過去、將來

的事物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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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主辦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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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成慷（馬

來西亞班蘭國民型華文小學）。銀

牌兩名：陳亦甯（馬來西亞寬柔第

二小學校）、黃仁傑（菲律賓中正

學院小學部）。銅牌三名：羅群臻

（馬來西亞國光第二華文小學）、

陳頌哲（馬來西亞寬柔第五小

學）、李孟璇（中國大陸東莞台商

子弟學校）。佳作：蔡昀芸（中國

大陸華東臺商子女學校）等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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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佑（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

學）、劉 隆（馬來西亞居鑾中華

中學）。銅牌三名：林汶依（馬

來西亞寬柔中學古來分校）、陳

緯嘉（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第一中

學）、林皆妤（馬來西亞居鑾中華

中學）。佳作：李倩霆（馬來西亞

寬柔中學）等40名。

二、繪畫比賽

6至9歲組 金牌一名：張可芯

（馬來西亞班蘭國民型華文小

學）。銀牌兩名：甘芯瑞（馬來西

亞班蘭國民型華文小學）、蔡伊宛

（菲律賓中正學院小學部）。銅牌

三名：林展禾（中國大陸華東台商

子女學校）、賴艾薇（中國大陸上

海台商子女學校）、黃歆雅（馬來

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佳作：楊

雅涵（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

校）等112名。

10至13歲組 金牌一名：俞此勵

張梁保嘉女士獎學金台幣5000。

張仲琪先生獎學金台幣5000。

紀念比利時易杜俊雅女士獎學金台

幣50000。

黎愛珍女士獎學金台幣10000。

楊昆山先生/林麗絲女士伉儷獎學金

台幣50000。

紀念楊天乙先生獎學金台幣15000。

金嘉鴻有限公司(林琦珍女士捐贈)

獎學金台幣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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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蔡婉兒台幣5000、

理事邱碧霞台幣5000、理事李淑

敏台幣4000、理事楊雪芹台幣

4000、理事陳長善台幣4000、

理事郭振強台幣4000、理事柯孫

國台幣4000、理事楊世寧台幣

3000、理事黃明旭台幣3000、

理事李九壽台幣3000、理事甄炳

興台幣3000、理事許淑莊台幣

2000、理事黃勝源台幣2000、

理事蔡聰敏台幣2000、理事蔡

錦郎台幣1000、理事蔡韻玲台幣

1000；顧問吳金榮台幣3000、顧

問劉鈺沁台幣2000；林亞莉女士

台幣2000。                  

•越南地區 常務理事黎愛珍台幣

5000；理事洪鼎台幣2000；顧問

杜豔娥台幣1000、顧問林婉儀台

幣2000。

•高棉地區 顧問莫瑞群台幣3000。

•緬甸地區 理事簡明有台幣1000。

•印尼地區 常務理事李兆民台幣

1000；理事張仲琪台幣50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吳毓苹/名譽

理事吳牧野台幣10000、常務理

事楊昆山台幣5000；理事楊泰鵬

/顧問楊曉蕙台幣10000；顧問周

平之台幣1000。

•巴西地區 廖孝棟先生台幣2000。

•比利時地區 顧問張純鳳台幣

1000。

•夏威夷地區 常務理事彭聖師台幣

5000。

•在台地區 榮譽理事長簡漢生台

幣1000；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理事

長黃東祥台幣3000；台北市惠州

同鄉會理事長黃信麗台幣3000；

常務理事張植珊台幣500、常務

理事陳飛龍台幣500、常務理事

林基源台幣5000、常務理事饒培

中/名譽理事李銘如台幣50000；

理事舒立彥台幣3000、理事田期

順台幣1000；會員賴素梅台幣

1000、會員蔡凱淳台幣1000。

彥  賢  義  捐 單位/元

108年海外華校學生徵文、書法、繪畫比賽優勝名單揭曉
得獎作品 將陸續在「  僑訊」及僑聯網站刊出 

（馬來西亞耀才中文補習班）。銀

牌兩名：申采侑（韓國漢城華僑

小學）、余美鈴（日本大阪中華學

校）。銅牌三名：山部十夢（日本

橫濱中華學院）、Kelly Cai（美國羅

省中華孔教學校）、李偉明（美國

成長學苑）。佳作：羅婕瑜（中國

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等93名。

14至17歲組 金牌一名：洪湘瑜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銀牌兩名：羅凱騰（馬來西亞耀

才中文補習班）、潘時宇（韓國仁

川華僑中山中學）。銅牌三名：張

苑柅（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

林庭安（中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

學校）、傅予（日本大阪中華學

校）。佳作：張魁哲（中國大陸華

東台商子女學校）等54名。

三、徵文比賽

小學組 金牌一名：劉孋萱（馬來

西亞寬柔第二小學校）。銀牌兩名：

洪千涴（中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

校）、方慧琳（馬來西亞美里珠巴中

華公學）。銅牌三名：劉靜翊（馬來

西亞寬柔第二小學校）、鄭允昕（中

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王靖恩

（馬來西亞班蘭國民型華文小學）。

佳作：江彥璇（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

女學校）等61人。

初中組 金牌一名：林禮聖（馬

來西亞美里中華中學）。銀牌兩

名：謝旻佳（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

女學校）、徐聖捷（阿根廷華興

中文學校）。銅牌三名：李珮琦

（中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陳佑軒（馬來西亞SEKOLAH 

MENENGAH PARAGON學校）、

蔡森杪（菲律賓中正學院）。佳

作：褚惠莙（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

女學校）等35人。

高中組 金牌一名：陳弘修（中

國大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銀牌

兩名：黃予雯（中國大陸華東台商

子女學校）、黃紹庄（馬來西亞居

鑾中華中學）。銅牌三名：陳新怡

（緬甸育成學校）、松尾浩楠（日

本東京中華學校）、梁樂暄（馬來

西亞居鑾中華中學）。佳作：黃鈺

琦（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等30人。

本年海外華校學生參加書法、

繪畫、徵文比賽，共收3215件作

品，其中書法共收515件，包括中

學組284件；小學組231件，繪畫

比賽計收1809件，包括6至9歲組

821件；10至13歲組656件；14

至17歲組332件，徵文共收891

件，包括小學組449件；初中組

242件；高中組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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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繪畫及徵文等各組得獎作品將陸

續刊登）

南加州／ 中南加州／中華民國退

伍軍人協會南加州分會9月7日在艾

爾蒙地市正式成立，張學海與楊震

南分任正副理事長。

成立大會上，前中華民國駐美代

表袁健生將會旗交至張學海手中，

表示分會正式成立。發起成立南加

州分會的張學海，是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洛杉磯地區的常務理事，曾任

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美東分會理

事長，並先後在休士頓、紐約、多

中華民國，反對台灣獨立，他表示

未來該會還可以有很多愛國活動大

家一起來做。

南加州／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暨南

加州全僑各界在金龍酒家表彰21名

南加州優秀青年及兩位僑聯選出的

海外優秀青年。

僑聯總會駐美西南部辦事處主任

文光華介紹說，每年海外優秀青年

的選拔非常嚴格、把關審核。

南加獲得海外優秀青年獎的是洛

杉磯加大（UCLA）機械與航空航

太工程教授邱培鈺和聖地牙哥加大

（UCSD）生物醫學工程研究院博

士後研究學者陳莉箐。邱培鈺說：

很高興獲得這個獎項，未來將繼續

為社區做出貢獻。他獲UCLA機械

學系傑出青年教授獎，是該校50年

來最年輕及學術傑出貢獻獎。另一

位陳莉箐教授曾獲得25屆亞洲「優

秀論文學術多項大獎」，主要研究

領域為血管動力工程方面。

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南加州分會改選 張學海接任理事長       
邱培鈺、陳莉箐 獲選海外優秀青年 接受本會文光華主任頒獎

文光華主任（前排左七）與參加表揚優秀青年大會的

來賓合影。

倫多、洛杉磯、西雅圖、溫哥華、

舊金山的華僑文教中心服務。他在

成立儀式上表示，該會宗旨即支持

張學海接任中華民國退伍軍人

協會南加州分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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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比賽優勝作品展 

童年的味道，是媽媽的味道。

小時候，每次一起床，我總是會拉開窗簾，

望著天空，凝視著天上的白雲，嗅著園裡的花

香，然後期待著從廚房裡飄來媽媽煎餅的香

味。那滋味，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記。

對我來說，媽媽的煎餅是天下第一。它能安

撫我脆弱的心靈，可以讓我在失敗後，重振旗

鼓，再度出發。

記得那一次考試，因為自己的疏忽，沒看好

題目，所以成績不理想，我傷的盯著考卷，眼

眶泛紅，獨自坐在書房裡不發一語。細心的媽

媽觀察到了我的心事，什麼話也不說，就靜靜

地往廚房走去。

沒過多久，媽媽手中捧著一盤香噴噴的煎餅

出現在我眼前，她用溫柔的語氣安慰我說：

「成績考差了不要緊，但是不要餓壞身體，來

吃煎餅吧！」

我聽了，久久說不出話來，淚水不停地在眼

眶中打轉，媽媽語氣中沒有一絲責備、一絲抱

怨，她現在操心的是我的身體。

我感動的拿起煎餅用力咬下去，溢出來的湯

汁，散發著鮮美的滋味，這充滿愛的味道，讓我

有了滿滿的動力，更有勇氣迎接下一次的考試。

感謝媽媽的煎餅，陪伴我度過青澀的童年，

心疼您的用心良苦，縱然媽媽臉上的皺紋早已

佈滿了臉龐，但那煎餅，是您對我的愛，永遠

也不會在我的生命中抹去的。

徵文小學組 銅牌獎

何佳芯  菲律賓中正學院

快樂的童年                    

繪畫06-09歲組優勝

宮崎禾帆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

繪畫10-13歲組優勝

林月秀
馬來西亞古晉十里中公華小學

繪畫14-17歲組優勝

戴光磊
比利時華僑中華學校

徵文高中組 銅牌獎

鄧慧妍  汶萊中華中學

逆流而上翻轉人生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人生猶如

遊樂園裡的雲霄飛車，有高低起伏、

有起有落、有衝到最高峰的階段，也

有跌到谷底的階段。人生的旅途如逆

水行舟，不進則退。生活中所遭遇的

風風雨雨是上天帶來給人們的考驗與

磨練，逆境的逆，就是不順利，處於

挫敗的低潮中。即便如此，逆境意味

著一個人若要改變人生就要花加倍的

勇氣和精力，堅持不懈地戰勝眼前的

困難，對失敗無所畏懼，才能邁向成

功之路，順流容易逆流難，逆流而上

更加難。

當人生處在低潮、挫敗、迷惘的時段

時，人們特別容易自暴自棄、自我封

閉，容易被外來的傷害及打擊使心靈

變得脆弱，逆境使人們對自己失去信

心、戰鬥力減弱，容易感到自卑，對

前方的路感到徬徨。但人們一旦處於

逆境，就不應該鼓起勇氣前進，任由

自己悲觀的思想擺布嗎？人生之船在

人生的旅途中順著水流的方向隨波逐

流，往遠方的成功之路而去，但在旅

途中偶爾不幸遇到漲潮，導致水流的

方向不同，船兒開始在往後退，遠方

的成功看似遙不可及，這時，處在船

上的人面臨如何逆流而上的考驗，若

要往前，就要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克

服眼前的障礙。一個人能否在逆境中

面臨了考驗卻屹立不倒，並強化自身

內在的力量去改變翻轉自己的人生，

都取決於自己本身的思想、意志力與

信念，因為信念是一把無堅不摧的利

刃。

有些人可能一直都處在順境的狀態，

因為有外在的力量協助他們。例如出

生在富裕家庭裡的孩子得到家人的金

錢資助，助他們一臂之力，使他們離

目標更近一步，不需要花太多的努力

就能成功。相反的，正所謂「千磨萬

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一直

處在逆境的人，雖然過得很艱辛，但

一直想出人頭地的他們，有一股內在

強大的力量由內而發，使他們變得更

有戰鬥力去面臨所有困難，在困難中

找到出路。

每一隻毛毛蟲都有機會從一隻卑微、

不起眼的毛毛蟲破蛹成翩翩起舞的蝴

蝶。接二連三的過程是如此的艱辛，

或許它掙扎過，從來沒有放棄過，只

為了破蛹而出，蛻變成一隻自由自

在、無拘無束在花叢中飛翔的蝴蝶。

同樣的，許多電視上所看到的成功演

員能有輝煌的成就，他們背後所付出

的一切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他們

所擁有的成就，都是經過逆境中所遭

受的挫折與難關，經歷挑戰、磨練

與考驗所獲得的成果。每個演員在

電視上努力扮演自己角色，他們所

表現的細膩情感、自然的表情、流

暢的對白，那些都是經過千錘百鍊

的成果。許多演員都是從小角色演

起，然後慢慢當上配角，再來是主

角。在他們的演藝生涯中，必定有

沮喪、氣餒、疲倦不堪的時候。遇

到逆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是

什麼讓他們堅持到最後？那就是信

念，相信自己，永不放棄，逆流而

上，讓他翻轉自己的人生。

再來，今年與世長辭的丕顯甲必

丹拿督劉錦國，是德高望重的汶萊

華人領袖。他是一位受人景仰的

汶萊宮廷大臣。當時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讓他無法居留在家鄉。1938

年，在僑居汶萊姐夫的幫助下，他

自大金門搭船漂洋過海，來到汶萊

赤手空拳打拚。他在1947年，以

160元購地建屋，開始經營小農場

與雜貨店。一開始不容易做生意，

由於大戰後產品的價格都下架，他

也被貸款尾隨和疾病纏身。後來他

進了醫院，但卻負擔不起輸血費，

雖然有一位護士替他籌錢，但破產

接著來，無可奈何，只好關閉他第

一間雜貨店。過了一陣子後，他開

了一間百貨市場在別的地方，也買

了一塊地來經營他的農場事業。

白手起家的劉錦國說過：「只要

肯努力，勤儉的工作，一定會成

功。」經過幾十年的拚搏，劉錦國

的成功企業在賢內助林桂英以及兒

女的協助下，發展至今已有超過9家

華和百貨市場及12座現代化農場。

身處在逆境的人，別被挫折給打

敗，勿總是抱著悲觀的想法與心

態，或許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待事

情，你會發現，事情本身可能沒有

你想像中的那麼糟。不管發生什麼

事，一定要帶著正向的態度去面

對，只要堅持相信山重水覆疑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必定有機

會逆流而上，翻轉人生。

宮崎禾帆

戴光磊林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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