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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僑務政策與招收僑生」座談

童振源感佩僑聯

以海外辦事處強大力量
為僑胞提供服務平台

僑光社／台北 僑務委員會

地的僑領致意，感謝僑聯總

委員長童振源 5 月 11 日偕

會長期服務海外僑胞及對僑

同僑生處處長林渭德及僑民

生的照顧，他表示，在泰國

處副處長閻樹榮，拜會華僑

擔任代表時期，有 6 成工作

救國聯合總會，與理事長鄭

都是僑胞支持推動，僑胞對

致毅及所屬各海外辦事處主

國家在海外政策的協助，他

任就「當前僑務政策與招收

感同身受。他指出，鄭理事

僑生」，進行熱烈交流。

長在 107 年組織僑聯總會
泰國舉辦海外理事會議，他

童委員長親臨僑聯總會，
充分顯示對本次會議的重
視。

看見僑聯凝聚全球僑心的力
童振源委員長表示敬佩鄭理事長全心投入僑務工作。 鄭致毅理事長強調願為僑委會站在第一線，努力服
務僑胞。

量，鄭理事長全心投入僑務

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先生，

弟關係，今後僑聯願意為僑

合僑胞力量，促進僑社繁榮

工作，令他十分敬佩，因此

聯合總會是在民國 41 年，

在僑委會正式成立，僑委會

委會站在第一線，為敦睦僑

盡最大力量。

他接任僑委會工作後，密切

由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命當時

與僑聯總會是密不可分的兄

社情誼，共謀僑胞福祉，結

囊括九成獎項 馬來西亞僑生是大贏家
大專院校僑生國語歌唱比賽熱鬧舉行

配合僑聯 周年慶

鄭理事長表示，華僑救國

童振源首先向來自世界各

球僑胞服務。
這場拜會及座談會出席有
前立委暨僑聯總會紐約辦

全國

70

與僑聯交流合作，擴大為全

事處童惠珍主任，僑聯總會
澳洲墨爾本辦事處王桂鶯主
任，僑聯總會美國舊金山南
灣辦事處吳毓苹主任、吳睦
野副主任，僑聯總會美國東
洛杉磯辦事處楊泰鵬主任、
楊曉蕙理事，僑聯總會日本
關東辦事處謝偉常務理事，
僑聯總會巴拉圭辦事處連元

參賽及得獎同學與貴賓、評審老師們合影。

▼林渭德處長感謝僑聯總會在
疫情期間克服萬難讓歌唱比賽
照常舉行。

理事，海外僑生在台校友聯

慶祝成立 70 周年舉辦的全國大專

合總會黎愛珍總會長、林狄

院校僑生國語歌唱比賽於 5 月 28

秘書長，緬甸歸僑協會李沛

日（週六）在台北中廣公司舉行，

理事長，緬甸留臺同學總會

共有 24 所學校 60 名同學參賽，

冷耀東總會長等。

比賽精彩萬分，高潮迭起，於當天
參賽者競爭激烈，同分者甚多，

辦事處尹開泰主任，僑聯總
會菲律賓辦事處黃勝雄常務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下午 5 時圓滿結束。

章名譽理事，僑聯總會緬甸

（相關報導刊 A2、A3 版）

鄭致毅理事長表示在他心中
每位參賽者都是第一名。

經過老師審慎討論決議後，由劉一

僑委會僑生處林渭德處長

麒奪冠（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第

表示，感謝僑聯總會在疫

歸僑協會李沛理事長、寮國

二名王穎輝（東南科技大學）；第

情期間克服萬難讓歌唱比

歸僑協會黃植生理事長、台

三名李浩然（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 賽照常舉行，相信所有的

北市雲南同鄉會黎順發理事

第四名周秋葒（東南科技大學）；

同學也非常努力的準備，

長、僑聯總會謝偉常務理

優勝 5 名：廖琳敏（文化大學）、

他期許僑生畢業後能先留

事、僑聯總會張忠春常務理

潘悅勤（世新大學）、曾俊業 （世

在台灣工作，學到台灣的

事。

新大學）、林文怡 （國立台北教

技術、創意，未來若是回

育大學）、陳富美 （銘傳大學）。 到僑居地發展，也定能有
得獎者除陳富美是來自緬甸，其

餘各位都是馬來西亞的僑生。

亮眼的成績，帶來不一樣
的人生。

本次比賽邀請丁曉雯老
童惠珍主任希望同學享受
在台灣的生活。

享受在台灣的生活。

師、陳宏宇老師、謝宇威老
師擔任專業評審，三位老師
皆為資深音樂人、製作人及

僑聯總會紐約辦事處童惠

與會貴賓有僑委會僑生處

珍主任表示是第一次在台灣

林渭德處長、僑聯總會紐

參賽同學照片及比賽影片

參加僑生歌唱比賽，聽到大

約辦事處童惠珍主任、僑聯

將於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官網

賽，發揮自己課業之外的天份，所

家精湛的歌藝，感到非常感

總會黎愛珍監事長、印尼歸

（www.focat.org.tw）發佈。

有人在他心中都是第一名。

動。也希望所有同學能好好

僑協會李惠英理事長、緬甸

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表示，非

常感動看到各位同學到台灣來認
真求學之外，還專程來參加歌唱比

歌唱比賽、金曲獎評審。

（相關報導刊 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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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合影，前排中童振源委員長，前排左四鄭致毅理事長。

期待吸引優秀僑生來臺 培育並補充產
建議針對僑胞所需 整合並匯聚資源

僑務政策與招收僑生座談會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學時強化在學就業，畢業後強化就

任：政府非常重視僑生的延攬，但

5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業媒合，公私協力媒合僑生就業。

因疫情的影響，因此海內外僑胞們

海外僑生在台校友聯合總會黎愛

舉辦「僑務政策與招收僑生」座談

並籌備「僑生人才大聯盟」，結合

在聯繫上造成了困難，而僑委會的

珍總會長、緬甸歸僑協會李沛理

會，受邀貴賓發言踴躍，綜合重點

國內外所有的僑臺商與民間團體等

工作也勢必是大受影響，加上經費

事長、緬甸留臺同學總會冷耀東總

如下：

等的力量交流合作，讓資源和資訊

有限，疫情下的各種應變變得十分

會長、僑聯總會緬甸辦事處尹開泰

僑委會僑生處林渭德處長進行

能夠整合共享，這樣對大家都會是

重要，而在座所有的與會貴賓都是

主任、巴拉圭辦事處連元章名譽理

「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政策」相關

多贏的局面。也提供「十萬僑生，

一直在為僑務工作認真付出，也希

事、澳洲墨爾本辦事處王桂鶯主

簡報，簡報中提到國際人才競逐與

十萬人才」計畫供海外保薦單位協

望能夠盡早整合並匯聚政府及民間

任、美國東洛杉磯辦事處楊泰鵬主

少子化影響，產業所需之專業人才

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家庭。

的力量與資源，才能更完善的幫助

任也分別報告自身在日常僑務工作

缺口亟需補足，因此僑務委員會希

因為僑聯總會在僑教議題不遺餘

望吸引優秀僑生來臺，接受優質教

力，因此林處長也歡迎僑聯總會與

育，並擴大僑生留臺發展機會，促

各歸僑團體共襄盛舉加入聯盟，並

進臺灣與僑居國共同發展。

聘請僑聯總會擔任招生顧問，提供

僑委會訂出四大工作方向：培育

僑委會僑生政策意見並協助宣導僑

生源、擴大招生、在學輔導、就業

生政策，也能夠和僑委會一起協助

輔導，建立僑校區域教學聯盟，結

照顧生活困難的在學僑生並協助僑

合招生獎勵制度輔助僑校發展，結

生留臺就業。全球化競爭時代的來

合海內外僑界的力量，強化各領域

臨，我國「攬才、育才、留才」政

的連結來擴大招生，並強化僑輔體

策至關重要。期許結合政府及民間

系，運用以僑輔僑的方式強化在臺

力量，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

輔導並提供各種急難救助資源，在

僑胞。

僑聯總會紐約辦事處童惠珍主
童惠珍主任發言。

吳睦野副主任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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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狄秘書長
發言。

李沛理事長發言。

與談豐富有意義
中碰到的一些現象，包括了各地僑

代，發揮生活中各種創意，只希望

生招生事宜與就業問題，並趁著這

有個機會，因此深受感動，希望能

次難得的會議向童委員長提出許多

將主力放在幫助年輕的一代，認為

建議與看法。童委員長也針對這些

最可悲的浪費，就是人才的浪費。

問題與建議，說明並分享僑委會目

會中討論氣氛熱絡，各方交流意

前施行中及未來規劃中的各種僑務

見，童委員長也有問必答，承諾未

政策。

來會盡最大的力量為所有僑胞付

美國舊金山南灣辦事處吳睦野副
主任：在海外看到許多年輕的一

王桂鶯主任發言。

出，也期望後續和僑聯總會有合作
的各種機會，會議圓滿結束。
冷耀東總會長發言。

鄭致毅理事長贈送邀請函給童委員長（左），
邀請他參加本會 70 周年慶祝大會。

黎愛珍總會長發言。

尹開泰主任發言。

連元章名譽理事發言。

童委員長（右）仔細觀看本會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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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僑聯 70 周年慶 全國大專院校僑生歌唱比賽

鼓勵優異表現 建議待精進細節
評審用心點評 參賽者受惠良多

鄭致毅理事長（左）頒獎給第一名劉一麒。

林渭德處長（左）頒獎給第二名王穎輝。

生國語
專院校僑
全國各大
海報。
賽
歌唱比

童惠珍主任（左）頒獎給第三名李浩然。

僑光社／台北 僑聯總會 70

周年全國各大專院校僑生國
語歌唱比賽順利完成，評審
老師們對參賽者的表現，認
為唱功及細節處理都值得鼓
掌，但也強調，除了歌唱實
力，台上的臨場反應也是很
重要的能力。
本次比賽邀請的丁曉雯、
陳宏宇、謝宇威三位專業

黎愛珍監事長（左）頒獎給第四名周秋葒。

李沛理事長（左）頒獎給優勝潘悅勤。

李惠英理事長（左）頒獎給優勝廖琳敏。

「氣」的能力較為不足，

黎順發理事長（左）頒獎給優勝曾俊業。

張忠春常務理事（左）頒獎給優勝陳富美。

黃植生理事長（左）頒獎給優勝林文怡。

唱歌不只是呼吸的能力，

120 分，因為無論是誰，上

力的練習之後，上台那刻

上建議大家在唱歌時將嘴

可以持續練歌，提升肺活

而是要運用身體的力量。

台都會緊張，一緊張就很容

起，把台下觀眾當成自己的

巴和丹田放開，光是小小的

量，進而增加身體抵抗力。

許多同學讓共鳴只停留在

易喉嚨乾，在真假音轉換的

親友，不要在乎比賽成敗，

改變就可以讓整體表現提

口腔，會造成聲音不大、

部分就容易失常。他並分享

才能輕鬆發揮平常的實力。

升許多。他勉勵大

高音吃力，雖然音色很好，

消除緊張的辦法，在經過努

陳宏宇老師：在歌曲表現

評審，皆為資深音樂人、製
作人及歌唱比賽、金曲獎評
審。
評審們提供了如下待改進
的意見。
丁曉雯老師：各種比賽，
忘詞是很常見的事，但除了
歌唱實力，台上的臨場反應
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許多同學在唱歌時，運用

家在疫情期間也

但音量就不夠大，細節處
理也會不夠好。
選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點，許多同學的能力非常
好，但選的歌曲超出了自身
能駕馭的範圍，建議比賽的
時候，挑選保守一點、適
合自己音域的歌曲，比賽
時才能游刃有餘，而在這
次比賽，許多同學挑選了不
同性別歌手的歌曲，建議使
用伴唱帶比賽的時候，也儘
量不要調整太多曲調，避免
失真。
謝宇威老師：同學在家練
習時，可將練習標準設到

三位評審老師悉心點評：左 . 丁曉雯老師。中 . 陳宏宇老師。右 . 謝宇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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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協助緬甸僑生來台就學及紓困生活有功

鄭致毅理事長獲僑委會頒贈感謝狀
僑光社／台北 大力協助解

決緬甸學子入台就學及來台
後生活等各項困境有功，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鄭致毅理事
長 5 月 13 日接受僑委會童
振源委員長頒贈的感謝狀。
緬甸歸僑協會、臺北市雲
南省同鄉會、緬甸密支那育
成學校在臺校友會等相關僑

童振源委員長 ( 左五 ) 與接受感謝狀的各僑團負責人合影，右五是本
會鄭致毅理事長。

團也同時接受感謝狀。
期待與僑委會合作
加強服務緬僑
去年年初緬甸情勢動盪，

欲來台唸書的華人子弟增

去年全台疫情三級警戒時

添了許多變數而心惶惶，

期，包括緬甸等的僑外生打

不知所措。

工、生計遭逢困境，華僑救

許多緬甸在臺僑生無法獲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4 月

國聯合總會又挺身而出，號

得家鄉親友經濟支援，又遭

20 日在僑聯總會會議室舉

召海內外僑胞及各國僑生在

遇臺灣疫情影響無法外出工

行「緬甸僑胞因應政變」

台校友會募款，短短一個月

座談會，獲致具體彈性解

共 募 得 282 萬 8 千 元， 並

決方向。

於 7 月 29 日將此款交由海

讀，生活陷入困境；所幸各

鄭致毅理事長（右）接受童振源委員長頒贈的感謝狀。

僑團紛紛伸出援手，發起善

搭起僑生、僑胞與臺灣的橋

雯、海外在臺僑生校友聯合

款與物資募捐活動，協助在

梁，延續良善、互相扶持的

總會總會長黎愛珍、中華民

臺緬甸學子難關；為此，僑

精神。

國緬甸在臺校友聯誼會顧問

陳以信、李德維，僑務委員

贈包括緬甸等有需要的在台

座談會邀請了立委溫玉霞、 外僑生在台校友聯合總會轉

務委員會特別於 5 月 13 日

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及

趙新華、中華曼德勒孔教學

會僑生處長吳郁華、教育部

各國僑生。

由委員長童振源親自頒贈感

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李沛感

校校友會理事長張立和、緬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專門委員

各界盛讚僑聯義舉
具時代意義

謝狀，表達對各僑團負責人

謝僑委會的支持與重視，以

甸密支那育成學校在臺校友

劉素妙與相關領域專家及大

支持緬甸學子付出的肯定。

及各華僑團體與校友會長期

會理事長楊名權、臺北市雲

學院校、留（旅）台同學會

童振源委員長感謝各僑團

的協力合作，未來也期盼持

南省同鄉會理事長黎順發等

代表學生等 60 餘位出席。

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幫

續加強與僑委會的合作，共

人。

助緬甸僑生在臺生活及課業

同服務緬甸僑生及在臺緬甸

學習發展，也持續協助更多

歸僑。

僑聯舉辦座談會 號召募款
獲致正面效果

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巴西 加拿大全僑大遊行

緬甸同學順利來臺升學；透
過政府與民間跨部會力量，

當日活動與會貴賓也包括

去年，緬甸因受新冠病毒

華僑協會總會秘書長蘇靖

疫情與政變雙重打擊，使

巴西全僑界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出席僑團代表合影。
（圖片由本會巴西聖保羅辦事處廖世秉主任提供）

此後，僑聯總會不但邀宴
感謝各相關協助的僑團負責

中 央 通 訊 社、 中 時、 聯

人，更在同年 12 月 4 日，

合、 經 濟 新 聞 網、 放 言、

為緬甸新生舉辦了感恩暨迎

YAHOO、PChome 等 多 家 媒

新座談餐會，歡迎順利來台

體均做了採訪、報導。

就學，也讓受惠學子向提供

僑聯總會此項「緬生因應

協助的善心人士致謝。

政變」座談會，有了突破性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為了協

的進展，教育部、僑委會同

助緬甸僑生解困，大力提

意緬甸學生可以參加第二階

供溝通平台，並獲致諸多實

段申請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

效，深受各界好評，盛讚僑

學僑生先修部事宜。

聯義舉具時代意義。

足關注，不時舉起大拇指喊

會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多

讚，令人感動。

倫多辦事處、華僑協會總會多

巴西聖保羅／ 巴西全僑界支持台灣加

與安全。巴西全僑發起支持

遊行隊伍至保利斯達大道

倫多分會、華商經貿聯合會滑

入世界衛生組織，於 5 月 15 日上午 11

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大遊

終點圓滿結束，是一次成功

鐵盧分會、中華民國僑生加

時 30 分在聖保羅市保利斯達商業大道舉

行，來激起巴西社會人士的

的大遊行。（文稿由本會巴西

東聯誼會、逢甲大學加東校友

行支持行動大遊行，有 300 多位貴賓、

關注支持。

聖保羅辦事處廖世秉主任提供）

會、加拿大滑鐵盧各大專校
友會、國際傑人會加拿大滑

僑務榮譽職人員、僑社負責人及代表和

遊行正式開始後，貴賓及

加拿大多倫多／ 加拿大

僑胞鄉親出席參加盛會，還有千人巴西

僑胞鄉親排列站在寫著支

僑界 5 月 7 日舉行支持中

友人參與，表達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

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葡

華民國進入 WHO，並參與

織的大力支持。

文大布橫條後面，從現代藝

WHA 大會車隊遊行活動。

鐵盧分會等團體協辦。
參與車輛在多倫多僑教中
心停車場集合，與會僑團共

台灣長期被排除在 WHO 之外，不但使

術館出發，隊伍有序的緩慢

活動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台灣成為全球防疫體系唯一的缺口和黑

前進，遊行中穿插呼喊台灣

企管協會華東分會主辦，發

參加者呼籲各界一起為中

洞，更讓 2300 萬的台灣人民不時地暴露

加油，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

起人余琪玲致詞感謝各僑團

華民國進入 WHO 努力，支

在各種新興傳染疾病的死亡威脅之下，

口號，吸引上千巴西友人駐

熱烈共襄盛舉，安省中華總

持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

有 17 輛車響應。

這不但不公平，更是不人道、不正義。

瑞士日內瓦舉行的 WHA 大

這次新冠狀病毒疫情，已經傳播至世界

會，並希望加拿大運用影響

各地，而對全球衛生安全造成嚴重的衝

力，聯合世界其他民主國家

擊。因此，台灣必須全面且有效的參與

共同支持臺灣的參與。

國際公衛體系，彼此密切配合，才能確
保台灣及全世界每一位國際公民的健康

加拿大全僑界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圖片由本會加拿大多倫多辦事處余琪玲主任提供）

（文稿由本會加拿大多倫多辦事
處余琪玲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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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慷慨解囊 支持「愛心團」協助旅法低收華人除貧脫困

僑聯名譽理事丁偉星普受僑社尊重
僑光社／巴黎 法國巴黎華

保險。雖然各行各業都受到

使他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人愛心團成員最近拜訪華僑

疫情影響，卻還能夠維持正

整整一年，法國人力的需求

救國聯合總會法國名譽理事、 常的生活。但是疫情的到

大規模減少，無證華人也大

前巴黎辦事處主任丁偉星先

來，卻使一個弱勢群體陷入

量失業。在沒有任何保障的

生，感謝他長期支持、贊助

了生活的危機。這就是無證

情況下，他們甚至無力購買

各項公益活動的善心義行。

華人群體。這個群體人數眾

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丁偉星先生是法國中華會

多，很多人都是為了貧寒的

為了救助這個華人群體，

館榮譽主席，中法文化交流

家庭、年邁的父母、幼小的

巴黎的一批熱心人士發起成

基金會主席，他長期在法國

子女，漂洋過海來到歐洲。

立愛心團，他們購買一些生

從事公益慈善事業，華人中

他們做著最辛苦的工作，

活必需品，大米、白麵、食

處處都有他的影子。

卻承受著生活和精神上的巨

用油，雞蛋、牛奶、口罩等

2020 年 3 月， 法 國 疫 情

大壓力。他們拿著微薄的收

物品送到困窘的同胞手中，

出了困窘，找到工作，解

理同胞後事；看望滯留機場

爆發，導致封城。在法國，

入，往往只能勉強維持著生

丁偉星知道這一消息後馬上

決了溫飽問題，愛心團又把

同胞；服務華人健康；組織

員工有合理的失業補助，企

活，把節省下來的血汗錢寄

在經濟上支援他們的行動。

工作重點轉向了關注重症同

法語學習，給予法律幫助等

業有國家支援，民眾有社會

回國內家人。疫情的到來，

封城放開後，很多華人走

胞，為他們送溫暖；協助料

方面，只要有需要幫助的方

愛心團成員拜訪丁偉星名譽理事（前坐者）。

童振源出訪泰國 僑社熱烈歡迎
僑委會與僑聯總會協力服務僑胞 僑界譽為官民合作典範

方面面，都有他們的身影，
丁偉星非常讚賞他們這種堅
持不懈的為華人服務的宗
旨，為了支援他們的工作，
在經濟上大力支持 ，成為
愛心團有力的經濟後盾。
疫情也造成了法國的失業
率增加，搶劫和偷竊華人
案件增多，在法華人的生命
財產都受到威脅。一批青年
華人自發成立法國兄弟聯協
會，在華人經常被偷、被搶
的地方加強巡邏，護送下夜
班的華人，丁偉星為他們的

童振源委員長（前坐中）與僑胞合影。

僑光社／泰國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吳富雄、主任陳鴻彰及常理事饒培中等熱

出訪泰國，5 月 24 日前往中華會館參加 烈歡迎。
丘主席及陳主任表示，童委員長過去曾
端節聯歡會，受到泰國中華會館主席李那

南加吳建宏 羅怡凱 束柏廷

在醫學科技業表現優異 獲選全球海外十大優秀傑出青年

隆、中華僑聯總會主席丘菁瑛．名譽主席 任泰國代表，這次出訪泰國是回娘家，泰

童振源委員長與泰國中華僑
聯總會主席丘菁瑛（右）合
影。

精神所感動，又在經濟上給

國好朋友都表達熱烈歡迎

丁偉星先生旅法幾十年，

與開心，同時委員長上任

自認現在人老了，無法在行

後為全球各地區僑胞、僑

動上實際參與各項活動，但

生謀福利爭取權益，令僑

是，非常敬佩這些年輕人，

胞深感敬佩。

能夠長期不懈的為公益事業

予支持他們的工作。

陳 主 任 指 出， 童 委 員 長

付出，鑑於有錢出錢。有力

上任後與鄭理事長合作無

出力的原則，丁偉星先生把

間，共同促成緬甸僑生到

參與這些公益活動當作義不

台灣升學就業，是政府與

容辭的責任，為此，他也受

民間合作的範例，值得所

到法國華人的尊重。（圖文

有民間團體效法。

由本會法國理事曾曉蓉提供）

會美西南區全球海外十大優秀青年

(UCLA) 外科教授兼副主任

者表現非常優秀，希望能為

頒獎典禮，最近在洛杉磯華埠舉行。

並任職 USC 加州大學醫學

僑界發光發熱，也希望他們

南加州地區共有三位優秀青年獲此

中心；羅怡凱生物工程博

回台灣參訪，與台灣青年交

殊榮。他們分別是：吳建宏博士、

士，將先進技術商業化，幫

流，提升台灣在國際的影響

羅怡凱博士及束柏廷先生。

助無法透過傳統藥物及手術

力。

吳建宏（左四）接受頒獎，左三是經文處
處長黃敏境，左二是僑聯文光華主任。

羅怡凱（左五）接受頒獎，左三是文光華
主任。

僑光社／洛杉磯 中華民國僑聯總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黃敏境、僑聯總會美西南辦事處

束柏廷（左五）接受頒獎，左三是文光華
主任。（圖片由文光華主任提供）

途徑的患者得到有效治療；
束柏廷康乃爾大學及加州理

主任文光華、中華會館主席鄺松齡 外十大傑出青年的活動，是配合青年

工學院電子電腦科學碩士及

以及僑界社團領袖等到場祝賀，僑 節而舉辦的。美西南辦事處向僑聯總

博士研究，研發在低成本設

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發函祝賀。黃 會文教基金會推薦了南加地區三位

備上而具提升高效能人工智

敏境為三位獲獎者頒發獎章、獎 青年學者參與並獲頒獎。吳建宏是

能產品，用於醫學人體跌倒

CORNELL UNIVERSITY 及 COLORADO

偵測及入侵者偵測和人體跟

文光華表示，本次甄選全球海 醫學博士，現任加州洛杉磯醫學中心

蹤控制多種系統。三位獲獎

接受
頒獎 狀及證書。

（文稿由文光華主任提供）

彥 賢 義 捐
朱國琴女士獎學金台幣 40000
越南地區
名譽理事梁德志台幣 1000
巴拉圭地區
名譽理事連元章台幣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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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

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書法比賽優勝作品展

徵文小學組銀牌

徵文小學組銅牌

歲月，我才領悟到了一個深刻的道

賴薈貞馬來西亞砂勞越埔奕中華公學

楊千媛馬來西亞砂勞越美里珠巴中華公學

理，那就是珍惜光陰。

一個有趣的夢

珍惜光陰

童年時期，我都感覺自己很忙，有
做不完的作業，有寫不完的日記以及

「燕子去了，有再飛回來的時候；

練不完的鋼琴。有一次我懇求爸爸，

車站等待父母來接我。同學們陸陸續續的 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花兒謝了，

可不可以不寫日記，不練鋼琴，可是

坐進了父母的車，媽媽還是沒到。由於天 有再開的時候。」但是，如果光陰在

爸爸說了一句諺語，就是「少壯不努

氣悶熱，再加上昨晚沒睡好，我覺得有 我們遊戲的時候流逝了，就再也不能

力，老大徒傷悲」。過後，他要我仔

點昏沉，就靠在語概走廊迷了一會兒。

返回了，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光陰

細琢磨一番。那時，我才明白要珍惜

突然，我感覺有人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

都在無情的流逝著。

光陰。魯迅也曾經說過「時間就是生

放學了，我像往常一樣在學校的公共

膀，我緩緩睜開眼睛一看，我驚呆了。

歷數古今中外一切有大建樹者，無

光陰是一把神奇而又無情的雕刻

樣，若不是他長得比我成熟，高出我一

有這樣的詩句：「百川東海倒，何時

匠，它能把巨石分裂，把幼苗雕成大

個頭， 我可能認為他是我的雙胞胎呢。

復西歸？」愛迪生常對助手說：「人

樹。老人額頭的皺紋是它刻出來的，

「薈貞，妳好。」他親切地說道。「天啦！

生太短暫，要多想辦法，用極少的時

少女臉上的紅暈也是它描繪出來的。

她到底是誰？怎麼認識我？」我心裡暗 間辦更多的事情。」可見從古至今，

它按時撕下一張又一張的日曆，把將

想，她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她沒說什

來的變成現在，把現在變成過去。

珍惜時間就是締造輝煌。
人生能幾回搏？倘若現在你不抓緊

光陰也是一位公平的審判官，不管

往學校後面走去。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時間學習，奮鬥進取，拼搏出屬於自

你權全重如山，腰纏萬貫，或是一介

我也沒顧慮太多跟了過去。

己的一片天地，那麼你將會是一個可

布衣，兩袖清風，它都一視同仁，哪

走著走著，我被眼前的大樓吸引住了， 悲又可憐的人了。因為你的人生畫卷

怕你一擲千金，它也不會因此施捨一

麼，只是笑了笑，招了招手，轉了身就

這棟大樓的外觀像豬籠草，「薈貞」帶

會從此空白，缺光彩。本來應該由你

我逛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十分雄偉和壯

塗抹的畫卷，卻因你的虛度而遭到白

觀，也非常先進，以前的服務員卻變成

白的棄用。

了機器人，門前放了看似非常先進的滑

繪畫6-9歲組銅牌鄭天晴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
繪畫10-13歲組銅牌楊子萱 中國大陸華東台商子女學校
繪畫14-17歲組銅牌曾伊柔 馬來西亞柔佛州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命」。

一不惜時間如金。漢樂府「長歌行」

眼前這個女生怎麼長得和我一模一

書法小學組銅牌鄭智中 馬來西亞新山班蘭國民型華文小學
書法中學組銅牌鄭淋豐 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分一秒。
光陰決定一切，你珍重它，它便讓

鄭淋豐

你擁有你，你漠視它，它便化成輕煙，

往日的稚氣化作泡影，融入了歲月

並將你所有的一切，消散的無影無蹤。
要記住，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

板，所有顧客都在使用他。經過「薈貞」 的銀河，洗禮出一副副奮鬥的樣子。
一番講解後， 原來只要我們站在上面，

或許，這才是老師和家長希望的樣

計在於晨；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

不需要使用手和腳，只要身體請向一個

子，或許，這才是青春該有的樣子，

買寸光陰。風雨之後必有彩虹，但前

方向，它就會往那個方向移動。它可以

又或許不是。但，正是在這段難忘的

提是你懂得珍惜時間。

感應我們的腦電波，並把我們帶到相關
的部門。
當我和「薈貞」逛得不亦樂乎時，我
突然感到呼吸困難。「薈貞」趕緊把我
帶到一棟看市汽車加油站的地方，她告
訴我未來世界的人需按時在氧氣注入站
灌入足夠的氧氣，否則會窒息。「未來
世界？」「不是吧？」「我這是穿越了
嗎？」「薈貞」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慮，
她說：「我是 20 年後的妳，由於十多年
前世界各地遭受了病毒的侵害，再加上
溫室效應，天災人禍造成很多動植物逃

鄭智中

不過滅絕的命運，也因此氧氣的含量也
逐漸減少……」這時，我看向外面，我
驚呆了，因為外面只剩下少許的樹木。
過後，「薈貞」帶我參觀四周圍的環
境。我發現未來的人變得非常珍惜水源，
天氣也十分乾燥炎熱，如果人們浪費水，
將會被逮捕或罰款。我把頭朝向天空，
發現有許多無人機在監視人民的一舉一

鄭天晴

動，政府會限制每天的用水量，為了節
省 用 水， 人 們 不 再 洗 澡、 洗 衣 服、 洗
車……
「嗶…嗶…」我被周圍的雜嘈吵醒了。
我睜開眼睛，發現媽媽在車裡等我，我
趕緊背起書包朝媽媽走去。進車後，媽
媽告訴我這幾天煙霧很嚴重，出門時需
要戴上口罩。我看著窗外後退的一草一
木。我從沒發現他們是如此的美麗，我
輕嘆了一口氣。
這是一個有趣的夢，未來的我把我帶
到了未來世界，讓我見識了未來的高科
技 卻又對現在的世界有所覺醒。最後，
我希望我們可以好好保護這個還充滿綠
意的世界，不要在污染環境了。
楊子萱

曾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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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基
福建南安人，1965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1975年獲台灣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文學碩士；畢
業後留在淡大並曾任教於東吳大學、國防醫學大學、銘傳
大學、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及英語系副教授等職。
1985年2月全家移民美國，從事餐館業。1991年8月獨
自返台重拾教職，至2006年7月止，屆滿65歲退休。次年
返回美國加州佛瑞斯諾 (Fresno) 市與妻兒們團聚。含飴
弄孫之餘，為了要實現幼年時期想當畫家的夢，退休後
在美國重拾已放棄40多年的繪畫嗜好；利用晚年勤於繪畫，經常廢寢忘
食，遂於去年(2021年)在美國由 Amazon 出版畫冊The Glorious Sunset: A
Collection of 80 Oil Paintings(晚霞:梁廷基80油畫集)，收集了退休後到
80歲的畫作。
展示的就是梁先生的畫作，分享本刊讀者。
賞析
畫作

寫生

力爭上游

打高爾夫球

生命故事

印尼熱帶水果

日常蔬果

晚霞

搭撐船遊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