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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估計，日本57座廠累積了四千顆鈽，

在美國第七艦隊掩護下進行海底核試，

實際進入擁核俱樂部了），於是接二連

三地蓋起核電廠。通過幾次核災，加上

地球暖化，台灣人逐漸覺醒，首先知道

要節能減碳。2005年荒野保護協會發起

「夏至關燈一小時」，年年在大安森林

公園舉行，參加者逐年增多。2007年3月

26日晚八時，雪梨開始「地球（熄燈）

一小時」，獲多國城市響應，今年已擴

大到134個國家、億萬人同步響應。總統

府和台北101大樓都準時熄燈一小時，總

計節省10萬度電，相當於140座大安森

林公園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成績斐

然。

節能外，更要積極尋找可再生的

綠色電源。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已行之有

年，只是台灣的政府和壟斷的電力公司

因循苟且，不願往這方面發展，藉口是

成本高、找不到地方安裝風力設備云

云。成本高嗎？台灣是全球太陽能板最

大生產地，德國是我們的一個訂戶。德

國人怎麼就不嫌貴呢？

「使用者付費，」婦運健將施寄青

表示，「我們願意為有機蔬果多付錢，

也願意為綠色電力多付錢。」

她和共識的朋友們成立了「全民瘋

綠電大聯盟」，準備在草根中宣傳，並

努力向民代和政府施壓，全民同心協力

開來發綠色電能。　

筆者以為，應立即關閉兩座運轉

三十年的老核電廠，第三座盡速除役，

核四按時投入運作，同時大力發展再生

電源，最終取代核四。

除了陽光、水力、風力、天然氣

外，潮汐也能發電。我們不鼓勵用玉米

等農作物作能源，剝奪口糧又於心何

忍？最好能廢物利用，譬如豬糞。2006
年旅遊雲南，參觀農村時發現，許多養

豬人家都有地方政府補助修建的豬食

槽、集糞池和管道，利用沼氣發電，足

供家戶照明外，環境衞生也大為改善。

台灣人勤勞又富創意，只要想做，

沒有什麽做不到的。為了自己和地球的

安康幸福，大家一起來尋找綠色電能。

讀者有意參與「全民瘋綠電大聯盟」的

連署，歡迎來信： yuni@infra-vest.com

（作者為知名作家）

▲玉米成為生質能源，造成糧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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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在金門大橋的故鄉
舊金山灣區分會成立紀實

▓路華平

華僑協會總會第22個分會─舊金山

灣區分會，4月3日，在灣區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隆重舉行成立大會，在三百六十

餘位僑胞的見證及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薛盛華的監交下，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

伍世文授予灣區分會創會會長吳毓苹會

旗、圖記、當選證書及會務發展基金，

正式加入華僑協會總會的大家庭，同為

服務僑胞、造福僑社、團結僑界，奉獻

心力。

四個分會聯袂共襄盛舉

為了慶祝舊金山灣區分會的成立，

華僑協會總會、邁阿密分會、費城分

會、休士頓分會及多倫多分會等四個分

會，共卅五人，組成「舊金山灣區分會

成立祝賀團」，專程飛往舊金山，共襄

盛舉。其中，理事長伍世文伉儷、常務

監事召集人黃海龍等三位，因參加3月29
日僑委會在檀香山舉辦的「百齡薪傳─全
球聖火首燃大會」先行赴美，常務理事

梁兆坤、理事黃宏梓、秘書長謝國樞及

會員等九位，4月2日從國內出發；邁阿

密分會會長王雲福、秘書長彭慰黎，費

城分會會長陳強伉儷，總會理事吳光定

等五人，則於舊金山參團；休士頓分會

會長黃泰生、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等

十八位，則於當地併團，一道聯袂出席

舊金山灣區分會成立大會。

▲舊金山金門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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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兼具藝術之美。圖為桂林象山公園所立象形文字演繹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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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團員9人，歷經十餘小時飛行，

前往舊金山，4月2日下午抵達。舊金山

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苹、吳睦野伉儷，

持會旗前來接機並合照。轉抵下榻飯

店，與伍理事長一行八人會合。下榻的

「Double Tree」位於灣區海邊，灣區小

徑沿著海岸無限延伸，湛藍大海交織翠

綠垂柳，或步行，或騎鐵馬，極盡賞心

悅目。

祝賀團的大日子就是出席4月3日舊

金山灣區分會成立典禮。我們11時抵達

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會場36桌，幾

已滿座。以致晚到的二十餘位僑胞，無

法參加盛會而黯然離去，可見灣區分會

成立對於當地僑胞來說，是件盛事，而

無法躬逢其盛的僑胞，當然會有些許的

遺憾。

出席貴賓有加州參議員余胤良、

加州眾議員方文忠、C u p e r t i n o市長

黃少雄、M i l p i t a s市長艾和諧（ J o s e 
Esteves）、Cupertino市議員暨前任市

長胡宜蘭、駐舊金山經文處副處長王海

龍、僑教中心主任黃公弼、副主任高家

富以及僑務委員張人睿、趙川三等僑界

俊彥，濟濟一堂，顯見吳毓苹會長在當

地的號召力，不同凡響。

僑情座談

成立大會典禮之前的暖身活動─僑

情座談，由理事長伍世文、僑委會副委

員長薛盛華、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苹聯合

主持。僑胞提出的問題，綜整歸納有：

二代健保對僑胞的影響、華僑子弟返國

就讀權益、華僑社團向政府註冊登記、

2012年總統大選選情、今年雙十國慶及

2012年總統大選返國包機等，皆是關係

僑胞權益的重大問題。薛盛華表示，未

來二代健保上路，僑胞回台就醫，不可

能再出現今日「回台加保、返美停保」

的情況，必須要在台灣居住四個月以上

才可復保。此外，他也提醒僑胞，要符

合健保資格，僑民需在台灣設有戶籍，

並且在護照上印有中華民國身分證字

號。無戶籍的僑胞，自然也無參加健保

的資格。有關明年總統大選，僑胞建議

僑委會協調中華航空以包機或加開班機

方式，解決過去返台一票難求的現象。

薛盛華表示，因華航已民營化，政府無

法下令華航增班，最多只能協調勸說。

不過，他表示包機是「空機來美、滿機

返台」，不符成本，恐難如願。

成立大會即景

典禮程序的安排上，先午宴再開

大會。由於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是集會場

所，並無餐飲供應，因此菜餚都是由外

面餐廳備便，以錫箔打包送到會場，也

因為今天大會典禮至為正式，捨棄以往

僑社聚會慣用的自助式用餐，改為桌

餐。

用餐的同時，播放本會簡介影片，

短短十餘分鐘的影片，僑胞觀賞後皆稱

讚。

在司儀宣布成立大會典禮開始後，

全場靜肅，先唱美國國歌，再來是中華

民國國歌。接下來便是傳統僑社聚會典

禮不可或缺的舞獅，三隻瑞獅分持「步

步高升」、「一帆風順」、「萬事勝

意」三幅吉祥語，揭開序幕。

主席吳毓苹致詞表示，感謝總會設

計的精美會旗，也感謝這麼多的僑界朋

友放棄週日休閒時光，趕來僑教中心參

加這一盛典，讓她覺得好溫暖，更感謝

邁阿密分會、費城分會、休士頓分會，

多倫多分會長出席，給她莫大的精神鼓

舞，這些分會只要有辦活動，她一定率

團參加。她保證秉持總會宗旨任務做好

會長的工作，兼顧老僑和新僑，全力以

赴，宣佈4月8日將到安養院探視就養老

人，展現出分會工作的第一步「愛心關

懷」活動，此後分會舉辦的活動，都是

免費的。她的講話，獲得在場僑胞熱烈

的迴響。

伍世文致詞時，特別敘述舊金山華

埠與廣東四邑華僑的密切歷史，1848年
的淘金熱吸引不少人前來，由於華工具

備刻苦耐勞特性，遂成為當地白人從廣

東四邑地區引進華工，除了淘金外，也

參與了鐵路的建設，華人的聚集造就了

今日的舊金山華埠。但是也因為華人的

勤奮努力，引來西人不悅，遂有1882年5
月6日通過的排華法案，直到1943年12月

17日才廢止。華人在海外的奮鬥歷史可

歌可泣。今天我們成立灣區分會，就是

要團結融合各地華僑，一起來為華僑服

務。他期許吳會長以包容兼蓄、廣納海

川之心，同為灣區各界僑胞服務。

薛盛華又表示，他參加華僑協會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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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情座談。

▲總會祝賀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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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海外分會的成立大會不下八個，短短

幾年內成立這麼多的分會，顯示海外華

僑認同總會宗旨，才能一個分會接著一

個分會成立。他說，馬英九總統要將台

灣建設成為一個令人感動與尊敬的美麗

家園，海外僑胞數十年來奮鬥的成果，

同樣是令人尊敬，而且是令人感動的。

他引用王昌齡的詩句「青山一道同雲

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鼓勵僑胞多回

台灣看看這個「令人感動與尊敬」的美

麗家園。

此外，黃少雄市長、艾和諧市長、

胡宜蘭市議員、王海龍副處長等人，先

後致詞，祝福灣區分會日益茁壯，成為

僑社的標竿。

余胤良參議員的華語代表特別讚譽

吳毓苹多年來在僑社的奉獻，特別舉例

一件往事，《世界日報》報導李金蘭女

士行動困難求助，吳毓苹獲悉親自從樓

上背負李女士下樓，並親自開車護送她

赴醫，愛心令人難忘。他認為吳毓苹是

非常合適的創會會長。

加州眾議員方文忠負責加州第22選
區，他特別致詞讚佩孫中山先生。非常

歡迎華僑協會總會的第22個分會（舊金

山灣區分會）在他的加州第22選區內成

立，恭祝大家一切成功。

黃少雄表示，他與吳毓苹同屬

Cupertino市的居民而且是好友，他的上

一代來自廣東，自己對孫中山先生十分

敬仰，他非常樂見海外美國華人互助合

作，也希望將來能跨出族裔範圍，更上

一層樓。

艾和諧則表示，他的祖母來自台

灣，自己則是菲律賓後裔。吳毓苹會長

多年來，無私奉獻於舊金山灣區的僑

社，特別是多年服務慰勞Milpitas市的老

人中心，令他讚佩不已。

胡宜蘭表示，她來自台灣，成長在

台灣。早年由台到美，從留學生開始，

後來步入政壇，現在她為舊金山以南灣

區的僑界服務。她衷心祝賀華僑協會總

會舊金山灣區分會的成立，也祝賀吳毓

苹會長及她的團隊。

在薛盛華監交下，伍世文授予吳毓

苹會旗、當選證書、圖記、會務發展基

金。此外，黃少雄、艾和諧分別致贈感

謝狀，感謝吳毓苹平時熱心公益；多倫

多分會會長麥錦鴻致贈「造福同僑」水

晶座。

餘興節目方面的安排，有孩童心

算、元極舞表演等等，熱鬧至極，氣氛

熱烈，直到下午4時圓滿結束。

是晚，吳毓苹夫婦設宴款待祝賀

團，再次感謝總會、邁阿密分會、費城

分會、休士頓分會及多倫多分會組成的

龐大祝賀團出席成立大會。

舊金山華埠

翌日上午，伍世文、黃海龍、謝國

樞、吳毓苹夫婦等五人，拜會舊金山經

文處處長江國強，江處長原本應允參加4
月3日灣區分會成立大會，嗣因另有要務

改請王海龍副處長出席，對此他表示歉

意。伍世文表示，灣區分會甫成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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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舊金山灣區出席俊彥嘉賓合影。下圖：多倫多分會出席人員合影。

▲伍世文理事長（左）授予吳毓苹會長（中）會旗，僑委會薛盛華副委員長（右）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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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處時加指導，若灣區分會對推展僑

務有著力之處，定當全力支援配合。

中午，經文處於舊金山華埠宴請全

體團員。舊金山華埠遼闊，僑社林立，

華埠上空經常可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與大陸五星旗同時飄揚，顯見僑社工作

有待我們更加努力。

餐後，拜訪金山國父紀念館。館長

楊子超、董事趙川三、董事張人睿等十

餘人接待祝賀團，除了舉行座談會外，

當地電視台專訪伍世文。

金山國父紀念館係國父早年發行

《少年中國晨報》的舊址，館內原留有

國父當年辦公的書桌，原桌已送回台北

黨史館，現場所留的乃是複製品。

當晚，伍世文在吳毓苹夫婦的陪同

下，接受電視台專訪，所提問題離不開

兩岸範疇，可見僑界非常重視兩岸關係

發展。

來到舊金山，一定要的體驗：搭

乘百年古味的叮噹電纜車、步遊百折千

迴的九曲花街、觀看雄偉橫跨兩座山頭

的紅色金門大橋、欣賞精緻美學的藝術

宮。這些體驗，留下深刻的印象，深覺

不虛此行。

4月5日離開舊金山的早上，伍世文

母親高齡102歲，上月初因摔跤住院治

療，院方通知病危，乃臨時決定暫留舊

金山應變。其餘團員繼續既定行程，遊

覽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西

大峽谷及天空步道。

華人對開發大峽谷的貢獻

西大峽谷及天空步道為近幾年來新

開闢的遊覽區，由出身上海的美籍華裔

商人金鵡，在說服擁有此保留區的印第

安瓦拉派族後，結合工程團隊於2004年3
月開始興建，2007年年初完工，耗資約

4000萬美元。天空步道為BOT建案，所

有權歸印第安瓦拉派族，出資興建的業

者有25年的營運權。

當地印第安人因百萬觀光人潮帶來

的收益，改善原本落後貧苦的生活，我

們到此一遊，除了觀賞壯觀宏偉的天然

奇景外，也接觸了一些印第安文化。可

惜當日雖然晴空萬里，但是風勢強勁，

寒風徹骨，無法仔細觀賞，倒是令人

相當遺憾。午餐時，因只能在戶外帳蓬

用餐，深怕強風吹走餐盤，只能一手壓

著餐盤，一手拿著叉子囫圇吞棗，草草

結束。來此遊客以華人居多，我們可以

說，西大峽谷的開發，華人功不可沒。

天空步道的開闢，創造了三贏，那就是

投資者獲益、印第安人生活改善、遊客

對奇景的嘆為觀止。

很不幸的，回國後看到媒體報導，

雙方因帳目營收問題而對簿公堂，真是

應驗了我們老祖先的一句老話「只可共

患難，不可同安樂」。建造之初，萬事

待興，同心克服，一俟觀光客帶來的錢

潮後，淹沒了當時開發的雄心壯志。

洛杉磯中華會館

4月8日中午，洛杉磯經文處處長龔

中誠於金龍大酒家宴請祝賀團，同時邀

請僑領黃金泉、張自豪、伍競群、陳健

邦、馬培道一同晤面。常務監事召集人

黃海龍代表伍世文理事長致謝，同時帶

領大家為甫逝世的趙尚賢會長默哀一分

鐘。

猶記二年前，為出席在邁阿密舉行

的第二屆聯誼大會，途經洛杉磯轉機，

趙尚賢會長伉儷特別到機場迎接，並於

金龍酒家設宴招待，也安排我們參觀岡

州會館，拜會中華會館。今天，同樣的

場景，斯人卻已離我們而去，真是令人

感慨世事之無常。趙尚賢給我們的印象

是熱心僑社公益，身強體健，今竟因病

而撒手塵寰，溘然長逝，誠是本會及僑

界的莫大損失。

餐後，拜訪中華會館，主席陳健邦

率領僑界領袖座談，5月10日，洛杉磯、

舊金山及紐約三地的中華會館將聯袂回

台灣，並到總會拜會，這是美國僑界返

國的盛事，我們相約在台北華僑協會總

會再相見。

隔日午夜，離開洛杉磯，飛回台

北，為此行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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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舊金山國父紀念館。

▲伍世文理事長（左三）拜會舊金山經文處江國強處長（右三）。吳毓苹、吳睦野會
長夫婦（右一、左一），黃海龍常務監事召集人（左二），謝國樞秘書長（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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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吳毓苹會長99年11月返國趁出席僑

委會全球僑務委員會議之便，在本會顧

問張學海陪同下來會拜訪，聽取會務簡

介，認同本會宗旨。歷經六個月的奔走

協調，勞心勞力，結合灣區志同道合的

僑界人士，舊金山灣區分會於焉誕生，

過程固然辛苦，但未來分會會務的發

展，仍有賴吳會長及她所領導的團隊，

奉獻更多的心力才能茁壯成長。

成立大會上，數百人的歡呼見證

下，代表著未來分會所負的責任更加重

大。吳毓苹會長熱心僑務，歷任台灣同

鄉聯誼會會長，現任僑務委員，與新僑

往來較為密切，而舊金山向為傳統僑社

的大本營，今後灣區分會會務推展有賴

吳會長多與傳統僑社接觸，同為當地僑

胞服務，未來的道路將是無限的寬廣。

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秘書長彭

慰黎，費城分會會長陳強伉儷，休士頓

分會長黃泰生，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

率十八人，他們都是在參加檀香山「百

齡薪傳聖火首燃大會」後，先回僑居

地，再飛舊金山，不辭舟車勞頓，充份

顯現分會間的情誼，值得肯定。王雲福

去年四月參加日本分會成立，今年再出

席舊金山灣區分會成立大會，其熱心會

務，令人敬佩。據聞，他結束舊金山行

程後，將應我國駐聖克里斯多福大使曹

立傑邀請，赴當地舉辦台灣商展。曹立

傑曾任駐邁阿密經文處處長，與王雲福

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誼，這就是僑界相

互扶持的寫照。

此行，祝賀團結束舊金山行程後，

一路乘車走千哩，經優勝美地、大峽谷

國家公園，讚嘆於大自然造物鬼斧神工

之奇；在拉斯維加斯，讚嘆於人定勝天

的科技，在沙漠地區建立起五光大色的

渡假勝地；在洛杉磯，讚嘆於城市發

展的極致，高速公路雙向十二車道，依

然難脫塞車噩夢。我們十幾位團員，朝

夕相處近十日，共同留下美好的回憶。

（作者為本會會員）

海納百川 建立大僑社
舊金山灣區分會成立典禮致辭

▓伍世文
今天欣逢舊金山灣區分會成立，總

會特別組成祝賀團，成員包括理事、監

事、會員以及海外邁阿密、費城、休士

頓、多倫多等四個分會代表，由本人率

領，從台北、加拿大、美東等地，趕來

參加此一盛典。感到十分榮幸，更感到

無比高興！首先，我謹代表華僑協會總

會與各分會，向各位貴賓、女士、先生

表達熱烈歡迎之意。

僑委會吳英毅委員長，聞悉舊金山

灣區分會成立，原本規劃趕來出席此次

盛會，惟因另有要務，不克分身，特別

請薛盛華副委員長，從臺北趕來指導。

駐舊金山經文處江國强處長，原本應允

出席，然因臨時公務繁忙，無法抽暇

應邀蒞臨，特別指派副處長王海龍先生

參加，顯見對舊金山灣區分會的重視和

支持。舊金山灣區的僑社領袖、菁英、

社會名流，在百忙中撥冗蒞臨，共襄盛

舉，為大會增添無限光彩。此外，邁阿

密分會會長王雲福先生、費城分會會長

陳强先生、休士頓分會黃泰生先生以及

多倫多分會麥錦鴻先生，也都暫時放下

他們的事業，親自率團，專程從加拿

大、美東等各地趕來祝賀，充分展現僑

協大家庭團結與情誼，令人欽佩。特別

要向各位敬致誠摯的謝意！

對海外僑胞來說，舊金山華埠可

說是舊金山灣區的發祥地，具有歷史性

的地位。西元1848年，加州發現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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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洛杉磯中華會館，陳健邦主席致詞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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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批勞工開採。華工因為具備勤奮

耐勞的特性，成為最受礦主歡迎的對

象。人力仲介公司乃採取各種伎倆、手

段，不斷向廣東臺山、恩平、開平、新

會「四邑」鄉親宣傳、招手。廣東四邑

濱臨南海，由於臺山、開平土地貧瘠，

生產之農產品不足居民所需，鄉親多出

外謀生。受到招募工人淘金致富美好前

景的誘惑，相繼拋妻別子，冒險搭乘帆

船遠渡重洋。經歷海上長時間煎熬，幸

運者終於到達新大陸，在舊金山登陸，

參與開採金礦，或者加入築路行列，興

建橫貫美國東西兩岸的鐵路。在荒山野

嶺、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出賣勞力，從

事最艱苦、極危險的工作。因為疾病或

意外，造成之傷亡實在難以計數。雖然

他們對美國社會付出很大的貢獻，但

是，曾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受到西人

歧視，受到排斥。國會甚至在1882年5
月6日訂立多項法案，加以種種限制，

給予諸多不公平的待遇。直至1943年12
月17日，羅斯福總統才廢除「排華移民

法」，還以公道。不過，他們秉持炎黄

子孫刻苦耐勞、勤奮努力的民族性格，

不僅使遠隔重洋的家鄉親人獲得温飽、

生活環境得到改善，也在僑居地胼手胝

足，靠着「三把刀」開創了個人的事

業。近年來，許多第二、第三代的菁

英，相繼進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出人頭

地，在各種不同的領域，為美國貢獻個

人的智慧。

語言是人際聯繫的重要工具，華

夏幅員遼濶，因受山川、河流地理環境

阻隔，交通不便，形成眾多方言，影響

彼此交往與情誼，甚至造成隔閡。華僑

來美初期，多為四邑人士，乃依臺山

鄉音，將San Francisco翻譯稱為「三藩

市」。拜開採金礦之賜，亦有人稱之為

「金山」。嗣後因澳洲墨爾本發現金

礦，也有許多四邑鄉人前往開採。乃有

「舊金山」和「新金山」的稱謂。在舊

金山灣區，因四邑僑胞聚居而形成「唐

人埠」，更依職業、姓氏、地域，成立

了眾多社團。這些社團讓初抵異鄉的同

胞，獲得暫避風雨的臨時居所，更維護

了海外遊子勞工的權益。因而，在「唐

人街」，臺山方言乃被稱為「唐話」。

許多城市、道路的中文譯名，也多依四

邑方言之發音譯成。諸如，洛杉磯稱為

「羅省」、聖地牙哥稱「山姐姑」、奥

克蘭稱「屋崙」、紐約的曼哈頓稱「民

鐵吾」、加拿大温哥華稱「雲高華」、

蒙特婁稱「滿地可」等，不一而足。有

些地名仍為我政府機關沿用至今，在在

▲舊金山國父紀念館。

▲舊金山華埠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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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僑界歡迎僑協訪問團
▓羅安琪

說明了早期旅美僑胞的影響力。

今天，華僑協會總會舊金山灣區分

會成立，適逢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一百

多年前，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

興中會，倡導國民革命，由於得到美洲

以及各地僑胞熱烈響應、支持，雖然

歷經了十次失敗，在西元1911年武昌首

義，終於肇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
華民國。我們在歡欣慶賀之餘，更應緬

懷僑胞前輩們，百餘年前，在異域謀求

生存、創業奮鬥的艱辛，乃至争得僑居

國的權益等事蹟，以及對國父領導的國

民革命，肇建中華民國，支持政府對日

抗戰，參與復興基地經濟建設等等重大

的貢獻。

華僑協會總會前身係「南洋華僑

協會」，由吳鐵城博士與馬超俊先生等

五十二位黨國元老發起，1942年5月10日
在重慶成立，恭請蔣委員長中正出任榮

譽理事長。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更名為

「華僑協會總會」，再隨致府播遷臺北

市，繼續踐履創會宗旨，為海外僑胞服

務。明年五月，屆創會七十週年，將規

劃多項的活動，慶祝成立七十週年。

在海外，目前設有21個分會，分

佈美、亞、歐、大洋等各洲大都市。在

美國，有10個分會，分佈在美東、美西

各大城市。貴會成立，成為本會第22個
分會。各分會秉持「理念相同，精神加

盟」的原則，與總會共同努力，為僑胞

服務。趁此機會，本人特別代表本會及

各分會，熱烈歡迎貴會加盟華僑協會總

會的大家庭，共同携手努力。

華僑協會總會創會宗旨是：「尊

崇國父孫中山先生，奉行三民主義，支

持中華民國，聯合海內外同胞，互助合

作，協力發展華僑事業，並協和各民

族、各友邦。」期盼貴分會秉持寬闊的

胸懷，接納僑界各方人仕，擴大組織，

共同為弘揚中華文化、為僑胞謀福祉而

盡力。

貴會創會會長僑務委員吳毓苹女

士，在加州與夫婿打拼多年，建立了堅

實的事業基礎，成就卓越；平日熱心僑

社公益活動，本人與總會全體會員深表

欽佩，如今榮膺首屆會長，預見將與各

位會員携手合作、加強與僑界社團聯

繫，為貴會創會宗旨盡心盡力。

曾經有人提問，海外各地華僑社團

衆多，是否還有必要成立分會？誠然，

海外僑胞為連絡感情，加強情誼，早年

即成立了公所、會館、同鄉會、宗親會

等社團，均具有悠久光榮歷史和卓著成

就。華僑協會總會在海外各地的分會，

都具有極大包容性。我們期盼也歡迎凡

是炎黄子孫，都能加入各地的分會。這

正與僑委會吳英毅委員長，2008年所提

「大僑社」的理念相符合。

藉此機會，本人再次向蒞會各位

貴賓，表達熱切歡迎及誠摯謝意。近幾

個月來，吳毓苹會長及各位工作人員，

為籌備分會成立，付出辛勞。在他們精

心擘劃下，使各項工作進行順利。期盼

今後與各僑社、團體加强聯繫，和睦相

處，一同為支持中華民國盡力。預見大

會順暢圓滿，本人要向各位，表達衷心

欽佩與感謝之意。

最後，祝福各位貴賓事業順遂，身

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謝謝！

（作者為本會理事長）

華僑協會總會拜會羅省中華會館

華僑協會總會訪問團於四月八日抵

達洛杉磯訪問，理事長伍世文臨時因母

病停留舊金山，未能同行，由秘書長謝

國樞在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辦事處處長龔

中誠的歡迎午宴中，介紹訪問團的全體

團員，常務監事召集人黃海龍致贈龔處

長會旗，並致謝辭。

華僑協會總會訪問團下午前往羅

省中華會館拜會，訪問團特別介紹了來

訪的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秘書長彭

慰黎、費城分會會長陳強伉儷及全體團

員。洛杉磯傳統僑社大老、美洲中華會

館聯誼會秘書長黃金泉、羅省中華總會

館主席陳健邦、副主席馬國威、僑務委

員伍競群、張自豪等僑領熱情接待，紛

紛發表歡迎祝辭，並邀請洛杉磯媒體前

往採訪。

羅省慶祝建國一百年春宴

在華僑協會總會訪問洛杉磯時，洛

杉磯分會「慶祝建國一百年春宴」恰於

四月十一日在洛杉磯金龍酒店舉辦，特

別邀請總會訪問團參加，由於總會訪問

團的行程早已確定，由黃海龍及彭慰黎

代表出席。

洛杉磯分會會長趙尚賢不幸於三月

份辭世，黃海龍於春宴中特向趙故會長

致哀悼，並請洛杉磯分會以華僑協會總

會伍世文理事長暨全體會員名義，代為

訂製大型花籃於趙故會長出殯日，向趙

故會長致哀悼之意，並感謝趙故會長的

貢獻。

黃海龍於春宴中與李冠白、彭昭

凝、彭慰黎致贈香油錢美金一百元，並

向洛杉磯僑社及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致贈會旗。

洛杉磯分會與洛杉磯僑社間交流密

切，參與春宴的人士，互相聯誼，水乳

交融。

洛杉磯分會將於趙故會長出殯後擇

日改選新接任會長，並派代表參加洛杉

磯中華會館五月份回國致敬團，返國訪

問。（作者為洛杉磯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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