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5

前進南半球 插旗大洋洲 
澳洲雪梨、紐西蘭分會成立紀實

▓路華平
跨越赤道建據點

細數本會現有的十八個分會，全

部集中在北半球；而在南半球，雖曾於

2002年6月，在墨爾本成立澳洲分會，然

因創會會長雷鎮宇逝世後，無人接班，

會務陷於停頓，萬般不捨下，理事會只

得忍痛註銷會籍。然幸得澳洲雪梨及紐

西蘭奧克蘭僑界鼎力支持，在黃呂美蘭

會長及楊慶熙會長積極籌劃下，結合當

地僑社老、中、青三代，整合僑界資

源，成立澳洲雪梨分會、紐西蘭分會，

本會終在2009年5月再度飛越赤道，前進

南半球，建立第十九及第二十個分會。

為了慶祝這兩個分會成立，總會

理事長伍世文特率常務監事召集人黃海

龍、理事梁兆坤、鄧蔚林、黃福慶及秘

書長謝國樞等廿四人組成之祝賀團，專

程前往，共襄盛舉。而就在祝賀團出發

前夕，爆發新流感H1N1疫情，世界各

國繃緊神經，提高警覺，防堵擴散，而

即將到訪的澳洲及紐西蘭據新聞報導有

零星確診個案發生。對此，祝賀團亦採

取因應措施：購置耳溫槍，早晚各量體

溫一次；配戴口罩，避免飛沬傳染；配

置噴霧瓶，盛裝稀釋酒精供雙手殺菌之

用。這三項防疫之寶隨團備用，幸好全

程均未派上用場。

雪梨機場即景

五月八日晚十一時，搭華航直飛雪

梨班機，飛越赤道，五月九日上午十時

抵達雪梨國際機場，步出空橋迎來的是

檢疫大陣仗，澳洲防疫人員嚴陣以待，

紅外線測溫器對準每位旅客，並要求入

境旅客填寫聯絡資料，才准放行。大家

連忙一邊填寫表格，一邊抱怨旅行社沒

有事先告知，所幸團員手冊載明投宿飯

店及電話，可以逐一抄錄，否則還真怕

會亂成一團。

一出海關，雪梨分會黃呂美蘭會長

率秘書長張淑語等全體幹部獻花，並製

作「歡迎華僑協會總會伍理事長世文率

領祝賀團蒞臨雪梨」大型紅布條迎接，

而在歡迎人群中竟見到加西分會鄧華一

會長，實在令人驚喜。他是我們的老伙

伴，2007年10月在溫哥華舉行總會暨分

會第一屆聯誼大會時，他是主要策劃核

心人物，加西分會創會會長許錦浩不幸

因病逝世後，他扛起重任，膺選加西分

會會長，可謂任重道遠。詢問之下，方

知是專程從溫哥華飛來，出席兩分會成

立大會，心意之誠，也就無需贅語了。

在紅布條前團體合照後，即驅車前

往拜會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受到

當月執行常委主席于展威、元老司徒惠

初及其他常委熱烈歡迎。

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

駐澳洲總支部位在華埠中心地段，

為一幢四層樓建築，建於1921年，在門

口有一塊鑲嵌石碑，書：「中國國民黨

澳洲南太平洋群島支部，孫大總統特派

員陳安仁經手奠基，中華民國十年十一

月十二日」，算來是在國父五十六歲生

日當天奠基，作為國父的生日賀禮，

撫今追昔，「斯人日已遠，城樓依舊

在」，在這裡是南半球惟一可以看到黨

旗、國旗同時飄揚的地方，繼續作為發

揚國父孫中山思想及中華文化的基地。

這幢大樓的一樓租給蔘藥行，以

租金收入維持黨務運作；二樓為辦公

室兼閱覽室；三樓為大禮堂；四樓為黨

史文物陳列中心及雪梨育梅中文學校，

這層樓也是最令人駐足瀏覽之處，因為

展出該部成立以來曾經使用過的油印

機、縫紉機、打字機、放映機等機器，

早年出版的黨務書籍報刊如《澳華時

報》、《黨史概要》、《三民主義》、

《實業計畫》…等等，以及清末民初革

命運動照片史料，其中有興中會成立宣

言、國父親書誓約、民國元年元旦大總

統誓詞、民國十四年三月北大台灣學生

洪炎秋、蘇薌雨祭悼國父逝世感人輓聯

─「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

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

擔」等，這裡無疑是研究早年國民黨在

澳洲發展革命黨務的史料寶庫。

天下為公墨寶

在二樓的閱覽室陳列本會《僑協

雜誌》，供僑胞閱讀；四樓文史陳列室

掛有國父致贈黎民偉先生親書的「天下

為公」墨寶複本，與本會會議室門前掛

置的國父墨寶幾無二致。黎民偉先生是

本會常務理事沈大川的外祖父，追隨國

父拍攝紀錄影片，民國十三年十月國父

在廣東韶關寫下這幅墨寶贈與黎民偉先

生。這幅墨寶已於民國八十六年捐贈故

宮博物院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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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 ▲雪梨四邑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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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四邑關聖帝廟

中午，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

於富麗宮酒樓設宴款待，隨後拜訪設於

關聖帝廟之四邑會館，四邑即新會、台

山、開平、恩平，皆是著名的僑鄉。

關聖帝廟係四邑會館於1982年成

立，是雪梨地區最早成立的華人廟宇，

備受當地僑胞信仰膜拜，香火極為鼎

盛。就在入口處，四邑關聖帝廟山門牌

樓，蘇張艷影理事長率員親迎，一對金

獅舞動，敲鑼打鼓，燃放鞭炮，再加上

這個季節難得一見的艷陽（此時在南半

球為深秋初冬之交），益顯熱情洋溢，

氣氛熱烈。廟方備以烤乳豬牲禮的祭祀

最高規格，焚香膜拜祝禱，祝願國運昌

隆，會務興盛。禮成之後，廟方按傳統

習俗分送烤乳豬及蛋糕甜點供我們品

嚐。

走訪世界各地僑社，關公已成為

僑胞共同信仰膜拜的神祇，僑民移居海

外，人生地不熟，最需要同胞的協助扶

持，這就是一個「義」字，而關公精神

就是「精忠昭日月，義氣貫乾坤」，實

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魂魄。

雪梨分會成立大會

當晚是雪梨分會成立的重頭大戲，

華埠的同樂軒大酒樓是成立大會現場。

大會前，召開僑情座談會，當地僑領、

學者數十人出席，兩大中文報紙─《星

島日報》、《澳洲新報》均派員採訪。

伍理事長首先闡述本會創會宗旨及歷

史，而在世界各地成立分會，係本「理

念結合，精神加盟」原則，結合分會力

量同為創會宗旨努力。席間有人提問伍

理事長於民進黨執政時期任職國防部長

與台聯李登輝關係，伍理事長詳加說

明。他說，遵循中華民國憲法是他從政

的最高理念與原則，而本會宗旨亦是支

持國父創建的中華民國，兩者在宗旨、

理念與原則上均十分脗合。頓時化解他

們的疑慮。有位來自大陸移民詢問華僑

的定義為何？伍理事長答說，只要是炎

黃子孫，認同民主自由體制，認同自己

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就是華僑。他聽

完，欣然加入雪梨分會。

成立大會席開四十二桌，四百餘人

齊聚一堂，幾將同樂軒塞爆。會場四週

懸掛二十個分會會旗，天花板懸掛中華

民國、澳大利亞兩國國旗的串旗，會場

禮台擺置兩國國旗、總會會旗及雪梨分

會會旗；此外，艷紅桌巾在鮮紅地毯的

襯托下，益顯喜氣。出席貴賓有國民黨

元老司徒惠初、前上議院副院長何沈慧

霞、副市長梁瀚昇、市議員王國忠、加

西分會鄧華一會長、波士頓分會梅錫銳

會長、四邑同鄉會蘇張艷影理事長、雪

梨經文辦事處代處長吳文齡、僑教中心

主任何祥瑜等。而最特別的貴賓要屬波

士頓分會梅錫銳會長率領的六人祝賀團

（胡英僚、李天生、黃國健、葉鈺霖、

梅偉文），遠從波士頓趕來，沒想到在

轉機中碰到班機延誤，而較預定時間遲

了五個小時，幸好在大會前一刻抵達會

場，真讓人又驚又喜。

成立典禮由四人樂團現場演奏，與

會人員高唱兩國國歌後揭幕，于展威常

務理事執掌分會會旗，鼓音揚起，腳踢

正步，昂首進入會場，掌聲熱烈響起。

迎旗儀式展現的莊嚴隆重，凸顯雪梨分

會主事者重視分會成立大典。

伍理事長正式宣佈本會第十九個

分會澳洲雪梨分會成立；授旗、授印、

頒贈當選證書及會務發展基金，由黃呂

美蘭會長接受。伍理事長讚揚黃呂美蘭

會長在澳洲創業多年，卓越有成，人脈

廣濶，熱心參與僑社公眾事務，事業有

成之餘，奔走忙碌，成立雪梨分會，作

為華僑協會總會澳洲僑社加強聯繫之重

鎮，為僑服務。黃呂美蘭會長表示，今

後將秉承總會創會宗旨，促進華僑團

結，加強華僑聯繫，增進旅澳華僑福祉

為目的，作為一個不分黨派、族群的公

益性團體，凡認同宗旨、有從事公益熱

忱者都歡迎加入。吳文齡代處長表示，

有黃呂美蘭會長領導的雪梨分會將是辦

事處推展外交及僑務工作的最有力後

▲澳洲雪梨分會成立大會即景，右上角為黃呂美蘭會長。

▲澳洲雪梨分會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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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僑教中心何祥瑜主任宣讀僑委會吳

英毅委員長的書面賀詞。

成立大會盛典後的餘興節目，由當

地第一把交椅、曾是台灣秀場主持人的

李秀齡女士主持，具有專業水準，當地

歌唱高手輪番獻唱，氣氛熱烈逗趣，直

到十時卅分始結束。

翌日，《星島日報》及《澳洲新

報》都以極大篇幅報導雪梨分會成立盛

況。

異鄉過母親節

歷經昨天竟日的緊密拜會及出席分

會成立大會，今天行程可就輕鬆多了。

先到雪梨近郊的野生動物園，近身接觸

澳洲特產的有袋動物；看看無尾熊慵懶

模樣。Wombat袋熊，導遊Peter管牠叫

「王八」，蓋發音相近也，圓滾滾身軀

也是可愛一族。比較特殊的體驗是，在

出口處，有個滿臉落腮鬍的大個兒志

工，抱著僅幾個月大的袋鼠給遊客抱抱

照相，當個幾秒鐘的袋鼠媽媽。

在澳洲，有袋動物的天敵算算應該

只有鱷魚與野狗，因為天敵少，繁衍茂

盛，以致族繁不及備載，當地居民頗感

困擾。

今天適逢母親節，「獨在異鄉為

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因此，中午

在Katoomba的楓林餐館午餐上，秘書長

謝國樞特別引領男團員一起向女團員致

敬，祝她們母親節快樂。。

下午，來到藍山峽谷，高海拔地

區，這裡，某些樹種枝葉已變枯黃，甚

至艷紅，尤其是楓葉直如「霜葉紅於二

月花」，遠觀狀似油畫仙境。藍山峽谷

最著名的地標當屬三姊妹岩，黃頁岩

柱，聳立峽谷，與周遭黑綠森林形成強

烈對比。三姊妹岩有一段當地原住民的

傳說故事。話說當地酋長有三個美麗女

兒，因不願下嫁鄰族通婚，鄰族遂來搶

親，酋長一族不敵鄰族，情急之際，為

保護女兒，遂將她們下咒語變成岩石，

待逃過此劫後再回來解咒還身。詎料，

酋長戰死，無人可以解除咒語，三個寶

貝女兒也就永遠站立在藍山峽谷。遊客

中心前的廣場擺放三尊女兒及酋長塑

像，以強化傳說。

當晚，吳文齡代處長、黃呂美蘭會

長於華埠的東海酒樓聯合設宴款待，賓

主盡歡。

坎培拉駐澳代表處

五月十一日，拜訪我國駐澳代表

處，亦是此行重點之一。雪梨距坎培拉

三百多公里，上午八時出發，導遊Peter

說，一出雪梨，看到牛羊是正常的，看

到人就不正常了。果然，廣袤土地森林

覆蓋山頭，而過了分水嶺後，望去盡是

枯黃大草原，只見牛群羊族而不見人

蹤。

十二時十分抵達，林松煥代表特設

午宴款待祝賀團。林代表日前向外交部

請假參加其就讀紐約某大學女兒的畢業

典禮，然因祝賀團拜會而提早返回坎培

拉，顯見對祝賀團到訪的重視。

林代表以他派駐澳洲多年的經驗

表示，澳國政情可歸納出三個特點值得

我們借鏡效法：一是妥協，在民主政治

是非常必要的手段，對抗只會帶給國家

災難，以澳國在十九世紀選定坎培拉為

首都為例，雪梨與墨爾本兩大城均各具

優勢，相持不下，最後選定坎培拉為首

都，乃「妥協」的結果，此事說明澳洲

人深諳為政講求「妥協」，值得借鏡。

二是尊重法治，沒有特權，杜絕貪污，

造就清明政治。三是政府不只是執政黨

還包括反對黨，外國賓客來訪不只是

會見執政黨官員，也必定拜訪反對黨黨

魁，執政黨與反對黨就政策辯論，不能

為反對而反對。此外，林代表亦表示，

黃呂美蘭會長在雪梨僑界頗孚眾望，希

望結合僑界力量，支持代表處各項活

動，開展實質國民外交。

伍理事長致謝詞表示，基於禮貌拜

會我國當地代表處，造成林代表不便至

為歉疚；對於林代表一席話深表同意，

並認為「妥協」與「包容」乃為民主政

治最佳手段。

下午一時四十分從坎培拉出發，

奔回雪梨，以便趕上當晚六時在雪梨塔

旋轉餐廳的自助晚餐。雪梨夜景狀似銀

河，繁星點點，醉人至極。

在雪梨的最後一晚，大家捨去早

寢故習，結夥信步遊情人港（Darl ing 

Harbor），深秋夜晚，頗有「天階夜色

涼如水」的寒意，大樓霓彩倒影飄浮水

面，隨海波擺動，勝景似天成，令人流

連。

紐西蘭分會成立大會

五月十二日一早，離開雪梨，搭

機前往三千公里之遙的紐西蘭最大城市

奧克蘭，因紐西蘭與澳洲有二個小時時

差，於當地時間下午三時許抵達奧克

蘭。紐西蘭海關防疫措施不亞於澳洲，

有了在澳洲的先前經驗，也就駕輕就熟

▲袋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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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紀念品，左起：伍世文理事長、林松煥代表伉儷、黃海龍常務監事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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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通關。我國駐奧克蘭經文辦事處楊

高榮處長特至空橋接機，足以表示外交

單位相當重視祝賀團來訪。一出海關，

紐西蘭分會楊慶熙會長率幹部迎接。

晚上是紐西蘭分會成立大會，分

會常務理事楊聖宇小姐及理事郭振陽先

生特來下榻飯店為全體團員逐一別上胸

花，然後再一同乘車前往會場聚德軒酒

樓。而在成立大會開始前按照慣例於大

會前召開僑情座談會，邀集當地僑領代

表與會，包括紐西蘭台灣華夏協會吳昌

霖理事長、中華婦女協會楊聖宇理事長

（他們也都是分會理事）、紐西蘭華文

作家協會創辦人黃戊昆等人，出席僑領

涵蓋當地老、中、青三代。藉此難得場

合，伍理事長詳述本會歷史，以及在民

進黨執政時期擔任國防部長所遭遇的挑

戰，他認為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乃是化解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以台獨意識咄咄逼人

問政的金鐘罩、鐵布衫。而今天華僑協

會總會能在全球各地成立分會，也就是

海外華僑均認同我們的宗旨，願意為這

個宗旨努力，團結僑社，服務僑胞，進

而發揚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民族光榮的

歷史。黃戊昆老先生高齡八六，有系統

地蒐集紐西蘭華僑奮鬥的歷史，期望能

陸續在僑協雜誌發表，進而集結出書，

留下寶貴的史料。

成立大會席開二十桌，二百餘人

與會。大會儀式在蘇格蘭風笛獨奏下展

開，與會人員高唱兩國國歌。伍理事長

正式宣佈紐西蘭分會成立，歡迎加入僑

協的大家庭，接著授旗、授印，致贈當

選證書及會務發展基金，由楊慶熙會長

接受。楊會長致詞表示，成立紐西蘭分

會不是錦上添花，而是結合僑社老、

中、青各階層力量，發揚創會宗旨，

聯繫各地僑胞，團結僑社，服務僑胞，

責任重大。副會長黃德衛代表老僑身份

致詞，他說在奧克蘭沒有老僑、新僑之

分，大家只有一種身份，那就是華僑。

成立大會於九時卅分圓滿結束。

紐西蘭台灣華夏協會 

翌日上午，拜訪紐西蘭台灣華夏協

會，這是當地眾多僑社中惟一有固定會

所的僑團組織。吳昌霖理事長偕同全體

理監事出席，並由該會秘書處簡報該會

歷史及會務。該會成立於1989年，草創

初期即有會員四百餘人，嗣於1994年僑

委會補助十萬紐幣（以下均為紐幣）華

夏協會出資三十萬元，以四十萬元購下

現址。當年又適逢紐西蘭通過移民社團

贊助條例取得社團擔保認證，向來自台

灣移民收取保證金（會員一萬二千元 、

非會員二萬四千元）於抵達紐國十八

個月後無息退還。該條例因有歧視移

民之虞，而於1995年10月終止。此期間

該會收取保證金所衍生孳息款達四百廿

六萬元，成立「永久不可動用會務發展

基金」，再以該款利息推動會務，目前

會員人數達二千餘人。該會設有中文學

校、民俗舞蹈班及民俗技藝團（扯鈴、

舞獅、陀螺）等，發揚中華文化。

會中有人提問成立紐西蘭分會的目

的為何？伍理事長說，分會是海內外僑

胞聯繫的橋樑，成立分會與現有僑社僑

團並無衝突，僑社辦理活動時可以相互

支援，整合資源，壯大聲勢。

楊慶熙會長曾於1998-1999年擔任華

夏協會第八屆理事長，任內曾經推動在

奧克蘭最熱鬧的皇后大道舉行花車遊行

活動，鼓勵華僑參與，融入主流社會。

他也提出結合當地僑社在每年端午節共

同舉辦划龍舟競賽活動的構想，龍舟船

身部份在當地製作，龍頭部份希由僑委

會提供，藉由龍舟競賽發揚僑胞同舟共

濟的精神，傳承二千多年中華文化。

貼心的水果袋

在華夏協會停留約一個半小時，即

依行程南下。出發前，楊慶熙會長伉儷

致贈每位團員一小袋水果，有甜柿、蘋

果及奇異果，而最貼心的，莫過於每袋

附帶的水果刀及湯匙，讓我們可以很優

雅從容享受果肉的美味。

▲紐西蘭分會成立大會即景，左上角為楊慶熙會長。

▲紐西蘭分會成立大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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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紐西蘭

此後兩天半的行程中，一路南下，

前往Rotoura、Tokoroa，沿途盡是綠意

盎然的山坡草原，野放紐西蘭最重要的

四大畜牧業動物：牛、羊、鹿及羊駝，

以及種植最重要的農產品：奇異果、蘋

果。這裡的畜牧業和農業之所以如此發

達，實應拜氣候之賜。兩天行程中，天

天可以體會到「晴時多雲偶陣雨」的奧

妙，陽光普照，突然烏雲密佈，傾盆大

雨，太陽露臉，兩層彩虹高掛，我們的

座車便從彩虹圈中穿過，雨水、陽光帶

給紐西蘭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人間淨

土恰如其分。

在安哥敦牧場，園方以寓教於樂的

方式介紹十八種綿羊，居首的當然是羊

毛中品質最高檔的馬麗諾羊，不過比馬

麗諾羊毛等級更高的要屬羊駝了，牠不

是紐西蘭的原生動物，而是從南美洲引

進的高經濟價值的動物，其毛皮價值在

紐西蘭稱作「軟黃金」，可類比黃金，

足見其珍貴。遊牧場時，我們一下車，

成群的綿羊、羊駝、鹿、牛便朝我們奔

來，因為牠們知道有比長在土地上的青

草更美味的東西可以吃，那就是園方為

我們準備的飼料顆粒，群起搶食，這種

經驗算是頭一遭。藍天、白雲、草原、

山坡、牛羊麕集覓食，多麼美好的畫

面，還真會以為自己置身在桃花源裡。

毛利族文化

紐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據研究屬

南島語系，與蘭嶼達悟族原住民在血統

及語言上有共通點，也因為這樣，在情

感上又親近了許多。為了體驗毛利人文

化，特別在夜晚抵達毛利族文化村，之

所以在夜晚應是毛利人在夜間以特殊儀

式迎接訪客，六時迎賓，酋長率族人男

女各四，以舞蹈、清唱、火把迎接我們

這一群來自台灣、澳洲及加拿大等地來

的觀光客約六十人，介紹毛利文化，至

八時才享用毛利人特有的食物，這些食

物以原始口味呈現，所謂「淡飯粗茶有

真味」，像是烤地瓜、水煮豬肉等，這

對經常飽食精緻美食者來說是有益身體

健康的，愈是粗食，文明病愈少。

離開紐西蘭前一晚，五月十五日

晚，奧克蘭經文辦事處楊高榮處長、楊

慶熙會長聯合餞行晚宴，氣氛熱烈。楊

會長夫人陳春月女士大病初癒，亦趕來

赴會，盛情感人。

隔日上午九時，離開奧克蘭前往雪

梨，再轉搭十二時直飛台北華航班機，

前後歷時約十八個小時，安抵台北。

感想與結語

回顧這短短八天七夜行程，令人印

象深刻的就是加西分會鄧華一會長全程

參加澳洲雪梨分會及紐西蘭分會成立大

會行程；波士頓分會梅錫銳會長率六人

參加澳洲雪梨分會成立大會，顯現分會

間的情誼，誠意至深。

雪梨分會黃呂美蘭會長曾是雪梨

婦女協會、台商協會創會會長；紐西蘭

分會楊慶熙會長曾任華夏協會理事長、

大洋洲華僑團體聯合會秘書長、僑務委

員，他們兩位均是當地僑界頗孚眾望僑

領，而各分會理事、監事都廣納當地老

中青僑領，極具代表性，為爾後推展會

務並與各僑社維持良好互動奠定基礎，

該兩會將成為當地活躍的僑社，自可樂

觀期待。

此行祝賀團接受我國駐澳洲代表

處林松煥代表、雪梨經文辦事處吳文齡

代處長、奧克蘭經文辦事處楊高榮處長

等三位設宴款待，其中吳文齡代處長、

▲拜訪紐西蘭台灣華夏協會。

12 13 12 

▲毛利人展現力與美的傳統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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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高榮處長參加分會成立大會，顯見本

會在當地成立分會政府駐外單位均極重

視，另一方面亦可說明雪梨分會及紐西

蘭分會在當地建立的人脈及影響力。尤

其是林松煥代表事先已請假出席其在紐

約讀大學女兒畢業典禮，然為接待祝賀

團特別提早趕回坎培拉，犧牲與家人團

聚時光，足見對祝賀團到訪之重視，盛

情可感。 

花絮篇

在雪梨停留三天，駕駛及導遊名字

均叫Peter，駕駛姓潘、導遊姓簡，Peter

潘老是開Peter簡的玩笑說：「簡，不能

用閩南語發音。」Peter潘是來自台灣移

民，奮鬥二十餘年，擁有大型遊覽車數

輛，我們搭乘的大型遊覽車就是他自己

購置的，不僅行車平穩舒適，也特別注

重車廂整潔，除了水外，不許帶咖啡上

車，不時還會兼導遊介紹沿途景色，對

於不知名的樹或花或草均以待查樹、待

查花、待查草稱之，起初還真以為以為

他精於植物領域，後來聽多了才知他在

瞎掰胡扯，惹得大家看到不知名樹木便

一起大叫「待查樹」。

導遊Peter簡來自越南，三十多年前

曾在台灣大學念書，介紹澳洲歷史當然

如數家珍，不過，他說紐西蘭要學瑞士

當個中立國家所以沒有軍隊，待到紐西

蘭問導遊小葉，他也來自台灣，移民紐

西蘭已十餘年，他說紐西蘭有軍隊萬餘

人，不是澳洲導遊所說的沒有軍隊。

這兩地導遊均在當地居住數十年，

介紹風土民情頗為引人，值得記述。

（作者為本會會員）

迢遙南半球 溫馨聚僑心
散記隨團祝賀澳紐兩會成立 

▓鄧蔚林

僑協地球村與時俱進

「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

原是已故黨國元老于右任藉翰墨抒發胸

臆，饒有奇氣的佳構，人到紐西蘭，身

在風斜雨驟處，雖無狂颱，卻能特別領

會這兩句話頭的浩然與磅礡。

今天，我們容或未足倫比「大好

河山，一担擔！」砥柱中流、為棟為樑

這樣的豪情襟抱，但遠在南半球，本會

廿四人祝賀團，繼自2002年6月27日於

墨爾本維多利亞國會皇后廳，當地僑社

碩學俊彥的參與和八十位爵士團的莊嚴

見證，一支十七人團寫下墨城分會的誕

生。今年五月九日及十二日，正值金融

海嘯的餘威猶在，流感肆虐的傳播接踵

方興，總會於行前還妥備防護口罩和耳

溫槍，我們毅然選擇在雪梨和紐西蘭開

枝發葉，綻放有如兩道長虹的華彩，壯

大「僑協地球村」，拓展歷史的長河。

（按：墨城分會雷鎮宇會長於三年前謝

世，會務即陷於後繼無人而告停頓狀

態。）

在雪梨關帝廟，我們有「晴空萬

里、朗朗乾坤的麗日、祥獅獻瑞、炎黃

子孫結義歡唱、四邑鄉親分享烤豬、舉

杯馨祝國運昌隆」的動人場景。

在紐西蘭，大夥有晨起叫五更（有

提前四小時的時差），山雞未敢啼，北

斗顫顫天幕低，厲風細雨頻催歸的況

味，反而激起團隊寒而不慄的壯懷。我

們何所恃？不過「僑心交融暖如春」而

已。

陣中多廉頗，老驥上征途

祝賀團的成員除了部份青壯和女

▲雪梨僑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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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的國寶─奇異果（原名獼猴桃，1904年從大陸四川引進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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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屬已屆六至八秩高齡的長老輩。

換句話說，伍理事長以上將之尊，所率

領的是一支餘勇可賈的黃忠和老而彌

堅的廉頗，例如1956年畢業的海官張魯

英，雖不良於行，由其夫人、副將梁兆

坤一路扶持，在摸黑參訪毛利族部落途

中，越嶺翻山，有進無退，一往直前。

於紐西蘭北島地下湖乘小舟、觀螢火、

賞鐘乳、探石窟，彷彿蛙人「地獄週」

訓練，他竟能未成團隊行進的負擔，足

見堅忍不拔的勇毅是魯英先生的意志。

已將事業交由下一代接棒的影業大

亨高仁河，在阿根廷有過長期的經營，

是能飯的廉頗，更是朱柏廬治家格言的

篤行者，以「粒粒皆辛苦」而恆念物力

維艱，不留餘粒於飯桌，可見其名成利

就，自有可尋的脈絡。張高兩對夫婦一

項有趣的對比，是張夫人對魯英先生頻

進美食，呵護備至；高夫人陳寶雲女士

則每為高先生的飲食設限，管制殊多，

但兩者之間都以健康狀況為考量，鶼鰈

情深，俱在殷殷。

擁有西班牙兩所大學語言、文哲

博、碩、學士學位的舒立彥教授，與來

自加拿大的吳樹權會員，以西語交談，

筆者才發現舒老與外交部長歐鴻鍊於

五十年代，我們竟都是教育部歐語中心

西文班學員，咀嚼業師的點滴與當年奮

發力學的日子，便無須更攜一壺酒、一

張琴、一溪雲，也成旅途的快意。

情誼交流一見如故

從台北到雪梨飛航時間，全程八小

時又卅五分鐘，還算未達過勞的程度。

但一行午後七點出發，結果航機廿三時

零五分才呼嘯升空。萬家燈火漸遠，全

體在三萬四千英呎高空進餐，但華航這

一型座艙，無論走道和座位對乘客都具

壓迫感，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

難！」

一客米製漢堡和飲料，預告雪梨在

望，大批訪客入關，便滯留在食品管檢

之嚴，No Food 可過，否則即須打開行

囊，也領教了澳洲人的一板一眼，與馬

來西亞的慢慢來，有似曾相識的感受。

久候的分會同仁一見如故，熱切有

加，情誼交流盡在懇摯與週延。週末的

雪梨之晨，以寧靜待客。導遊與駕駛同

稱彼得，遊覽車就叫小飛俠Peter Pan，兩

▲紐西蘭僑情座談會。

人都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小飛俠已有自

營車三部，一派悠遊自信與瀟灑，看得

出只為志趣而工作，不為生活。導遊在

台讀完大學來澳逾十年，都已融入當地

社會，樹固根實，兩個活寶俱皆口才便

給，彼此不時爭鋒逗趣。留澳三日雖行

程緊湊，由於他們於練達中自有文章，

常使旅人在渾然忘我之間，了無跋涉之

勞，必須感謝分會如此費心的安排。

僑情會前會 迎美加代表

下機第一站，從機場到市區有十二

公里，祝賀團首訪唐人街，拜會國民黨

澳洲總支部，令人驚嘆的是，此一百年

機構保存了豐富的歷史文物。臨行我隨

手在梯間抽閱一份《澳洲黨員通訊錄》

已是九十年三月的刊期，舊識刁振謀任

首席顧問。這份月刊至今有沒有續刊？

還很想知道，在海外看到這樣豐沛的陳

列，不禁動容。

九日晚間，在同樂軒酒樓，雪梨

分會於成立大會前舉行一次國情與僑情

座談。有人問及伍理事長在陳水扁執政

時期間，繼唐飛之後擔任國防部長的立

場？理事長坦然釋疑，座談會從嚴肅轉

趨為自由發揮的茶敘交誼。

能容數百食客的酒樓大廳成為座無

虛席的大會會場，在鮮明的兩國旗幟交

飾之下，連應邀觀禮的外賓都為現場的

熱烈氣氛為之興奮不已！在盛妝赴會、

濟濟精英的族群當中，國歌悠揚而詞激

奮起。綜觀寰宇，唯我同胞，無所不

在，苟能同心一德，眾志長城貫萬里，

才會是龍蟠虎踞、睡獅猛醒，中國人世

紀的來臨。

典禮依序進行，美加代表梅錫銳和

鄧華一會長，遠涉重洋兼程趕到，備受

大會注目。雪梨分會理事長黃呂美蘭不

但是企業強棒，也由於熱心僑社公益，

處世親和，人脈至為寬廣。觀乎分會組

織與幹部同仁的過程操作，都在條理、

和諧契合中完成，斯可預見，分會未來

將大有作為。

訪代表處一日奔馳兩地

十日，祝賀團以徜徉好山好水的

心情，浮生半日寄悠閒，參觀野生動物

園，與樹熊、袋鼠、珍禽為伴。晨雨疏

驟，如三杯兩盞淡酒，令人為之神清氣

爽。午餐後，去藍山觀奇石，乘纜車於

刺骨颯風中，渡幽谷，越萬丈斷崖，看

瀑布如懸，眼底綠樹千叢。儘屬原始生

態，卻獨未見飛鳥投林，霧去雲來，層

巒無徑，昔畫藝巨匠驅墨用筆，師法自

然佈局構思，頓覺張本猶在，純寫實

也！

團員尤為醉心者，是滿樹紅葉，奇

花盈庭，異瓣飄香，手機頻收，數位猛

拍，乃有兼容並蓄、東巡西顧的忙碌。

時逢週日收假，為防交通阻塞，回

程也是一個「趕」字了得。

只做一件事，又顯得最忙碌的一

天，是十一日拜會我駐坎培拉代表處。

林松煥代表為了一頓午間的邀宴，把正

在美國參加女兒畢業典禮的日程壓縮，

提前趕回任所與我們見面。本團則以機

動巡遊，砍掉幾項參觀單元，奔馳於雪

梨與坎培拉之間，回報代表處的勤誠。

Tim’s（甜美）餐廳的典雅，與其

傑出的廚藝，外加席間賓主知性的交

流，於焉譜下「一飯難忘，此行不虛」

的篇章。雪梨有四百五十萬居民，未構

成人口密度的囂攘，首都坎培拉地廣人

稀，據說成龍於此陪侍老爸兩年，終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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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耐「寧靜以致遠」，雖營華屋而神韻

不適，可見居所人文亦屬一項優先考量

的要素。下午六時，我們又趕回雪梨，

登臨高塔，於燈海競艷、車陣如龍、晚

火跳躍的夜色中，在旋轉餐廳落座，享

用每客六十元澳幣的自助餐。俟飽食回

轡，方知兵疲馬睏，還得打點明日高飛

紐西蘭。

旗歌交輝 集賢四方

背負雪梨分會的盛情，惜別業界兩

位國寶級的彼得，澳航767-300台北時間

8時5分離場，送我們到紐西蘭。朝陽普

照，海不揚波，但見銀光一片，預兆錦

繡前程。座前視窗air show採帶狀字幕，

隨時提供飛航資訊。10時44分，一行在

奧克蘭著陸，分會人車迎候。稍事安

頓，本會專職人員立即投入前置作業，

晚間即假聚德軒酒樓，在室內開暖氣，

戶外冷颼颼的低溫下，以莊嚴隆重旗歌

交輝的儀式中，集四方之賢，納人中之

龍，歡慶第二十個分會成立。我駐奧克

蘭經濟文化辦事處楊高榮處長暨僚屬，

親致賀詞作見證；備受推崇的分會負責

人楊慶熙，在僑界具七項要職，其幹部

成員俱皆強勢組合，分會功能以其處事

開明、誠敬的領導風範，定卜加分，僑

社多福。

此後三日，祝賀團於任務達成之

餘暇，仍然照表操課，拜會僑社，參訪

原住民部落，泡溫泉，賞奇景，臨淵羨

魚，卻憾在不能退而結網。品酒嚐鮮，

又格於規定未便攜回台灣；秀場剪羊

毛，俱見綿羊的溫馴；走訪毛氈廠，方

知老闆原是來自台北內湖的台商，藉悉

冬暖夏涼羊駝毛，尤宜裸睡有訣竅，加

西分會鄧華一會長還購備多件，一以孝

親，並贈親朋。近看陶波湖，薄暮迎歸

舟，晚風拂面，便覺衣單；纍纍奇異

果，竟然甲級銷日，乙等赴台，雖則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說，已是陳年

▲於坎培拉與我國駐澳林松煥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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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總覺五味雜陳，不是水果酒，

而是一種莫名的因由。

我們入住的渡假村，有茂林之盛和

景觀之美，導遊稱陳文茜和李永萍曾有

雪泥鴻爪之行於此，無疑是調節生理、

養護機能最好的選擇。

分會的貼心是致贈團員每人一籃

水果，包括：甜柿、蘋果和特產的奇異

果，隨附一刀一匙，以備在參訪途中方

便使用，其細膩如是，尤足一記。

攜手期許共策共行

紐澳九日，我們也順便進窺了資源

運用的奧妙。紐境晝夜燈火通明，甚至

公司行號如因熄燈失竊，保險業者得不

予理賠。而究其電源，則借風、驅水，

外加地熱，竟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於巡察地熱發電廠之餘，深感設施規模

之巨與成本之高，但利基長遠，更無核

能遺害之憂。

除了醫療制度，緩不濟急，兩地社

福允稱受惠者多。港台在地美食名店，

如東海、楓林、羊城無不客似雲來，一

片應接不暇的榮景；以大蘋果為市招的

一家餐館，店東的煩惱竟是日進斗金而

無暇散財。

免費贈閱的期刊，除了《生活一週

新快報》，還有《飲食娛樂月刊》均以

印刷精美、可讀性高的內容照片吸引讀

者，且以繁體字流通。房地產同樣有蓬

勃可觀的資訊和專刊。

為兩個分會接生，是會史的新頁，

也是同仁不辭跋涉的豐收！滿眼秋色在

紐澳，你可預借一杯酒、一聲歌、一簾

夢，甚至十分懶就借一生閒，於此自得

其樂。我們留下祝福，帶回兩會繫心的

期許，以及念茲在茲的情懷！（作者為

本會理事）

▲百年葡萄樹下話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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