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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吳鐵城足跡
記創會七十週年南洋之旅

▓路華平

創會七十年慶祝活動的總結

華僑協會總會為慶祝創會七十週年

縝密規劃的一系列活動，自101年5月10

日赴五股吳鐵城墓園，向鐵老獻上最敬

禮，拉開序幕；繼之於5月12日在國史

館舉辦「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

會，評論鐵老在華僑史上的崇高地位；

復於5月13日假鐵城堂舉行創會七十週年

慶祝大會，緬懷前輩先賢創業之維艱，

守成不易，以勵來茲；再越半年，11月

19日至26日，理事長陳三井率43位團員

赴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南洋之行，

追隨鐵老1940年11月宣慰南洋僑胞走過

的歷史足跡，作為壓軸，為慶祝創會

七十週年的一系列活動，寫下精彩完美

的篇章。

新加坡印象

11月19日，當飛機降落在樟椬國際

機場，這個號稱品質世界第一的機場，

入境大廳寬敞明亮，地毯鋪陳，商店林

立。出了機場，林蔭大道筆直整潔，花

海綿延，高樓櫛比鱗次，樹海間雜，象

徵著這是個高度城市化與綠化的國度。

登上摩天巨輪，俯瞰星島全景，

最引人的景點即是金沙酒店，三棟高樓

撐起一艘巨船造型的空中花園，特別醒

目，據說巨船上有座泳池，人在池中

游，似乎要游到世界的盡頭。

魚尾獅是新加坡的註冊商標，與

金沙酒店遙望，構成港灣美景。牛車水

是新加坡的中國城，佛牙寺與印度廟毗

鄰，各有信眾，足見宗教信仰包容寬

廣。牛車水街道上有個華僑銀行，白色

外牆鑲有黃環帆船的會徽，與本會會徽

頗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我們會徽帆船是

三桅帆船而它是兩桅帆船，但不管是三

桅帆或是兩桅帆，都具體傳達了華僑遠

渡重洋，奔赴海外異地奮鬥的刻苦精

神，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晚晴園

11月20日下午，我們比預定時間提

早了半個小時，一進到晚晴園，忙著在

國父塑像前拍照，就在此時，館長潘宣

輝、研究部主任陳丁輝出現，陳三井招

呼大家在國父塑像前合影留念。

潘館長剛從國外回來，來不及換上

西裝，直說抱歉。他說，陳丁輝是歷史

專家，在台灣拿到博士學位，是歷史專

家、研究部主任，而他不是研究歷史，

是負責晚晴園行政管理及營運，將晚晴

園介紹給全世界。

潘宣輝相當年輕，有活力，就像新

加坡的艷陽，熱力十足。

陳丁輝全程為我們解說，他的解說

從晚晴園的歷史說起。陳丁輝在台灣大

學拿到博士學位，他說，在台大歷史系

的《僑協雜誌》，上面有篇介紹楊家麟

的專文，於是透過朋友尋求台灣警方協

助，才與舅舅取得聯繫。母親獲知後欣

喜若狂，立刻要她辦來台手續，說是要

與哥哥見面，好好暢敘童年往事。

兄妹二人，一是九十一歲，一是

九十歲，楊家英見到已白髮稀疏又一眼

失明的哥哥楊家麟，只能坐在輪椅上，

不能與她擁抱，激動的忍不住老淚縱

橫，但楊家麟卻很平靜，有時記得老

家有這個失散多年的妹妹，但有時又忘

了，似乎有失智症。

閱讀完後，本該為此喜事替他們兄

妹兩人感到高興，但心情卻有點沉重，

六十多年前的國共內戰，不知拆散多

少家庭，當年一別可能從此未再見面。

縱使見面，也是遲暮之年，相聚的時日

也不多了。怨也只能怨中華民族多災多

難，百姓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又能徒呼

奈何。

仔細查閱《僑協雜誌》報導楊家麟

專文，係97年3月出版的第109期，標題

為〈楊家麟活到老學到老 書寫「大中至

正」的故事〉，該文為《僑協雜誌》總

編輯劉本炎先生撰寫的專訪報導，訪問

日期是97年2月4日，迄今將近五年了。

我們欣喜於《僑協雜誌》的牽線，讓分

離一甲子的兄妹重逢，但我們更期盼

六十多年前的國共內戰永遠是過去式。

（作者為本會會員）

▲97年2月4日，楊家麟（右）接受劉本炎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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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9年11月15日創會理事長吳鐵城與海外同志在晚晴園大合影。

遭日軍破壞了，直到1950年代才又變成

國民黨的海外分支部。

晚晴園一直與國民黨有著密切關

係，從革命時期的同盟會，到國民黨海

外支部，到二次革命討袁，基本上都在

這裡活動。1949年，中共建政，施壓英

國當局，國民黨便從晚晴園撤離，晚晴

園再交回中華總商會，今天房子的主人

還是中華總商會。

直到2009年，交由新加坡國家文物

局，由政府出資管理。現在博物館跟商

會時期博物館最大不同，是國家文物

局進行重修管理，所以有國家典藏的文

件、文物、照片及歷史檔案。

晚晴園一共有四個展廳，第一個

展廳是本地支持者如何認識孫中山。第

二個展廳是孫中山在晚晴園成立同盟會

以後，如何在星馬南洋地區推動革命活

動。第三個展廳是經過十次革命起義失

敗後，武昌起義革命成功。第四個展廳

是辛亥革命對南洋華僑的影響。

館內有兩幅巨型油畫，至為生動傳

神，一是國父在怡保金寶天成錫礦場，

以手勢比出三民主義，向當地人民宣揚

三民主義，另一幅是國父在牛車水宣揚

革命。

晚晴園座談

觀賞結束後，在視聽室座談。除了

潘宣輝、陳丁輝外，新加坡國立大學歷

史系教授黃賢強及陳是呈博士，他們兩

位都是陳三井熟識的友人，專程趕來與

會。

陳三井表示，歷史本來是很有趣

味的，歷史課就要像今天一樣。他謝謝

潘宣輝熱情接待，同時讚揚陳丁輝口若

懸河，如數家珍，介紹晚晴園歷史，如

念書時，陳三井理事長的大名及著作，

從大學到研究所，一直跟著他們歷史系

學生。

鐵老72年前的合照

一進館，陳丁輝帶我們到鐵老於民

國29年11月15日訪問新加坡時，與當時

國民黨海外支部成員的大合照。他說，

大家今天到新加坡之行，就是要追隨吳

鐵城足跡，就應該先看這一張歷史性的

照片，這與我們剛剛合照的場景完全一

模一樣的，只是當時還沒有國父塑像。

陳丁輝細說晚晴園

陳丁輝說，晚晴園建於1902年，原

是當地富商的渡假別墅，佔地面積約

3200平方米，到今天已經110年了。嗣

由當地富商、潮州人張永福先生買下來

送給他的媽媽陳寶娘女士，引用唐朝詩

人李商隱詩句「人間愛晚晴」，希望成

為他母親安享晚年的地方。1900年，孫

中山第一次來到新加坡，但真正住在晚

晴園是在1905年底到1906年。孫中山來

新加坡超過9次，有3次住在晚晴園。別

墅後方原有座馬廐，孫中山當時在這裡

曾經騎馬。曉晴園這一帶，在一百年前

算是較為偏僻的地方，當時孫中山從魚

尾獅碼頭登陸，一路坐馬車到晚晴園，

因為交通不發達，路程要一個多小時。

一百年前，這附近都是甘蔗園，地理景

觀與現在完全迥異。

革命成功後，曉晴園便賣掉，有一

陣子無人居住，直到1930年，再由當地

六個富商，也就是中華總商會的頭家們

買回來獻給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在民國

26年、27年撥款一萬多國幣整修，所以

才有民國29年11月吳鐵城來訪時的漂亮

建築。1940年代，改設孫中山故居，正

式對外開放，當時邀請本地革命支持者

陳楚南先生公開演講，並徵集孫中山留

下來的墨寶。二戰爆發後，晚晴園變成

日軍通訊中心，孫中山使用過的床鋪都

▲晚晴園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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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沈慕羽紀念館。

館，因此地遍植紅花，故稱為「紅樓四

館」。

與黃亞花交談中，藉悉沈慕羽紀念

館也是無心插柳之作。她說，她和沈老

本來也是素昧平生，只因仰慕沈老畢生

推展華教的情操及為人，自1997年起開

始蒐集沈老的剪報，資料蒐集後，寄給

沈老，沈老看了很高興，因此結緣，就

這樣長達一年多用電話暢談，雙方不曾

見過面。沈老後來邀請她到家裡做客，

令她受寵若驚。到沈老家中，發現沈老

家裡堆積了許多剪報，於是徵得沈老同

意，她把剪報收集好，並分門別類的訂

成書，包括教育、健康、文化等，2006

年紀念館正式成立，由沈老定名。一名

熱心人士還特地仿製了沈老第一輛鐵馬

的模型，如今就擺在沈慕羽紀念館內。

沈慕羽紀念館是黃亞花憑個人之力

而創辦的。她說，自設的沈慕羽紀念館

不收門票，隨緣奉獻。金馬士小鎮並無

特別景點，有了沈慕羽紀念館，小鎮多

了一分書香氣息及華教情意。

進館首先看到的，是「族英」沈慕

羽、「族魂」林連玉、「華教鬥士」陸

庭諭三位的銅像，其旁各有一輛鐵馬。

除了豐富藏書外，沈老生平事蹟陳列

室，陳列許多經典照片及墨寶，透過照

片與文字的結合，生動地呈現出沈老一

生獨特的風采，讓參觀者更瞭解沈老之

奮鬥史。

視聽室懸掛沈老照片，其旁有「我

只是一隻勤勞的工蜂，華教是我永遠的

蜂巢」道盡沈老一生的志業。

座談會開始前，陳三井請大家為沈

老默哀三分鐘。

陸庭諭說，林連玉為爭取華文教

育，保有華校，結果遭政府褫奪公民

權，吊銷教師證，書籍也被查禁，被尊

為「族魂」。沈老一生為華教戰鬥，坐

過好幾次牢，被尊為「族英」。而他則

有幸追隨他們兩位從事華教工作，奉獻

棉薄之力。華教千秋路，一頁滄桑史，

1819年第一所華校在檳城成立，而後各

地華校興起，自力更生，不靠政府。

1950年災難開始，大馬獨立後，華校未

受到公平待遇，大馬政府的政策是要消

同上了一堂非常有內容的歷史課。到北

京，我們常說「不到長城非好漢」；而

到新加坡，如果不到晚晴園，那就有虛

此行、遺憾終身了。但是展出資料卻少

了國父革命伴侶、紅粉知己陳粹芬，因

為她幫忙中山先生和革命同志做很多事

情，不能把她遺忘。

潘、陳兩位表示，大家對於國父的

愛情故事很感興趣，這項建議很寶貴，

會考慮專案展出有關盧慕貞、陳粹芬史

料照片。

陳是呈曾於本會舉辦的「吳鐵城與

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對鐵

老在南洋活動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說，

晚晴園是鐵老到南洋訪問的重心，追隨

鐵老足跡就等同於追隨國父當年革命足

跡。

曉晴園旁有座中山公園，是新加坡

政府特別為晚晴園而開闢的，對城市國

家的新加坡而言，寸土寸金，中山公園

與晚晴園體現了新加坡政府對中山先生

的尊崇。就如同李光耀親書「孫中山  一

個改變中國命運的人」的題字一樣，中

山先生同時也灌輸了南洋華僑民主革命

的思想。

一趟晚晴園之行，深深瞭解南洋華

人支持革命的熱情與火花，是我們認識

新加坡歷史的窗口。

對我們華僑協會總會來說，最珍

貴的，莫過於民國29年11月15日鐵老在

晚晴園與僑社俊彥二百餘人的大合照，

足見當時南洋華人支持抗日的行動與決

心。72年後的此時，重履鐵老足跡，益

發思古之幽情。

當晚，參觀昔日新加坡中國銀行，

這是當年吳鐵城訪星時的下榻之處，惜

中國銀行已遷他處，門窗封閉，只能在

大樓前合影追念。

沈慕羽紀念館

11月21日一早，我們從新山出發，

歷經四個小時車程，約11時抵達位在馬

來西亞金馬士峇魯的沈慕羽紀念館。華

教前輩陸庭諭偕同館長黃亞花、蘇啟慧

伉儷及村人數十人熱情迎接，並備豐盛

點心及自行栽種的紅毛丹招待我們，令

人十分感動。

除了沈慕羽紀念館外，尚有林連玉

資料館、陸庭諭文物館及明心見性圖書

▲晚晴園座談會，站立者右起：陳三井理
事長、陳丁輝主任、潘宣輝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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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到台灣念書，此要歸功於留台聯總

的貢獻。我們華僑協會每年頒發的僑生

獎助學金，獲獎的馬來西亞僑生都超過

七成，可見彼此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

座談中，也提到華僑協會總會除

了提供獎學金外，能否提供貸款給回台

灣讀書的清寒僑生，提定額獎學金給留

台聯總核可的清寒僑生或增加馬來西亞

僑生名額。此外，獨中欠缺很多數學、

物理、化學專長的老師，請本會幫忙介

聘年紀在60歲以下的退休老師到大馬任

教，待遇約3000至4000馬幣。

由於事涉複雜，仍待留台聯總提供

具體計畫，以便研析。

將近90分鐘的座談，交換意見，氣

氛熱烈，賓主盡歡。離去時，注意到留

台聯總一樓開了一家名為「趣台北」的

咖啡館，不管是趣味台北或台北有趣，

對大馬僑生言，似可用「來來來，來聯

總；去去去，去台北」，道出他們的求

學歲月與台灣是多麼的緊密。 

拜訪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

11月23日上午，陳三井偕同吳仁修

前大使等九位，拜訪我國駐馬來西亞代

表處。僑務組長林渭德在一樓迎接，陪

同我們到代表處，他因另有要公先行離

去。羅由中代表率副代表劉廣平、秘書

李玉麟等三位接待。

羅由中為我們簡介馬國國情及兩國

之間經貿關係。馬國面積是台灣的九倍

大，人口是台灣的1.2倍，可說是地廣人

稀。馬國華人雖佔有24%，但由於馬來人

當家，所有立法皆在保護馬來土著，在

馬華人似乎背著華人血統的原罪，但由

於主要的經濟命脈多掌握在華人手中，

所以大馬政府既要保護土著，又要重視

華人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謂

兩難。馬國天然資源豐富，90年代，配

合南向政策，台商投資達到高峰，但近

幾年來，台商已慢慢撤出大馬，轉向大

陸、越南、印尼等地。

陳三井表示，代表處是辦外交而不

是辦內交，今天來拜訪希望不要影響代

表處的日常業務，代表處既要辦商務又

要辦僑務，確實繁忙。他講個小故事，

名歷史學家蔣廷黻曾任駐美大使及聯合

國代表，算是學人從政，有位學者問蔣

大使：「張騫出使西域貢獻大？還是司

馬遷作史記貢獻大？」蔣回答：「認

識張騫的人多？還是知道司馬遷的人

多？」其實一個是創造歷史，一個是在

寫歷史，兩者對國家都有很大的貢獻。

大馬政策有意消滅華教及華社，反而激

發了華社的危機感，林連玉、沈慕羽等

人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提倡華文教

育，不惜得罪當局，甚至坐牢，值得我

們敬佩。

近一個小時晤面，代表處特別宴請

我們享用道地的肉骨茶餐，氣氛歡愉。

是日晚，分兩團，一團為螢火蟲生

態之旅，另一團為市區觀光購物。各取

所需，盡興而歸。

11月24日，參觀完吉隆坡太子城、

新皇宮及粉紅清真寺，直飛檳城。

檳城孫中山紀念館與莊榮裕商號

檳城同新加坡一樣，華人人口比例

過半，國父早年倡導策劃革命，即以兩

地為重心。拜訪晚晴園時，陳丁輝曾說

國父在1905年底到1906年住在晚晴園，

隨後即到檳城，將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

滅華校，只保有馬來學校。

陳三井說，我們帶著非常虔敬的心

情，拜訪沈老紀念館，要來向他老人家

表示敬意。1991年，在馬六甲中華大會

堂曾與沈老碰面，那一年他80歲，精神

很好，兩眼炯炯有神。2005年11月，本

會為了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年，組團到

馬六甲參觀，也見到了沈老，那時他94

歲，也收到沈老「養天地正氣，法古今

完人」墨寶，現掛在僑協會館。沈老是

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華教鬥士，在太平

盛世承平時期作為一個教育家、改革家

很容易，但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殖民統

治之下或在中文非主流文化的情形下，

要為華文教育爭取獨立，絕對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情。沈老曾經為了華教坐過三

次牢，總的來說，沈老是個有正氣的人

物，是個完人，我們特別要向他表示最

高敬意。

陳三井代表僑協致贈捐款，贊助紅

花四館二百美元，聊表我們一點心意。

黃亞花原本要設宴招待，但因我

們行程早已排定，只能婉謝。馬來西亞

的偏闢小村，竟有如此規模紀念館，黃

亞花的毅力與精神令人感佩。華語文雖

是強勢主流文化，但在非華人國度裡，

卻頻受打壓，本來各文化之間應相互融

合，各取所長，但在馬來西亞為保障土

著利益，一再犧牲華人權益，如同沈老

所說的「華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須努

力」。

下午，參觀馬六甲鄭和紀念館及荷

蘭人、葡萄牙人統治時期的建築古蹟。

訪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11月22日下午，拜訪馬來西亞留台

校友會聯合總會（留台聯總），會長李

子松偕同主要幹部等十餘位（創業組、

文教組、公關組、獎貸組、青年及婦女

組組長）接待我們。他們都是曾經在台

灣各大學就讀的僑生，學成之後，在馬

來西亞闖出自己的事業，他們俱是我們

常說的「今日僑生，明日僑領」的實踐

者。

李子松表示，留台聯總已成立38

年，共有31個屬會，遍布全馬各地，目

前畢業生將近6萬人，今年赴台升學人數

約三千三百多人，過去約二千多人，人

數愈來愈多，目前在台灣念書約有八千

人，技職教育一千多人。馬來西亞經濟

發展需要很多技職人才，為國家作轉

型，或創業，或就業。今年7月20日，馬

來西亞與台灣簽署了高等教育學位文憑

相互承認協定，這要感謝過去歷任會長

所作的階段性貢獻。這個協定，台灣承

認馬國64所大學文憑，馬國承認台灣157

所大專院校文憑，這是突破性進展，所

以每年去台灣讀書人數將會一直攀升。

留台聯總及各屬會優先工作，就是要為

留台學生爭取教育及就業機會，目前各

僑社自力辨理之獨立中學（簡稱獨中）

老師、校長或行政人員幾乎都是留台校

友，可以這麼說，留台校友在馬國政、

經、文、教各方面都扮演了積極重要角

色。

陳三井表示，感謝留台聯總盛大歡

迎，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在台灣念書的美

好回憶，有共同的朋友及相似的經驗，

所以今天像是開校友會一樣，感到非常

親切。現場看到這麼多年輕的留台校

友，事業有成，每年有這麼多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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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與晚晴園國父塑像相同，皆與南京中

山陵國父塑像造型一模一樣。也赫然見

著沈慕羽先生墨寶「永懷遺教」四字高

懸，足見沈老在馬來西亞華人心目中的

地位。

館內展出微型雕塑像，有國父倫敦

蒙難、八國聯軍欺壓中國及呈現1910年

「庇能會議」等等均極為傳神，這在其

他地方的孫中山紀念館是看不到的，相

當珍貴。尤其是「庇能會議」微型雕塑

將參加人員一一呈現出來，仿佛是回到

100年前在「莊榮裕」商號開會景況，令

人印象深刻。葉樂燕說，原本無陳粹芬

女士塑像，但許多參訪者反映陳粹芬在

國父停留檳城期間，扮演著極為重要角

色，是後來再補加上去的，當然也就沒

有其他人像來得精緻與傳神。

「莊榮裕」商號就是現在「孫中山

檳城基地紀念館」，開館時由當時馬哈

迪總理主持揭幕儀式，胡錦濤任國家副

主席時曾經參觀過，可謂夙負盛名。

離開檳城孫中山紀念館前，理事長

陳三井致贈葉樂燕贊助金，除了感謝她

全程導覽，詳細解說，也表達本會對檳

城孫中山紀念館微薄贊助之意。

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

11月26日，原本是韓江學院放假

日，館長葉耿瑾特別來館上班，熱心為

我們介紹華人在檳城歷史，包括檳城的

社會組織、經濟、政治、教育、宗教等

方面。她特別提到華人在錫礦場當礦

工，閒暇時無處可娛樂，就到礦場主人

開設的煙館及妓院消磨時間，賺來的錢

又回到礦場主人那邊，如此惡性循環，

存不到錢，不能衣錦還鄉，只好在檳城

落地生根。在檳城，會感覺到好像是在

中國大陸的某個城市般的親切。

結束華人文化館的參觀行程後，經

跨海的檳威大橋訪問檳吉台灣學校。

檳吉台灣學校

校長李明威介紹校史說，二十餘

年前，台商配合政府南向政策，到馬來

西亞檳城設廠，巔峰時期有將近五百家

台商，為了給台商子弟接受良好教育，

▲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葉耿瑾館長（左著白衣）解說檳城的華人歷史。

▲「庇能會議」微型雕塑像，展現當年開會情形。

由新加坡遷到檳城，檳城遂成為海外革

命基地。國父為啟迪民智，開設檳城閱

書報社，創辦《光華日報》。

檳城與中華民國肇建息息相關，史

載國父在1910年11月15日在打銅仔街120

號「莊榮裕」商號召開緊急秘密會議，

史稱「庇能會議」。與會者有黃興、胡

漢民、趙聲、孫德彰、戴季陶以及檳城

的吳世榮、黃金慶，怡保的李孝章，芙

蓉的鄧澤如等，決定在廣州發動「破釜

沉舟，成敗利頓，在此一舉」起義，這

就是著名的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72烈士中，有30多人是來自

南洋各地的華僑，而來自檳城者有四

人。由於志士壯烈犧牲，激起全國民憤

和革命軍再次拚搏的決心，結果促成了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

由於檳城在民國史上的顯赫地位，

72年前鐵老至檳城時，拜訪檳城閱書報

社、《光華日報》社及「莊榮裕」商

號。我們的檳城之行，除了未拜訪《光

華日報》社外，當然不會錯過檳城閱書

報社及「莊榮裕」商號。

11月25、26日，密集參觀了「莊榮

裕」商號、檳城孫中山紀念館、韓江學

院華人文化館、檳吉台灣學校。也走訪

了周姓氏橋的水上人家，大家也在路旁

的水果攤品嚐道地的馬來西亞榴槤。

檳城孫中山紀念館，就是昔日國

父創立的檳城閱書報社。館前矗立國父

孫中山、社長吳世榮、副社長黃金慶等

三位振臂奮勇當先的塑像，黃金慶的領

帶還飛揚了起來，活靈活現，栩栩如生

（請看封面）。

檳城閱書報社成立於1908年，至今

已有百年歷史，除了作為革命基地外，

也曾經是現在檳城最著名學校鍾靈中學

及檳華女子中學昔日校舍，檳吉台灣學

校也曾經借用此地作為校舍，2004年搬

離。檳城閱書報社重新整修，成為今日

的檳城孫中山紀念館。

執行秘書葉樂燕全程為我們導覽，

「檳城孫中山紀念館」這幾個字是她父

親葉國禎親書的。葉國禎曾任檳城閱書

報社社長達二十餘年，現為永久名譽社

長。

進館即見國父塑像及國父「養天地

正氣，法古今完人」墨寶，此處國父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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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氣節
萬古精神振黃魂

隨團訪星馬 發前賢潛德 沐偉人幽光

▓鄧蔚林

千里征鴻到新城

蔣公中正研讀史哲，曾將心得發為

兩句話頭：「千秋氣節久彌著．萬古精

神又日新」。筆者於2012年11月19日，

隨僑協總會「追隨吳鐵城足跡—創會

七十週年南洋之旅」訪問團，作為期八

日的星馬之行，遊目所至，前賢風範歷

歷，細細體會此語，直覺十分貼切，尤

其遺教未遠，足供後人深思。

這趟知性之旅，全員43人，陳理事

長領軍，堪稱陣容壯盛，且老耆結伴，

健步無礙，策杖長者，也不以烈日高溫

為苦，參訪疾徐之間，由於動靜調節得

宜，序列行程，雖各自感受有異，平順

就是一項完美，而一宵光景，兩地陰

晴，大家都能適應，即已值得為個人按

個「讚」字。

首站新加坡，於柳風淡蕩之際，

展開景點巡禮，釋放因早起以及飛航的

勞頓，我們看到整個城市井然有序的面

貌，鄧小平於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

曾對這個國家的經驗讚不絕口，台灣軍

校設有遠朋班，長久以來為新加坡培訓

軍事人才；廿年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學，則為中共培訓了一萬三千多名中高

領導幹部，大陸每個省市約有三、四百

▲魚尾獅碼頭合影留念。

29 

溫世仁先生結合全體台商之力，創立台

灣學校，草創之初，曾經借用韓江學院

及檳城閱書報社作為臨時教室，2004年

遷移到現址。但現在台商僅賸二、三百

家，而且有逐年減少趨勢，學生人數也

跟著減少，這是學校未來隱憂。 

李明威校長原是松山高中教務主

任，退休後來此創造教育事業的第二

春。陳三井讚揚李明威離開台灣家鄉，

來到檳城異鄉作育英才，因為離鄉背井

為異客，總有難以割捨的念故鄉情結。

檳吉台灣學校是由台商發起成立

的，迥異於由馬來華人出資興辦的獨立

中學。除了華人子弟外，馬來人、印度

人也樂於將其子弟送到獨中念書，因為

獨中辦學嚴謹，且可習中文。因此，有

人建議台灣學校能否軓型，接納在地非

台商的子弟，但考量為銜接國內課程及

教學使用的媒介語等等因素，執行上確

實困難重重。

心得總結

八天旅程，除了飽覽新加坡、馬六

甲、吉隆玻、檳城等城市展現古典與現

代交織的古蹟名勝外，最重要的收穫，

是參觀了新加坡中國銀行舊址、孫中山

南洋紀念館晚晴園、孫中山檳城基地紀

念館及國父創立的檳城閱書報社，也專

程路過檳城鐘靈中學、檳華女子中學，

這些皆是72年前鐵老曾經走過的地方，

也是國父當年奔走革命的足蹟。此外，

拜訪了沈慕羽紀念館、馬來西亞留台校

友會聯合總會（留台聯總）、檳城韓江

學院華人文化館及檳吉台灣學校，對於

海外華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的用心與堅

持，烙印腦海，感佩至深。

嘗 謂 「 讀 萬 卷 書 ， 不 如 行 萬 里

路」，一趟星馬之行，雖僅數千里路，

卻是勝讀萬卷書，不虛此行。（作者為

本會會員）

▲拜訪檳吉台灣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