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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大門 走大路 昭大信
 澳洲行欣見僑協承先啟後新精神

▓鄧普勒

無遠弗屆布新義 

筆者4月18日隨團參加2013年本會全

球分會第四屆聯誼大會，雖短暫七日，

以管窺天，卻感受良多，理事長陳三井

於大會中宣示「開大門．走大路」的主

旨，意在摒除不良積習，揚棄陳規，既

孚眾望，又布新義，殊值期待。個人在

會歷經五「朝」，不乏可數「家珍」，

謹以蕪文呼應，期藉本會範式，匯成可

頌之風，足資民間社團借鏡。

經國先生有《知勉錄》的刊行，他

能容忍行政疏失，不能容忍貪凟，秦孝

儀有《進德錄》的述作，大多符合風、

雅、頌的範疇，不僅功收勵志勉人，還

可反求諸己，其貴在此；台北《商業周

刊》十數年來每期有「去梯言」之設，

月旦時彥，取意源自三國劉琦以謀自安

之術，就教諸葛亮，亮初不應，及後兩

人共升高樓，琦令去梯，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

入吾耳，可以說了嗎？」（見《後漢

書》〈劉表傳〉）。

該專欄預言下屆總統，定是一位

「術科冠軍」，因為看到馬英九用人偏

重書卷氣，其本人更是操行一百，學科

九十，術科死當，認為選民必然要求一

位「術科狀元」解決問題。

僑協陳三井理事長雖亦一介書生，

一年來我們已概見其親和、融入而開明

的行事風格，澤在有情有義。

筆者因緣際會，已四訪澳洲，除覺

城鄉建構與規劃宜人，羣木葱隆，巨幹

參天，尤足證見當道對自然環境生態維

護，十分「給力」，且視烏鴉為祥禽，

與喜鵲共生，讓孔雀自我感覺良好，任

令無尾熊自在沈睡於超然物外。

我晨間在邦黛海灘迎朝陽，晒翅

膀，一隻烏鴉昂首碎步從身旁踱過，像

刻意示威性地「呱呱」兩聲，嗆示這是

牠所兼領的地盤。在我們的國度裡，牠

的呱噪極可能會被打槍、潑水、驅逐和

詛咒的；但世上如果沒有了烏鴉，眾神

默默，一些藏在朝霧霞雲的魅魑魍魎，

也會為朦朧的美所幻化。

▲大家心情愉悅比個勝利手勢，合影於邦黛海灘。

▲邦黛海灘不僅沙質柔細，而且波浪陣陣，是衝浪運動愛好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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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鳥騰雲滿孕風塵

總會是次兵分兩路，甲團僅參加聯

誼大會，乙團則繼續前往墨爾本，祝賀

墨城分會的成立，兩團以及海外各地分

會代表，都在雪梨會師，連同服務人員

計達63人，雖然未能與上海世博百人團

相較，已和邁阿密、法國、倫敦等分會

開基時不相上下。

由於會章修訂會員參團出訪，每屆

四年只補助一次，曾參與創會70週年星

馬尋根之旅者，受限必須全費，以負荷

過重冷卻一些熱心會務會員意願，否則

陣容勢必更為壯盛。

甲團首途於16時15分搭乘國泰空中

巴士航班赴香港，升空未幾即受氣流影

響頗不平靜，班機僅只提供一客三明

治；午後七時在港轉機，直至晚間九時

一刻才供應簡餐，航空公司似在以此測

試讓旅客飢腸轆轆，如不發火是否便會

倒頭大睡。

逾九小時的航程，在三萬尺高空，

仍然數度領受頗為強烈的顛簸，讓你在

搖曳震撼中思緒起伏，猛念佛經，頓時

成為虔誠信徒。人在身不由己，徬徨無

告時最為脆弱。

理事黃若瑛，還帶着尚未痊癒的中

耳炎毅然就道，即便以「好康」相報，

也未必聽得清楚。想借錢？更別說了！

美女團員陳姍姍，於雪梨港灣大橋

漫步時不慎扭傷腳踝，就醫數日，藉輪

椅拐杖及護甲帶傷返台，尚以燦爛笑容

回報關切慰問同仁，無怨無悔，說明這

個團隊的溫馨！

侷處尾部後段的經濟艙，大家一

夜睡不安「椅」，清晨著陸，接受雪梨

協會的熱烈迎迓，便立即按既定行程作

▲澳洲的無尾熊整天要睡20個小時，難得睜開
眼，模樣超可愛。

▲陳姍姍雖受骨折微恙，笑容依然可掬。

景點藍山之遊；筆者睽違數載，相看三

峰，依然含情，遠眺幽谷，綠意叢叢，

纜車吊掛，面目一新，險峻激盪，遊旅

同歡，尤其林間步道的增建，令親沐自

然環流過客，滌盡塵俗，分外舒暢。

海角天涯聚僑心

外交部的歡迎晚宴，設在富麗宮

酒樓，我駐澳代表張小月特自坎培拉任

所飛來，主持此一盛會，她致詞簡練平

實，適度、得體，不愧為外交長才；翌

日，親自參加雪梨分會主辦的全球聯誼

大會，晚間繼又出席僑委會與分會精心

企劃的綜藝同樂大製作；僑委會副委員

長呂元榮自台北銜命來澳洲，表達對

此一僑社活動的重視，他還登台大秀唱

腔，全場同high，當晚席不暇暖匆匆登機

賦歸，把勤政寫在遠涉重洋的里程上。

大會自上午十點至晚間全天舉行，

首由創業有成的台商吳進昌總裁，就其

所主持的Nature’s Care企業經營歷程分

享，從「兩隻皮箱到澳洲」，背水一

戰，岳母為此懷憂垂淚一星期說起，他

藉天然化妝品起步，堅持天然的事業與

良心，得地主國當局的加持，自銀行

利率、市場調查、天秤兩端的選擇—環

保與經濟、系統化管控、污染處理、供

需通路、員工福利等，一一加以考慮與

評估，以「兩片葉子一片心」作品牌，

三年內研發成功六、七十種產品，他六

年蓋一廠，好比十年磨一劍。當初，夫

婦兩隨攜六十五萬澳幣，懷抱四月及六

齡小孩遠赴異域，耗資卅五萬元搞定住

房，憑破釜沈舟的意志與毅力創出一片

天，他娓娓道來，把艱困作為甜美的回

憶；尤其於研發健康食品中的蒜頭精，

竟能治癒岳丈的氣管炎，三月見效，大

▲遊藍山國家公園，合影於回音谷瞭望台。 ▲攝於雪梨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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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分享他的成功滋味之餘，咸認這是

極具意義的一堂課，也從而獲知如橄欖

葉的多酚能抗病毒、被污染的巴西磨菇

可能致癌。

兩小時結合多媒體的視聽「報

告」，直至「挑戰未來與展望」總結，

主講人的趣味與幽默，雖無昂揚激越之

詞，卻贏得舉座全神貫注。午茶餐點，

精美之外，更添細膩服務，俱見雪梨分

會的用心；連熱飲供應，都配置專人分

別侍應。看得出如此高檔陣仗，必然所

費不貲。

異軍突起的青年團

一個健全的社團，首重健康的體

質，主事者尤需具備開闊胸襟，知人善

用，任使得法，至令上下一心，無私奉

獻的風範，其組織始能活力充沛，眾志

成城，這是通識。

黃呂美蘭在全球各分會當中的一

項創舉，是成立青年服務團，她仿效救

國團的設置，結合當地華裔青年，將願

景預鑄在「薪火相傳」的建構格局，把

少壯與耆宿，共冶一爐，一室相得，水

乳交融，了無隔閡，青年團長蔡豐吉，

臨時被邀上台，侃侃而談團况，以及各

方支援的熱忱，團員才藝，都有幾把刷

子，說、學、逗、唱，講詞口譯，快捷

順暢，年紀輕輕，無論暖場羣獨，工架

毫不含糊，豈只後生可畏，證見美蘭會

長尤擅選才，一曲「我愛中華」領唱，

全場熱血沸騰。

此一歷經半年籌備，皆大歡喜的交

誼大舉，還特地從新加坡邀聘台灣歌壇

名手，與在地張強合拍擔綱，舞技、相

聲、歌藝，迭掀高潮，兼之青年團自擁

樂隊，輪番帶動飛躍青春的熱舞，竟使

古稀長者，也隨興投入激情，贏得如雷

掌聲。顯示這個團隊的精心策劃，動靜

得宜，絕非虛有其表，虛應故事，從執

行長到基幹，都具心手相連，一以貫之

的功能。

事後得知，整個活動的支應，前

後約達十二萬澳幣，相當於三百萬台幣

有餘，這樣燒錢的手筆，從主事者的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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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分會合唱團在曹湘玲女士指揮下，高歌「我愛中華」，令人熱淚盈眶。

▲閉幕晚會青年團也是勁歌熱舞，雪梨分會理事陳清詩「最前者」高齡近八十，
仍然手足舞蹈，猶似活龍。

沖，我們猶不能輕率以「好大喜功」睥

睨羣倫的心態視之，而如此風骨，即絕

非蠅營狗苟，藉義為始，視利而終，釣

譽沽名，暫相黨引以為朋的市井商賈流

亞。低調與輕財，無疑就是凝聚人氣的

加分。

檢視白壁之瑕，則恰似魔鬼藏在

細節中，首日餐會，唱名介紹總會成

員，從常務理事到組長、幹事為止，獨

漏同樣不辭迢遙萬里以赴會的在座理監

事，相信他們絕不在乎一起一坐的「亮

相」剎那之榮，卻成為不很得體的「禮

數」。

接辦年會競爭熱烈

大會閉幕前的重頭戲，是聽取海

外各分會的實況報導與意見交流，分別

由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加西分會鄧

華一、紐約分會李又寧、英國分會鄭少

強、比利時分會戴耀南、紐西蘭分會楊

慶熙、菲律賓分會指導委員吳民民和即

將成立的墨爾本分會王桂鶯、雪梨分會

黃呂美蘭各自作五分鐘的簡述；由於苦

樂兼具，困窘齊出，國情互異，民情不

一，概說狀況，雖超時而無冗長之嫌，

即使苦水滿杯，其味亦甘，又因各個口

才便給，莊諧並晉，毫不諱言做得到與

做不到的情境，以致笑聲不絕。

在討論下屆年會接辦單位時，費城

與法國兩個分會都具強烈意願，而且也

都委託代言，極力爭取，因腰傷正在巴

黎作長期復健的邵榮仁，特別寄語表達

儘快在未來兩年努力達成康復，要躬親

主辦第五屆全球聯誼大會，發願接待與

會成員，暢遊著名景點；嗣經依據洲際

輪替及相關程序評量，議決輪由法國分

會承接。

鑑於第四屆聯誼大會的優異表現，

使命必達的精神足堪法式，陳理事長即

席宣佈總會贊助雪梨分會壹萬伍仟美

元，用示激勵。

綜觀此次大會，辦得有聲有色，

實得之於幕僚期前作業的周詳，有條不

紊而契合，美蘭會長於參選總會理事

時，我們尚未認知她的潛力與長才，非

經「實踐」，也無從檢驗知人之難。有

時，「敬陪末座」而能沈潛自修者，一

2013年5月《僑協雜誌》140期2013年5月《僑協雜誌》140期

25 



26 27

重返墨爾本
澳洲墨爾本分會成立大會速寫

▓虫  二

22個分會建構綿密聯繫網絡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第22個分會─澳

洲墨爾本分會，102年4月28日假富貴陶

園舉行成立大會，在墨爾本辦事處處長

翁瑛敏、萬寧市市長楊千慧、維多利亞

州長特別顧問華人事務部主任廖嬋娥、

州議員林美豐、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

福、菲律賓分會指導員吳民民、比利時

分會會長戴耀南、澳洲雪梨分會會長黃

呂美蘭以及當地百餘位僑界菁英俊彥見

編按：本會曾於2002年6月27日在墨爾本國會大廈舉行澳洲分會成立大會，嗣因創會
會長雷鎮宇不幸於2005年仙逝後，無人接任會長，會務陷於停頓，經2009年1月9日第
17屆理事會第5次會議同意註銷會籍。隔4年後，在僑務委員王桂鶯女士積極籌劃下，
重新在2013年4月28日舉行墨爾本分會成立大會，讓華僑協會總會服務與聯繫僑胞的
觸角重返墨爾本。

證下，理事長陳三井授予墨爾本分會會

長王桂鶯當選證書、圖記印鑑、會務發

展基金及分會會旗，王桂鶯揮舞會旗，

掌聲熱烈響起，墨爾本分會於焉誕生，

加入華僑協會總會大家庭，與其他21個
分會建構綿密網絡，齊心服務僑胞，維

護僑胞權益，貢獻棉薄之力。

富貴陶園的台灣味

富貴陶園餐廳位於墨爾本近郊的

萬寧市，聞其名便知是來自台灣，既有

旦其錐立現，便不得不刮目相看。

陳理事長說本會卧虎藏龍，人才濟

濟，殊非妄語。而一個能在舉賢任能，

眾星拱之者，也當非一時俊彥莫辦！

一片丹心共策勉

「開大門．走大路」，是何其磊

落坦蕩的氣概，它不僅大別於「明修棧

道，暗渡陳倉」的弔詭，也是天下為公

的舉步。不過，先哲顏習齋曾言：「心

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

習，皆無用也。」更非雲端見隠約。

我在高空憑窗俯瞰藍海，見巨舶

如葉，破浪獨行，它穏在自律，絕意超

載，因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閱

盡世態，因人成事，敗亦在人，已是常

理；馬英九之於林益世、李朝卿、賴素

如案，彰彰在目，原期栽植好筍，竟成

歹竹，殊值審問、明辨、慎思。

總會是次出國，我們共同的體驗

則是美言一丈不如做好一尺，行文暫離

「歌德派」，謹以數事共勉。

甲團首抵聖瑪麗教堂廣場，枯等

乙團一個半小時，導遊聯繫結果，據知

卡在機場未能確實清點人數，嗣以先行

參訪歌劇院，竟也茫無頭緒；乙團後達

居停，卻得優先排序進駐，事雖微不足

道，西諺有云：「諂媚之敵與微笑之敵

皆不可避」，值得所有居上位者引為惕

勵。

我們當然可以做史無前例的事，但

如作為一個承傳者，應當緬懷前人種樹

我採果，躬耕老農有餘蔭，不是踩在別

人肩頭當高蹺！

因為歷史對我們的作為，自有如影

隨形的評價！

多年前，我在澎湖測天島，曾目睹

日軍將領所遺文獻，一副華文立軸座右

銘：「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

體。」深覺處世養生，如能實踐篤行，

善莫大焉。（作者為本會理事）

▲陳三井理事長致贈黃呂美蘭會長贊助金。

▲理事長陳三井授旗給王桂鶯會長，王會長揮舞會旗，象徵著墨爾本分會加入僑協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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