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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蘭領軍下，編成秘書組、編輯組、節

目組、接待組、接機組、總務組、青年

組等，分由三位副執行長潘樂仙、蔡秋

禾、賴文娟各自進行，最終則由執行長

曹介松總其成。就以接機為例，由於分

工得宜，分五批抵達雪梨的各分會參加

人員，都受到完善接機服務，沒有任何

一位漏接，可以說是一場完全比賽。當

然，最主要的抵達時間皆集中在4月19日

8至9時左右，步出機場，黃呂美蘭及其

伙伴持「歡迎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

井暨全球分會蒞臨澳洲雪梨」紅布條，

看了相當窩心，合照後來個相互擁抱，

徹底展現了如同雪梨艷陽般的熱情。

意外跌跤插曲

由於參加人員踴躍，分成甲、乙

兩團各自進行旅遊行程。甲團以雪梨為

主，乙團則另加墨爾本之行。雪梨歌劇

院與港灣大橋舉世聞名，當然就成為我

們造訪的第一站，當大家沈醉於雪梨港

灣美景時，甲團成員之一的陳姍姍漫步

在凹凸不平的廣場時，突然絆了一跤，

原本以為只是腳踝拐傷，舒展腳筋便會

好轉。詎料，未幾，竟紅腫如微丘，無

法行走，緊急到醫院就診，照X光片，

才確定是骨折。經包紮後，即回旅館休

養，醫生說要四到六週才會痊癒。此後

直到離開雪梨這幾天，她都只能待在旅

館，面對雪梨城市美景只能望窗興嘆。

幸好雪梨分會送來輪椅助行並請人

照料，陳姍姍雖見不到雪梨動人美景，

卻體會到了雪梨分會帶來的溫馨暖流。

不落八股的大會特刊

當天下午五時，全體與會者報到，

領取雪梨分會精心準備的藍色提包，裡

頭裝有《大會特刊》、鑲框金箔雪梨歌

劇院、大會顧問吳進昌贈送的綿羊霜等

等，紀念與實用兼具，令人喝采。

仔細翻閱《大會特刊》，〈理事

長陳三井的話〉讚贊許黃呂美蘭熱心會

務，領導力強，勇於接下承辦第四屆聯

誼大會重擔，真是巾幗不讓鬚眉，允為

女中豪傑；〈黃呂美蘭會長的話〉，希

群策群力 敦睦僑誼
全球分會第四屆聯誼大會紀盛

▓路華平

華僑協會總會與海外22個分會兩年

一度的聯誼大會盛事，今（2013）年恰

逢「柿柿如意」的第四屆聯誼大會，在

澳洲雪梨熱烈舉行。

4月19、20兩日，來自五湖四海的好

兄弟、好姊妹們一百四十餘人，分由總

會理事長陳三井、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

福、加西分會會長鄧華一、紐約分會會

長李又寧、英國分會會長鄭少強、比利

時分會會長戴耀南、紐西蘭分會會長楊

慶熙、菲律賓分會指導員吳民民、墨爾

本分會會長王桂鶯、休士頓分會代表李

莉穎、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等率領，

與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駐澳代表張

小月、雪梨辦事處處長周進發、Burwood

市副市長黃國忠及當地僑碩俊彥等共

四百餘人，熱情歡度屬於我們華僑協會

總會大家庭的團圓佳日。

與此同時，大會一致通過由法國分

會會長邵榮仁及其領導團隊，擔綱籌備

第五屆聯誼大會，2015年吉月祥日在花

都巴黎舉行；大會同時籲請各分會衡情

酌度，量力而為，仿效雪梨分會成立青

年團，以年輕人無比的熱情、旺盛的活

力、靈活的巧思、執著的奮進，傳承僑

協創會宗旨，發揚中華傳統文化，落地

生根，讓僑協枝繁葉盛，滿地開花。

分工妥適接機絕不漏接 

為了籌辦此次聯誼大會，在黃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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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港灣最著名地標─雪梨歌劇院、雪梨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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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再怎麼完美的策劃，也將大打折

扣，故特刊以「您的熱情贊助，我們感

謝您」表達衷心的謝忱。

整體來看，特刊除了印刷精美外，

頁面編排靈活，內容充實，打破以往僑

社刊物的八股窠臼，不落俗套，具體展

現特刊編輯委員會在總編輯蔡秋禾、主

任委員曹介松領導下，一鳴驚人的創新

力與戰鬥力。

駐澳代表處的歡迎晚宴

當晚，駐澳代表處假華埠富麗宮大

酒樓宴請全體與會者，雪梨分會青年團

樂隊串場演出，以一曲「我的未來不是

夢」點燃了晚宴的熱情。

黃呂美蘭以盡在不言中，表達她

對風塵僕僕趕赴雪梨參加聯誼大會人員

十二萬分的敬謝之意，她說雪梨是個風

光明媚的好地方，擁有各國美食與在地

的新鮮好空氣，希望大家放鬆心情，玩

得開心，耍得盡性。

張小月以主人身分，代表中華民國

外交部設晚宴為大家接風，歡迎來自世

界各地的華僑朋友。她說，華僑協會總

會是個有歷史、有傳承的僑團，創會宗

旨就是支持國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建

國理想，擁護中華民國，創會七十餘來

年始終與中華民國心手相連，令她十分

敬重。她也藉這個場合，與大家分享外

交成果，她說，目前有134個國家或地

區給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免簽證，現在來

澳洲比以往方便快速多了，因為澳洲給

予我們EGS電子簽證，相當於免簽證的

待遇。美國也給我們同樣的待遇，現在

美國只給37個國家或地區免簽證，台灣

名列其中之一，這是對台灣人民高素質

的認同與肯定。不久前，馬英九以元首

身份參加方濟教宗就職大典，更是史無

前例的創舉，展現了活絡外交的成果。

此外，堅持釣魚台屬於中華民國固有領

土，以「東海和平倡議」，擱置主權爭

議，共同開發，資源共享，故能與日本

達成漁業協定，擴大捕魚海域。

望大家以渡假心情，輕鬆愉快，充分享

受澳洲大自然的迤邐風光，細細品嚐澳

洲的多元文化及美食佳餚。馬英九總統

賀電，則是至盼藉由此項盛事，恢弘團

結匡濟精神，凝聚全球僑民向心，敦睦

國際友誼。行政院前院長陳沖及現任院

長江宜樺的賀電，一致期許「凝聚僑

心，深化團結」。立法院長王金平以

「僑誼流長」、外交部長林永樂以「鄉

誼永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以

「群策群力，敦睦僑誼」、張小月代表

以「促進僑社團結，提昇僑胞福祉」，

勉勵此次聯誼大會。澳洲聯邦國會議員

Philip Ruddock的賀電稱讚「在澳洲的華

人如同全世界華人一樣，努力勤奮，展

現了獨一無二的企業精神，以澳洲為

家，落地生根。」新南威爾斯州議員

Matt Kean的賀電陳述「華僑協會總會在

連結中國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扮演了

重要角色。在澳洲華人對澳洲的經濟與

文化資產的貢獻非凡，期待能與華人共

同面對各種挑戰與機會。」

仔細拜讀這些位居要津首長的賀

電，讓身為僑協一份子的我們，深感榮

寵。此外，特刊中亦將雪梨分會自2009

年成立迄今舉辦過的所有活動剪輯成六

頁的精彩花絮，每一頁都代表了執事者

的用心與努力，而令人印象最為深刻

的，莫過於成立青年團的壯舉，團長蔡

豐吉、副團長陳奕伶道出了他們參加青

年團的心路歷程，期望參與當地的社區

服務，幫助弱勢團體與孤兒。

《大會特刊》也別出心裁，將總會

及海外分會參與此次盛會人員的照片放

上，讓與會者有受到重視的感覺，證明

了搭十幾二十多小時飛機到澳洲參加大

會是值回票價的。

贊助廠商多達16家，俱是華人開

辦的知名企業，展現了雪梨分會這幾年

來深耕的成果，如果沒有他們的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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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澳代表處歡迎晚宴，二百餘人出席。上小圓圖左起：黃呂美蘭會長、張小月代表、呂元榮副委員長、
陳三井理事長、Anthony Robert廳長。

▲聯誼大會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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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追想曲」、「午夜花」等台灣民

謠，充滿濃厚的台灣味，竟也禁不住也

隨口哼了幾句。

開幕儀式首由黃呂美蘭、呂元榮、

張小月、陳三井、周進發、黃國忠等六

位嘉賓入場揭開序幕，接著迎接總會及

22個分會會旗入場，司儀以中英文介紹

僑協歷史，在進行曲歌唱聲中，按進場

分會會旗順序依序播報各分會成立日

期，從最早成立的邁阿密分會到即將於

4月28日成立的墨爾本分會，持旗的青年

團伙伴們個個精神抖擻，轉彎來個九十

度，十足的軍人架勢，最後則是迎接澳

洲與中華民國國旗，並分由張強先生演

唱澳洲國歌、華苓女士演唱中華民國國

歌，為揭幕式帶來高潮。

司儀再以中英文介紹歷次聯誼大

會舉行地點及主辦分會，第一屆於2007

年由加西分會主辦，在溫哥華舉行；第

二屆於2009年由邁阿密分會主辦，在邁

阿密舉行；第三屆於2011年由泰國華僑

協會主辦，於曼谷舉行。本屆即是第四

屆，由雪梨分會主辦，在雪梨舉行。

黃呂美蘭一句「今天我們有緣與

來自世界各地朋友，共聚一堂，相互認

識，共同切磋研究僑協未來的長遠發

展，集思廣義，相輔相成」道出她的

衷心感謝之情。她說，為了響應僑委會

「迎僑青、聚僑心、壯僑社」促進僑團

年輕化的呼籲，早在2011年成立了青年

團，號召第二代華僑子弟加入，推展華

僑青年獻身服務志業，融入主流社會。

陳三井以「剛剛看到動人場面，

作為總會的一份子，此時此刻心情，特

別興奮」作開場。他說，今天是聯誼大

會盛典，也是個喜氣洋洋的日子，有勞

諸位先進的加持，謹致誠摯感謝之意。

今天是海內外總會與分會的大會師，在

風光迤邐的雪梨齊聚一堂，代表著團結

力，象徵著凝聚力，不僅是歷史傳承，

同時顯現大家心連心、榮辱與共、行動

一致。他特別感謝黃呂美蘭帶領超完

美、高效率的團隊，籌備令人期待已久

的盛會，相信此次有開創性的盛會，將

會為爾後聯誼會留下成功的典範。至盼

大家不分彼此，不分內外，團結一心，

張小月是位職業外交官，她是本

會常務理事沈大川多年的好朋友，此次

前來澳洲他特託筆者向張代表問好，藉

此場合傳達，張小月也請筆者代為轉達

她向沈大川問候之意。她曾任駐英國代

表，亦與鄭少強熟稔，他們兩位在雪梨

碰面，友誼依舊。

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原本計畫出席

此次聯誼大會，奈因要到立法院備詢，

遂請副委員長呂元榮代為出席。呂元榮

表示也要大家分享僑委會「迎僑青、聚

僑心、壯僑社」的成果，為年輕人許下

一個未來發展方向，雪梨分會青年團讓

他眼睛為之一亮，看到了年輕人的未來

不是夢。

陳三井一句「我不是來參加演講比

賽的，因為張代表及呂副委員長已經拿

到了冠亞軍，不能再跟他們兩位比賽」

幽默之語，引來滿堂笑聲。他說有四句

話表達他的感想，一是今天接風歡迎晚

宴感謝張代表鼎力支持；二是黃呂美蘭

會長勇敢接下承辦任務，特別是明天的

大會，已做好萬全準備。三是海外分會

代表不辭辛勞，千里迢迢來到雪梨出席

聯誼大會，盛況之熱烈勝於以往，海外

僑社與雪梨僑界的大會師，匯聚僑心展

新局；四是青年團熱情活力演出，未來

僑界接棒的菁英嶄露頭角，LKK後繼有

人，活水灌注，看到了未來的新希望。

新 南 威 爾 斯 州 公 平 交 易 廳 廳 長

Anthony Robert代表該州政府感謝黃呂美

蘭藉此次聯誼大會，建立起澳洲與台灣

之間的友誼橋樑，今天剛好又是他的生

日，晚宴特別準備大蛋糕為他慶生，讓

他樂不可支。

雪梨僑界歌后曹湘玲、歌王張強

分別以「相思爬上心頭」、「馬車夫之

戀」打頭陣，兩人主持節目默契極佳，

歌喉又好，營造出「燈光美、氣氛佳」

的氛圍。

聯誼大會揭幕式

4月20日是聯誼大會的重頭戲，步

入會場，青年團現場小提琴演奏「四季

紅」、「青春嶺」、「望你早歸」、

13 

▲陳三井理事長於聯誼大會開幕式致詞，餘左起：呂元榮副委員長、、張小月代表、周進發處長、
黃國忠副市長、黃呂美蘭會長。。

▲聯誼大會開幕式一隅，前排右起：大會顧問吳進昌、菲律賓分會指導員吳民民、比利時分會會長戴耀南、
加西分會會長鄧華一、紐約分會會長李又寧、本會常務理事黃東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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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活力與大愛，參與社區活動，

幫助弱勢團體與孤兒，在學習中成長。

最後，雪梨分會合唱團高歌台灣民

謠「四季紅」，嗣由青年團大合唱「我

愛中華」作壓軸，精彩熱鬧結束揭幕儀

式。猶記當兵時，每天晚點名都要唱這

首「我愛中華」，今在海外聆聽此曲，

也跟著高歌，似乎自己也變年輕了。

吳進昌的專題講座

揭幕儀式結束，緊接著由企業家也

是大會顧問吳進昌先生，以他成功創業

的經驗現身說法，作專題演講，這是他

來澳洲二十多年第一次的講演，黃呂美

蘭說青年團一直請託她務必邀請吳進昌

演講，好讓年輕人有創業榜樣。歷經無

數次拜訪，終使行事一向低調又熱心華

僑事務的吳進昌點頭，真是得來不易。

吳進昌何許人也？他是澳洲第一大

健康食品「Nature’s Care」公司總裁，

二十幾年前，從憲兵退伍帶著所有積蓄

六十餘萬澳幣，以投資移民身份來到澳

洲，當他向岳母辭行時，岳母說：「蘆

州這麼近幹嘛提著大小包辭行？」他

發揮團體力量，為服務僑胞、造福僑

社、團結僑社，作出更大更多的貢獻，

也為兩岸的和平發展以及全球僑胞的福

祉，盡微薄力量。

呂元榮表示，大家關懷國家發展，

謀求僑社團結，增進僑胞福祉，策訂永

續發展，共同集會研商，這份愛國愛鄉

情操，令人敬佩。他重申，吳英毅委員

長特別重視此次年會，原本要親自出

席，無奈國內公務繁忙而不克參加，表

示歉意。他接著說，華僑協會總會成立

七十一年來，創會宗旨崇高遠大，與憲

法保障的華僑參政權、獎勵僑民華文教

育及華僑事業理念相互契合。自國父在

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

還，海外華僑扮演了革命建國、抗戰救

國、投資報國、愛心護國的重要角色，

這也是僑協多年來，聯繫各地華僑支持

中華民國、復興民族文化的真實寫照。

他重申馬英九總統在振興經濟、拓展國

際關係的努力外，尤其是成功降低海峽

兩岸衝突與對立，擱置爭議，共創雙

贏，擴大交流與合作，維持兩岸關係穩

定與發展。最後，他呼籲僑胞秉持團結

報國的優良傳統，心手相連，維護國家

永續發展，爭取國家尊嚴，共同奮鬥。

張小月則說，在台北街頭大陸觀

光客隨處可見，每年有二百多萬陸客來

台，每週兩岸班機有六百多架次，足以

說明兩岸目前交流熱絡，這都是馬英九

總統推動「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成

果。今後跟僑胞朋友們共同努力，希望

中華民國未來更加富強康樂，更加自由

民主。

周進發讚揚僑協一路走來，始終如

一與中華民國肩並肩站在一起，今後仍

希僑胞一秉初衷，繼續支持中華民國，

愛護台灣。

黃國忠稱許黃呂美蘭將此次大會辦

得有聲有色，將全球分會團結在一起，

華僑是各在地國寶貴資產，透過華僑作

為橋樑增進彼此在各方面的合作。

青年團團長蔡豐吉楬櫫未來將發揮

說：「不是去蘆州，是去澳洲。」岳母

將澳洲聽成蘆州，讓他有點啼笑皆非，

當他向岳母解說後，岳母含著淚希望他

們不要遠行。就這樣全家四口來到了澳

洲，從綿羊毛提煉綿羊油開始，慘淡經

營，才有今日跨足健康食品與保養產品

的成果。當然有很多外界不知道的心

酸，夫妻兩胼手胝足，始有今日規模。

他的演講，筆者很幸運於前一日陪

同陳三井拜訪他的公司，同行的還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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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結束，與會者大合照。
▼黃呂美蘭會長感謝吳進昌顧問專題演講。

▲閉門會議。
▼下圖右起：王桂鶯會長、楊慶熙會長、鄭少強會長、

王雲福會長、黃呂美蘭會長、趙麗屏常務理事、
黃海龍常務理事、陳三井理事長、黃東祥常務理事、

李莉穎代表、李又寧會長、鄧華一會長、
戴耀南會長、吳民民指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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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呂元榮等人，已先行聆聽他的創

業經過，再由他帶領參觀工廠，從研究

室到包裝工場，乾淨整潔。他一邊介紹

一邊說，這個工廠位於國家公園範圍，

開發必須遵守嚴苛的環境生態保護規

定，為了移走一隻袋熊，花了八千澳幣

聘請動物專家才將袋熊移置他處，廠房

始能動工興建。

他的工廠每年有15位名額給從台

灣來的度假打工客，其中一位因表現優

異，聘為正式員工。青年團成員碰到他

時，都會主動遞出名片，希望能到他的

公司工作。實地參訪他的工廠後，就知

道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想進到他的公司。

吳進昌事業有成之後，樂善好施，

積極回饋社會，允為台商典範。

閉門會議抒發己見

下午會議是我們僑協自己的會議，

陳三井主持，除了由總會秘書張國裕報

告會務外，另請各分會會長報告各分會

會務，大家相互交流學習。

王雲福說，邁阿密分會經常舉辦

春季秋季義診，灌輸僑胞「預防重於治

療」觀念；舉辦社區講座瞭解美國退休

及醫療制度，不要讓權益睡著了；舉辦

家庭聚餐，聯繫感情；發起連署，保衛

釣魚台，支持東海和平倡議。僑社是軟

實力，是國民外交的最佳途徑。

鄧華一說，加西分會會員人數維持

120人，經常參加活動者80位，經費以

樂捐為主。支持全加中華總會館舉辦活

動，支持經文處教育組舉辦全球華語文

測驗，鼓勵中文學校學生參加。吸收傳

統老僑加入，多元化會員結構。

李又寧表示，在美國五十多年，

從事華美族歷史的研究，華僑史著重於

知識分子在美國的歷史，以事實來肯定

華美族對美國的貢獻。2000年發行《華

美族研究期刊》、2003年發行《新法拉

盛期刊》、2008年發行《華美族藝文期

刊》。

鄭少強強調，推展以青少年足球的

陽光體育為平台，建構體育的軟實力，

和全球接軌。

戴耀南說，在比利時40年，歐盟總

部設在布魯塞爾，官方語文荷蘭語、法

語及德語。比利時分會結合比利時中山

學校每年辦理兩次義診，同時定期於春

節舉辦餐敘及會員大會，聯繫情誼。現

在令人憂心的是中山學校董事會成員年

歲已大，目前僅有三位理事協助，但是

令人欣慰的是中山學校後面小廣場豎立

起國旗桿，成為僑界元旦及雙十國慶舉

辦升旗典禮最佳場所。

吳民民口才便給又很幽默，現場

笑聲不絕。他說，菲律賓分會成立迄今

僅一年多，去年11月12日舉行成立週年

慶祝餐會，但是籌備過程卻長達二十餘

年。會長甄炳興原是商聯總會副會長，

經他三顧茅廬後，才同意出任會長，此

次聯誼大會原本甄會長要來，但因他是

菲國麵包公會理事長，到香港參展而作

罷。菲律賓分會每個月舉辦常務理事會

議，每兩個月舉行理事會議，他是指導

員，所以每個月都會參加。現在菲律賓

分會認養中山中學，解決該校財務問題

避免關校。菲國僑團有三千多個，菲

律賓分會在僑界已發聲，曝光度日增。

最後，他說老兵不死，只是慢慢消失。

他是僑界老兵，1950年中華民國飄搖之

際，他參加第一個回國勞軍團，還到金

門前線，六十年始終如一，令人佩服。

楊慶熙扼要說明紐西蘭華人滄桑

史，他說第一批到紐西蘭的華人始於

1830年，採金工人，由於大量華人移

入，引起英國緊張遂從1882年起實施人

頭稅，人頭稅幾乎是華工十年的總收

入，此人頭稅嚴重歧視華人，直到1940

年才廢除。紐國於2002年正式向所有華

人道歉，並撥五百萬紐幣成立人頭稅研

究基金會，該會副會長黃德衛先生是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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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門會議與會分會及以總會人員合影。
▼常務理事趙麗屏代表法國分會接下聯誼大會會旗，承辦第五屆聯誼大會。

▲閉幕晚會上，黃呂美蘭會長致贈感謝狀
左起：陳盛福先生、吳進昌先生、趙燕昇先生、葉清玉女士。

▼閉幕晚會上，大家勁歌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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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八位信託人之一，以孳息從事人

頭稅歷史學術研究。黃德衛也簡要報告

該基金會運作。

王桂鶯說，墨爾本分會原在2002年

成立，嗣因創會人雷鎮宇去世，會務停

頓而於2009年撤銷會籍，2011年回國參

加百年慶典，碰到前理事長伍世文，認

為應將墨爾本分會恢復，就是在這個共

識下，將在4月28日舉行成立大會，再

一個禮拜才會誕生，歡迎大家蒞臨墨爾

本。她堅定支持中華民國，與本會宗旨

完全契合。

李莉穎表示，回到休士頓後將通

知休士頓分會會員，要經常瀏覽總會網

站，才能瞭解總會活動。休士頓是全美

第四大城，華人眾多，僑社林立，休士

頓分會應加強活動，增加曝光度。建議

設計T恤制服分發參加人員，以資辨識。

黃呂美蘭感性表示，千言萬語，

總之感謝大家的協助，才能成功舉辦本

次聯誼大會。陳三井對黃呂美蘭開玩笑

說，雪梨分會將聯誼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下一屆沒有人敢接辦了。

僑委會的閉幕晚宴

當晚，僑委會在華埠八樂居酒樓設

宴款待與會人員及僑界俊彥，近四百人

出席。打頭陣的是，目前最流行的電音

三太子，而主持晚宴節目的，當然非曹

湘玲與張強兩位莫屬了，他們兩人默契

十足，總會不時掀起高潮，帶來笑聲。

僑胞捐獻紅包都轉交青年團蔡豐吉團

長，作為青年團發展基金。

黃呂美蘭藉此晚宴場合，致贈感謝

狀給外交部、僑委會、吳進昌先生、危

國達先生、陳盛福先生、黃森義先生、

甄振瀚先生、趙燕昇先生、葉清玉女

士，對他們鼎力贊助此次大會，表達衷

心感謝之忱，當然還有我們總會，感謝

狀曰：「本會承辦全球分會第四屆聯誼

大會，承總會指導規劃，鼎力襄助，盛

況熱烈，順利圓滿成功，特贈此狀，以

表感忱。」

拜訪中國國民黨駐澳總支部

4 月 2 5 日 ， 恰 逢 澳 洲 的 國 定 假 日

ANZAC Day（澳紐聯軍國殤日，紀念一

戰時，攻打土耳其伊士坦堡殉職的一萬

二千餘位澳洲紐西蘭聯軍戰士。是役，

生還者不到百分之十，幾乎全遭土耳其

國父凱末爾殲滅）全國放假一天，但為

了我們的到訪，當月輪值常委巫天鐸偕

同常委蔡秋禾、余展威、陳盛福、朱淑

芳及甄振瀚等人接待，並備豐盛水果及

糕點款待，充份體會到僑胞的熱情。

巫天鐸一句「今天原本黨部關門，

特別為僑協開門」引來笑聲，他很佩服

陳三井在《大會特刊》所說的「走過

七十一個年頭，始終恪遵國父三民主義

建國理想，堅定支持中華民國，和海外

僑社心連心、手牽手、肩並肩。」他

說，不知道陳三井是不是黨員，若不

是，應該趕快加入。

陳三井答說，在他讀大二民國46年

即加入國民黨，現是失聯黨員，他說他

是拿中山獎學金到法國攻讀博士，比馬

英九、關中都要來得早，他是研究歷史

的，特別提到當年梁啟超也到澳洲宣傳

保皇運動，此與孫中山理念完全背道而

▲4月25日拜訪中國國民黨駐澳總支部，合影留念。

馳。澳洲總支部是在國父生前1921年向

僑胞籌款興建的，深具歷史意義，前幾

天獲悉黨部大樓正在翻修，所費不貲，

特別致贈澳幣五百元，聊表贊助之意。

隨後在諸常委陪同下，參觀各樓

層，整修後確實是煥然一新。

結語

綜觀此次聯誼大會，參加分會雖

僅十個，然參加人數卻是歷屆之最，尤

其是三位常務理事黃海龍、黃東祥、趙

麗屏，六位理事鄧蔚林、王中導、黃若

瑛、徐梅琴、沈寶玉、李培徽以及監事

黎愛珍，復加上數十位會員同行，聲色

之壯，殆為空前。而雪梨分會歷經數月

的規劃籌備，表現可圈可點，參加者莫

不讚賞有加，成功樹立了承辦聯誼大會

的典範，黃呂美蘭及其領導的團隊，群

策群力，發揮集體智慧，才能有今日亮

眼的演出，正應驗孔老夫子所說的「凡

事豫則立」的道理。

雪梨分會的搶眼表現，我們以身

為僑協的一份子為榮。（作者為本會會

員）

▲位於雪梨華埠的中國國民黨駐澳總支部，飄揚黨旗及中華民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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