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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分會成立大會典禮開始」，巴西及中

華民國國歌響起，大會主席由謝國彬以

籌備會主委身分擔任。他說，總算把總

會交下來的任務完成了，南美洲三個分

會即將陸續成立，遵循總會宗旨，凝聚

僑心。今天的成立大會由於有在場諸位

的參與，讓我們更加有成就感。

徐光普致賀詞讚譽僑協及謝國彬
駐巴西代表徐光普專程從巴西里亞

搭機飛來聖保羅，他稱讚華僑協會總會

是個有悠久歷史傳統的華僑團體，組織

結構完整，法令規章完備，成員都是菁

英分子，這種具有專業功能性的華僑團

體，在巴西成立分會，也就是把台北總

會精神移植到巴西聖保羅，這是薪火相

傳的盛舉，深具意義。

他特別推崇陳三井領導下的華僑

協會總會，以卓越學術研究理念，開大

門、走大路，發揮了僑協積極功能，在

世界各地開枝散葉，同時也在聖保羅深

耕茁壯。

他期許巴西分會不僅要具有專業僑

務功能，也要目標方向明確的以總會宗

旨為依歸。希望巴西分會的成立，能成

為聖保羅地區活躍僑團，與其他僑社合

作，共謀僑胞福祉。

徐光普讚揚謝國彬是眾裡尋他千百

回的最佳人選，僑社活動需要智慧與熱

情，希望大家以君子有成人之美之心，

共同支持謝國彬，也希望謝國彬秉持陳

三井「開大門、走大路」的僑務理念，

為僑社帶來更多的活力。

最後，徐光普指出僑協會徽是一艘

帆船，三桅張帆，象徵著一個新的航程

的開始。他祝福分會茁壯開花結果，為

僑社的團結和諧做出更好的服務，同時

也做為政府在海外僑社的橋樑。

續由陳三井頒授謝國彬感謝狀、巴

西分會會旗、印信圖記、當選證書及會

務發展基金。感謝狀曰：「謝國彬先生

受本會委託，籌備巴西分會、巴拉圭分

會及阿根廷分會，勞心勞力，圓滿達成

▲理事長陳三井（右）授予謝國彬會長巴西分會圖記。

服務南美僑胞的鐵三角
巴西 巴拉圭 阿根廷分會成立

南美洲成立三分會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第23個分會巴西

分會、第24個分會巴拉圭分會、第25個
分會阿根廷分會，分別於今年8月20日、

24日、30日，在巴西聖保羅、巴拉圭東

方市、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成立

大會。理事長陳三井授予會長謝國彬、

朱榮卿、陳俊宏等三位當選證書、會

旗、圖記及會務發展基金，在當地代表

徐光普、大使劉德立、僑務組長張永剛

及百餘位僑胞見證下，加入華僑協會總

會的大家庭。

陳三井期勉三位新會長遵循總會創

會宗旨，為服務僑胞、造福僑眾、團結

僑社，奉獻心力，進而以國民外交增進

與僑居國的和諧關係。

萬里迢迢披星戴月
八月溽暑，陳三井偕常務理事黃

東祥、黃海龍，秘書張國裕等一行搭乘

阿聯酋航空直飛杜拜，再轉飛巴西最大

城聖保羅，歷經近三十個小時飛行，終

在8月19日黃昏抵達首站聖保羅。甫出

機場，即見謝國彬這位近月來密集聯繫

統籌此行的靈魂人物。是晚，謝國彬偕

同巴西分會理監事顧問十餘人，以當地

燒烤特色美食為我們接風，介紹彼此認

識。

宏觀電視台記者廖世秉採訪謝國

▓路華平

彬及陳三井，謝國彬說明我們四人此行

目的在於出席三分會成立大會，並拜訪

當地僑社，瞭解民情風俗。陳三井則以

「創造歷史」四字預告此行。

拜會駐聖保羅經文處
經文處處長王啟文向我們一行簡要

介紹了巴西僑情。巴西僑胞約有三萬餘

人，主要集中在聖保羅。幾年前，里約

經文處因僑胞僅百餘人而遭裁撤，里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銅字招牌便存在

聖保羅辦事處。現任阿根廷代表黃聯昇

就曾任里約處長。

王啟文說，巴西分會的成立可說

是此地僑界盛事，本地僑社相處融洽，

謝國彬登高一呼，僑社大力支持，希望

分會成立後，扮演積極角色，增進僑社

情誼及團結和諧。他說，經文處剛搬遷

到此才一個多月，我們是國內到訪的第

一個團體。他讚譽謝國彬熱心僑社公益

活動，近幾個月來，為籌備分會成立事

宜，奔走協調，也與經文處、僑教中心

協商，相信成立大會一定順利圓滿成

功。

陳三井以外交與僑務是一體的，不

分彼此，希望分會成立之後，以僑胞的

熱情及寬廣人脈，推展國民外交。

巴西分會成立大會
司儀王美嬰一聲「華僑協會總會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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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排，巴西、巴拉圭及阿根廷三個分

會是不可能誕生的。

老僑華僑之母 新僑台灣之光
陳三井強調，每一個分會就是一

個據點、前哨站，就如同金庸武俠小說

《書劍恩仇錄》描寫的紅花會，我們海

外分會就像是紅花會的分舵一樣，它是

總會的耳目。在網路資訊發達的今天，

分會扮演的就像是千里眼、順風耳的角

色，廣泛而即時蒐集資訊，反映會員及

僑社的意見與心聲，以彌補總會的不

足。

他說總會和分會的關係，更像是一

顆大樹和它的枝葉一樣，分會就像是人

的一雙手、兩條腿一樣，它是行動力的

先驅。接著又說，分會的成立還有更深

層的意義，他舉僑務委員會前委員長鄭

彥棻「無僑教即無僑務」的話說，要想

爭取僑胞，心向祖國，就必須處處為僑

胞設想，時時為僑胞打算，事事為僑胞

解決困難。護僑，讓僑心有所寄託。這

就是我們成立分會的動機之一。

他認為成立分會是要就地取材，海

納百川，融合老僑與新僑，是接納各行

各業菁英的大熔爐。有人曾說過「老僑

是華僑之母，新僑是台灣之光」這句話

涵義就是僑胞不分老僑與新僑。所以分

會成立是超越族群、跳脫地緣藩籬、衝

破語言的隔閡，為僑胞提供友誼交流、

事業相扶持的平台。這個平台，大家心

連心，相親相愛，團結一致，為事業奮

鬥打拚。透過分會，將來更是愛護鄉

梓、眾志成城、支持政府的一股強大力

量。有了分會的成立，親情會更加的有

所寄託；有了分會的出現，僑胞的心思

才更加有所歸屬；有了分會的存在，僑

胞力量才有所凝聚。

陳三井期盼謝國彬接任會長伊始，

能夠開大門、走大路，海納百川，聚僑

心，造僑福。同時登高一呼，護僑社，

▲巴西樂團與森巴舞女郎熱舞，展現巴西特有文化。

任務，特贈此狀，以表感忱。」

陳三井再以捲軸一幅致送謝國彬

作為壓軸：「聚僑心，造僑福，唯君是

從；固僑社，增僑誼，華族稱頌。」

徐光普宣讀總統馬英九賀電，王啟

文宣讀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賀電。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第23個分會巴西

分會，從此誕生了。

謝國彬希交棒給年輕一代
謝國彬接任會長後表示，各界長官

期許勉勵，讓他深感責任重大，希望新

成立的團隊與當地僑社合作無間，共同

服務僑胞，配合政府政策，作為政府與

僑胞溝通橋樑；發揚台灣傳統文化與民

主價值，提昇台灣在聖保羅能見度，在

世界舞台發光發亮。他希望在任期內奠

定基礎後，交由年輕一輩接棒，薪火傳

承。

共寫僑協歷史
陳三井表示，今天晚上我們都在創

造歷史，正在進行歷史的創造，大家都

是歷史現場的參與者，每一位都是這頁

新歷史的最佳見證人。他說徐代表也是

僑協會員，適才徐代表精闢闡述了僑協

精神。

陳三井簡述僑協歷史後說，從2001
年開始，總會在全球各地設立分會，迄

今已有22個分會了。在北美洲的加拿

大、美國有13個分會、歐洲3個、亞洲3
個、大洋洲3個，遍佈四大洲，惟獨缺非

洲與南美洲。今天總會排除種種困難，

不辭路途遙遠，終於選在南美洲第一大

國也是金磚五國之一的巴西成立南美洲

第一個分會，也是總會第23個分會。這

種開枝散葉、開疆闢土的重大成就，是

值得大書特書的壯舉。這個壯舉固然不

能與甫落幕的世界杯足球賽、更不及

2016年舉辦的奧運會一樣的風光，但僑

社菁英領導熱烈到場支持，共襄盛舉，

已心滿意足了。

陳三井感謝謝國彬領導的團隊，

他說沒有謝國彬的登高一呼及鍥而不捨

的堅持；沒有謝國彬熱心奔波，勞心勞

力；沒有南美洲幾個國家聲息相通，費

▲全體合影：駐巴西代表徐光普（第一排右六）、駐聖保羅經文處長王啟文（第一排右五）、
理事長陳三井（第一排左六）、巴西分會會長謝國彬（第一排左五）、常務理事黃海龍、

黃東祥（第一排左四、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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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人接機。朱榮卿為人很豪爽，直

來直往，不拐彎抹角；司徒梓明、王

慶瑞、杜德光也是類此性格。往後數

日裡，他們幾位駕車接送，展現出的熱

情，令人難忘。

巴西伊瓜蘇鎮與巴拉圭東方市僅

隔一條界河，過橋即進入巴拉圭。兩國

邊界往來自由，無需驗證。總會四人出

國前到巴拉圭大使館費神耗力辦理的簽

證，也就暫時擱置不用。

過橋進入東方市，街景髒亂，一橋

之隔竟像是兩個世界。

有僑社倫理才有和諧的僑社
分會成立大會地點就在中華會館，

這是大使館特別要求的。因為，中華會

館是當地各僑社的領導中樞，在這裡舉

行成立大會，有薪火相承的意涵。

我們特別提早兩個小時抵達，聽

取由會館監事長尤南巖所作簡報。簡報

內容豐富，除了我們熟悉的接待參訪團

體、從事急難救助賑災、調解僑民糾紛

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98年，

為因應當時東方市黑道猖獗，僑民無法

安居樂業，那時理事長也就是現任理事

長陳傳庚奔走協調，成立了「警察總部

情報處東方市掃黑小組」。這個掃黑小

組隸屬於中華會館管轄指揮，專責保護

來自台灣僑民。由於黑道勢力剪除，今

日僑社得以安寧，這個機構功不可沒。

也由於陳傳庚掃黑的魄力與執行力，獲

得僑社敬重。我們待在東方市那幾天

裡，掃黑小組每日派警車前導，兩位便

衣警察隨行，參訪行程至為安心。

陳傳庚說，他非常注重僑社倫理，

有僑社倫理才有和諧的僑社。現今中華

會館深獲僑民信賴，有口皆碑，其來有

▲本會理事長陳三井致送東方市中華會館理事長陳傳庚捲軸，右為僑務委員顧丹塵、左為巴拉
圭分會會長朱榮卿。

增僑誼。無論在襄助中華民國經濟發展

方面，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上，乃至於發

揚中華文化及復興中華民族上，都有輝

煌成就。我們總會以謝國彬為榮，共同

分享這份榮耀，全心全力支持，作為謝

國彬堅強的後盾。

陳三井慷慨激昂的結語，配合強有

力的手勢，展現了總會支持分會的堅定

立場。 

僑領讚譽《僑協雜誌》
當地僑領董乃虞移民此地四十餘

年，是南美洲第一位僑務委員，僑社俊

彥，僑界老兵，當之無愧。他除了全力

支持謝國彬在巴西成立分會外，也讚譽

《僑協雜誌》是有品質的雜誌，印刷精

美，立論正確，把台灣問題癥結說得一

清二楚，好的雜誌他要大力支持。他特

別推崇陳三井在147期〈兩岸交流的常與

變〉專文，兩岸交流是一條康莊大道。

成立大會圓滿結束之後，安排十

人樂團演唱巴西風味的搖滾風，接著出

現五位女郎大跳森巴舞，服飾華麗，長

羽頭冠，雙峰舞動，臀部高翹，搔首弄

姿，令人臉紅心跳，增添今晚熱鬧氣

氛。

謝國彬以巴西特有森巴舞蹈熱

場，讓我們百聞不如一見，這就是南

美洲的熱情。

接下來數日，我們密集拜訪了

聖儒華文學校，一貫道寶光建德天建

聖堂，美洲華報，聖保羅中華會館， 
Sidarta國際學校，如來寺等，受到校

長林志孟，理事長吳順發，社長李桑

田，理事長李卓家，校長張雅菁及會

長陳榮標等熱烈接待。

宗教信仰結合慈善事業，發展華

語文教育，傳揚中華文化，令人印象

深刻。

飛伊瓜蘇鎮進入巴拉圭東方市
8月23日，從聖保羅搭機至巴西

與巴拉圭交界的伊瓜蘇鎮。一出機

場，巴拉圭分會會長朱榮卿率監事長

司徒梓明、秘書長王慶瑞、顧問杜德

▲拜訪由華人出資的Sidarta國際學校，左四為校長張雅菁，右二為陳榮標會長。



2014年9月《僑協雜誌》148期 2014年9月《僑協雜誌》148期

26 27

他讚譽首任會長朱榮卿是此地州

政府顧問及華人代表，同時也是僑委會

諮詢委員，也是東方市中華會館名譽主

席，這些歷練再加上是成功企業家，個

性豪邁有魄力，對僑界的各種公共事

務，出錢出力，不遺餘力，貢獻不落人

後，甚孚眾望。這次願意出來承擔為僑

服務的重擔，為團結僑社而盡心，深慶

得人。他期許在各僑社僑領支持下，朱

榮卿能夠對僑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朱榮卿以謙卑心服務僑胞
接由陳三井頒授朱榮卿巴拉圭分

會會旗、圖記、當選證書及會務發展基

金。司儀接說恭禧朱榮卿會長，接受獻

花。

朱榮卿表示，今晚僑界先進共聚

一堂，參加巴拉圭分會成立大會，他非

常感恩。他說，此地台僑約僅三千人左

右，僑社超過三十餘個，許多人兼職各

僑社職務，要成立分會有一定難度，更

何況東方市經濟每下愈況，僑胞每天要

為五斗米奔走。如果，今天巴拉圭分會

成立的過程中若有不盡人意之處，他要

向陳三井致歉，希望與會嘉賓能夠諒解

與包容。

朱榮卿說，他將以謙卑的心，服務

僑胞，團結僑社，使僑界更加和諧，遵

循總會宗旨，推動會務，是他個人努力

目標。最後，他感謝工作團隊負責統籌

策劃的蔡宗憲及理事監、顧問等人，有

了他們的付出才有精彩的今晚。

陳傳庚、顧丹塵一致表示，朱榮卿

領導的巴拉圭分會，會與各社團合作無

間，團結一致，達成政府交辦任務，我

們的僑社明天會更好。

劉德立大使為分會加油打氣
劉德立以「歡迎遠從台北來的陳三

井理事長四人祝賀團及謝國彬會長」作

開場。他說，今晚大家為巴拉圭分會成

立，共聚一堂，給朱榮卿加油打氣，在

▲致送劉德立大使（中）本會水晶座，右為陳三井理事長，左為巴拉圭分會會長朱榮卿。

自。

此外，在當地發行已有二十多年歷

史的《傳薪日報》因報紙編輯人才難覓

而停刊了好幾個月，目前靠臉書來宣傳

會館事務。陳傳庚希望本會能引介報紙

編輯人才到東方市工作，會館將提供住

宿及優渥薪酬。

簡報結束前，有一句「別把自己看

得過高，世界不會因你而改變；別把自

己看得過低，會館因為有你而精彩」涵

意至深。

為感謝中華會館熱情接待，陳三井

特致送陳傳庚捲軸一幅，曰：「為僑為

商志在四方；愛鄉愛國中華本色」。同

時感謝僑務委員顧丹塵給予巴拉圭分會

成立諸多協助與指導。

巴拉圭分會成立大會
駐巴拉圭大使劉德立率領使館秘書

及武官等人，特從首都亞松森趕來，單

趟車程五個小時，風塵僕僕。當他抵達

會館時，受到大家列隊熱烈歡迎，互動

熱絡，使館與會館的密切關係從這微小

互動中見到真章。

鼓聲價響，舞獅擺動，在吉祥如意

氛圍中，揭開成立大會序幕。

司儀宋彥欣一句「華僑協會總會巴

拉圭分會成立大會開始」大會主席陳三

井就位國歌聲響起。首由僑務秘書曾穀

豐高聲宣讀總統馬英九及僑委會委員長

陳士魁賀電後，即由陳三井以主席身分

致詞。

陳三井讚朱榮卿孚眾望
陳三井說，繼8月20日在聖保羅成立

了南美洲第一個分會巴西分會後，今天

在東方市成立了南美洲第二個分會巴拉

圭分會，也是總會全球第24個分會。他

感謝劉德立大使不辭路程遙遠，專程出

席成立大會，令人感動。他說巴拉圭是

南美洲國家中，惟一與中華民國有邦交

的國家，東方市是台僑最多城市，分會

在這裡設立，為廣大台商及台胞服務，

應該是一個最務實的決定。

▲理事長陳三井頒授分會會旗給會長朱榮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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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絲希望一樣，綻放笑容。也有人拿

著單子，領取毛毯，帶著笑容離開。

一個豆漿站，豆漿機研磨黃豆，流

出黃澄澄豆漿，對當地貧苦民眾來說可

算是玉液瓊漿。

此行看到華人在海外行善，感動不

已。

參觀中山僑校
中山僑校成立於1987年，現任校長

就是分會的監事長司徒梓明。他說，行

程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參觀時特別

有趣，從年紀三、四、五歲的學前班到

十五、六、七歲的高中班，學生約三百

餘人。他的國語帶有廣東腔，口若懸

河，聽起來特別有味道。

參訪時，剛好宋永金的孫女趕來上

課，露一口標準國語。他說，他的孫女

有西方人血統，一年前不會講中文，現

在可是呱呱叫。

此外，我們拜會了總領事館，受

到總領事張翰鈞歡迎，簡報當地僑情；

也拜訪了國際佛光會巴拉圭協會，受到

會長張鳳琴及眾師兄師姐備糕點、水果

及馬黛茶熱烈歡迎，並贈星雲法師《迷

悟之間》一書，與佛結緣，歡度快樂時

光。

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8月27日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

深怕從東方市進入巴西塞車，誤了行

程，不到五時便啟程。

果不其然，海關擠滿了要去巴西的

車輛，因為趕早市做生意，互不相讓，

幸賴載我們的杜德光、蔡宗憲經驗老

道，不到一個小時便過界橋，一路奔馳

到阿根廷海關。

秘書長王慶瑞以他數十年導遊帶團

經驗，不到半個小時便順利進入阿根廷

的伊瓜蘇鎮。朱榮卿怕我們餓了肚子，

特選一家旅店請吃早餐，大家談起數日

來點點滴滴，在東方市共寫僑協歷史，

拜訪康寧醫院、豆漿站、中山僑校，倒

是有點離情依依。朱榮卿說，當初接到

現今經濟不景氣下成立分會，可說是創

舉。尤其巴拉圭是我們惟一的邦交國，

在這裡成立分會，有更深層意義，那就

是為台胞服務，凝聚僑心，今天使館參

事、秘書、武官全部出動，祝賀朱榮卿

膺任會長，出錢出力，促進僑社和諧團

結，他高呼沒有你們就沒有今晚盛會。

隨後，陳三井致送劉德立大使本會

水晶座；致送朱榮卿捲軸曰：「念茲在

茲聚僑心，忙進忙出造僑福」。

此外，劉德立也藉此場合頒發宋永

金、曹水勝、陳傳庚等人僑務榮譽職聘

書。大家合唱「你是我的好兄弟」為今

晚盛會劃下句點。

伊瓜蘇瀑布
分會成立的盛典完成後，大家以輕

鬆心情來到世界第一的伊瓜蘇大瀑布，

天上來的河水綿延數公里，沿著步道觀

賞，令人流連，尤其走到末端的馬蹄灣

是最接近瀑布之處，未著雨衣保證全身

淋濕。幸賴蔡宗憲設想周到，準備雨衣

及毛巾，讓我們盡賞瀑布的波濤壯麗而

無濕身狼狽之憂。

以李白「黃河之水天上來」來形容

伊瓜蘇大瀑布，至為傳神。

拜訪慈善機構豆漿站
在華人慈善基金會會長宋永金陪

同下，參觀中巴佛光康寧醫院。適逢加

護病房啟用儀式，第三軍區司令特來參

加，並派樂隊奏樂迎賓，醫院入口處高

懸「歡迎華僑協會總會陳三井一行」，

感受到醫院的熱情。

我們參觀了早產房、手術室、檢驗

室等，候診者全部都是當地居民，因為

醫療費用全免，嘉惠貧苦民眾，當地稱

頌不已，對華人特別尊敬。華人若有病

恙會轉介到其他醫院，並不在此診療。

有感於華人慈善基金會善舉，陳三

井也代表僑協捐助善金，盡微薄義助之

力。

走訪醫院後，參觀華人慈善基金會

在貧民區設立的豆漿站及冬令物資發放

站，看著近百人排隊拿著空保特瓶、空

罐子等待盛豆漿，每個人的眼光像是看

▲豆漿站。

▲參觀中巴佛光康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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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四人行程要待四天，他說怎麼這麼

長，待要分離又覺短暫。

經一個半小時飛行，抵布宜諾斯。

會長陳俊宏偕副會長陳輝宏、監事張文

政接機。機場臨河，因河面寬廣直覺是

海，待聽道來方知是河，過河就是烏拉

圭。這條河叫拉普拉塔河，西班牙語涵

意為「白銀之河」，最寬處約達290公
里，是世界上最寬的河口。河面寬廣也

難怪會誤認是海。

黃聯昇大使官邸晚宴
是晚，甫於四個月前到任的我國駐

阿根廷代表黃聯昇，特在官邸宴請我們

四位，再加上接機三位及另一位分會副

會長鍾榮國，僑務組長張永剛座陪。由

於路況不熟，原訂七時開始，整整延誤

了一個小時，讓主人久候，尤其是主人

還是我國駐此地的大使，除了過意不去

之外，真是有點難過。

今晚宴會的主廚是大使夫人還有她

的媽媽黃婆婆，整整十道菜外加一道甜

點，道道美味可口，可謂費盡心思，想

來事前準備工作必是十分繁複，其實她

可以外叫或外燴，但或許是我們從台灣

遠道而來鄉親，親自下廚以表最誠摯歡

迎之意。

黃聯昇文質彬彬，其夫人的打扮就

像是一般家庭主婦，黃婆婆像是自己的

媽媽一樣，二個小時餐敘至為歡愉。 
黃聯昇說，8月30日阿根廷分會成

立大會當天，無法出席，請我們見諒，

因為這是好幾個月前規劃行程，要到外

州拜訪當地政界人士，準備工作均已就

緒，他特指派張永剛代表出席，他希望

分會成立之後，與其他僑團彼此合作，

鞏固僑社的團結、和諧，凝聚僑心，進

而回饋本地社會，作為中華民國政府及

駐館在阿根廷堅定的後盾，以及政府與

在地僑社溝通的橋樑。

而就在用餐的同時，張永剛已發消

息給中央社，標題為「華僑協會總會長

陳三井訪阿根廷」，這則消息曾出現在

聯合報網站。

臨去前，黃聯昇致送《彭巴草原

上的蕃薯》一書及貼有中華民國與阿根

廷國旗的紀念紅酒。《彭巴草原上的蕃

薯》敘述1960年至2012年移民阿根廷台

灣人的奮鬥史，記載著數十位台灣移民

的感人故事。

拜訪四所中文學校
成立大會當天上午，拜訪了華興中

文學校、愛育學校、新興中文學校及中

觀僑聯中文學校。學生上課時間都是在

週六、週日，以學習華語文為主。週一

至週五則是按當地教育法令到各級正規

學校就讀。

華興中文學校成立於1986年，校址

原是間廢棄工廠，購入後予以改裝，學

生人數五百餘人，目前是阿根廷地區示

▲駐阿根廷代表黃聯昇伉儷（左五、六）於官邸設宴款待。左起：分會副會長鍾榮國、巴西分
會會長謝國彬、常務理事黃海龍、僑務組長張永剛、理事長陳三井、常務理事黃東祥、分會
會長陳俊宏、分會副會長陳輝宏。

範華校。

校長陳惠敏帶領，參加升旗典禮，

參觀學生上課情形。

愛育學校成立於1998年，由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阿根廷教會主辦。校長何仁

豪說，當初蓋教堂時，便將學校需求納

入設計，所以是有計畫的辦學，教堂也

是學生集會表演場所。從幼稚園至高中

部，目前學生約有三百餘人。

新興中文學校成立於1990年，是

阿根廷新興長老教會所屬的中文學校。

位在台灣街附近，台灣街就是華埠，因

當地台僑人數多，習慣上稱台灣街，大

陸國務院於1998年在此建蓋了中國城牌

樓，益添中華傳統特色。

校長楊秀琴簡報時說，該校在2011
年成立數位學習中心，是阿根廷唯一的

數位學習教學據點。在她的帶領下，參

觀校區及學生上課情形，老師上課以

數位器材教學，顯現教學成果。從學齡

前、幼稚園至高中部，目前學生約有

▲參觀華興中文學校，參加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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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餘人。

中觀僑聯中文學校成立於1972年，

學生人數在高峰時期曾達七百餘人，惜

後來發生簡體字教學事件，以致學生大

幅流失，目前學生人數近百人。

校長林麗玉為我們簡報並帶領參觀

校區，學生不多，校園童稚聲音自不若

前幾所學校，但以這所有四十餘年歷史

根基的中文學校，一定能夠恢復以往的

教學盛況。

阿根廷分會成立大會
阿根廷分會成立大會假華埠的台灣

僑民聯合會館舉行，司儀陳秀芳、張雪

怡一聲祥獅獻瑞，即由華興中文學校四

位學生擔綱演出的三隻舞獅進場，為大

會拉開序幕，續由蕭家一教授領唱阿根

廷及中華民國國歌。再由五人弦樂團登

場熱身，樂團有大提琴手、小提琴手、

管風琴手、鍵盤手及吉他手五位，演奏

阿根廷探戈舞曲，二首樂曲悅耳動聽。

小提手的女兒就讀華興中文學校，有這

層關係，才能蒞會演奏，令人一新耳

目。

大會由籌備委員謝國彬擔任主席，

他說由於大家熱心參與，阿根廷分會即

將誕生，這也是華僑協會總會陳理事長

此行在南美洲成立的最後一個分會，算

是壓軸，近幾個月感謝大家的支持。

僑務組長張永剛表示，黃大使因公

無法與會，特指示他代表出席。他說，

有幸代表黃大使，為即將成立的僑協第

25個分會阿根廷分會，表達祝賀之意，

代表處秘書、武官均出席盛會，希望阿

根廷分會能夠和其他僑團合作，凝聚僑

心，除了僑社活動以外，更能夠回饋僑

居國。讓我們的僑社與僑居國合而為

一，宣揚展示台灣文化。

分會是僑胞力量的延伸
陳三井說，今晚分會成立由於大家

的蒞臨與加持，現場充滿歡喜。分會成

立不僅代表新生命的來臨，也是僑胞力

量的延伸，更是我們華僑協會總會一個

新時代的開始。

他說，阿根廷領土是世界第八大國

家，是台灣的八十倍大，出過兩位世界

足球先生馬拉度納及梅西，此外他是美

國職籃NBA馬刺迷，馬剌隊的好手吉

諾布利也是阿根廷人，足見在運動方面

人才輩出。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

牙語意是好空氣，前幾天遊玫瑰公園，

感受的確是如此；在建築方面，以巴黎

為師，有南美巴黎之美譽。前幾天參觀

總統府、國會大廈、大教堂及柯隆歌劇

院，顯現的氣勢不輸巴黎，全市充滿了

浪漫情調。本會法國分會將在2015年3月
舉行全球分會第五屆聯誼大會，屆時請

大家走一趟巴黎，看看本尊的真面目。

接著說，成立分會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要感謝陳俊宏會長的支持，由於陳

會長的熱心奉獻，無怨無悔，得到僑界

的肯定，眾望所歸，勇敢承擔開創分會

的重責大任。

又說，今天早上我們拜訪了四所

中文學校，僑教就僑務，沒有僑教就沒

有僑務。委員長陳士魁說過，僑務工作

是一門專業的大學問，是讓僑胞集中在

一起，樂僑所樂。所以，要以服務感動

僑心，以溝通凝聚共識，以理念贏得認

同。

陳三井勉勵陳俊宏，廣納僑，聚僑

心，造僑福，護僑社，增僑誼，在促進

兩岸和平發展上，在宏揚中華文化上，

都有輝煌成就。

接著，陳三井頒授陳俊宏分會當選

證書、會旗、圖記、會務發展基金及捲

軸，曰：「土親人親五洲親，愛鄉愛國

四海情」。

續由張永剛宣讀總統馬英九及委員

長陳士魁賀電。

盼了72年 老來子阿根廷分會
陳俊宏表示，僑協有72年歷史了，

他也72歲了盼了，老來子，72年了，阿

▲阿根廷分會會長陳俊宏揮舞會旗。

▲阿根廷分會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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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分會終於呱呱墜地。他謙說自己不

自量力接下分會重責，但為了僑社的團

結和諧，毅然承擔。

他接著說，僑協是個有組織有制度

的華僑團體，七十二年來，作為政府和

僑胞溝通聯繫的橋樑，在僑界有一定的

影響力，是一個有發展性的僑團。他感

謝今早參觀四所中文學校時，總會樂助

經費改善校園。

盛典畢，歌舞升台，華興中文學

校的十位同學表演震撼會場神大鼓、新

興中文學校五位同學演出鳳陽花鼓民族

舞蹈、愛育學校現代芭蕾二人組，蕭家

一主唱、許瓊文伴奏連唱「橄欖樹」及

「杯底不可飼金魚」兩首國台語歌，精

彩連連，掌聲不斷。

最後，以僑聯會排舞社的十位舞者

整齊舞姿，結束今晚盛會。離開時，陳

俊宏致送每人月餅禮盒，都是陳俊宏夫

人親手製作的。賢伉儷夫唱婦隨，傳為

佳話。

老佛爺咖啡茶藝館的驚奇
 離開阿根廷的前一晚，受邀到徐

玲開設的老佛爺咖啡茶藝館用餐。徐玲

是黃海龍的老朋友，從台灣移民到此地

近四十年了。她說，這間餐館建築建於

1925年，再過十年就是百年的老建築，

她是在2002年買下來的，為了將東方文

化介紹給當地人認識，特在二樓開闢藝

文展示區，每月更換展品；三樓閣樓則

是客家文物展示區。

數年前，世界華文女作家協會在此

館召開年會，台灣地區會長丘秀芷率團

與會，也因此次緣份，讓她得以和丘秀

芷結識，方知兩人有親戚關係。那次年

會上，沈呂竹著《破碎的玫瑰》舉行發

表會，徐玲特在進門的走道上鋪滿了玫

瑰花瓣，讓沈呂竹感動不已。

徐琳特別下廚為我們烹飪菜單上沒

有的牛肉麵，牛肉Q彈有嚼勁，湯汁鮮

甜帶有蕃茄酸味，麵條則是韓國廚師的

▲老虎港美術博物館。

34 

手藝，有台灣牛肉麵的味道。從8月19日
離開台灣迄今已整整二個禮拜了，思鄉

之情正濃時，這一晚的牛肉麵吃來特別

香甜。

市區觀光
趁著空檔，搭地鐵參觀了柯隆歌

劇院、國會大廈、總統府、七九大道方

尖碑、百年老書店、市政廳、老虎港藝

術博物館等，最後在有一百五十餘年歷

史的咖啡館休憩，張永剛也趕來餐敘，

因為代表處就在附近，走個百來公尺便

到。我們一致稱讚張永剛的熱心服務，

譽他為僑務楷模，實至名歸。

3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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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工程界獲選的院士
2014年7月初，中央研究院選出第

三十屆院士。其中，僑生林本堅，以半

導體製造技術領先全球，代表工程界獲

選為院士，這是國家學術成就最高者享

有的榮譽。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稱讚說，

林本堅是「世界頂尖的晶片推手」。

出生在越南的林本堅，是光學微

影的先驅，現職是台灣製造晶片的龍

頭公司「台積電」的研發副總經理。

他研發的「浸潤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技術，將晶片製造過程往十

奈米推進，一再改寫全球半導體的微影

藍圖，讓「台積電」的生產技術得以領

先業界，對國家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有

極大的具體貢獻。

林本堅是中央研究院有史以來，

第一位從產業界而非來自純學術界的院

士。中研院原來預計下一屆增設「企業

家院士」，在這一屆就提前出現了。他

的當選，代表台灣產業界的研發能力很

強，能夠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翁啟惠

院長希望能藉此加強產學界的互動，一

同提升創新的能量。

晶片取代真空管 科技大躍進
晶片在21世紀的重要性和其研發

前景，先簡單說明。大約在八十年前，

老爺收音機的心臟是真空管，真空管越

僑生之光
林本堅榮膺中研院院士  

▓蒙天祥

多，它的靈敏度和效能越好；之後，電

晶體取代了真空管，在收音機裡面，最

初由四個變成七個，再加到更多，也是

越多效能越好。譬如能收聽的頻道越

多、音質越清晰、受電波干擾越少等

等。到了現代由半導體代替電晶體，用

在收音機裡面，效能就更進步了。晶

片，是把很多很多小小的半導體製造在

矽晶片上，形成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 IC。於是，非常多的半

導體放在晶片上，通過複雜的線路一齊

發揮作用，可想它的力量有多麼大，能

按照程式做的事有多麼多。

晶片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廣泛使用，

像我們的護照、金融卡、各種電子用具

器材、電腦、手機、甚至寵物身上…，

可說是無所不在。今天一台智慧型手機

的計算能力，比46年前「阿波羅」登

月球時的電腦還強，就是拜晶片之賜。

在現代國防軍事上，更是不能沒有晶

片。發展到現在，電腦已有一秒鐘運算

三十億次的能力。今年七月，一架「馬

航」民航機，以時速九百公里的速度在

離地一萬公尺的高度飛行，被一枚俄製

的「山毛櫸」飛彈以音速三倍的速度在

高空擊毀。如果沒有強力計算能力的電

腦，絕對辦不到。我們氣象預報颱風動

態，掌握得精確，也是靠電腦的高速運

大專僑生社團研習會

本會委託中國青年救國團辦理之

「103年大專僑生社團研習會」，7月15
日至20日，於新北市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舉行。

計有來自馬來西亞、港澳及台灣等

地學生參加研習，分別是：張家睿（國

立台灣大學），林雪琦、李俊傑（義

守大學），曾仁傑、陳瑩鈞（玄奘大

學），馮子聰（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鄒振宇、姚楷澄、顏房昇（國立中興大

學），楊敬豪、蘇林丰、廖敏兒、莊茗

雲、楊順吉、陳榆桐（淡江大學）等15
位。

7月20日，秘書長王中導率秘書張

國裕、組長張明玉，出席結訓典禮。

王中導代表陳理事長致送研習僑

生獎狀，勉勵僑生以課業為重，學有專

精，本身就是一個好產品，要行銷自己

就容易，畢業要找到好工作就如探囊取

物。（編輯室）

▲研習僑生手持獎狀與秘書長王中導合影。

踏上歸程，心情竟有意想不到的輕

鬆，因為任務圓滿達成，寫下僑協的歷

史新頁。就如同陳三井所言，我們都在

創造僑協的歷史。

結語
僑協打從2001年開始，在世界各地

設立分會，從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

到歐洲的法國、英國，到亞洲的泰國、

日本、菲律賓，再到大洋洲的紐西蘭、

澳洲的雪梨、墨爾本，盼了十餘年，終

於在南美洲開花結果了，其實分會數量

不是追求的目標，而是地區的需要性，

除了非洲之外，已經串起了四大洲的據

點，將總會的力量延伸，成為服務廣大

僑胞、凝聚眾多僑社的網絡。（作者為

本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