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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父志，澹泊改觀，頤養天年。倘執迷

不悟，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

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

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

兩岸過去從密使的不公開往來，到

廖承志與蔣夫人兩人的公開叫陣對嗆，

儘管表面上充滿激情，亦少不了教訓對

方的義正辭嚴，但檯面下已見鬆動，聯

繫雖淡而且遲遲不入正題，不過「時代

在變，潮流在變」，蔣經國到晚年他的

密使沈誠已經啟動了。（作者為史學工

作者）

註：

註1：有關廖承志的傳記，重要者
有：王俊彥著，《廖承志傳》，人民出
版社，2006；中國新聞社編，《廖公在

人間》，香港三聯書店，1983；吳學
文、王俊彥著，《廖承志與日本》，中
共黨史出版社，2007；李榮德著，《廖
承志和他的一家》，瀋陽春風文藝出版
社，1998。

註2：關國煊，〈廖承志傳〉，《民
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出版社，第8
冊，1987，頁429-448。

註3：黃修榮著，《國共關係史》，
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下卷，頁2133-
2134。

註4：同上書，頁2136。
註5：王俊彥，《廖承志傳》，頁

484-485。
註6：李立，《目擊台海風雲》，北

京華藝出版社，2005，頁313-315。
註7：王俊彥，《廖承志傳》，頁

485-486。
註8：全文見《傳記文學》選載，第

41卷第3期。

▓衣谷

103年全球分會聯誼
暨慶祝華僑節

不一樣的華僑節
專屬於全球僑胞的日子華僑節，慶

祝活動年年辦，今年辦得特別不一樣。

10月21日上午，本會先在鐵城堂舉

行全球分會聯誼暨華僑節慶祝大會，下午

移師圓山大飯店，由本會、中華僑聯及僑

委會聯合舉辦。上午的熱身大會有15位海

外分會會長及二百餘位會員出席，分會會

長發抒會務展望及願景，氣氛熱烈。下午

的場子更是熱鬧滾滾，全球海外各地僑務

委員、僑社俊彥等六百餘人，擠爆了圓山

大飯店十二樓的會議廳，除了行禮如儀的

慶祝大會外，還安排了「孫中山與南洋」

學術座談及金橋獎頒獎典禮，有緬懷過去

華僑對國民革命的貢獻，也有激勵新一代

年輕華僑的創意與思維。這麼多人共襄盛

舉，節目又有新意，今年的華僑節過得當

然不一樣。

上午，鐵城堂。邁阿密分會會長王

雲福、費城分會會長陳強、休士頓分會

會長黃泰生、紐約分會會長李又寧、法

國分會會長邵榮仁、英國分會會長鄭少

強、多倫多分會代表賴怡孜、雪梨分會

會長曹介松、紐西蘭分會會長楊慶熙、

舊金山灣區分會創會會長吳毓苹、菲律

賓創會會長甄炳興、墨爾本分會代表吳

嘉先、巴西分會會長謝國彬、巴拉圭分

會會長朱榮卿、阿根廷分會會長陳俊宏

貴州省遵義市僑聯來訪

▲本會103年全球分會聯誼暨慶祝華僑節大會場景。

10月24日，貴州省遵義市僑聯台灣

參訪團熊遠芳團長率團一行11人蒞訪，

理事長陳三井偕常務理事趙麗屏，理事

劉平衛、林庭安接待。

陳三井除了簡介本會會史外，提

到兩天前舉辦的全球分會聯誼暨華僑節

慶祝大會，全球25個分會中，有15個分

會會長與會，顯見本會與海外僑胞凝聚

力。此外，也提到今年六月出席廈門海

峽論壇及九月應國僑辦邀請訪問北京、

天津等地，希望未來能與貴州省市僑聯

交流。他同時提到曾到過黃菓樹瀑布及

關過張學良的麒麟洞，藉以增進彼此熟

悉。

熊遠芳說，此行訪問台灣，對台

灣留下深刻印象，她希望能共同交流合

作，在平等友好關係下，促進僑商與貴

州的經貿、文化來往。

熊遠芳致贈本會瓷盤，陳三井回贈

本會水晶座給對方。（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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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5位分會及代表，出席了本會首次將

全球分會聯誼大會與華僑節慶祝大會結

合，畢其功於一役，彰顯華僑節不凡的

意義與內涵。

理事長陳三井一句「大家上午好」

揭開了今日大會序幕。他說，光輝十月，

風和日麗，總會迎來了海外15位分會會長

及代表，感謝他們跋涉萬里回娘家，與會

員團聚，盛況空前，令人歡欣鼓舞。海外

分會會長長年在僑居地出錢出力，犧牲奉

獻，我們要獻上最高的敬意，有了會長努

力的推動會務，鼓舞了總會向前邁進的動

力。今天聯誼大會不拘泥於時間及形式，

最主要是要聽聽會長推動會務的心得與心

聲以及對總會的建議。

王雲福深藍本色
打頭陣的是王雲福，重點有六項：

一是支持中華民國，參與僑界政治、文

化活動。二是發揚中華文化，經常舉辦

中醫義診活動。三是紀念孔子誕辰，邀

請當地大學教授、學生參與，發揚孔子

儒家文化及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四是

不分老僑與新僑，只要認同中華民國都

歡迎加入分會活動。五是舉辦美國福利

講座，讓僑胞知道自己的福利如何申

請，不要光繳稅而忘了應得的福利。

結語時，他希望分會與分會間的橫

向聯繫以及分會與總會間直的聯繫，應

該加強。

陳強閒話費城
陳強說，他是越南的第三代華僑，

到過法國，再定居費城。費城分會成立

12年來，參加當地中華公所活動，對總

會舉辦活動一定共襄盛舉。

黃泰生愛心募款
黃泰生謙稱休士頓是美南偏僻之

地，少有僑界人士蒞臨指導。休士頓僑

團有二百多個，但只有較具規模的24個
才能成為中華公所成員，明年將由休士

頓分會輪值中華公所主席。所以，休士

頓僑界活動都以中華公所為中心，舉凡

升旗典禮、國慶餐會等等。

此外，中華公所每年都會舉行愛心

募款，在八月開學時，購置文具送給貧

窮學生，今年受益學生將近1900位。休

士頓中華公所今年六月舉辦美洲各地中

華公所年會，陳理事長出席，希望未來

大家能到休士頓走走。

李又寧強調進行中的歷史
李又寧是紐約聖若望大學教授，她

以學者本色道出紐約分會會務重點，在

於出版《華美族研究期刊》、《新法拉

盛期刊》、《華美族藝文期刊》。目的

有三：一是在華人知識分子建立交流平

台；二是為爾後華人歷史備料，以便修

史；三是提高華人在美國文化、藝術、

學術界的地位。

她強調，紐約是全美華人聚集最多

的重要城市，以出版期刊紀錄華人進行

中的歷史。

邵榮仁花都辦聯誼
邵榮仁指出，法國分會遵照總會

宗旨，只要認同宗旨者，都可加入分會

活動，在巴黎僑界，法國分會的活動力

算是滿強的，舉辦活動一波接一波。此

外，辦理中文班，協助第二代華僑子弟

學習中文及中華文化。

最後，他推銷2015年3月在巴黎舉行

的第五屆聯誼大會，請大家踴躍報名。

鄭少強三句不離足球
鄭少強以推動兩岸校園足球運動做

為英國分會會務重點，希望協助各分會

為下一代的僑胞引介足球運動。

曹介松舉辦婚禮到青年團活動
曹介松說，雪梨分會在2009年由

黃呂美蘭會長創立的，成立之後，除積

極參與僑界活動外，自己也經常舉辦活

動，像今年在母親節就舉辦了團體世紀

婚禮活動，吸引了新聞界採訪，其他僑

社也融入這項活動中。

其次是青年團活動，培養第二代接

棒，2013年4月聯誼大會上，青年團的演

出造成轟動，他們都是未來僑界的先鋒

與領導者。

▲上排左起：總會理事長陳三井、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費城分會會長陳強、休士頓分會會
長黃泰生。

  下排左起：紐約分會會長李又寧、法國分會會長邵榮仁、英國分會會長鄭少強、澳洲雪梨分
會會長曹介松。

▲上排左起：紐西蘭分會會長楊慶熙、舊金山灣區分會創會會長吳毓苹、菲律賓分會創會會長   
甄炳興、澳洲墨爾本分會代表吳嘉先。

  下排左起：巴西分會會長謝國彬、巴拉圭分會會長朱榮卿、阿根廷分會會長陳俊宏、多倫多
分會代表賴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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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慶熙植樹與健行
 楊慶熙說起2009年當年成立紐西蘭

分會時，結合老僑與新僑，也吸收越柬寮

及港澳僑胞，目前會員總數約在四百人，

辦理活動能動用人力多達二百人，為老僑

舉辦三節餐會及每月例行的登山活動。

而在每年三、四月復活節假期時，

舉辦植樹活動，自2009年起，每年植樹

4000株，迄今累計已逾二萬株。

現在也面臨僑團老化問題，年輕的

中生代因要為家計奮鬥，就比較少參加

僑社活動。總會似可以此為題，研擬議

題討論僑社如何年輕化。

吳毓苹關心耆老及義診
吳毓苹說，舊金山灣區分會在當地

僑界小有名氣，因為經常定期或不定期

舉辦活動：一是宣揚中華文化，舉辦歲

末聯歡餐會，招待耆老；二是資助或參

加其他僑團活動；三是組團探訪孤兒院

及養老院；四是舉辦義診及健康講；五

是舉辦青年未婚聯誼。

此外，於今年購置房產成立北加

州華僑會館，無償供僑社使用。對於社

團成員老化問題，她認為總會宜未雨綢

繆。她希望總會能到舊金山辦活動，因

為舊金山好山好水好好玩。

最後，她介紹下屆會長吳睦野是她

的夫婿，也是她的金主。她說肥水不落

外人田，因為夫妻同心服務僑社。引來

會心笑聲及掌聲。

甄炳興挽救中山中學
甄炳興說，菲律賓分會是離總會

最近的分會，成立三年多來，不分紅、

藍、綠，只要是有中華民族血統者都可

加入分會。以前菲律賓人常說有西班牙

血統，現在則說有華人血統，所以在菲

律賓無所謂的排華。為了挽救中山中學

免於關校的命運，動員全體會員，出錢

出力，設立獎學金，招收學生就讀，最

主要目的就是要傳承中華文化；其次，

是成立青年組，去年11月第二屆會長就

職典禮上，就由青年組演出「孫中山與

菲律賓革命」的歷史話劇，博得好評，

也將受邀到今年10月24日中正學院75週
年校慶時演出，將中國歷史根植於下一

代的華僑子弟。

他同時提到他是菲華商聯總會名譽

副理事長，人脈寬廣，曾協助僑委會尋

獲海燕颱風肆虐時失聯的替代役教師，

凡此種種，都是菲律賓分會重要會務。

最後，他說他是第一位會長報名參加明

年在巴黎舉行的聯誼大會。

吳嘉先盛讚王桂鶯
吳嘉先女士說，墨爾本分會會長王

桂鶯出席僑務委員會議，由她代表說會

務。她說，墨爾本於去年四月成立，成立

以來舉辦會員聯誼郊遊，與其它僑團合作

舉辦春節聯歡等，由於王桂鶯熱心公益，

榮獲今年墨爾本市多元文化優質獎章。

明年三月在巴黎舉行的聯誼大會，

王桂鶯會長將會組團參加。

陳三井話南美三分會
原本考量怕時間不足，每位會長發

言僅限六分鐘，由於每位會長都遵守規

定，因此陳三井中途插話，說後面報告

的會長有福了。

他順便提到八月在南美洲成立巴

西、巴拉圭、阿根廷等三分會，他說南

美洲距台灣好幾萬里，坐飛機得三十個

鐘頭才到，坐到兩腳發麻。三位會長招

待非常周到，無微不至，增胖不少。謝

國彬會長從巴西、巴拉圭到阿根廷全程

陪伴，非常辛苦。南美治安不是很好，

在巴拉圭還有警車開導，警察隨行保

護。南美最具特色的森巴舞及探戈都看

了，體驗了南美洲的熱情。

謝國彬推廣僑協宗旨
謝國彬隨即說，非常高興加入僑協

的大家庭，巴西分會剛成立滿兩個月，

除了舉行成立大會之外，還未舉辦任何

活動，返回聖保羅後，第一件事就是辦

理慶祝華僑節活動。未來也將積極參與

僑界及僑委會的各項活動，將僑協的宗

旨與精神帶到巴西各僑社。明年二月、

四月，將在聖保羅舉辦世界客家懇親會

及世界台商大會，歡迎陳理事長率團蒞

臨指導。

他說，巴西是個很熱情的國家，非

常歡迎大家到巴西走一走，讓森巴舞年

輕大家的心。

朱榮卿熱心公益
朱榮卿曾任巴拉圭東方市中華會

館理事長，目前擔任州長華人事務顧

問，此行係陪州長訪台，順道參加總會

聯誼大會。巴拉圭是中華民國在南美洲

惟一邦交國，雖然政府經常撥經費幫助

巴拉圭，但是卻無多大進步，蕭萬長說

二十年前來是這個樣子，二十年後再來

一看，還是一樣髒亂破舊，可見巴拉圭

的建設是停滯的。它的面積是台灣11倍
大，人口六百多萬，人民生活貧苦。

他說，他的心很軟，喜歡幫助窮人

家，在街上看到小孩子沒鞋穿，就帶去

買鞋。這是他本著「取之於當地，用之

於當地」的理念，所以三不五時捐款給

慈善基金會，協助醫療，購買豆漿機，

幫助當地民眾。這種軟性外交，對維持

外交關係不無幫助。

結語時，他語重心長的說，希望我

們國內不要再吵吵鬧鬧，國家整體力量

不斷提升，才能讓邦交國看得起。

陳俊宏協助弱勢
陳俊宏介紹阿根廷概況，面積是

台灣的90倍大，人口約4千萬人，地廣

人稀，牛羊數量超過人口數。尤其是一

望無際的彭巴草原，有20個台灣大，此

外靠近南極的冰山，壯觀無比，都是值

得一遊之處。他說，未來會務有二個目

標：一是持續發展中文正統教育，傳承

中華文化，與五所中文學校合作，舉辦

中文競賽等；二是濟助弱勢團體，給予

以物質上幫助及精神上的鼓舞。

賴怡孜憂藍軍選情
多倫多分會代表賴怡孜說，麥錦鴻

會長、金聲白副會長在多倫多主理國慶

餐會及升旗典禮，不克回國，特請她出

席。她說，多倫多分會現在是多倫多地

區最活躍的僑團，任何活動都由分會來

發起，《僑協雜誌》也經常刊登這些活

動的報導。我們華僑協會總會宗旨是支

持中華民國，理所當然就是要支持中國

國民黨，十一月的選舉，請大家一定要

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這樣國

家才能安定。

十五位會長及代表發言後，自由發

言及座談，隨即團體大合照。各分會會

長抒發寶貴的心得，可做為日後會務推

展的參考。

餐敘中，秘書處播放了南美洲三分

會成立大會照片，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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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大飯店的慶祝活動 
下午趕到圓山大飯店參加由本會、

中華僑聯及僑委會共同主辦的華僑節慶

祝大會。場地寬敞，六百餘人，共襄盛

舉。由於總統馬英九蒞會講話，所以安

檢嚴格，滴水不漏。雖感不便，卻也是

必要之惡。

陳三井回顧華僑榮光史
首由本會理事長陳三井致詞，他說

今天是華僑節，是我們大家的節日，有

不少的貴賓蒞臨指導，有數百位的僑務

委員及其眷屬，從遠道回來出席，有那

麼多的歸僑、僑胞共襄盛舉，大家共聚

一堂，擴大慶祝這一年一度的華僑節，

這真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值得紀念的

偉大日子。

除了談到本會歷史外，他特別將

時間回溯到1952年，他說在那反共抗俄

最火紅的年代，從10月21至30日在劍潭

舉行「全球僑務會議」，共有來自海外

35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三百位僑團代表參

加，堪稱盛況空前。

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幾項重要

決議：當前僑務綱領、鼓勵華僑回國投

資、簽訂反共救國公約、組織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

翌年，政府明訂每年的10月21日為

華僑節，這便是華僑節的由來。每一年

老總統都會頒發華僑節訓詞。這是政府

重視華僑、肯定華僑地位的一種表現，

因為華僑是國家最寶貴的資產，是支

持政府最強而有力的後盾。華僑雖身在

海外，卻心繫台灣關心國事，愛鄉、愛

群、愛國從不後人。

結語時，他希望海內外僑胞要更加

團結，唯有團結，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永

遠屹立不搖，華僑在海外各地也才能揚

眉吐氣。

簡漢生呼籲提高僑委會預算
次由中華僑聯理事長簡漢生講話。

他說，今天我們不要再談過去的歷史

了，最重要的是僑委會的預算要增加，

希望在場的立委幫幫忙。

高亢的講話，引來熱烈掌聲。大家

擁抱取暖，相濡以沫，激勵士氣。

陳士魁打造幸福僑民
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表示，僑務委

員會將持續擔任國家與僑胞聯繫服務的

平台，全力打造「活力僑務」，為海外

僑胞建構「幸福僑民」的願景，並期透

過匯聚國人與僑胞的力量成為國家發展

的動力，讓我國成為海外同胞最幸福的

美麗家園。

馬英九推崇華僑貢獻
馬英九說，今年僑務委員會首度

結合「華僑協會總會」及「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共同慶祝這個屬於全體華僑

的節日，極具意義。華僑在我國革命建

國、抗戰救國及投資興國等不同歷史階

段，均踴躍為國犧牲與奉獻，殊值肯

定。

他提到新加坡晚晴園內有四名參與

黃花岡之役烈士的人像，以及美國華裔

飛官陳瑞鈿的故事，期盼僑胞持續支持

我政府施政與各項政策，讓中華民國成

為一個受人尊敬、讓人感動的國家。

學術座談  孫中山在吉隆坡與檳城
恭送馬英九離開會場後，孫中山與

南洋學術座談會隨即登場。由僑委會副

委員長信世雄主持，本會學術委員高崇

雲任評論員，主講者是馬來西亞大學中

文系蘇慶華教授，題目是「中山先生在

吉隆坡與檳城」。

隨後，舉行金橋獎頒獎典禮及晚

宴，結束一日的華僑節慶祝活動。

一部華僑史就是中華民國建國史，

在慶祝華僑節的同時，不談歷史，不回

顧榮光史冊的華僑大事紀，就不知道

自己根之所在。回顧歷史，才能惕厲將

來。（作者為本會會員）

▲總統馬英九蒞會致詞。
禮台上（左起）：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本會理事長陳三井、中華僑聯理事長簡漢生

▲圓山大飯店慶祝華僑節大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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