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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藝文泰北放光芒
訪聖心中學 雲南會館

2014年歲末，應泰國華僑協會主席

余聲清的邀請，理事長陳三井率團一行

14人，出席清萊聖心中學華僑教學大樓

啟用典禮及第十屆泰北地區華語文藝文

競賽，近二千學生及師長參與，見證了

中華文化在窮鄉僻壤的偏遠山巒，深耕

茁壯。義胞族人身處異域，展現華人勤

奮的民族性，胼手胝足，力耕朽壤，勤

鑿枯泉，歷經甲子，終化瘴雨蠻煙為世

外桃源。

此外，拜訪凝聚泰北雲南鄉親情誼

的雲南會館。清萊雲南會館蔣慶國會長

率鄉親學生夾道歡迎，清邁雲南會館李

錦會長率幹部迎接，兩會館均備道地上

乘的雲南火鍋款待。他們展現的熱情，

▓路華平

正如火鍋的熊熊炭火，溫暖到每個人的

心坎裡。

美斯樂泰北義民文史館
12月6日，曼谷機場，與余聲清率

領的泰國華僑協會代表團六人會合，齊

赴清萊。甫出機場，蔣慶國率鄉親二十

餘人持「熱烈歡迎中華民國華僑協會總

會陳三井理事長‧泰國華僑協會余聲清

主席一行貴賓蒞臨清萊訪視指導」大紅

幅，歡迎我們到來，在機場留下了泰國

之行的第一張大合照。

趁著落日之前，趕往美斯樂。一

出清萊市區，沿著蜿蜒山路攀爬，兩個

小時後，抵達泰北義民文史館。瞻仰大

道許願池，金色佛手蓮花，撫慰孤軍忠

魂，長眠安息。

英烈紀念館鋪陳異域孤軍近四十年

的血淚奮鬥史，從1949年起在雲南遭共

軍擊敗，流竄於泰緬寮金三角的國軍；

再到緬甸向聯合國控訴，被中華民國政

府刻意遺忘而自願留下來的孤軍；再受

泰國政府招撫，擊潰泰北苗共，1982年
終成泰國合法居民。斑斑血淚，透過費

玉清唱出「美斯樂」一曲訴說著「在遙

遠的中南半島，有幾個小小的村落，有

一群中國人在那裡生活，流落的中華兒

女在別人的土地上日子難過，飽受戰爭

的折磨，關心她，美斯樂，看我們該作

些什麼幫助她，美斯樂。」卒獲得來自

台灣「送炭到泰北」無數愛心的捐助，

成為天助自助者的典範。

觀看同時，余聲清看到自己三十餘

年前捐助橋樑完工典禮照片，指給大家

看，英姿依舊，善心恆在。難怪數十年

來，泰北義胞尊稱他為「余大善人」。

泰北守護神 陳茂修 段希文 雷雨田
忠烈祠中間牌位寫著「為國戰亡將

士英魄千秋宛在 永懷勳功 典範仰止」，

兩旁置立陳茂修、段希文、雷雨田等三

位將軍牌位，在數百英魂中顯得特別醒

目。毋庸置疑，他們三位都是剿滅泰共

的領袖，將泰國軍隊十餘年不能完成的

剿共戰役，數百孤軍抱著「置之死地而

後生」的奮戰精神，以不到一個月的時

間便剿滅成功，終在1982年獲泰皇恩准

讓孤軍後裔兩千餘人獲得居留身分，成

為泰國國民。這段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戰

役，沒有他們三位的傑出領導，難竟其

功。文史館記載著他們三位樸實無華的

事蹟，沒有華麗的文藻，卻讓孤軍後裔

有感：

陳茂修儒將風采，關心教育，成立

泰北建華高中，為泰國政府首先承認的

▲泰北義民文史館留影。

▲聖心中學校長王紹章（左）率同學列隊親迎陳三井理事長、余聲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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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高中，嘉惠孤軍子弟。

段希文受泰王任命為泰北人民武裝

自衛隊總指揮，負責訓練泰國軍隊。因

為段希文在戰役中的表現傑出，泰王蒲

美蓬在皇宮召見，並賜泰國國民身份。

他在美斯樂創辦興華中學，去世時，棺

木覆蓋泰國國旗下葬。義胞讚譽「無希

公，即無美斯樂」。

雷雨田清剿泰共有成後，面對惡

劣的生存環境，自力圖存，發展農業，

廣植花樹，美化自然環境，充實觀光資

源，復加上孤軍獨特的歷史，使美斯樂

地區逐漸成為觀光景點，改善居民生

活。

離開忠烈祠前，特向忠魂靈位獻花

並行三鞠躬禮致敬。

今天在美斯樂，已不復見四、五十

年前那股的肅殺瘴厲氛圍，取而代之的

是，空氣中彌漫著喧囂城市所沒有的安

寧祥和，直如人間淨土。

陳、段、雷三公重視教育，再怎麼

窮也不能窮教育，於是廣設華校，為孤

軍後裔開啟了康莊大道。

泰北華校滿山頭
據統計，在清萊一地的華校有61

所，分散在三十幾個山頭村落。聖心中

學位在美斯樂的孟安村，雖說是中學，

但不能用台灣學校規模角度來看，因為

校區是剷平丘陵、填平山壑建成的，校

區不大，走一圈約十分鐘。華僑教學大

樓依山而建，其旁的籃球場原本是個低

窪地，在村人一剷一鋤協助下，填土

七千輛車次，耗時14個月完成。所謂中

學，其實是以教華文為主的學校，物

理、化學、數學等課程，則是回歸泰國

教育體制。

12月7日，早早起程，才能趕上九時

的藝文競賽開幕典禮。兩個小時車程，

泰半是蜿蜒山路，除了一小段是泥石路

外，大多是平坦柏油路，泰國基礎建設

雖比不上台灣，但還不算差。抵達聖心

中學時，校長王紹章率數百學生揮舞泰

國及中華民國國旗，列隊唱起電影〈魯

冰花〉旋律中的一段「歡迎您到山上

（聖心）來」，讓人超感動的。這群學

生分住在各村落，前一晚即住在學校，

由學校提供食宿，方能趕上今天九時開

始的語文競賽。

步進大禮堂，在司儀宏亮介紹我

們一行不辭千里之遙從台北趕來聲中，

二千學生及家長們不吝報以熱烈歡迎掌

聲。

余聲清：十年樹木
大會主席余聲清致詞表示，今天

是泰北地區華語文藝文競賽舉辦的第十

年，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因

此擴大舉辦，有來自五十幾所學校的

1,200位學生參加競賽，再加上老師及

家長陪同，超過二千人，較諸十年前第

一屆競賽時足足增加十餘倍，顯見泰北

各華校都非常重視華語文教育，藉由相

互競賽來提升彼此華語文水準，十年下

來，成果豐碩。

同時，他感謝來自各山頭村落參賽

學生，克服了崎嶇山路的不便利，前一

晚便住在簡易教室中，這種切磋求學精

神，讓人感動。

最後，他祝福參賽學生都有很好的

成績與傑出表現。

陳三井：十年磨一劍
陳三井以「千里馬也要有伯樂的賞

識，期許每位參賽學生成為華語文園地

的千里馬」勉勵參賽學生。

他說，有來自清萊、清邁數十所

華校的1,200位學生參與第十屆華語文

競賽，規模龐大，盛況熱烈。所謂十年

磨一劍，藝文競賽經過十年的耕耘、播

種、施肥，終於開花結果，磨出數千支

的寶劍，這都要歸功於余聲清所領導的

泰國華僑協會，由於他們的高瞻遠矚，

出錢出力，犧牲奉獻，才有今天豐碩的

成績單，當然還要有學生熱烈參與，相

▲第十屆泰北地區華語文藝文競賽開幕典禮。

▲聖心中學籃球賽係村民合作填土七千多輛次才完成，前方大樓為剛落成的華僑教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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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輔相成，成就了今天的數千人參與的盛

況，尤其是在偏遠山區裡，更顯珍貴，

我們要為大家按個讚。參賽學生都是千

里馬，希望大家都得獲得伯樂的賞識，

讓自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日新又新，

成為宣揚中華文化、提升華語文教育的

踐履者。

陳三井結語時表示，一個人一生當

中做一件好事已屬不易，而余聲清及其

團隊十年如一日地支持語文競賽，至為

難能可貴。他希望余聲清繼續扮演伯樂

角色，發掘更多的千里馬，廣植福田，

累積福報。

競賽像辦喜事
此次競賽的評審長黃通鎰，從北

一女教師退休後，曾任泰北建華高中校

長，今年是第十次主持競賽，他可以說

是藝文競賽的催生者與推手。他說，他

受到余聲清、王紹章兩位感召，再回到

泰北主持此次藝文競賽，比賽就是要公

平、公正、公開，讓參加的同學可以相

互觀摩、切磋、進步。

競賽區分高中組、國中組及國小

組。高中組分毛筆書法、硬筆書法、作

文及演講等四項。國中組分毛筆書法、

硬筆書法、閱讀測驗及演講等四項。國

小組分硬筆書法、國字注音填空、國字

注音連連看、華文朗讀及背誦弟子規等

五項。

在學子全心全力投入比賽的同時，

我們趁暇看看學生的比賽情形，對小學

稚子背誦弟子規，雙眼注視評審老師，

天真無邪，神情專注，忍不住都要給滿

分。國中、高中組的演講題目是「我的

父親」，乃是為了慶祝泰王八十七歲聖

壽，因為在泰國，泰王生日那天訂為全

國父親節。

而為了準備二千多人的午餐，全孟

安村都動員起來了，有的包飯盒，有的

燉肉炒菜，有的洗碗盤，有的備鍋筷，

大家就像是辦喜事一般，忙得不亦樂

乎？ 

陳銘政：行動力勝於紙上談兵
中午11時，良辰吉時，駐泰代表陳

銘政主持華僑教學大樓啟用揭牌及剪綵

儀式。

校長王紹章以感恩的心說，若沒有

各界善心人士的捐輸，就沒有今天的華

僑教學大樓。興建過程中，一波三折，

曾經因為經費不足而中斷，幸賴陳銘政

大使、余聲清主席、郭修敏僑務委員鼎

力支持，各慨捐100萬泰銖，終底於成。

陳銘政說，今天是孟安村與聖心

中學大喜的日子，因為歷經14個月的期

盼，華僑教學大樓及運動場終於落成啟

用。萬丈高樓平地起，但教學大樓及運

動場卻是從山谷填平開始。做事一定要

有行動力，當王紹章校長去年告訴他想

舉辦2015年329青運會時，他鼓勵王校長

不能紙上談兵，於是向各界募款，在海

外及曼谷台商團體捐輸及村民、學生、

師長合作下，眾志成城，剋日完成。

陳銘政強調，泰北雲南鄉親與中華

民國有血濃於水的情感，中華民國政府

對泰北鄉親的關心與經費支持，只會多

不會少。

為慶祝泰皇87歲聖壽而舉辦的藝文

比賽，陳銘政特別讚譽泰國華僑協會在

傳播中華文化的努力上，功不可沒。

郭修敏也帶來了泰國台灣商會捐贈

的毛毯、棉被及書包數百件，分送給學

生。

頒獎典禮學生演講：泰國的父親節

頒獎典禮上，承辦單位用大看板分

別寫上「感謝泰國華僑協會、華僑協會

總會  贊助活動經費十萬泰銖」，在場千

餘學生及師長也以熱烈掌聲回報。

為了活潑頒獎典禮，免於枯燥乏

味，不時穿插舞蹈表演及摸彩，最特別

的是，安排高中組、國中組演講比賽第

一名的光復高中楊祖琴及大同中學段怡

▲上圖：駐泰代表陳銘政（中）、僑務組長盧景海（右） 
致贈聖心中學董事長崔翹文活動贊助金。

  中圖：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率副主席致贈贊助金。
  下圖：本會理事長陳三井率團員致贈贊助金。

▲上圖：背誦弟子規優勝同學手持獎狀高興張望。
    中圖：高中組演講第一名同學幕閉式上即席演講。
    下圖：孟安村鄉親製作千餘便當盒，供學生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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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上台即時演講，總結了今天藝文競賽

的豐碩成果。她們兩位字正腔圓、聲音

悅耳、台風穩健，娓娓道出「泰國的父

親節」。她們除了敘述自己的父親為了

帶給家人更好的生活，奔波忙碌，而致

髮蒼皺紋，更提到另一位父親是泰王浦

美蓬大帝，勤政愛民，帶給全泰國人民

穩定而富足的生活環境。

山區落難
晚餐，聖心中學備火鍋款待，當地

蔬菜盡上桌，標準健康菜餚，團員直呼

過癮。

離去時，天色雖已暗，但圓月高

掛，銀光灑大地。車行不到半個鐘頭，

行駛至半山腰高處，動力無以為繼，全

員下車步行，本以為載重減輕，車子越

過高處即可再上車，豈料爬坡途中，引

擎戛然而止。不用說，車子拋錨了。

余聲清當即電王紹章派車救援，我

們在路旁候車等待接應。

山區無路燈，幸賴月光相伴。度過

一個小時的山區落難記。

泰緬邊境商業鼎盛
清萊雲南會館會位在泰緬邊境附近

的美塞，過泰國海關，即到緬甸大其力

市。兩國基礎建設判若雲泥，也難怪緬

甸人會想到泰國這一邊謀生賺錢，或到

泰國批貨，載回緬甸銷售。

因此，海關附近的商業活動鼎盛，

從有店面的商家到擺地攤的小販，數量

之多，難以勝數。這裡真是購物者的天

堂，我們留下了到此採購一遊的足蹟。

長頸族 鴉片博物館 木棉島
此外，參觀長頸族、鴉片博物館，

並搭小船到位在湄公河中屬寮國的木棉

島逛市集。

長頸族觀光區的族人是從緬甸移

民來泰北，女人為何脖子要套上重達五

公斤的金環或銅環？有此一說是為了保

護他們族人香火綿延，特在女人的脖子

上套上金環或銅環，拉長脖子，變成外

貌奇特、面相不佳的女人，其他外族就

不會將她們擄走，從而確保自己族裔繁

衍。這是導遊說的，不知是否為真？

這些銅環掛在頸上確實很不人道，

因為重量壓迫頸肩而變形。不過，走了

一圈，長頸族的女子也有很漂亮的，在

以前民智未開時代，有可能被擄走當押

寨夫人。

鴉片博物館可以說是金三角鴉片史

的縮影，從罌粟花結成果實，割劃果實

採汁，提煉成海洛英，到吸食鴉片的煙

斗，都一一完整呈現。當然，不會少掉

毒品大王昆沙的角色，他的「雙獅地球

標」提煉海洛英的技術獨步全球，純度

100%，童叟無欺，是行家眼中的上等

貨。鴉片，對中國人來說很敏感，因為

鴉片戰爭讓中國衰弱了一百多年；但對

三、四十年前在金三角的中國人來說，

卻是在惡劣環境下為求生存的冒險抉

擇，然甘與世界為敵，終究要被掃除，

昆沙也成了緬甸的籠中鳥了。

木棉島算是寮國的經濟特區，因為

有中國的加持，賭場、商場林立，這裡

雖是金三角的中心，數十年來，沒有中

國，還是發展不起來。現在中國來了，

錢潮也跟著來了，他們的好日子也就不

遠了。

清萊雲南會館
清萊雲南會館高聳牌樓矗立在會

館前的大街道入口，上刻「家鄉人的

家」，無疑的這裡不僅是團結雲南鄉親

的大本營，也是凝聚鄉親情誼的總樞

紐。從牌樓到會館大樓近五十公尺長的

街道兩旁，一百多位就讀會館附屬的華

雲學校的學生，列隊鼓掌歡迎我們，展

現的熱情在在溫暖我們每個人的心。

歡迎中華民國華僑協會總會
蔣慶國一句「歡迎中華民國華僑協

會總會陳三井理事長率團訪視指導」，

全體團員立刻報以熱烈掌聲回敬。此

外，他讚揚余聲清數十年來幫助雲南會

館建教室、蓋球場，不遺餘力，譽為

「余大善人」，善心義舉全體鄉親都感

恩在心。

陳三井以「我們都是一家人，感謝

雲南會館熱烈歡迎」開場，他對於蔣慶

▲清萊雲南會館座談，理事長陳三井講話。其右分別為蔣慶國會長、余聲清主席。

▲清萊雲南會館主席蔣慶國（第一排右八）率同仁與本會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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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中華民國華僑協會總會稱呼，把中

華民國至高無上的國名冠在協會之前。

這種尊稱，令人印象深刻，永銘於心。

陳三井除了簡介本會歷史外，同時讚揚

孤軍義胞在異域展現了中華民族堅毅不

拔的韌性，適應環境，落地生根。

接著說，此行除了參加在聖心中學

舉辦華語藝文競賽外，更重要的行程是

拜訪會館，緬懷義胞奮鬥不懈、自我求

生存的感人歷史。來此之前，到新建會

館及學校預定地走一遭，計畫興建的會

館大樓及學校，美侖美奐，提供鄉親更

好的聚會場所及學習環境，這要向蔣慶

國的卓越領導致敬。

話畢，陳三井致贈蔣慶國「造福鄉

梓」紀念牌及贊助金，以實際行動展現

關懷之意。

28年的老朋友
余聲清是清萊雲南會館的老朋友

了，經常拜訪會館，提供援助。他說，

28年前，他擔任台灣會館主席時，雲南

會館鄉親因學校受損特到曼谷向他求

援，從此結下深厚情誼，就像是一家人

一樣。28年來，換了六位大使，每位大

使都在他的陪同下，拜訪雲南義胞鄉

親，不時提供援助，尤其是在中華文化

傳承及華語文教育上，更是不遺餘力，

成為海外保留中華文化最成功的地方之

一。舉辦第十年的華語文競賽，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的動力。

他接著說，華僑協會總會非常重

視海外華語文教育，當陳理事長聽到今

年12月要舉辦泰北地區第十屆華語文競

賽，便一口答應要率團出席，除了在精

神上給學生加油打氣外，同時贊助活動

經費十萬泰銖。

余聲清說，陳理事長一行第一天到

清萊，直奔美斯樂的義民文史館，深入

瞭解孤軍義胞歷史，用心與鄉親結緣。

為了款待我們一行，雲南會館動

員婦女會準備道地的雲南火鍋，配料豐

富，美味可口。用餐同時，唱歌作樂。

最後，大家圍起圈圈跳起雲南山地舞

蹈，結束三個小時作客之行。

離開清萊，驅車前往清邁。兩地

相隔二百多公里，途經白龍寺及大象公

園，眼界又是一開。

白龍寺
純白外觀的白龍寺，有別於泰國傳

統寺廟的金黃色外觀，建築工藝之細，

嘆為觀止。惜日前一場六級大地震，震

斷塔尖，垂掛下來。

這座寺廟的建造者是泰國首屈一指

的藝術大師，廟園的入口處有他真人大

小的立照，著七分短褲，張手歡迎。他

嚴格規定進入廟園參觀的遊客禁菸，有

一回某日本團遊客違反規定，他當場廣

播指名帶團導遊離開廟園，半年內不得

▲泰國清萊白龍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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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帶團進入廟園，讓這位女導遊含著眼

淚離開。

又據說，有大財團想捐款贊助，

被一口回絕了，因為他要以賣畫來籌措

建廟資金。這麼有骨氣、有原則的畫

家實屬罕見，想不到他就是泰國的鳳

毛麟角，套句台詞「他是泰國的國寶

耶！」。

他出生寒微，被父母送到寺廟當小

沙彌，功課雖不好，然在畫藝上卻有天

分，嶄露頭角，住持全力培養他，送他

到外國進修深造，終成泰國頂尖畫家。

他飲水思源不忘本，以藝術才華回饋佛

教。泰國幸好有這麼一位創意傑出的畫

家，我們才能一窺傳統寺廟以外的佛教

建築創作。

目前只完成一半，全部落成還要

五十年的光景，而為了完成這曠世鉅

作，他已培養了數位接班弟子，要以愚

公移山的精神，在泰國佛教寺廟建築史

上永垂不朽。

中午在大象公園用餐後，觀賞十

餘隻大象踢足球，三隻大象以鼻握筆作

畫，騎大象渡河，搭牛車漫步，乘竹筏

遊河，度過午後的悠閒，為此行增添無

窮的樂趣。

清邁雲南會館
抵達清邁雲南會館已近五時，李錦

會長率鄉親二十餘人在會館廣場列隊歡

迎，並在會館大樓前合影。

李錦以中華民族勤勞節儉的民族

性，才能在海外各地生根，說明了在泰 北的雲南同胞也是一樣秉持這樣的精

神，從貧無立錐，到現今規模龐大會

館，他特別感謝數十年前台灣援助，讓

雲南鄉親感受到祖國帶來的溫暖。他也

讚揚僑協在海外有25個分會，團結僑

社，服務僑胞。

陳三井也回應李錦所言的中華民族

堅忍不拔的民族性，隨遇而安融入當地

社會環境，此行是關心泰北義胞，對於

會館熱情接待，表示感謝之意。

余聲清以守望相助、敦親睦族八個

字，總結了三十多年來，雲南鄉親能有

現在成就，就是因為大家相互扶持，靠

自己的努力，安居在清邁。

陳三井致贈李錦「造福桑梓」紀念

牌及贊助金，李錦回贈陳三井「僑領楷

模」紀念牌。

在享用配料豐富的雲南火鍋的同

時，欣賞特別安排的孔雀舞及彩帶舞。

陳銘政代表午宴餞行
離開曼谷當天，駐泰代表陳銘政特

於長榮桂冠酒樓設午宴款待。我們方於

數日前在清萊聖心中學碰面，今日再聚

首，熱絡之情更不在話下。

陳銘政駐泰已四年，深受泰國僑胞

敬重，僑界都希望他繼續留任，因為他

都是設身處地以勤誠為僑胞著想，不卑

不亢地為國家爭取最高的利益。

陳三井稱讚陳銘政有三才：一表人

才、一流口才、一等幹才。余聲清更進

一步讚揚陳銘政在歷任駐泰代表中，最

受台商僑胞及傳統僑社華敬重，泰北地

區的義胞與中華民國淵源情緣最深，但

有一陣子突然不掛國旗了，經陳銘政折

衝，說了老一輩義胞的心聲後，重新掛

回，這是相當了不起的。說到此時，響

起熱烈掌聲，這是肯定的聲音。

陳銘政也說，四年前受派擔任駐泰

代表，馬英九總統特別囑咐要多加關心

泰北義胞，因此他抱著勤、誠二字來維

繫泰北義胞情誼。勤就是勤快，有時一

個月要跑清萊、清邁好幾次，誠就是真

心對待，說到做到，做不到的就詳細解

釋，絕不敷衍了事。

▲清邁雲南會館主席李錦（第一排右八）率同仁與本會團員合影。

▲清邁雲南會館備道地雲南火鍋宴本會團員，餐前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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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說，從大陸雲南到清萊、清

邁觀光旅遊的陸客一個月有好幾萬人，

創造的利潤相當大，當地義胞很難拒

絕，因此他就勤跑泰北，讓義胞知道中

華民國政府始終關心他們。就像此次舉

辦的第十屆泰北地區華語文藝文競賽，

華僑協會總會慨捐十萬元贊助活動，創

造了三贏：捐的人贏了，受的人贏了，

觀禮的人贏了。

結語
他語重心長說，大陸的僑務工作做

得非常細膩，不僅謙卑，姿態更低。因

此，勤跑泰北，代表中華民國政府不會

忘了他們。

談到泰國僑生回台升學，不可否認

的，泰北地區義胞為了脫貧，許多青年

高中畢業後不再升學當導遊去了，可以

馬上賺錢養家，扶持家庭經濟，因此，

回台灣讀大學的學生寥寥無幾，可以說

是沒有，這也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此行三大任務：出席清萊聖心中

學華僑教學大樓啟用典禮及第十屆泰北

地區華語文藝文競賽，拜訪清萊、清邁

雲南會館，均受到熱烈歡迎，除了精神

鼓舞外，也致贈薄金贊助他們，金額雖

不豐厚但是對生活在泰北偏遠山區義胞

收入微薄的情形下，這筆薄金卻是厚實

的，是有人情味的。

不到泰北，不知義胞有多辛勤；不

到泰北，不知華文教育有多蓬勃。雖然

我們到得太遲了，但幸賴余聲清已經耕

耘了三十多年了，將華僑對泰北義胞的

關懷，源源不斷送達。

為留會史，茲將參加人員臚列如

下：本會理事長陳三井、常務理事黃東

祥、理事李培徽、監事黎愛珍、會員蔡

麗鈺、梁兆坤、邱易文、林狄、溫淑

芬、李盈慧、曾重、王令弟，秘書處組

長張明玉、秘書張國裕等14位。泰國華

僑協會主席余聲清，副主席周勝雄、吳

富雄，張文煥、郭錫圭，秘書長廖長復

等6位。（作者為本會會員） 

等第 姓名 獎金 就讀大學 僑居地

第壹名 曾浩翔 20,000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馬來西亞

第貳名 陳恩浩 10,000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馬來西亞

第參名 蔡宗霖 8,00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馬來西亞

第肆名 倪睿歆 6,000 國立台北大學中文系 緬甸

佳作 江卓翰 5,000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系 新加坡

佳作 林宇恩 5,000 國立政治大學英文系 馬來西亞

佳作 黃欣宜 5,000 國立暨南大學中文系 馬來西亞

佳作 楊家純 5,000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緬甸

佳作 楊家麗 5,000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緬甸

佳作 楊梓敬 5,000 國立高雄大學法律系 馬來西亞

佳作 趙珍珍 5,000 國立暨南大學資訊管理系 香港

佳作 劉 君 5,000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香港

佳作 譚宏威 5,000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馬來西亞

佳作 譚詠康 5,000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馬來西亞

「一個青年僑生的夢」徵文公佈
本會於2014年2月舉辦「一個青年僑

生的夢」徵文，迄7月底截稿，計收到近

百篇僑生投稿，可謂踴躍。

嗣經評審委員會審稿評定名次，計

錄取一至四名及佳作十名，共14位僑生

獲獎，名單如下表。

評審委員一致讚許僑生寫作能力，

優於預期。本期特將一至四名及佳作一

名共五篇披露，以饗讀者。除佳作一篇

係原作者標題外，一至四名標題係編委

會附加。

獲獎僑生已於103年12月28日併本會

助學金頒獎典禮，請理事長陳三井頒贈

獎金及獎狀並合照。（編輯室）

▲本會於103年12月28日舉行頒獎典禮，理事長陳三井與獲獎同學合影。

▲駐泰代表陳銘政（第一排右五）、余聲清主席伉儷（第一排右三、四）
周英理副主席（第一排右二）與團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