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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沙灘邁阿密  
    梅老故鄉敘情誼

■路華平

華僑協會總會兩年一度的盛事─總

會暨分會聯誼大會，在邁阿密分會吳北

才會長領導的團隊精心籌備策劃下，9月

9日至17日，15個分會會長、代表暨總會

伍世文理事長率領的代表團共91人，齊

聚邁阿密。從經文處於古巴餐廳設宴的

早餐會開始，向梅故事理長培德獻花致

敬、舉行升旗典禮、總會及分會會務報

告、通過泰國華僑協會於2011年舉辦第

三屆聯誼大會、華僑之夜晚會；會後搭

乘郵輪前往加勒比海巴哈馬群島，四天

三夜陽光之旅，增溫總會及分會情誼；

離船前一日舉行閉幕式及交接儀式，劃

下句點。這一連串的活動及節目，別開

生面，極具創新，惟開誠佈公檢討，總

體說來，雖未全盡如人意，但不失為一

次相當成功的聯誼大會。

羅省分會熱情接待

總會出席代表團一行十三人（全團

共廿一人，伍世文理事長伉儷、黃海龍

常務監事召集人、沈大川常務理事等八

人因事先行赴美）九月八日下午二時於

總會出發，搭乘四時四十分華航班機前

往洛杉磯，同日下午一時卅分抵達。考

量距飛往目的地邁阿密班機尚有八個小

時的空檔，遂於出發前聯繫羅省分會趙

尚賢會長順道拜會。

一出洛杉磯海關，趙會長偕同仁迎

接，分乘三部車輛前往華埠。

飛虎隊史蹟

途經位在機場附近的民航博物館，

參觀「飛虎航空」陳列室，入口即見對

面牆壁高懸的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下方擺放的飛行員制服，背面縫

有寫著中文字樣的手帕：「來華助戰洋

人，軍民一體救護」，戶外擺放飛虎戰

鬥機及紀念碑文，標題為「美國志工

群，1941-1942飛虎隊」略謂：「1941年4

月，從美國空軍、海軍及海軍陸戰隊辭

職軍人100名飛行員及200名地勤人員，

志願組成飛虎航空隊，為期一年，對日

作戰，以維持滇緬公路中國生命線的暢

通。從1941年12月20日對日首戰至1942

年7月4日解散為止，重創日軍，戰功彪

炳。」惜因停留時間短暫，無法詳細閱

覽，不過倒也瞭解到聯邦快遞購併飛虎

隊，延續飛虎精神「使命必達」的光榮

傳統。咀嚼這段文字似與本會前身南洋

華僑協會的歷史串上些許關係，當時許

多南洋僑胞返國參加機工團也就是俗稱

的運輸大隊，從緬甸仰光載運物資經滇

緬公路至昆明，支援前線對日抗戰。

金龍酒店

午後四時，抵達華埠金龍酒店，

艷陽高照，熾熱程度不輸台北，僑領黃

金泉、張自豪等人準備數道點心招待，

份量不小，原本以為這幾道點心就是晚

餐，想不到只是前菜而已。他們對於國

內「八八水災」的嚴重災情極為關心，

談話焦點便集中於僑界募款賑災。羅省

僑界在中華會館號召下，踴躍捐獻，一

如美國其他各地華埠僑社一樣的熱烈；

但是話鋒一轉，針對今年二、三月間政

府欲將僑委會併入外交部引起僑界譁然

一事，黃金泉秘書長（美洲各地中華會

館、中華公所暨華僑總會聯誼會秘書

長）侃侃而談，聯合各地華埠中華會館

聯名上書總統表達反對立場，至吳英毅

委員長到羅省召開裁併說明會上，黃秘

書長再度表達強烈反對意見，疾呼「後

▲洛杉磯飛虎隊陳列館。 ▲洛杉磯華埠一隅。

總會暨分會第二屆聯誼大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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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洛杉磯中華會館。

果非常嚴重」，及至政府宣佈維持僑委

會不併入外交部，暫時塵埃落定。他們

的努力，僑史必會記上一筆。

洛杉磯華埠

洛杉磯華埠位於百老匯大道上，

入口印象為雙龍搶珠，這跟美國其他大

城市的華埠截然不同。走訪紐約、波士

頓、華盛頓、費城、蒙特婁等華埠，入

口印象大體上均為中華傳統牌樓，差別

在於結構而已，大多為兩柱一間，華盛

頓華埠牌樓為四柱三間，算是最大的；

而洛杉磯華埠的雙龍搶珠，有點顛覆傳

統的味道。不過，龍是中華民族的象

徵，看到龍自然會聯想到中華民族，也

許那一天有座華埠以長城造型做為入口

印象，應該不會意外，因為長城只在中

華大地上有。

趙會長充當導遊帶領我們參觀華

埠，百老匯大道兩旁俱是深具中華傳統

特色的建築，像是華美銀行、捷運車站

等，而以中山公園為中心，中華會館、

岡州會館、秉公堂、遡源堂、龍岡親義

公所環繞，除了中華會館外，其他僑社

會館都位在二樓，一樓則租予商店營

業，以租賃所得維持運作。這些會館上

空都飄揚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旗，設若僑

委會裁併案政府硬著頭幹，那麼羅省華

埠的天空恐怕很難再見到青天白日旗幟

飄揚的景象。

建於1889年、已有120年歷史的岡州

會館，至今仍保留建館時期落款清光緒

年號的匾額，諸如「均載鴻恩」、「澤

徧華夷」、「祐我同人」、「澤及西

河」、「海澨恩敷」、「澤被恩澤」、

「乃聖乃神」、「和衷共濟」、「恩祐

安康」等九面之多，均有百年以上歷

史，這些珍貴文物可說是鎮館之寶。岡

州經趙會長解釋是指新會、鶴山、台

山、開平、恩平五地，俱是僑鄉，也就

是熟知的五邑。會館內的關聖帝廟，香

火鼎盛，神龕刻工精緻繁複，金碧輝

煌，這與五月曾訪問的澳洲雪梨四邑同

鄉會極為相似，均以關聖帝君做為信仰

中心，以期族人聯絡鄉誼，團結一致，

共謀生計，進而維護鄉親利益，排難解

紛。

華埠的天后宮也是華僑信仰重心，

廟宇規模雖不大，卻也是雕樑劃棟，牆

壁上四大天王石雕分持利劍、琵琶、

傘、蛇，代表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最特別的是，門扉上的兩尊門神畫

像，均各配上一幅宮女畫像，象徵服侍

天后媽祖。

中華會館將於近日展開成立120週年

以及雙十國慶慶祝活動，伍競群主席忙

於籌備事宜，仍撥冗接待我們，贈送特

刊以為紀念，盛情可感。

中華會館造型相當獨特，狀似頭戴

中國古式官帽的高聳巨人，屋簷高翹，

正門前兩尊石獅像雙足夾有「招財進

寶」，據說摸了會招財運，因此久經眾

人觸摸下表面光滑明亮。

趙會長筵開三桌款待並邀請當地僑

領代表參加，氛圍至為熱烈。他當眾表

示因需參與羅省中華會館成立120週年慶

祝活動事宜，無法抽身參加聯誼大會，

表示歉意。趙麗屏理事闊別二十年的老

同學也應邀出席晚宴，老友重逢至為喜

悅。

謝國樞秘書長代表本會，感謝趙會

長及諸位僑領盛情款待，也簡要說明本

會推展會務狀況。

晚宴後，趙會長親送到機場，雖僅

短短數小時的晤面，卻深深感受到羅省

僑界的盛情，有若春風。《星島日報》

記者也聞訊特地趕來採訪，在金龍酒店

前合影，留下在洛杉磯華埠停留兩個多

小時的最後倩影。

邁阿密古巴餐廳早餐會

當晚九時十五分乘美國航空班機前

往邁阿密。隔日凌晨五時卅分抵達邁阿

密，伍理事長偕同沈大川常務理事、梅

惠照元老、吳北才會長、鄭博文、王雲

福副會長等人接機，頗令人驚喜。

上午九時卅分，駐邁阿密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曹立傑處長特別挑選一家著

名古巴餐廳Versailles以深具古巴特色的

早餐款待，經文處同仁幾乎全部出席，

因為這是曹處長自去年十月就任以來，

所參加的首次大型僑社集會。他簡要說

明佛州的人文地理，古巴距佛州最南端

僅八十餘公里，不堪卡斯楚暴虐政權凌

遲的古巴人，前仆後繼逃到佛州，據統

計至少有五百萬古巴人居留在佛州，所

以在佛州盛行的語言不是英文而是西班

牙文，這麼龐大的族裔在佛州政壇上當

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邁阿密有小

哈瓦那區，幾乎就是座小古巴，就如同

各地的華埠一樣，傳承著祖國的文化傳

統；僑委會薛盛華副委員長特由吳英毅

委員長指派專程出席聯誼大會，他說第

一屆聯誼大會2007年10月在北美洲西北

角的溫哥華舉行，第二屆聯誼大會2009

年9月在北美洲東南角的邁阿密舉行，

兩地對角相互呼應，顯現各分會團結向

心；伍理事長以本會及各分會做為政府

與各地僑界橋樑期許。

回憶起兩年前2007年10月在溫哥華

▲岡州會館百年歷史的匾額。

▲邁阿密經文處早餐會，曹立傑處長致詞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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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第一屆聯誼大會，中國國民黨還

是在野黨，薛盛華當時身兼馬蕭競選團

隊美加地區的總負責人，也因為本會聯

誼大會的召開，加國發給簽證，而邀

請時在美國訪問的蕭萬長取道溫哥華參

加造勢大會，留下一段僑史佳話；兩年

後的今天，第二屆聯誼大會在邁阿密召

開，中國國民黨取回政權，薛盛華以僑

委會副委員長身份蒞會指導。不管是處

江湖之遠的平民百姓，還是居廟堂之高

的朝服官員，他都是華僑協會的友人。

古巴早餐的特色是塗滿牛油的古

巴麵包（有點像法國麵包）、古巴香腸

（類似德國香腸，口味重鹹）、古巴咖

啡（將咖啡加入牛奶內，與我們熟知的

將牛奶加入咖啡中的飲法恰恰相反）以

及炒蛋，口味普通，但是這家餐廳來歷

可不尋常，因為任何政治人物競選時，

一定都會來這家餐廳拜票，當地流行一

句諺語是「來Versailles不一定會選上，

不來Versailles一定選不上」，歐巴馬競

選總統時也曾來過。

梅老長眠處獻上最敬禮

大多數在邁阿密居住四、五十年

的華僑和佛州古巴人一樣，都是逃離卡

斯楚暴政而渡海到佛州，故理事長梅

培德先生就是典型例子。當年卡斯楚以

槍桿子取得政權後，實行共產制度，採

取一連串的排華政策，導致大批古巴人

及華人出走，古巴經濟蕭條，人民生活

困苦。梅老定居邁阿密後，經商有成，

熱心公益，活躍僑界，曾經擔任美國安

良工商會總理及元老團主席，卒被經國

先生提拔出任兩屆監察委員共十二年，

2000年6月獲推舉出任本會理事長，2001

年11月在邁阿密成立第一個分會，2006

年5月前往倫敦出席英國分會成立大會

時，不幸病逝於旅途，享年八十有三，

可說是為了華僑協會而鞠躬盡瘁。他和

藹可親，視後輩如子嗣的風範，永令人

懷念。

邁阿密是梅老的第二故鄉，也是他

老人家長眠的地方，在其哲嗣梅惠照元

老（追隨其父職志，亦曾擔任美國安良

工商會總理，現為元老）陪同下，來到

墓前獻花致上最敬禮。鄧之鑂理事雙膝

跪於梅故理事長墓前祭拜，眼淚幾欲奪

眶。沈大川常務理事感觸尤深，因為當

年他陪梅老南征北討，出席各分會成立

大會，也在安葬大典中送他老人家最後

一程，觸景傷情，不能自已！

中午，邁阿密安良工商會會長盧

沾文、梅寶民於會所設自助午餐款待，

按僑社傳統先向關聖帝君上香頂禮膜

拜。梅惠照是全美安良工商會元老，代

表邁阿密安良工商會歡迎與會人員；薛

盛華盛讚安良工商會提升僑胞在美國主

流社會地位，無可取代；伍世文表示，

這是第二次來到邁阿密安良工商會，希

望兩會合作無間，服務僑胞。關聖帝君

牌位前楹聯：「忠心貫日月，義氣薄雲

天」，正是僑社寫照。

是晚七時，僑務委員梅惠照、葉

國鈞、徐彩惠等於大利餐廳聯合設宴款

待，菜單背面印有國旗，相當特別。

當晚十時，與會人員辦理報到手

續，除了總會代表團外，計有十五位會

長代表共九十一人與會，領取承辦單位

特製的手提包及大會資料。

升旗典禮開幕式

九月十日，上午七時集合，二十個

分會會旗全部出動，各分會成員各持自

己分會會旗圍繞成大圓圈，人聲鼎沸，

熱鬧異常，大家搶著要拍照，忙得拍照

人員團團轉。隨後魚貫移至升旗台，邁

阿密榮光會成員吹奏小號，國旗伴隨國

旗歌冉冉上升，儀式莊嚴隆重。

▲向故理事長梅培德先生獻花致最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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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時卅分舉行開幕式，分由

薛盛華副委員長、曹立傑處長及伍世文

理事長致詞。薛副委員長表示，「八八

水災」造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人間

慘劇，但是風水無情，僑社有愛，各地

僑社發起救災活動，令人感動，僑委會

永遠跟僑胞結合在一起，華僑協會總會

舉辦分會聯誼大會就是推展大僑社的理

念，「找回老朋友、鞏固現有朋友、爭

取新朋友」，他感謝本會為團結華僑所

作的貢獻。

曹處長說，今天參加他就任以來的

第一次升旗典禮，要求全體同仁一定要

出席，他以數字說明佛州的不平凡，佛

州人口1900萬，面積台灣三倍大，每年

吸引4000萬的觀光客，全世界最大的郵

輪停泊，產量世界第一的柑橘，前進中

南美洲的窗口，謎樣佛州，商機無限。

伍理事長表示，邁阿密是梅老的第

二故鄉，在此舉行聯誼大會意義重大，

十五個分會會長及代表齊聚一堂，共商

會務，為會史立下嶄新的一頁。

說來世界也真小，曹立傑就讀政

大時，趙國材教授是他國際法的啟蒙老

師，兩人分隔數十年再碰面，直呼地球

真的是圓的，轉來繞去，總會有碰面的

一天。

專題演講

十時至十二時，由邁阿密台灣貿

易中心主任劉義良演講「金融風暴下華

商如何拓展國際貿易」。他以貿易、失

業率、物價、景氣指標等四項分析台灣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認為台灣的經濟實

質面會持續改善，在經濟形勢看好的同

時，執行「新鄭和計畫」，協助世界華

商打入大陸內需市場，實現「逐陸」商

機；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全世界的華

人都不應該缺席，因為這是世博會百年

來第一次由開發中國家主辦，展館面積

與參展國家及地區都是空前的。

總會及分會會務報告

下午二時至五時會議，伍世文理事

長主持，分由總會常務監事召集人黃海

龍、五個委員會代表鄧之鑂（會務發展

委員會）、趙麗屏（個人會員入會審查

委員會）、梁兆坤（僑協雜誌編輯委員

會）、趙國材（法規委員會）、徐梅琴

（財產管理委員會）及秘書長謝國樞報

告會務。

續由與會十五個分會會長代表，

分別為吳北才（邁阿密分會會長）、陳

強（費城分會副會長）、林寶嫦（芝加

哥分會常務理事）、黃泰生（休士頓

分會會長）、黃浩源（華盛頓分會會

長）、梅錫銳（波士頓分會會長）、

鄧華一（加西分會會長）、陳洪鋼（夏

威夷分會會長）、沈弘毅（紐約分會副

會長）、鄭少強（英國分會會長）、何

宗乾（聖路易分會創會會長）、鄭偉志

（多倫多分會會長）、吳永存（蒙特婁

分會會長）、黃呂美蘭（澳洲雪梨分會

會長）、楊慶熙（紐西蘭分會會長），

報告各會會務。綜合各分會發言重點：

一是恢復設立僑教中心；二是發起賑災

募款活動；三是舉辦義診服務僑胞；四

是經驗交流，各分會以所在地特色發展

會務活動；五是結合老中青華僑，開展

包容性；六是舉辦座談會；七是舉辦春

節、端午、中秋節慶活動。此外，也

有部份分會就未能定期換屆改選自我檢

討，期希融入新血，活化分會。

英國分會鄭少強會長特就應對全球

金融危機，提出投資文化體育產業的構

想，在文化方面，建議拍攝飛虎隊陳納

德將軍事蹟；在體育方面，則是建議發

展足球相關產業。

紐約分會沈弘毅副會長準備了該分

會出版的《華美族藝文集刊》、《華美

族研究集刊》、《科技界的華美族》、

《新法拉盛集刊》等數十本，分發與會

人員，顯現了紐約分會李又寧會長在

「研究、著述、出版」的學者本色。

討論議案兩則，一為綠化植樹造

林永續發展，二為建議政府在海外設立

「中華學院」，會議決議請總會研擬具

體計畫分發各分會參考。

▲升旗典禮儀式結束大合影。

▲左起：常務理事事沈大川、理事長伍世文、
監事長黃海龍、秘書長謝國樞、邁阿密分會會
長吳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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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案，由謝秘書長宣讀泰國

華僑協會主辦第三屆聯誼大會公函。余

聲清主席係佛光山之友會總會長，適因

九月十日主持泰國佛光山寺動土大典，

不克前來，故以公函請秘書處於大會宣

讀，大會鼓掌通過會。

華僑之夜

下午六時至七時，歡迎酒會，邀請

當地政要及僑領與會。

晚七時舉辦華僑之夜，晚會前，海

爾利亞市長Julio Robaina和都瑞爾市副市

長MichhaelDipietto分別致贈伍理事長和吳

北才會長褒揚狀，並宣布9月10日為華僑

協會日。晚會在舞獅中揭幕，歌星楊燕

壓軸，義賣其ＣＤ、ＤＶＤ，所得部份

捐作「八八水災」賑災之用。

九月十一日上午，特地到邁阿密哈

瓦那區踩街，乍見數十位古巴老人在公

園玩麻將，打的應該是十六張牌，中華

文化深入古巴，可見娛樂不分國界，最

重要的是讓人忘憂解勞。

下午登遊輪，前往加勒比海巴哈馬

群島，睡夢中，清晨抵達巴哈馬群島。

巴哈馬群島由七百多個島嶼組成，

然只有卅個島嶼有人居住，主島叫新普

羅維登斯島，首都拿騷位於此島，也

是郵輪停泊處，當天除了所搭乘的郵輪

外，另有四艘郵輪停靠，至為壯觀。

拿騷基礎建設落後，除觀光業外，

幾無商業活動，惟其中天堂島上五星級

的亞特蘭提斯大飯店，外觀雄偉，內部

豪奢，大廳水族館環繞，盡賞加勒比海

海底生物。

閉幕式檢討會

9月13日上午，轉搭小艇至無人島大

登島海灘遊覽；下午二時於遊輪圖書室

舉行閉幕式，謝國樞秘書長代表泰國華

僑協會從吳北才會長手中接下主辦第三

屆聯誼大會印信，交接儀式簡單隆重。

伍理事長感謝吳北才會長及其領導的團

隊為主辦此次聯誼大會勞心勞力，或許

仍有不盡人意之處，但瑕不掩瑜，值得

肯定。常務監事召集人黃海龍除了讚揚

邁阿密分會舉辦本次聯誼會成功之外，

也提出兩點改進空間，一、閉幕式稍嫌

草率，交接儀式不夠莊重，若能於華僑

之夜晚會舉行交接儀式，則與會官員代

表藉悉第三屆聯誼大會將由泰國華僑協

會於2011年舉行，將更為莊重。二、會

議時間安排宜精進：此次聯誼大會僅安

排9月10日一天會議，上午專題演講，下

午二時至五時開會，僅三個小時要完成

總會及各分會會務報告、議案討論，時

間顯然不足。

奧蘭多人文之旅

9月14日一早，離開郵輪，前往奧蘭

多甘迺迪太空中心及迪士尼未來世界。

甘迺迪太空中心陳列美國從啟動登月計

畫、發展太空梭建立太空站到火星探勘

等所製造的火箭、登月艇、太空梭，站

▲上圖：華僑之夜，祥獅舞動熱烈氛圍。左下圖：海爾利亞市長Julio Robaina（左
二）和都瑞爾市副市長MichhaelDipietto（左一）分別致贈伍理事長（右一）和吳北才
會長（右二）褒揚狀。右下圖：楊燕義賣CD簽名。

▲乘郵輪遊加勒比海，巴哈馬碼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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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在這些龐然大物底下，才知人類要脫離

地心引力，直奔外太空所設計的複雜產

物，不僅是歷史的回顧，也可以說是美

國國力的展示。

迪士尼的未來世界直如「科技與

生活」結合的大觀園，園區內的世界之

窗完整移植中國、日本、摩洛哥等十一

個國家最知名的傳統建築，像是中國的

天壇、日本的鳥居、摩洛哥的阿拉伯城

堡等，不過最吸引筆者還是中國的天

壇，室內以360度環繞影片介紹中國的

5000年歷史，和一大群外國人觀光客觀

看介紹中國的影片，還是頭一遭，影片

的主講人是唐代詩人李白，從萬里長城

開始，流經大理石林、陽朔灕江、安徽

黃山…，而以上海浦東的摩天大樓作結

束，短短十分鐘的影片，卻足以捲起高

昂心緒，激盪澎湃。

9月17日清晨5時50分，中華航空的

巨無霸客機安抵桃園機場，為期九天的

邁阿密之行，在晨曦中圓滿落幕。

結語

邁阿密分會為籌備此次聯誼大會，

早在一年前即著手規劃，動員熱心菁英

（副會長王雲福、鄭博文，秘書長倪崧

岳，財務彭慰黎，公關李孟容…等），

組成堅強團隊，犧牲個人時間，全力投

入，再加上吳北才會長卓越領導及豐沛

人脈，獲得僑委會、邁阿密經文處、安

良工商會及榮光會等大力奧援，天時、

地利、人和，有以致之。行程安排從早

餐會、向梅老致敬、分會會旗齊揚、升

旗典禮、華僑之夜、郵輪之旅、閉幕式

等，可謂精心擘劃，深具創意。此行可

說是乘興而去，盡興而歸。（作者為本

會會員）

■鄧之鑂

前言

我一生中除了感激先父母的養育之

恩外，影響我人生的是兩位不同國籍的

長官，一位是我在美國氰氨化學公司退

休前的長官Dr. Donald Behnken ，他是

國際知名的數理統計大師；另一位是我

返國後參與人民社團的長官，本會（華

僑協會總會）梅故理事長培德爵士，他

是美國安良工商會前總理、元老團前主

席。

今年九月間，本會在邁阿密召開第

二屆聯誼大會，筆者有幸能代表會務發

展委員會出席，並於會中簡報，千里迢

迢繞過半個地球來到梅老墓園，在他墳

前親跪三叩，憑弔默禱。大會結束後，

乘坐郵輪前往巴哈馬，在島上向Behnken

博士深思哀悼。

國外就學就業時期（1959-1992）
1964年6月，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

後，偶然機遇，進入美國氰氨化學公司

工作，直屬長官就是Dr. Behnken，他是

數理統計研究部主管，我的職稱是數理

統計研究員，負責管理電腦資料中心。

Dr. Behnken是一位具有國際觀的長

官，在他領導部門中，我是惟一華裔員

工，他沒有種族歧視，非常尊重我的工

作專業，因此我們很容易相處。他的

嗜好是拉小提琴，夏天玩帆船，冬天滑

雪，是一位公私分明的好長官。在公務

方面，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教導我們做

事要認真細心及求證，千萬不要犯大

錯，有時候為了一個複雜的數理統計公

式，我們兩人在辦公室的黑板上從頭到

尾複習一遍，而不願去圖書館直接找答

案，這就是所謂的「溫故而知新」的道

理吧！如果我們同仁犯了錯，他絕不會

在第三者面前責備，反而幫我們解決危

機，事後他會單獨責備犯錯的同仁，並

勉勵以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這種待

人處事的態度，永遠銘記在心中，這也

是我日後擔任主管時，對我的部屬犯錯

的處理模式。

14 

▲邁阿密建築深具西班牙傳統特色。

懷念今生
最敬愛的兩位長官 

▲巴哈馬群島海景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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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 Antia Behnken在退休餐會上高舉帆  
  船造型的藝術蛋糕。攝於1983年。

▲梅培德故理事長曾任美國安良工商會總理、元
老，2003年10月率團訪問美國安良工商會（上）。
拜訪紐約中華公所介紹李又寧會長（下）。

1983年某一個上午，他邀請我到他

的辦公室談公務，這次晤談得悉他將向

公司提出退休計畫，並在香港訂造一艘

40呎長的豪華柚木帆船，準備航行到巴

哈馬規劃他的退休生涯。他真誠地告訴

我，他有心臟病及嚴重的頭痛之苦，因

此準備提早退休，筆者追隨這位慈祥的

長官已長達19年，當時非常驚訝，淚水

充滿了眼眶，久久不能自已！為了感謝

他19年來的教誨及照顧，在家中舉辦了

隆重餞行餐會，邀請同仁參加，內人特

地烘焙帆船造型的藝術蛋糕，祝他榮

退，實現夢想。

一年半後，他剛度過六十大壽。

某日清晨，他與他的連襟在海邊例行慢

跑時，突然跌倒，我猜想可能是心肌梗

塞，猝死在沙灘。消息傳到公司，曾追

隨過他的同事們均感到驚訝，並向他的

家屬致節哀之意。

國內居留時期（1992年迄今）

1992年秋天，返國定居後，參與各

種民間社團工作。在本會前理事長高信

任內，先父成為會員，並當選監事、常

務監事。因為陪同先父常到會所開會，

因此與前常務理事陳鶴齡先生相識，

1998年，經由陳鶴齡伉儷推薦下，經審

核通過成為會員，當時理事長為張希

哲。

1999年1月，陳鶴齡先生邀我前往

台北富都大飯店餐敘，步進二樓大廳，

立即注意到一位紳士風度的長者，身體

健康，紅光滿面，加上慈祥的笑容，令

人愉悅，如沐春風。陳先生當即介紹這

位長者與我認識，他就是美國邁阿密僑

領、前任僑選監察委員，時任世界廣東

同鄉會理事長的梅培德先生，當陳先生

提及先父鄧傳楷之名時，梅老很謙和告

訴我，他與先父是舊識，一同為國家及

海外僑胞服務。先父當年參與國際奧林

匹克及國際童軍會議，因此認識很多海

外僑領。

餐敘中，得知梅老有意參選本會

第十五屆理事長，他曾擔任美國安良工

商會總理及元老團主席，以他多年來在

海外僑社服務的豐富人際關係，領導本

會發展會務，殆無疑義。我向梅老簡報

僑居美東35年的情形，在短暫交談中，

似乎又拉近了梅老與我的距離。梅老以

高票當選第十五屆理事長，再以高票連

任第十六屆理事長，我幸運地當選了第

十五屆常務監事及第十六屆常務理事，

與梅老接觸時間久，更瞭解他是位德高

望重、平易近人的長者，同時也是一位

得民心的好長官，追隨梅老，深感榮

幸，獲益良多。

梅老上任後，全力整頓及推動本

會會務，首先從秘書處著手，在人事方

面，安定及精簡人力，裁減職務重疊的

副秘書長職位，員工的平均年齡下降，

平均學歷提升；在財務方面，開源節

流，穩定租金收入，理事長及監事長都

是義工，不支薪資及車馬費，發揮了領

導者的清廉作風；辦公室設備加強現

代化，利用電腦的運作，透過網路可與

世界各地僑社及各分會溝通聯繫；《僑

協雜誌》由季刊改為雙月刊，在編輯委

員會努力下，內容更豐富，配合具有創

意及藝術圖片，頗受讀者喜愛。此外，

梅老成立「會務發展委員會」，由常務

理事陳三井擔任主任委員，筆者也被聘

為委員之一，該委員會是本會對未來發

展的最高智庫；而為了吸收優秀華僑菁

英加入本會，梅老特別成立「新會員入

會審查小組」（後易名為「會員入會審

查委員會」），荷承梅老的器重與厚

愛，受聘為審查委員。2000年民進黨執

政，僑居海外的傳統僑社返國參訪的僑

胞愈來愈少，致與本會逐漸疏離，有鑑

於此，梅老秉持國際化的宏觀理念，辛

苦奔走海外僑社，在梅老任內先後成立

十四個分會，除了澳門、紐約、夏威夷

及英國四個分會外，其他十個分會成立

時，筆者自願參加祝賀團，追隨梅老參

與分會成立盛會，並衷心感謝梅老栽培

任命筆者為副團長。

海外分會成立的目的，在於加強

海外僑胞與僑社之間的聯繫與團結，平

時因個人工作忙碌的關係，除了必要性

的會議，筆者很少到會所造訪梅老，每

個分會成立時總會均會組團祝賀，與梅

老在海外相處時間比較多，更進一步

瞭解他的為人處世之道「不計較，不比

較」，這六個字展現出他的見識廣博與

多才多藝。

分會成立大會典禮上，他都親自

一一介紹每位團員，讓每位團員有參與

感，受到尊重。記得有一次在某個分會

成立大會典禮上，介紹到我時，稱「鄧

之鑂博士」，我非常訝異，待典禮結束

時，我向梅老說是我僅是碩士而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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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伉儷、梅培德理事長合影，攝於1993年11月。

▲上圖：作者向梅故理事長致跪禮。中圖：與梅
故理事長哲嗣梅惠照顧問交談。下圖：作者於聯
誼大會上報告會務發展委員會業務。

回答說：「有這麼多博士在列，不僅是

本會的光榮，也是我的光榮！」雍容大

肚，令人欽佩。

他長期在海外經商，沒有染上在國

內一些官僚的陋習，講實話，做實事，

不打太極拳，他真正是位值得我們晚輩

尊敬及追隨的好長官。

梅老不幸在2005年5月25日參加英

國分會成立大會旅途中病逝，為本會鞠

躬盡瘁，功在本會。喪禮於2005年6月17

日在邁阿密舉行，按理說，他既是長輩

又是長官，應當親自前往邁阿密參加他

的告別式，見他最後一面，無奈筆者在

2004年底動了一次頸脊大手術，右腿無

力，行動不便，因此無法親臨弔唁，無

疑是今生最大憾事。

藉本會第二屆聯誼大會在邁阿密舉

辦之便，前往梅老墓前，跪下叩頭，並

獻上紅玫瑰花，成全我對梅老的永遠懷

念。

結語

筆者感謝華僑協會總會給我機會，

參加在邁阿密舉辦的第二屆全球聯誼大

會，今年九月九日清晨五點抵達邁阿密

國際機場，邁阿密分會會長吳北才先生

率領分會同仁前來迎接我們，本會伍理

事長及沈大川常務理事早兩天抵達邁阿

密，他們也趕早到機場接我們，到Sofitel

旅館登記入住二晚，我們在旅館休息兩

個小時後，由台北駐邁阿密經文處曹立

傑處長邀請我們前往古巴餐廳「凡爾賽

宮」用早餐。此餐廳是法國式建築，古

巴式牛奶咖啡為該餐廳的特色，據說曾

有很多古巴及美國的上流貴賓們均到此

餐廳用過早餐，並給吃過早餐者帶來好

運。

早餐完後，全部人馬到梅老墓園致

最高敬意，本會由伍理事長率領廿一位

團員行三鞠躬禮，並獻上莊麗花圈，然

後僑委會薛副委員長及曹立傑處長先後

獻上花圈致敬。筆者與沈大川在台北出

發前，已拜託邁阿密分會鄭博文副會長

代購兩打玫瑰花，並分給本會團員每人

一枝，向梅老致敬，以示心意；最後筆

者就地跪下，向梅老連叩三個頭，以完

成我心中多年來的願望，補償筆者未能

參加他的告別式的遺憾。

九月十日上午7點，在旅館前集合，

舉行隆重的升旗典禮及開幕儀式。除了

總會及分會代表成員外，被邀請貴賓有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薛盛華、經文處處

長曹立傑暨同仁、邁阿密安良工商會會

長盧沾文、僑務諮詢委員梅惠照（梅老

公子）等，在海外能見到青天白日滿地

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徐徐升上旗桿，並與

美國及法國國旗同時在空中飄揚，內心

非常高興激動。典禮完成後，上午九時

舉行第一次會議，由邁阿密台灣貿易中

心劉義良主任主講「金融風暴下華商如

何拓展國際貿易」，劉主任並提到台灣

外貿協會在美國設有五個貿易中心，協

助華商與政府間聯繫橋樑。

午餐後舉行第二次會議，先由本會

各委員會代表報告，接著各分會代表報

告，並討論及表決第三屆全球大會由泰

國分會接辦。晚上六點半，歡迎酒會，

與邁阿密僑界共聚話僑情；七點，「華

僑之夜」開始，邀請當地市長、議員等

貴賓，播放本會十分鐘的簡介光碟影

片，也是本會光碟製作小組的處女秀，

筆者也在現場陪同觀賞。

九月十一日上午參觀及遊覽邁阿密

市區，下午二時進入八萬噸的豪華郵輪

Norwegian Sky，作為期四天三夜的加勒

比海旅遊。九月十二日上午抵達巴哈馬

島，我們包租了三輛中型巴士，花了二

個半小時作環島之遊，自由參觀攝影。

筆者在經過巴哈馬海邊沙灘時，默念我

追隨19年的美國老長官Dr. Behnken，他

是在晨跑時，猝死在巴哈馬沙灘上。

筆者謹以此文哀悼這兩位敬愛的長

官，你們安息吧！撰文完成時正逢颱風

夜，長夜漫漫，風雨淒淒，惟有你們兩

位偉大的精神永遠伴隨著我。（作者為

本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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