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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以致斷了層，但現也無從追問原委

了，因為梅老及前秘書長朱紹宗都已先

後駕鶴仙遊，他們兩位對本會貢獻常駐

會員心中，永久流傳。梅老豁達大度，

察納雅言，若是上蒼假年，經旁人點

醒，一定會按程序提理事會備案的。這

算是作業上的小疏忽，姑且歸類為不小

心的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

舊會徽與新會徽的設計人都是趙

從堂。趙從堂，印尼僑生，年過九旬，

熱愛本會，曾經小中風，有點失憶，但

身體健朗，今年4月8日，由女兒陪伴出

席本會第18屆理事監事選舉。早年是政

治作戰學校美術系教授，國軍《勝利之

光》月刊由他一手規劃，於民國42年7月

創刊，是第一任總編輯，《勝利之光》

走過了將近一甲子的歲月，現仍是國防

部的主力畫刊，國軍官兵的精神糧食。

本會舊會徽脫稿於民國41年，新

會徽殺青於民國93年，相隔超過半個世

紀了，會徽的演進，代表本會的與時俱

進。新舊版會徽在設計構圖上雖然略有

不同，但是所象徵的華僑精神卻伴隨華

僑協會總會在海外僑社飄揚，我們要向

設計人趙從堂致上最敬禮，同時對沈大

川追根究底、鍥而不捨的考證，表示欽

佩之意。

華僑協會總會一路走來，已跨過

「人生七十古來稀」的門檻，70個寒

暑、2萬5千多個日子，確屬不易。未來

的另一個70年歷史，有賴我們大家一起

來寫，不要讓前賢專美於前，才不辜負

前輩先賢辛苦建立的基業。（作者為本

會會員）
▲本會會徽設計人趙從堂。

永懷鐵老世丈
僑協創立七十週年紀念感言

▓陸景武

華僑協會總會成立於民國三十一

年五月，是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吳鐵城在陪都重慶所首創。關切規劃僑

務是鐵老的素志，抗戰期間奉命訪問南

洋，宣慰僑胞，歸而謀發展僑務益殷，

乃創建南洋華僑協會。抗日勝利，民國

三十六年秋，在南京召開大會，擴展業

務於全世界，始更名為華僑協會總會。

七十年來，鐵老創會協贊僑務、鼓舞僑

情的主旨一直被歷屆理事會謹守遵行，

因此會務蓬勃，分會遍及世界五大洲，

可謂蒸蒸向上，日新又新。

吳鐵老畢生獻身黨國，功勳卓著，

是我一位永遠崇敬感念的父執大老。我

之所以有幸被他視為晚輩世侄，是因為

先父陸公匡文與他有同志、同事種種情

誼。他們出生於晚清，同為接受革命思

想啟廸的新青年，辛亥年一九一一武昌

首義成功，影響之下，他們都是在起義

地鳴響第一炮、奮不顧身衝入滿清道台

衙門的革命志士，祇是地點不同，鐵老

在江西九江，家父在廣東高州；時間亦

稍有先後，鐵老的九江革命發動於辛亥

年十月廿三日，家父的高州起義是十一

月十三日。中華民國成立後，廣東省提

倡地方自治，實行縣長首屆民選，吳鐵

城膺選為原籍香山縣（後改中山縣）縣

長，家父亦當選為原籍信宜縣縣長。民

國十二年，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

義駐驆廣州，鐵老出任大元帥府參軍，

家父擔任大元帥府秘書，二人因報國壯

志相投而成莫逆。

值茲華僑協會總會創立七十週年之

慶，紀念吳鐵老的論著宏文多有推出，

拙文僅提供個人親炙鐵老以及領受教益

的所見憶述，顯其令人永懷難忘、睿智

親和的形象。

童稚眼中的吳鐵老

我出生成長在廣州市東山的梅花

村，民國廿六年五月一個初夏的早上，

近隣傳來一片歡聲笑語的喧騰，我出門

一看，路上已停滿汽車，好不熱鬧。當

時我年方七歲，是充滿好奇心的幼童，

循聲走到附近一間院門大開的宅邸，往

裡細瞧，衹見一位個子高大，國字方正

臉貎的陌生人正被大家簇擁着，恭喜

着。他戴着黑框眼鏡的雙目烱烱有神，

滿臉歡笑向客人拱手道謝。他聲音宏

亮，說的是廣州白話，卻帶有外地的口

音。我不知道他是誰，但直覺地對他有

好感。没有一點怕畏他，心中很想親近

他（我成年後才體會到這就是魅力）。

我回到家裡，一見到父親，便請

問父親今晨很多人和他握手道賀的人是

誰？父親很莊重的告知我，他是剛搬進

我們梅花村居住的新任的廣東省主席吳▲本會海外分會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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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城伯伯，是一位鼎鼎大名文武雙全的

革命開國元勳。從此，吳鐵城這個名字

便深深印入我幼少的腦海。與我於兩年

前曾見過教導過我的胡漢民公公同樣受

到我最高的崇仰與欽佩。我有幸童稚時

就親遇聽聞他們兩位的教誨眼見這兩位

辛亥革命的率領者的風儀。我一生受益

最大、感激最深、崇拜他們的忠黨愛國

無私的犧牲精神，成為國父孫中山先生

革命重要的執助者。

過了幾天的一個夜晚，鐵老由父

親陪伴步入我家「匡盧」時，我正跨坐

門口石獅子玩耍，父親即時要我下來，

規規矩矩的站好，恭恭敬敬的向吳伯伯

鞠躬請安，父親對吳伯伯說：這是我的

幼兒，名叫景武，現正在梅花村裡的第

八七小學讀一年級，是很聽話、懂事的

孩子，很喜歡聽大人說話的。」吳伯伯

非常和藹可親的笑着誇我有禮貎，聰明

可愛，教養很好，將來一定能成『大

器』。他的嘉許鼓勵雖然簡短幾句，

我卻已牢牢記住，我會成『大器』。可

以說鐵老給我的見面最珍貴的不是禮物

的東西，而是成大器的期許與精神的激

勵。

鐵老名言洞察先機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

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

鐵老在北伐末期，銜命赴東北說

服張作霖與張學良父子，促使東北易

幟，歸向中央政府，達成全國統一的局

面。這非具有「過來人的說服魅力，慧

眼獨到」的政治家感召力，與「寬容誠

信、肝膽相照」與外交圓融的手法所

能成功的。雖易幟的成功非鐵老一人所

能成就，而張群（岳軍）、馬超俊（星

樵）、蕭同茲等人協力促成有以致之。

鐵老激勵青年從軍的熱潮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

軍，當抗戰最危急的關頭，日寇侵華瘋

狂轟炸陪都重慶陷入最艱困的存亡之

際，鐵老奉命提出振奮人心、同仇敵愾

的知識青年救國從軍號召，發動了這一

保衛國家、投筆從戎的簡明激發愛國熱

情的口號，獲得滿腔熱血的青年，熱烈

從軍抗日的勝利。

報章傳到全國各地，我其時正在就

讀從廣州遷來我鄉間信宜水口村的廣東

省立廣雅中學初中三年級，受到了鐵老

具有極大吸引力的呼喚，曾心動而有從

軍之想。可惜我的年齡未達十八歲，從

軍的資格而作罷。日後在所知所識的較

我大好幾歲的學界朋友當中，從軍暫休

學業直至抗戰勝利後復學才畢業，並獲

得很大成就的學術界人士，便有數十人

之多，譬如知名的國際法學家，國立政

治大學故校長陳治世博士，便是其中之

一；他從青年軍退伍後立即復學，成為

遷回南京正式命名為國立政治大學第一

屆外交系畢業生，終獲崇高教育家及法

學家的學術地位。

謁見鐵老面聆教誨

民國42年6月，我畢業於香港大學，

向僑務委員會申請組成「海外知識青年

致敬團」，能成行者全團共十七人。都

是港澳美應屆大學畢業嚴格篩選的團

員，我被推選為團長。於七月廿五日搭

乘輪船由香港抵達台灣。從基隆港登岸

開始，一切食宿及訪問行程，均由僑委

會負責接待安排。

我父母已在台灣台北市新北投定

居，這是我初次來台，由僑委會妥善招

待全體團員居停於有溫泉設備的新北投

僑園招待所。距離父母租居的住處很

近，夜間活動完畢後，我便下坡回到父

母家裡探望，很為方便。對我而言，

此行返台，不僅達到「致敬」、「訪

問」、「參觀」、「觀光」、「旅遊」

多種目的，更可探親向父母請安的暢聚

天倫之樂。

致敬團正式行程為兩週，極為意

外地，我們在鄭彥棻委員長的陪同着，

進入總統府晉見蔣總統，感蒙總統親自

一一點名，垂問我觀感，這是我一生最

大的榮寵，永銘不忘。也拜會了青年導

師蔣經國主任，出席歡迎酒會。接受省

主席俞鴻鈞邀宴，拜見了很多元老、政

要及名流請益：如于右任、馬超俊、葉

公超、高信、沈昌煥、梁寒操及陳濟

棠、余漢謀、馬紀壯將軍及余俊賢、伍

根華、張希哲立監委員等人。

行程結束，自由活動，我便回家陪

伴父母，聆聽訓諭至感歡欣。一天，父

親的熟朋友，有「嶺南才子」美譽的祝

秀俠世叔來訪，知我此行有機緣見到不

少大人物，尚未能見到鐵老。於是他特

別提醒我，不能不去拜候鐵老聆教。父

親聞言甚喜，連忙請祝世叔為我安排。

記得八月十二日上午，我父子由祝世叔

陪同，一起專程到台北市南昌街華僑協

會總會舊址拜訪鐵老世丈。

鐵老已在會客室等候，見面一陣熱

情的寒喧握手，我注意到年近古稀的鐵

老依然精神飽滿、氣宇軒昂，笑容溫馨

親切如往常，衹是說話聲音稍弱而已。

為鐵老執筆記錄回憶錄的祝秀俠先生，

先為我詳加介紹：「這是陸匡老的幼

子陸景武君。今年二二歲，剛從香港大

學經濟系畢業，便組團來台向蔣總統致

敬，並作環島參觀訪問，今天特別來向

鐵老請安請教。他童年時在廣州梅花村

曾多次受過鐵老教勉的」。我一如從前

在鐵老面前立正鞠躬致敬。父親在旁也

談及在廣州梅花村為芳鄰的往事，鐵老

若有所思的哈哈大笑，頻頻說好，他見

到我的長成，感覺高興與愉快。

賓主在會客室落座，鐵老要我靠近

他，坐在他左邊的椅子。他慈祥親切地

拍着我的手臂說：「你剛從港大畢業，

就組團來台向總統致敬，探望父母，可

見你忠誠孝道，是難得忠貞有為的才俊

青年。」又語重心長的勉勵我：「國家

現在宣導『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

代」的契機，正需要青年的新血，你必

會有光明的前途。你要爭取機會赴英美

深造，自強不息，學習歐美的先進管理

科學，為國服務。」我恭聽完他的鼓勵

訓勉之拳拳期許後，我拿出一本小冊，

請鐵老世丈賜贈嘉言。他用鋼筆題了八

個字給我：「學問濟世、為國效勞」為

景武世兄勉之。吳鐵城四十二年八月

十二日於台北

我們不敢打擾鐵老太費神，即行告

辭。雖時間不長，但已令我深切體會到

鐵老真摯如對待子侄的期許之厚愛。

文化大學大成館設鐵城堂

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晨，

不幸鐵老猝逝於台北寓所，舉世驚悼哀

痛。國失忠貞之勳賢，黨失開國之元

老，僑胞痛失愛護之良師益友，我失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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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誨我的世丈。

中國文化學院（後提升為大學），

張其昀創辦人，為紀念吳鐵城先生對黨

國的豐功偉業，特於鐵老逝世十週年之

日在華岡該校大成館建成後，於中國

文化研究所四樓東邊樓閣闢一室為「鐵

城堂」，陳列鐵老生前的照片及各種資

料、講稿等等供師生閱覽，以資景仰。

張創辦人曉峯先生自撰『鐵城堂記』，

其中文字描繪鐵老為人，栩栩如生，謹

摘錄數段以饗讀者：

鐵老之名遍天下，這實在是他肯做

事、肯服務、肯負責、敢作敢為所換得

來的美稱。

鐵老一生經歷，則為黨、為政、為

軍、辦報、辦警、辦外交，幾乎無一不

涉，無一不通。

鐵老一生坦白真摯，待人誠懇，處

事公允。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莫不稱

道其豁達大度。他有磅礴的胸襟，堅強

的意志，和藹可親的風度，軒昂奮發的

氣宇，和不耻下問的精神，令人永遠不

能忘懷。

「鐵城堂」擇於民國52年11月19日

上午由張創辦人主持開堂簡單儀式，應

邀觀禮除了有關首長貴賓外，鐵老故舊

僚屬、親友、教授及學生濟濟一堂，我

亦係參加紀念活動者之一。

後來我應聘為文化大學英文系副

教授、教授，後擔任觀光系及研究所專

任教授多年。上課的教室多排在「大義

館」，對面正是「大成館」，授課之

餘，我時常進去「鐵城堂」，對着鐵老

的遺像鞠躬，默念他對我的期許與教

誨，赴英美留學深造，毋負他的殷望，

研修觀光管理專長，才能樂育英才數十

年，以所學新知濟世。至今我已年逾

八十，仍覺餘勇可賈，若有濟世使命，

必攘臂而出，不願人後也。（作者為著

名國際觀光旅遊學者專家）

美洲秉公堂中華民國訪問團來訪

老幹新枝 明天會更好
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第1次理監事會議紀實

▓衣   谷

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

華僑協會總會每四年一度的理事、

監事換屆改選，101年4月8日於鐵城堂

舉行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由第17屆理

事長伍世文主持。親自出席會員256位及

委託出席會員124位，一共380張選舉票

中，選出第18屆理事卅一位、候補理事

九位、監事九位、候補監事三位。

當日下午2時50分理事選舉結果正式

出爐，監事當選名單則於3時20分揭曉，

當選名單經主席宣佈後，再一次完成本

會歷史性的階段任務。

理事監事當選榜單

理事，連任者22位、新科9位；監

事，連任者3位、新科6位。當選名單如

下：

理 事 3 1 位 （ 按 得 票 數 排 序 ） ：       

黃  河、鄭安國、伍世文、王幼琳、       

沈大川、林齊國、陳三井、黃東祥、

黃海龍、趙淑倬、查重傳、張明玉、       

李培徽、夏誠華、趙麗屏、鄧蔚林、    

李本京、徐梅琴、劉平衡、黃宏梓、   

林  煜、林庭安、高仲源、王中導、 

藺斯邦、丘亮實、蔡嘉鈞、沈寶玉、           

黃若瑛、張啟雄、黃呂美蘭。

監 事 9 位 （ 按 得 票 數 排 序 ） ：         

吳光定、李兆民、謝國樞、魏三郎、   

黃可真、吳鴻發、黎愛珍、高仁河、   

鄧平亮。

選務講習

為了「公平、公正、公開」籌辦

此次選舉，首於100年6月成立「第18屆

▲大會即景。

美洲秉公堂中華民國訪問團一行38人，由總理徐楚南帶領，4月24日上午拜會行
政院院長陳沖後，即來總會拜訪中午拜會本會，受到熱烈歡迎。

美洲秉公堂具有130多年的歷史，秉持尊重自由民主、崇尚國父孫中山先生三民
主義的精神與理念，與本會宗旨完全相符，大家目標一致，賓主盡歡。（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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