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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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72 73

2012年5月《僑協雜誌》134期 2012年7月《僑協雜誌》134期

理事監事選舉執行小組」，前後召開五

次會議，先後完成「執行小組編組職掌

表」、「應辦事項日程表」、「編組工

作進度表」、「正式會員名冊暨失聯會

員名冊」、「參選人員資格審查」、

「 參 選 名 單 排 序 」 、 「 選 舉 執 行 計

畫」、「選舉公報」等等，並處理監事

會建議有關第18屆理事監事選務工作注

意事項。

此 外 ， 於 4 月 1 日 舉 辦 「 選 務 講

習」，除了本會編組的理事、監事參與

外，實踐大學支援師生19位則是全員到

齊，熱烈發問，展現了年輕人充滿朝氣

的活力與熱情，愚人節展現大智慧，大

智若愚。

4月8日選舉當日上午九時不到，鐵

城堂大廳已經擠滿了要報到的會員，為

能迅速消化報到人潮，事先規劃分六組

報到的實務經驗奏效，不到十時出席會

員已過半。期盼，今後的會員大會每位

會員都能像本次會員大會一樣，準時開

會。

開票實況

大會首先由主席報告召開本次會

員大會的主要目的，旨在選舉第18屆理

事、監事，復由秘書處報告選舉注意事

項，在大會同意停止報到後，由實踐大

學學生分六組發選票。

經驗票，理事票廢票4張、有效票

376張，監事票廢票3張，有效票377張。

理事有效票均分五組開票，監事票集中

於第六組開票，按上次第17屆選舉經驗

原以為監事票候選人只有18位，僅及理

事候選人62位的三分之一弱，應可以先

完成開票作業。詎料，硬是較理事票晚

了三十分鐘才完成，這算是規劃選務意

料之外的事。有時，經驗法則還是會出

差錯。

此次換屆改選由於籌備得宜，選舉

均按計畫執行，公正、公平、公開，流

程順暢，無人因選務安排而有異議，可

以說是一次相當成功的選務，應驗了古

人所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慧

語，全體會員俱是贏家。

▲第17屆理事長伍世文宣佈當選名單。

第1次理監事會議

4月23日，也就是會員大會二個禮拜

後，舉行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除林煜請

假外，其餘均出席。由出席30位理事選

出常務理事9位、再由出席30位理事就9
位常務理事選出理事長。出席9位監事選

出3位常務監事，復由3位常務監事互相

推舉1位出任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理事由沈大川、黃東祥、陳三

井、黃  河、黃海龍、夏誠華、趙麗屏、

林齊國、鄭安國等九位勝出；常務監事

則由黃可真、吳鴻發、李兆民等三位獲

得青睞，共推黃可真出任監事會召集

人。

本次會議最重要的任務即是理事長

選舉，這是關乎本會未來發展方向的關

鍵時刻，由出席30位理事來共同決定。

當沈大川提出「請有意競選理事長者，

表明態度並發表政見」之程序問題，獲

得同意後，態勢立即明朗，有意角逐者

發表政見。

競選理事長政見發表

陳三井說，本會即將邁進70年，

而他加入本會已近20年，為了迎接新時

代，開創新局面，本會在會務結構有三

項改革意見。

第一是領導階層結構改革，若本會

理事長是權力的化身，他贊成權力要分

享，而不是集中在一人身上；若理事長

是一種責任，那他贊成責任應當分攤；

若理事長是服務工作，他贊成大家一起

來分勞。他建議，將來除了理事長外，

另增加1-3位副理事長，跟理事長分享權

力、分攤工作、分勞分憂。

第二是強化各委員會功能及運作，

他不客氣地說，以前會務發展委員會並

未發揮最大功能，癥結在於未能分工，

他建議將會務發展委員會一分為四，那

就是：促進兩岸關係研究發展委員會、

分會聯繫與協調委員會、學術發展委員

會，這三個委員會分由副理事長掌舵；

此外，目前本會會員有四百多人，除了

三節之外，很少有活動，因此將成立會

員活動暨歸僑聯誼委員會，藉由活動凝

聚向心。

第三是全面推動志工制或義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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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本會經費。

以上這三點應是大多數會員共同的

心願。

最後，他以「讓我們一起來打破過

去省籍界限，超越傳統同鄉會的藩籬，

華僑協會是大家的，大家共同營造一個

團結和諧、溫馨氣氛的大家庭，就像

今天的選舉，雖然很緊張，但是相當平

和，這種氣氛就是我們要追求的，也是

我們開展會務最有利的條件。我今年已

經75歲了，本來沒有出任理事長的生涯

規劃，感謝同仁熱誠，我鄭重宣佈只作

一任，絕不戀棧。」作結語，贏得大家

掌聲。

黃海龍則是呼應陳三井的發言，他

認為，僑協沒有小圈圈，小團隊，只有

大團隊，老幹新枝同發芽。選舉是一時

的，情誼是永遠的，期望新當選的理事

長能活化本會與海外分會、僑社及兩岸

關係，關懷會員，照顧員工。 
鄭安國則以他服務海外30幾年公職

經驗，強調對僑務工作的瞭解與作法，

他提出幾點：第一是營造僑協成為一個

溫馨的大家庭而不是官府，成為大家想

來且經常來的地方，剔除省籍觀念，

來僑協作志工。第二則是資源作適當配

置。第三則是提升僑協在海內外僑社及

社會地位，讓全體會員以身為僑協人為

榮，而不是給會員福利。第四，認同陳

三井構想，以行動加以落實。

陳三井榮膺理事長

理事長選舉結果，陳三井榮任本會

第18屆理事長。

4月27日，舉行第18屆理事監事就職

暨第17、18屆理事長交接典禮，老幹新

枝，期待華僑協會總會的明天會更好，

好上加好，帶領本會邁向另一個新的里

程碑。（作者為本會會員）

本會第18屆理監事選舉的分析
▓油  燈

本會每四年一次的大選，業於4月8
日（星期日）順利完成，接著4月在23日

選出了理事長、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

人、常務監事，4月27日新當選者宣誓就

職，本會在創會七十週年時，能邁入一

個嶄新的階段，實是非常可喜之事。

我們分析這次的選舉，有幾個蠻有

趣的數字，似值大家注意。

首先，在理事的性別方面，男性計

有22位，女性9位。監事則為男性7人、

女性2人，雖然男性顯然較多，但女性理

事、監事在能力、聲望方面，絕對不比

男性遜色，像監事會召集人黃可真就是

一個顯例。

其次，我們再看看40位理事監事

中，代表性涵蓋幾達全世界，這也證明

我們華僑的力量無遠弗屆。

其中印尼華僑人數最多，計有鄧平

亮、徐梅琴、丘亮實、李兆民、黃河等

五人。越南三人，李培徽、黎愛珍、吳

光定。美國有三人，沈大川、王中導、

黃東祥。緬甸二人，趙麗屏、藺斯邦。

寮國一人，林齊國。高棉一人，吳鴻

發。泰國一人，林煜。阿根廷一人，高

仁河。澳洲一人，黃呂美蘭。

在籍貫方面，31位理事為：廣東有

12人，男性9人，女性3人。閩台有8人，

其中台灣6人、福建2人，男、女各為4

▲本會第18屆女性理監事，左起：理事黃若瑛、黃呂美蘭、林庭安，監事會召集人黃可真，
常務理事趙麗屏，監事黎愛珍，理事張明玉、沈寶玉、王幼琳、徐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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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理事長陳三井與常務理事鄭安國互道恭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