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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吧！」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執掌安

全之筏：「我是時間老人。」誠信以

「何以拯救？」求解，老人微笑作答：

「只有時間才知誠信多麼重要！」

時間老人於回程中，指著翻船沉

沒的「快樂」「地位」和「競爭」，意

味深長地說：「沒有誠信，快樂不會長

久，地位只是虛幻，競爭也終將敗下陣

來。」

若從佛、道二家觀點，體會這則寓

言，因果報應，如影隨形，遲早必至，

所以修心行仁，惜福惜緣，實屬進德修

業佳徑，職場當中，尤忌恃寵而驕狂，

不知謙以受益，滿則招損，昧於自省個

人缺失，這種「不自知」，是愚令智

昏，自掘墳墓，時間也在證明，福田必

須自耕，若得自巧詐奸邪，理無久享。

報人風範王惕吾
一生以正派辦報的聯合報創辦人

王惕吾，其謝世之時，報系同仁為文追

思，數月不斷，且都情懇詞切，該報在

艱困經營之際，王惕吾可以拍拍同仁肩

膀，傾其金飾存款挹注，共度難關，因

為老闆執著誠信，他的舊屬劉振志在悼

詞中，有「謳動薤露，送公歸去，斷腸

處，風雨淒其，千載後，回首今日，丹

心付與青史，正氣留在天地。」之句，

毫無虛飾。

《經濟日報》徐佳生，追隨「惕

老」二十七年，只因為這位全國最大民

營報紙發行人，竟然能夠欣賞一篇在報

上發表的文章，從非親非故，經由約

見、鼓勵，而慨允當時只是個侍役的窮

學生，服完兵役再投效，雖屬點水之恩

的誠信，卻贏得湧泉相報的碩果，一個

單位或團體，能夠做到員工在職時有

「情」，離開時有「義」，就能可大可

久。

發行三十萬份的《覺世》旬刊，曾

有一則〈星雲說喻〉，亦足發人深省。

業績極佳的一家公司王姓董事長，由於

個性嚴肅，即使連回家吃飯也甚少與家

人交談，一日午餐，菜色中有特製清蒸

板鴨，惟僅具一腿，引起質疑，主婦的

解釋是：「我們家養的鴨子都只有一條

腿，不信可到後園池塘看個明白。」實

事求是的王先生立即前往，果如所說，

原來鴨群午間休酣，在水中僅豎一腿，

先生靈機一動，鼓掌驚動鴨群，結果隻

隻兩腿急伸滑行游走，夫婦為之莞爾，

太太乘機幽默解頤：「有了你的掌聲，

鴨子才會有兩條腿呵！」不吝予人以掌

聲即是仁者的厚德，但須揚善而不隱

惡，尤貴在慎，勿為庇護一株病樹而砍

伐一座森林，世有視劣石為良玉者，若

非失察，是謂心盲。

筆者多年前赴港探親，當時港英

限制居停頗嚴，機場移民官於入境證上

誤批倍增留港期限，我為慎重起見，按

原規定到署申辦延期，承辦人檢視簽注

說：「我們同仁給了你超限的簽署，即

使錯誤也有效，你可以省下六十港元的

簽證費了！」這說明授權與責任的承

擔，不因屬員的疏失，而做抽樑換柱，

傷及大信的措施，這種不作「推翻前

議」的態度，確認一方被尊重，也令當

事人對整個機構的辦事效能，留下值得

讚美的認知，誠信而有徵也。

明代憨山德清大師有「世事由來

多缺陷」醒世歌，說「是非不必爭人

我。」但若道之不存，我們就一無是處

了。（作者為本會理事）

感情上相互關懷
事業上相互扶持

僑協「與歸僑有約」座談會報導

▓衣  谷

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為深

化與國內歸僑團體情誼，增進瞭解，擴

大合作，8月21日邀請越南、高棉、寮

國、緬甸、印尼歸僑協會等五位理事長

來會座談，同時請會員活動暨歸僑聯誼

小組成員參與。120分鐘座談會，達成

「國內歸僑研究與海外華人研究應同步

重視」、「資源共享，發揮有限資源的

最大效益」、「政府能力有限，要自力

更生」、「鼓勵出版刊物，酌予補助經

費」等多項共識。陳三井強調，今天座

談會只是個開端，未來將會有更多溝通

聯繫機會。

陳三井：閒話家常

座談會伊始，在陳三井一句「大家

喝喝茶，輕鬆一下，我們閒話家常」，

點出了今天的座談會的精神就是要在輕

鬆愉悅的氣氛下，交流情誼，交換意

見，溝通想法，深化共識，擴大合作。

他說，自從他4月接任理事長一職以來，

因為會務較為繁忙，一直沒有機會親自

拜訪各歸僑協會理事長藉以請益，表示

歉意，並深深一鞠躬。很早以前就有

「登門拜訪請益」的構想，但是後來與

秘書處工作團隊討論之後，認為與其

援例，倒不如換個作法，那就是我們

▲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邀請歸僑協會負責人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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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出一個主題，邀請各歸僑協會的理事

長及副理事長或秘書長到總會坐一坐，

大家無拘無束閒話家常，交換意見，也

許更有意義，所以才有今天「與歸僑有

約」座談會的舉行。他與秘書長陳鴻瑜

均曾擔任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理

事長，長久以來，一直從事於華僑華人

事務的研究，但是他發現到這一塊的領

域，幾乎都是側重於海外華僑華人事務

歷史的研究，所以在五十年代、六十年

代出版了很多的海外華人志的研究書

籍，但是卻甚少著墨於國內歸僑事務的

研究，沒有人研究或者很少人研究，以

致於有關國內歸僑事務的著作就非常

少，也可以說沒有。所以，他認為國內

歸僑研究應與海外華人研究置於平等的

地位，希望華僑協會總會能扮演這項研

究的平台與媒介。

陳三井表示，早期華僑飄洋過海，

離鄉背井，到外國去奮鬥去創業，吃

了很多苦頭，等到事業有成以後，多半

是落地生根，融入當地社會，特別是第

二代，適應當地環境之後，幾乎已是當

地人了。華僑在海外奮鬥有很多可歌可

泣的故事，同樣的，國內歸僑無論是因

當地排華像是印尼華僑，或者戰亂像是

越、棉、寮華僑等等因素，回到國內定

居，一定也有感人的故事，這方面都是

諸位親身經歷過。他說，有一位在巴黎

認識的寮國朋友，為了避難從寮國逃到

香港，再逃到法國定居，開家旅行社，

本想為他這位朋友作口述歷史，因為這

位朋友的故事很精彩，記憶力又好，但

是不願意口述這一段逃難史，以致落了

空。同樣的，國內歸僑也和他這位朋友

一樣有動人感人的故事，希望未來有機

會看到歸僑志或歸僑人物志的出版。

他說，總歸一句話，那就是華僑協

會總會以服務僑胞，造福僑社，團結僑

界為宗旨，所以無論是華僑或是歸僑，

在感情上一定要相互關懷，在事業上一

定要相互的扶持。今天與會者的經歷、

高見及想法，可能都是未來史學研究及

撰寫歸僑志重要素材。

▲座談會一隅。

洪鼎：座談會意義重大

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洪鼎，開口便

說「今天的歸僑有約座談會，意義很重

大」。他說，該會成立於民國78年，熱

心僑領共同集資募款購下位於忠孝西路

會所，目前會員約千餘人，置有理事25
人、監事7人，主要經費來源除了會員會

費外，理事監事每月捐獻500元，作為

會務運作經費。他也一一介紹歷任理事

長對該會貢獻：創會理事長阮樂化，交

遊廣闊，具親和力；第二任理事長陳慶

利，敬業可嘉，一絲不苟；第三任理事

長盧居廉，是位銀行家，出錢出力，責

任肩扛；第四任理事長梁漢沾，魄力果

斷，用人不疑；第五任理事長李培徽，

辦事穩重，有若儒將；第五任理事長是

他本人，他不好意思談自己，請大家看

書面資料。惹來一陣笑聲。

林狄：新的期望與新的互動

高棉歸僑協會理事長林狄，以「僑

協對歸僑的照顧，真的不一樣」為開場

白。他說，各歸僑協會資源少，不像華

僑協會總會及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因此

在中國國民黨底下成立了歸僑聯誼會。

今天，華僑協會總會重視國內歸僑團

體，領導歸僑協會令人振奮，為照顧歸

協會員帶來了新的期望與新的互動。

符玉鸞：引進歸僑第二代的活力

寮國歸僑協會理事長符玉鸞，以

她的親身經歷說，1975年共產黨統治越

南、高棉、寮國，當地華僑在政府協助

下返國定居，並由政府配售住宅，讓他

們能夠安身立命，重起新的生活，政府

對他們的恩澤無時或忘。該協會成立於

1999年，創會理事長為林齊國先生，而

她本人則是第五屆理事長，在林齊國主

理下已建立很好的制度，她將循著既定

制度，照顧會員。寮國歸僑在國內人數

並不算多，而且已漸漸老化，未來的工

作重點是引近他們的第二代加入協會，

讓協會更加有活力。

趙麗屏：歸僑被僑協重視了

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趙麗屏，以

「我們歸僑終於被僑協重視了」發端。

▲會後合照。



62 63

2012年9月《僑協雜誌》136期 2012年9月《僑協雜誌》136期

她說，從中南半島來的歸僑最愛國，因

為從小就受到共產黨壓迫，1963年緬甸

將所有華人經營的學校及事業收歸國

有，1974年開始排華，所以很多華僑回

國定居或求學，身分也從僑生到華僑到

老僑。該會自民國83年成立以來，計有

五位理事長，在歷任理事長努力經營

下，主要業務是查核及翻譯緬甸政府文

件，由該會發出的查核文件例如死亡證

明、學歷證明等等，都受到我國政府官

方單位認可，這對一個民間社團來說相

當不容易。此外，每年也接受僑委會委

託到緬甸辦理教師研習，教導當地教師

教授新課程教材。近年因為緬僑回國定

居者日眾，於是成立新的服務處並辦理

華語文訓練班，成效都相當顯著。

張忠春：補政府資訊之不足

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張忠春，以

「第一次感受到跟華僑有關的單位聚在

一起，非常感動」述說該協會概況。民

國四十年代，印尼排華，關閉僑校及報

社，禁止華人經營生意，導致大批華人

離開印尼，有的到大陸，有的到台灣，

早期成立印尼歸僑聯誼會，而後改為印

尼歸僑協會，成員大部份都是當年來台

求學僑生，大家在想法看法比較接近。

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補足政府窗口的不

足，尤其是資訊來源的不足，特別是有

關國慶海外僑胞回國的資訊。政府派駐

各國代表處都須要僑胞的協助，才能有

效推動國民外交。

林齊國：資源共享，互通有無

華僑協會總會會員活動暨歸僑聯誼

小組召集人林齊國表示，僑協第18屆工

作團隊規劃了許多活動像是電影欣賞、

健康養生講座、戶外自強活動等等，莫

不以服務會員及歸僑為最高著眼，透過

這些活動，達到資源共享，互通有無。

有人建議若有自己的會所，可以

裝潢出租，自然會有穩定租金收入；也

有人建議，能否放寬加入僑協會員的標

準？還有人建議僑協舉辦的活動可否邀

請歸僑參加？更有人說新人新氣象，今

天座談會令人耳目一新。

腦力激盪的總結

二個小時座談中，腦力激盪，理出

以下總結：一、各歸僑協會在經費資源

有限情形下，不假政府資助，仍舉辦了

不少活動，可謂自助而後人助，方有今

天豐碩成果，值得欽佩。二、華僑協會

總會舉辦各項活動，歡迎歸僑協會派員

參加，共襄盛舉。三、各歸僑協會發行

刊物，具有記載會史功能，也是研究歸

僑的重要依據，華僑協會總會考量每年

酌予補助部份刊物些許經費，俾能永續

發行。四、申請加入僑協會員標準已行

之有年，若降低入會標準，將引發不必

要非議，且申請人之入會與否係由專門

委員會處理決定，宜按現行方式審查申

請入會者之資格。五、各歸僑協會會員

青黃不接，有待我們共同努力解決。

我們常說，會議結束之時，正是

展開行動之始，今天座談會是華僑協會

總會與歸僑協會開誠布公廣泛合作的開

端。咸信，未來華僑協會協總會舉辦的

各項活動，不管是靜態的，還是動態

的，或者學術性的，都將會有歸僑協會

參與的身影，我們實樂觀其成。（作者

為本會會員）

越南歸僑協會在穩健中邁進

中華民國越南歸僑協會正式成立於

民國78年12月，迄今廿三載，在台北算

是頗有規模的僑團組織，因其有自置固

定會所，保持經常活動，關懷照顧越南

歸僑會員及新住民，並與世界各地越棉

寮僑團保持聯絡，亦與原居地越南華人

經常來往接觸。

越南歸僑協會脫胎於前台北市越

南歸僑聯誼會，該會1977年6月1日開始

成立，幸蒙當時返台僑賢慷慨輸將，籌

款購買台北車站附近忠孝西路珊瑚大樓

六樓做會所，熱心僑領有朱陳造、洪珠

鎜、陳敦陞、翁業初、吳立豐、朱介

曾、雷學金、黃志庭、宗仁卿、楊朝

坤、陳炳焜、陳勝、任鴻葆等人，尚有

一些小額捐款，集掖成裘而成。

協會會員經常保持有一千人左右，

包括定居在台灣各縣市歸僑。協會設有

理監事會，理事廿五人，監事七人，至

今歷經九屆。首屆理事長為阮樂化神

父，廣東欽廉人，在越時任越南海燕特

區指揮官、新越日報董事長，返台後曾

任立法委員、行政院顧問、他與軍政界

交遊廣闊，有親和力。第二屆連任不

久，不幸魂歸天國，乃由僑務委員會越

南顧問小組執行秘書陳慶利接任，陳理

事長福建同安人，早期投身軍旅，抗戰

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自北

越返國從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七

期步科畢業，他辦事精神可嘉，一絲不

苟。第四屆接任者是銀行業出身的盧居

廉先生，廣東順德人，中國商銀台北總

行國外部襄理。他出錢出力，責任一身

擔，是一位不折不扣銀行業專才，卸任

後歸隱赴澳定居。第五、六屆理事長重

任落在越南殷商梁漢沾身上，他是廣東

番禺人，越南守德市大成學校董事長、

德青體育會會長、梁理事長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做事有魄力，有果斷。兩屆

滿任後，協會推選僑生李培徽出任第

七、八屆理事長，李先生廣東防城人，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士、行政院新聞局簡

任技正，專責新聞攝影，他為人隨和，

人緣極佳，辦事穩重，故有儒將之稱。

第九屆理事長於2010年11月產生，

當時競爭有點白熱化，結果洪鼎勝出，

他祖籍福建同安，卻是越南土生土長，

南越堤岸福建中學、遠東外文學校畢

業，在越從商，亦兼任記者、編輯，曾

在每日論壇、大夏、成功等報社任職近

編按：華僑協會總會7月25日舉辦「與歸僑有約」座談會，為存會史，茲將與會各歸
僑協會報告資料全文登載。

▓洪鼎

▲越南歸僑協會理事長洪鼎（左）、
秘書長鄭桂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