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個月無收入情形下，會務推動不受

影響，這要感謝歷屆留下來的盈餘。同

時感謝理事會同仁支持，更要感謝豪園

飯店35年來的鼎力相助。未來的十年，

我們更要與幸運公司精誠合作，創造雙

贏。

第五屆全球分會聯誼大會
由法國分會承辦之第五屆全球分會

聯誼大會，104年3月27日至29日，在巴

黎舉行。

總會及海外分會共150人，登上遊

艇，在塞納河上展開為期三天兩夜的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會第五屆聯誼大

會」。

除理事長陳三井、邁阿密分會會

長王雲福、費城分會會長陳強、加西分

會會長鄧華一、英國分會會長鄭少強、

比利時分會會長戴耀南、舊金山灣區分

會會長吳睦野、菲律賓分會創會會長甄

炳興、澳洲墨爾本分會會長王桂鶯、巴

西分會會長謝國彬、巴拉圭分會會長朱

榮卿、法國分會會長邵榮仁、休士頓分

會代表李莉穎、紐約分會代表劉大明等

率團與會外，特別邀請了僑務委員會副

委員長呂元榮、駐法代表呂慶龍蒞臨指

導，盛況熱烈。

大會通過了〈上總統致敬電文〉、

〈聯合聲明〉、中心議題及由菲律賓分

會主辦第六屆聯誼大會等重大決議事

項，鋪陳了未來會務發展的基調。

聯誼大會之外的旅遊行程，除了

東道主外，我們一行九十餘人，先造訪

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巴比松，再搭高

鐵遠赴南法的亞維農、艾克斯、亞爾、

嘉德水道橋、勾德禾、聖保羅、尼斯、

坎城、摩納哥、馬賽等地，享受蔚藍海

岸艷陽的洗禮，步步足跡刻劃的印記，

駐留腦海深處，成為爾後美好甘甜的回

憶。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
104年華僑節本會舉行《吳鐵城重要

史料選編》新書發表會，除了豐富第63
屆華僑節一系列慶祝活動外，也是本會

成立73週年的重要獻禮。這是理事長陳

三井承擔歷史學者的使命，踐履在鐵老

墓前許下的諾言。

鐵老長孫女吳美雲、曾孫劉志城

母子，國史館呂芳上館長，政治大學李

雲漢教授、劉維開教授，暨南國際大學

李盈慧教授以及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王文

隆主任等人，分別以家屬及歷史學者身

分，闡述了鐵老對黨國的貢獻以及本書

的特點。

陳三井理事長強調，得力於黨史

館的協助，將已經數位化的原始檔案分

門別類整理後，出版這上下兩冊一套的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就是替學者

服務，讓學者藉著這些原始檔案史料，

更深入研究鐵老貢獻黨國的事蹟及其在

民國史上的地位，為鐵老歷史定位。所

以，這套書不僅是拋磚引玉，更是拋玉

引金。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計分：參

與革命與追隨孫中山（1909-1924）、逐

漸進入黨務核心（1924-1938）、港澳支

部與海外部長（1938-1941）、中國國民

黨秘書長（1941-1948）等四大部份，原

始檔案111件，凡792頁。

出席廈門海峽論壇暨東北參訪
兩岸年度盛會─第七屆海峽論壇，

送羊迎猴 立根基 創新猷
104年會務報告

編按：本文為秘書處於105年2月

20日第18屆第5次會員大會104年會務報

告。

時序輪轉，送別乙未羊年，邁入丙

申猴年。茲將羊年執行會務概況，摘要

報告，作個總結，鞭策惕厲，讓我們的

會務推展更加的「猴賽雷」。

會館出租，未來十年財源無虞
本會收入完全倚靠承租會館的豪

園飯店租金挹注，前後長達35年，推動

會務，無後顧之憂。104年5月某日，突

接豪園飯店一紙「因景氣不佳，持續虧

損，承租至104年8月31日止」的通知。6
月6日舉行的104年端午節會員聯歡餐會

上，陳理事長特別提到豪園飯店的租約

將於104年8月31日到期，不再續租，屆

時本會收入將有空窗期，在收入減少情

形下，採取因應措施度過難關。

嗣後，再與豪園飯店協商，在減

租情形下，能否再承租一至二年，以便

本會能有充裕時間處理會館問題。原已

獲豪園承諾續租，，詎料台北市政府突

來函要求豪園拆除自民國90年已經存在

的廚房鍋爐違建，由於廚房鍋爐佔地甚

廣，若移入室內，將大大壓縮豪園營業

面積，在經濟不景氣及市府勤查違建的

兩相夾擊下，迫不得已，放棄原已續租

承諾，決定104年8月31日熄燈，結束三

分之一個世紀的營業。

在即將斷炊之際，為籌措財源，秘

書處蒐整資料，擬定六項方案因應。甲

案改建、乙案都更、丙案合建、丁案租

地、戊案租屋、己案標售等六個方案，

提理事會討論。咸認：甲案自行改建及

丙案與建商合建，至為複雜，非本會能

力所及，不予考慮。丁案純出租地，租

期長，收益少，難以維持會務運作，亦

不考慮。己案標售土地雖完全公開透

明，惟買屋置館之過程複雜，易招質

疑，且本會在現地近半個世紀，在情感

上必須考慮。乙案則與國泰世華銀行合

併辦理都更，因待進一步獲得詳細資料

方能評估。故現階段宜從長計議，仍以

出租會館為宜。

秘書處按理事會決議，經於104年

9月3日委託四家仲介公司簽訂非獨家託

租事宜，並於本會網站公告，託租期一

個月，10月5日截止。託租期間，有十餘

家公司表達承租本會會館意願，嗣經篩

選後，與四家面對面洽談。其中，幸運

公司所提月租金及其他數項優惠條件，

明顯優於其他各家，提理事會同意備查

後，於104年11月30日在新北地方法院

所屬民間公證人詹孟龍律師公證下，陳

理事長與幸運公司負責人簽約，租期十

年。

幸運公司是日本Good Luck Corp.在
台灣直接投資的公司，為日本頂尖海外

婚禮公司，提供最專業的婚禮服務。

未來十年，本會將有穩定財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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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珍貴僑誼。

澳門「一帶一路 創新未來」
2015年12月14日至17日，理事長陳

三井偕常務理事沈大川、黃東祥、黃海

龍、趙麗屏、鄭安國、菲律賓分會創會

會長甄炳興，秘書長廖俊傑及秘書張國

裕等九人，出席由中國僑聯及澳門歸僑

總會聯合主辦「一帶一路  創新未來」主

題活動與會。

聆聽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部主任

張蘊嶺主講〈一帶一路：找回失去的記

憶與創新未來〉歷時兩個小時，清楚勾

勒出「一帶一路」的輪廓，鋪陳「一帶

一路」的內涵。張蘊嶺總結指出，找回

記憶是為了創新未來，「一帶一路」不

是權宜之計，而是長遠考量，是中國在

世界戰略的重新定位，是要構建中國與

周邊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命運共同體。

澳門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環節，

隔鄰的橫琴自貿區就是「一帶一路」的

節點，親履斯島，觸目所及，土木大

興，方知「一帶一路」並非只是箭在弦

上而已，而是早已啟動，中國大陸從上

至下劍及履及的規劃力與行動力，又豈

僅是「瞠目結舌」四字可以形容。

此外，趁回台北前的空檔，專程拜

訪澳門歸僑總會，受到會長劉藝良、理

事長王彬成、副會長黃瓊成、康寧英、

梁寶卿、陳曉平、溫深文、梁美滿、蘇

慶輝、王國蓉等人熱烈接待。陳理事長

致贈「僑誼永固」紀念牌，以示兩會友

誼歷久彌新。

菲律賓分會會長理監事就職典禮
在國父誕辰150週年前夕，2015年11

月3日，本會菲律賓分會舉行盛大熱烈的

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在理事長陳三井監交及會場四百

多位嘉賓的見證下，現任會長李九壽將

印信交給新任會長馮永恩，陳理事長並

帶領全體理事、監事、婦女組、青年組

共同宣讀誓言，儀式按部就班，至為隆

重。同時，穿插菲律賓傳統舞蹈表演、

螢光圖幕手影演出25個分會的城市意

象，最後秀出「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會

在端午節前夕，2015年6月15日於廈門鷺

島隆重盛大舉行。

理事長陳三井率常務理事黃東祥、

黃海龍、鄭安國，邁阿密分會王雲福會

長、紐約分會李又寧會長、法國分會邵

榮仁會長、英國分會鄭少強會長、菲律

賓分會甄炳興創會會長、雪梨分會賴文

娟會長、墨爾本分會王桂鶯會長、舊金

山灣區分會吳睦野會長、阿根廷分會陳

俊宏會長等48人；復加上兩岸七十六個

社會團體數千人群聚廈門，烘托出邁入

第七年的廈門海峽論壇的熱烈景象，為

兩岸的和平發展進程，再展新頁。

為了進一步擴大兩岸同胞的交流，

讓兩岸同胞參與交流的大潮中，大陸政

協主席俞正聲說，將創造優化平台，建

立完善機制，豐富交流內涵，實行台灣

同胞免予簽注，適時以卡式台胞證取代

現行紙本證，更方便台胞來往大陸。兩

岸同胞的交流要從心靈契合開始，心走

近了，海峽就是咫尺；心走遠了，咫尺

就是天涯。

結束廈門論壇會議，飛東北參觀

抗日史蹟，諸如九一八紀念館、撫順日

本戰犯管理所、旅順日俄監獄舊址、張

學良故居大帥府、旅順軍港帝俄砲陣地

等。適逢今年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參訪這些著名的抗日史蹟，緬懷先人救

亡圖存的民族大愛，尤具深意。

參訪東北同時，6月15日在哈爾濱，

受到黑龍江省統戰部長趙敏、黑龍江省

僑聯主席遲國強於花園邨賓館盛情接

待；6月17日在瀋陽，受到遼寧省委副書

記許衛國、僑聯主席王朝霞、省台辦主

任李東於友誼賓館隆情款待；6月19日
在大連，受到大連市統戰部長董長海、

僑聯主席王大鳴於香格里拉酒店熱情接

待。

東北幅員袤廣，兩城之間動不動

就是數百公里之遙，一路上雖然舟車勞

頓，風塵僕僕，卻也感受到各地省市僑

聯的隆情厚意，這是兩岸僑界多年建立

▲會員認真閱讀大會手冊之一。

▲陳三井理事長報告會務推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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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然因時間前後長達15年，刊登雜誌

期數厚達64期，期數加時間，相關各文

零散於各期，猶如記憶裂痕，難以完整

呈現，這對本會來說，無疑是件憾事。

陳三井理事長是歷史學者出身，他

從歷史角度出發，認為應該有系統整理

這些專文彙整出書，保留寶貴會史，除

提供會員留存外，也可供未來有興趣的

學者，研究這段期間的會史。

這一系列叢書特以「再造會史  鮮
活記憶」為名，其專書則按性質，區分

為《串起五大洲的彩鑽：僑協成立分會

實錄》、《揮舞團結的大旗：僑協全球

聯誼大會實錄》、《春江水暖我先知：

僑協兩岸交流實錄》、《人間有情多歡

樂：僑協活動剪影》、《學海無涯：我

們的研究活動》等五冊。

前兩冊就在今天的會員大會上分送

給大家，後三冊計畫於105年4月17日第

19屆第1次會員大會亮相。

相信大家都能在這五本書中，找到

值得回味的美好時光。

東埔 車埕 集集會員聯誼之旅
105年伊始，元旦假期過後，1月6

日、7日，本會舉辦東埔、車埕、集集兩

天一夜的會員聯誼之旅，55位會員及眷

屬參加。

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東埔村，泡溫

泉、走吊橋、觀瀑布；在風櫃斗的柳家

梅園，盡賞大肆綻放的梅花雲海；在車

埕，走鐵軌，逛老人街，繞貯木池；駐

足集集車站，心情放輕鬆。

兩天下來，足跡踏訪的景點與天籟

自鳴的樂事，值得回味再三。

接待海外僑團及大陸涉僑單位
接待大陸省市僑聯計有：福建省僑

辦楊輝主席率團9人、福建省僑聯副主席

陳式海率團5人、寧波市僑辦主任陳瑜

率團8人、廣州市僑聯副主席孫穗君率

團8人，天津市僑辦穆岳、王錦紅兩位

處長，湖南省僑聯孫民生副主席率團15
人、廈門市僑聯主席王德賢率團9人、澳

第六屆聯誼會 2017年10月 菲律濱馬尼拉

歡迎您」看板，結束典禮晚會。

從節目安排的緊湊，精彩好戲一幕

接一幕，在在顯示出菲律賓分會旺盛的

活力與無窮的創意，令人嘆為觀止。

此外，在創會會長甄炳興伉儷、

指導員吳民民、副會長胡爾濃陪同帶領

下，南飛至距馬尼拉三百多公里遠的長

灘島，實地看看2017年10月聯誼大會觀

光遊憩之地。相中的是，Henann酒店，

環繞酒店的泳池水道，足以偷得浮生半

日閒。再往海邊走去，仙境般的沙灘，

綿延近四公里。

2017年10月舉行的第六屆全球分會

聯誼大會，屆時請大家共襄盛舉。

菲律賓分會成立雖僅四年，活動

力卻十足有勁，最令人稱道的是，馬尼

拉中山中學面臨關校之際，在分會大力

扶持下，成立董事會，積極募款，招收

學生，留住教師，這是馮永恩會長在就

職典禮上致調強調的「要給後代學習中

華文化的機會，把孩子送到僑校學習中

文」的具體落實。

再造會史，鮮活記憶
本會前後七位理事長在總會宗旨

最高指導原則下，推展會務，留下許多

會史。這些寶貴會史，或隨著時間而

流逝，或因當時疏於紀錄而致成斷簡

殘篇。有鑒於此，前輩先賢以獨到眼

光，排除萬難，在1980年創辦《僑協

雜誌》，從年刊、半年刊、季刊到雙月

刊，迄2016年1月止，已出刊156期。

早期，電腦不普及，雜誌排版均

依靠手工，以致未能留下任何的電子資

料檔案。惟自72期起，辦公室電腦化，

復以梅培德、伍世文及陳三井三位理事

長，為靈活會務發展，不僅在海外成立

25個分會，插旗遍佈美洲、歐洲、亞洲

及大洋洲，可謂開枝散葉；而與大陸涉

僑單位交流，更是百花齊放；會員聯誼

活動，上山下海、觀光訪古，足跡走過

台灣本島及澎湖離島；在學術活動上，

從會議室小規模座談，到中山講堂高檔

次學術論壇，均留下學者腦力激盪的智

慧結晶。這些點點滴滴、大大小小、宏

觀微觀的紀錄，都在《僑協雜誌》披

▲秘書處致送《串起五大洲的彩鑽：僑協成立分會實錄》上下兩冊、《揮舞團結的大旗：僑協全球聯誼大
會實錄》等三本專書。

▲會員認真閱讀大會手冊之二。

2016年3月《僑協雜誌》157期 2016年3月《僑協雜誌》157期

32 33



門歸僑總會劉藝良總會長率團21人、無

錫市僑聯主席馮雷率團9人、上海市僑聯

杜宇平副主席率團5人等，計10團、91
人。

接待海外分會、僑團計有：泰華僑

團首長訪問團團長余聲清一行33人、世

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回國參訪團趙達

衡總會長一行35人、世界華商經貿聯合

總會總會長趙桂林一行68人、世界華商

經貿聯合總會新任總會長林垂佐一行15
人、泰國華僑協會余聲清主席、舊金山

灣區分會吳睦野會長、加西分會鄧華一

會長、巴拉圭分會會長朱榮卿捐贈僑生

獎學金新台幣五萬元等8團、155人次。

年度內總計17團、246人次拜訪本

會，足見本會已成為大陸各省市僑聯及

海外僑團來台灣必定要拜訪單位，僑務

分量舉足輕重，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舉辦僑生徵文比賽
為鼓勵僑生寫作，提升華文運用能

力，繼103年舉辦「一個青年僑生的夢」

徵文比賽，獲得熱烈迴響後，104年再舉

辦僑生徵文，主題有三：我看台灣、我

的台灣夢、在台灣看台灣，請僑生擇一

發揮。迄截稿日9月30日止，近九十位僑

生投稿，其中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有16
位學生參與。

嗣經評審小組逐一評審，錄取第一

至四名、佳作十名。

就僑居地分析，馬來西亞六位、阿

根廷四位、香港及緬甸各二位。

評審委員對僑生中文寫作能力大表

讚許，尤其是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有四

位學生得獎，顯示出海外華語文教學的

成果。

《僑協雜誌》155期、156期，分別

刊登1-4名作品。

獲獎僑生已於104年12月26日併本會

僑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請陳理事長頒

贈獎金及獎狀。

頒發僑生獎助學金
104年僑生獎助學金暨僑生徵文比

賽獎金頒獎典禮，12月26日假蓮田飯店

舉行。獲獎86位僑生，分由理事長陳三

井、教育部陳幗珍副參事、僑委會陳右

菁科長、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何國鈞、

寮國歸僑協會理事長符玉鸞、緬甸歸僑

協會副理事長黎順發；本會常務理事黃

東祥、黃海龍、趙麗屏、鄭安國，理事

鄧蔚林、林庭安、朱國琴，常務監事高

仁河，監事鄧平亮、何若珠，秘書長廖

俊傑頒發獎金及獎狀。

陳理事長送僑生六支箭，勉勵僑

生在大學四年不要老是滑手機，而是要

專注學好專業職能，出社會才有競爭本

錢；陳幗珍勉僑生畢業後留在台灣工

作，同時要飲水思源，記住華僑協會總

會提供的獎助學金，有朝一日能回饋。

陳右菁感謝華僑協會總會協助僑生，與

政府一起照顧僑生，補政府不足之處，

也期許僑生成為國家的棟樑。

國立台灣大學蔡瑋璇同學代表僑生

致謝詞，讓我們一起以最感恩的心情來

接受這最榮耀的禮物。  

向創會理事長吳鐵城致敬
104年3月20日，理事長陳三井偕同

常務理事黃東祥、黃河、趙麗屏、鄭安

國，理事蔡嘉鈞、徐梅琴，常務監事李

兆民、高仁河，監事黎愛珍等十餘人，

赴五股鐵老墓園向創會理事長吳鐵城獻

花致敬。陳理事長以「飲水思源」道出

了我們緬懷鐵老的心意，無鐵老即無僑

協矣。

吳美雲女士以家屬身分說，感謝總

會每年都來向她的祖父獻花致敬，這份

心意令人感動，希望明年此時，大家再

到她祖父墓前，共同懷念他老人家。

105年3月30日本會將擴大舉行向創

會理事長吳鐵城致敬行，屆時請會員踴

躍報名參加。

《僑協雜誌》精益求精 更上層樓
104年發行《僑協雜誌》150期、

151期、152期、153期、154期、155期等

六期，分別以清萊白龍寺、羊年主題花

燈、亞維農市景、哈爾濱聖索菲亞大教

堂、淡水雲門舞集劇場、菲律賓分會會

長就職典禮舞蹈等作為當期封面，內容

涵蓋時評、讀史散記、僑情報導、會務

報導等專欄，每期僑務及會務方面報導

均佔當期頁數三分之一以上，足見《僑

協雜誌》反映僑胞心聲。尤其104年逢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刊登相關文章凡18
篇，亦足以證明《僑協雜誌》與時俱

進。

《僑協雜誌》一本精益求精原則，

在印刷、選稿及照片等方面，力求更上

層樓。

此外，自148期起，以圖檔取代文字

檔在網站上佈刊，增進閱讀樂趣。諸位

會員無論是用電腦或智慧手機，都可以

看到圖文並茂的《僑協雜誌》。

網站即時更新
本會網站不論是用電腦或用智慧

手機都可瀏覽，網站內容涵括：最新動

態、歷史沿革、僑協組織、賓客蒞訪、

紀事摘要、創會七十、學術研討、會議

紀錄、僑協雜誌、法規彙編、活動集

錦、研究學報、海外分會、聯誼大會、

僑生活動、布告回顧等16個專欄。敬請

諸位隨時上網看一看。

辦理三節聯歡及重陽敬老慰問
循例辦理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會

員聯歡暨慶生餐會，並於重陽節前夕，

致送年滿八十歲會員敬老慰問金。

成立第19屆理監事選舉執行小組
為辦理第19屆理事監事選舉，按本

會相關法規規定，成立選舉執行小組，

本公正、公開、透明之原則，辦理選務

工作。

辦理會員會籍清查
為配合105年4月換屆改選，於104年

8月至10月實施會員會籍清查，會員名冊

經理事會同意後，於105年1月函送內政

部備查。

召開會議集思廣益
年度內召開各式會議37次、決議事

項132項，詳如104年各項會議討論議案

統計表。

結語
陳三井理事長101年4月接任，即將

於105年4月卸任。這四年來，始終認為

本會是社會團體，以會員聯誼為目的，

追求的是和諧愉悅，故秉持「以眾人之

所知為知，以眾人之所能為能」之原

則，來推動各項會務，帶領大家享受社

團及會員聯誼帶來的喜樂。

希望大家沐浴在祥和、快樂的氛圍

中，活在當下，永保身體健康，丙申猴

年，大家都「猴賽雷」。（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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