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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去（2021）年「全球海外華文著
述獎」，其中得獎主辛金順先生祖籍廣東澄海，另一得

獎主符傳文先生祖籍海南文昌。

據資料介紹，辛金順先生是詩人、散文家、評論家。

祖籍廣東澄海，出生地馬來西亞。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

曾任南華大學與中正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高中時期

便開始以中文創作，來臺前已出版過 3本著作。1992年
來臺升學仍創作不輟，曾獲全國大專文學獎、《中央日

報》文學獎、府城文學獎等，成為新一輩以文學獎起家

的旅臺馬華作家。重要著作有：詩集《風起的時候》、《最

後的家園》；散文集《江山有待》、《一笑人間萬事》等書。

符傳文先生出生于泰南也拉府，為當地僑領符之楷

之哲嗣，祖籍文昌縣冠南市羲門村。1954年來台就讀于
建國中學，畢業考入臺灣大學經濟系，1964年獲法學士
學位。學成返泰後，先後服務於曼谷中國銀行及曼谷鋼

鐵廠，並先後任教于中國語文中心及黃魂中學夜間部。

符先生於工作餘暇，常投寄世界日報文藝版 (現改為湄
南河版 )，已出版單行本的有短篇小說集《學成歸來》及
長篇小說《東風與西湖》兩書，紙貴洛陽。曾參加世界

日報徵文化賽，獲得金牌獎，及青年節冠軍。

聯合報報導，台灣已有全球超過 16萬畢業僑生，傑
出優秀僑生校友遍佈各地，僑委會去年特別舉辦「110全
球傑出僑生校友表揚大會」，與承辦學校崑山科大共同

表揚，宣布目前任教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著

名學者安煥然教授，獲得學術成就類最高榮譽。

據一篇學術論文「社團與學院之合作－建構南馬客

家風貌」，安煥然教授出生於柔佛哥打丁宜，祖籍海南

人，曾擔任“搜集柔佛潮州人歷史資料合作計畫”、“搜

集柔佛客家人歷史資料合作計畫”以及“搜集柔佛海南

人歷史資料合作計畫”執行主任。安煥然教授在馬國史

學研究具崇高地位，2007年因著作「新山系列華族史
料」、「獻身史集」貢獻良多，獲馬國新山中華公會頒

發「歷史文獻有功獎」。為推動歷史學，2016年起任馬
國歷史科學科顧問，長期服務文教事業。

全球傑出僑生校友表揚學術成就獎
安煥然教授祖籍海南

僑 聯 總 會「 全 球 海 外 華 文 著 述 獎 」
得獎主辛金順祖籍廣東澄海、符傳文祖籍海南文昌

世 廣 總 會 創 會 三 十 一 週 年 慶 僑 委 會 期 勉 團 結 鄉 誼
(世廣訊 )世界廣東同鄉總

會於民國 110年 12月 4日上午
10時 30分在台北市第一大飯
店敘香園餐廳，舉辦「創會卅

一週年慶暨第八屆第三次會員

大會」。世廣創會以來，一直

致力於照顧歸僑，團結海內外

鄉親，推動慈善公益，成果豐

碩。

總會長黃東祥主持會員大

會活動，僑務委員會廖靜芝參

事代表委員長童振源出席並致詞，祝賀世廣總會創會卅一週年生日快樂，祝福會務興隆，團結鄉誼，造福鄉梓 !僑
委會、僑聯總會等單位均分別送上致賀花籃，以誌歡慶。

廖參事表示，海內外僑胞目前以廣東籍為數最多，僑胞雖然旅居海外，但日久他鄉是故鄉，仍心繫中華民國並

努力傳承中華文化。世廣創會以來致力於照顧歸僑，團結海外鄉誼，推動慈善公益，成果豐碩，有目共睹，令人敬佩，

僑委會很樂意協助世廣總會推展海外僑社及服務僑胞等工作。

黃東祥總會長表示，世廣係於民國 79年 10月 8日創會，迄今已經卅一年，經歷相當豐富，他接任第八屆總會
長後，立即拜會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以及僑聯、僑協總會等國內各華僑單位，加強僑務合作，互相交流合作。近年來，

僑聯總會等友會也不時邀請世廣理監事參與僑務與座談會等活動，關係緊密。另外，更期待可以藉由中生代，為世

廣挹注活力。他接著說，世廣的宗旨堅定支持中華民國，配合僑務委員會的政策，加強服務海內外鄉親為職志。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西元二○二二年）一月一日第 一 版

http://w
w
w
.tpektca.org.tw

/

月
刊457

發行人

社 長

主 編

：

：

：

葉 烱 超

黃 治 雄

鄭 弼 儀

一一一年台北粵屬社團新春團拜消息

恭賀
春釐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第十六屆
理 事 長 葉烱超
常務監事 林　煜

常務理事 蕭世雄 陶大增 施良貴 符子正 韓介光 葉傑生

理　　事 陳玉群 賴柏儒 張世偉 林瑤義 李兆民 古偉明 方　燦

 何建國 蘇式嚴 林國偉 張志斌 邢益春 徐文沼 梁崇禮

 魏保章 林建民 曹慶如 張建才

監　　事 吳劍清 鍾洪元 李寧遠 韓英俊 林惠珍 何國輝 鞠 躬

台北市潮州同鄉會

時間： 正月初三（國曆 2月 3日星期四）
上午 10時至 12時

地點：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 67-6號三樓
（潮州同鄉會會館國長堂）

形式：團拜、頒發獎學金及獎狀、摸彩。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時間： 正月初五（國曆 2月 5日星期六）
上午 9時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 1號二樓
（真北平餐廳）

形式：團拜、致贈紅包。
台北市惠州同鄉會

時間： 正月十二（國曆2月12日星期六）
上午 10時

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63號三樓（第
一飯店敘香園餐廳）

形式： 會員大會、新春團拜、餐會、才
藝表演、摸彩。

台北市高雷同鄉會

時間： 正月十三（國曆2月13日星期日）
上午 10時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0號（國
軍英雄館二樓吉祥廳）

形式：111年新春團拜暨會員大會。

台北市中山同鄉會

時間： 正月十九（國曆2月19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3號
（天成大飯店）

形式： 111年會員大會暨新春團拜、頒發
獎學金、聚餐、摸彩、卡拉 OK
助興。

台北市興寧同鄉會

時間： 正月二十（國曆2月20日星期日）
上午 9時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0號（國
軍英雄館七樓凱旋廳）

形式： 祭祖、團拜、頒發獎學金、第 25
屆理監事選舉、聯誼餐會。

臺灣河源文化經貿交流協會暨台北市龍川
同鄉會

時間： 正月二十六（國曆 2月 26日星期
六）中午 12時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3號
（天成大飯店）

形式：會員大會暨新春團拜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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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廣 東 同 鄉 會 勵 學 愛 心 捐 款 徵 信 錄
一、 本會歷年頒發本會會員就學子弟獎助學金之來源，
皆蒙鄉親前輩、善心人士捐助款項，及本會撥設獎

學專款，合以獎助學基金名義存放銀行逐年取息支

應，惟近年公定銀行孳息低微，年入不敷獎學所需，

而另由義者樂捐彌補，今本會為賡續獎學宗旨力圖

以涓滴成河之誠，歡迎鄉親您力能所及不限金額隨

時踴躍樂捐，以勵後進奮學，感謝您之德意！

二、 郵政劃撥帳帳號：01022155，戶名：台北市廣東同
鄉會

（捐款劃撥時請於劃撥單之通信攔註明「此款為獎助學

金愛心捐款」，謝謝！！）

三、如您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電話：(02)2321-7541

110 年 12 月愛心捐款者芳名

理事長 葉烱超 1,000元 蘇式嚴 理事 900元
善心人士 100元 莫偉明 1,200元
蘇慧敏 800元 善心人士 200元
善心人士 100元 善心人士 300元
善心人士 200元 許宇瓊 200元

合計               5,000元

第十六屆第二期粵語班同學認真好學可敬可嘉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陳玉群理事，受邀 2021年 12月 3日在廣州舉辦
的「五彩斑斕廣府藝術精品」，展出荷花 "荷塘清趣 "（見圖），受到各
界好評：色彩清雅、另創新面。

12月 3日「五彩斑斕廣府藝術精品」，在廣州嶺南會展覽館隆重開
幕。協助單位：廣府人聯誼總會、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

攜手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廣州市政協書畫院共同主辦。

本次「五彩斑斕廣府藝術精品」的展出，是去年度的壓軸項目。受

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透過各種方式向全球直播，當日中午時分觸電新

聞直播的網路點擊率達25萬人。本展期到12月19日止，之後，並在澳門，
肇慶，韶關，江門等地舉辦巡展，讓更多人瞭解廣府文化。

本會陳玉群理事受邀廣州廣府聯誼總會推薦

參與「五彩斑斕廣府藝術精品」展出

荷塘清趣 陳玉群 繪

梁雪華
轉眼間第十六屆第二期粵語班已到尾聲，同學們，大家辛苦了！本學期課程因疫情延後了七個月。同學並未

因停課成績有所減退，反倒突飛猛進，認真好學的精神，十分可敬可嘉！

俗語云：「萬丈高樓平地起」、「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請相信自己！有了基本功的您，爾後開口講粵語

已不再是難事，只欠跨出第一步的勇氣罷了。加油！期盼鄉親同學學以致用；並教導下一代。由衷祝福各位！感

謝臺北市廣東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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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有得 迎「廣東文獻」第五十卷 葉烱超
「開卷有益」原作「開卷有得」，源出自東晉書香

門第大詩人陶淵明，曾說：「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廣東文獻」本期季刊已堂堂邁出第五十卷第一期，

每年四期一卷即共計出版了 197期。本文獻開宗明義，
為闡揚中華文化、保存百粵民族文化、文物而創辦；遙

思文獻第一卷第一期發乎灼見，「編印廣東文獻季刊緣

起」撰言：百餘年來，禍亂相尋，文獻散佚，許多典籍

和史料都蕩然無存。台灣及海外，倘不把所知、所聞、

所見的文獻收集和紀錄，再過些時，恐怕耳食之談都沒

有，文化何能復興。一個民族文化，如果不能繼續發揚

光大，甚至萎縮、喪失，那麼這個民族便不可能存在，

沒有存在的價值。

今日在文獻第五十卷「開卷」，之摘錄提出鄉先賢

當年撰寫「緣起」其中的真知灼見，厥是確知本會編有

此份文獻的重大歷史傳承使命和責任。所以曾於 109年 7
月 1日在「嶺南特訊」會刊上，即邀請各同鄉會以在台
發展撰文及推薦各重要人物，而由本會安排做專訪報導，

期能將廣東人事物，包括地方沿革、古今鄉賢憶往、風

土民俗等等，再作一靡細發掘、發揚和傳承。果然，有

台北市梅縣同鄉會創會人曾舉直將軍的「一生廉潔處逆

不驚」；「廣東文獻」創刊號和初期承印印刷廠化州籍

龐周喜鄉長的專訪談創業維艱；專文報導本會名譽理事

長東莞籍鄭安國先生；專訪順德籍梁氏家族畫藝專輯；

亦有專訪中生代台東大學蕉嶺籍曾耀銘校長、以及專訪

典華創辦人澄海籍企業家林齊國先生，這都是發揮了我

粵廣東精神、薪火相傳的典範舉例。  
每年一「卷」是經常作為期刊的連續性的標識符，

無論是東晉詩人陶淵明言「開卷有得」，或是後來宋代

宋太宗言「開卷有益」，都是體認「翻開書本讀書有得

益處」。同時學者詮釋「文獻」：「文指典籍，獻指人才」；

我們鄉先輩前輩之植樹、後人勤灌溉造林，當亦承蒙「廣

東文獻」季刊歷屆的社務委員、顧問，以及廣東界學者

或鄉親作者，海內外賢達眾多、人文薈萃，珍視「廣東

文獻」為現今廣東文獻典藏主流之一，表現出每一歷程

人文觀照的使命感，為文獻屢屢惠供鴻文和卓見，有「眾

志成城」的亦偉貢獻－在此特別向他（她）們致崇高敬

意。

永銘效法尊崇「廣東文獻」季刊創刊人馬超俊、梁

寒操兩位先賢典範精神：「一心一德、群策群力」；至

盼源遠流長的我粵民族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永續傳薪、

燦爛輝煌。
（轉載本會「廣東文獻」季刊 111年 1月出版第 197期）

身為廣東子弟的一員，能對廣

東話開展的殊勝因緣是因為有臺北市

廣東同鄉會的用心良苦開設了廣東話

課，聘請到很超優的梁雪華老師，

老師上課用心認真負責，內容多元豐

富，同學有任何問題，老師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有同學發錯音時都逃不過

老師的耳朵，及時導正，學習見效，

印象深刻，服務到位、到滿，好老師

如您，可遇不可求，更何其珍惜有幸，

結業在即，我們以身為本班為樂為

榮，入寶山沒有空手而回。本班一致

給梁雪華好老師按讚並從內心說聲：

謝謝老師＆謝謝臺北市廣東同鄉會。

郭碧荷：

此次參加粵語初級班是盼望已久

的機會，學語言增添了生活的樂趣。

使用的教材編寫得有系統，同

時容易懂，尤其是拼音，如：踩單車

chaai2 daan1 che1，一看就可以拼出粵

語來。更是非常的生活化，都是我們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另外上課時老

師將所教詞彙在白

板寫出，同時重複

說出，又讓我們錄

下所教的語句，學

習效果很好。

感謝同鄉會提

供我們學習環境，

並提供免費學習的機會，期待進階

級粵語的學習。

鄧愛琴：

謝謝同鄉會舉辦粵語班，謝謝

老師這期熱心的教學，雖然被疫情

中斷七個月，老師還是一直熱誠提

醒糾正我們的發音，最後一堂課，

還發送聖誕節的應景糖果，多謝 ！

羅婷云：

十分感謝同鄉會開粵語班！老

師用語言播種，用彩筆耕耘，用汗

水灌溉，用心血滋潤，向同鄉會致

謝；並向老師致以崇高敬意！祝福

老師：新年快樂！
劉雲浩鄉長作品

粵語班全體：謝謝老師，謝謝北廣同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