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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2011 年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 

及訪問美國、加拿大相關客家社團出國報告 

壹、前言 

   當年客家先祖為了避戰，從大陸中原往南遷移，或渡海東至台

灣，或往中南半島及南洋，更甚者遠赴歐洲、大洋洲及南北美洲各地，

足跡遍布全球，開枝散葉，逐漸枝繁葉茂。 

   客家族群不畏艱困惡劣環境，為了活路勇於冒險，「篳路藍縷，

以啟山林」，到處開墾荒地，並落地生根，「永不放棄」的意念，便是

為人所津津樂道的客家精神。 

本次赴美國及加拿大公務出國行程，主要參加「2011 年美洲

台灣客家懇親會」，向與會的各地客家僑界，宣揚近三年來本會所推

動的客家重要施政績效，並拜訪美國休士頓、芝加哥、舊金山，以及

加拿大溫哥華等地客家社團，表達本會關懷之意，並藉以了解相關意

見及建議，作為本會日後擬定或修正相關客家政策的參考。 

 

貳、行程安排 

  本次參訪行程自 2011 年 8 月 5日起至 8月 14 日止，共計 10 天，

行程如下： 

起訖日期 

月 日 
停留地點 行程 



8 5（五） 台北－美國洛杉磯 
自台北搭機至美國洛杉磯，並

轉機飛往休士頓。 

8 6（六） 休士頓 

1.參加「2011 年美洲台灣客

家懇親會」開幕典禮； 

2.拜會休士頓僑教中心，參訪

客語教室及台灣文化導覽

教室； 

3.參訪華美中醫學院； 

4.接受美南電視台專訪； 

5.出席「2011 年美洲台灣客

家懇親會」客家之夜活動。

8 7（日） 休士頓—芝加哥 

1.參訪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

館； 

2.駐休士頓辦事處午宴，宴請

休士頓客家會幹部、客家表

演團體； 

3.駐芝加哥辦事處晚宴，宴請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幹部、當

地客籍企業家。 

8 8（一） 芝加哥－舊金山 

1.拜訪苗栗市姊妹市－巴勒

特市市長麥凱利、參觀市府

文化藝廊「綺麗台灣」攝影

展； 

2.參訪芝加哥公共藝術典藏

－畫廊 37； 

3.與北加州客家同鄉會幹部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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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二） 舊金山 

1.參訪舊金山濱海污水處理

廠； 

2.拜會駐舊金山辦事處； 

3.拜會美國三藩市崇正會； 

4.拜會美國北加州客屬聯誼

會； 

5.與北加州客家同鄉會客家

鄉親餐敘。 

8 10（三） 
舊金山－加拿大 

溫哥華 

1.拜會金山灣區僑教中心； 

2.參加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幹

部及駐溫哥華辦事處晚宴。

8 11（四） 溫哥華 

1.拜訪溫哥華當地傑出客家

鄉親三人； 

2.與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客家

鄉親餐敘。 

8 12（五） 溫哥華 
拜訪溫哥華當地傑出客家鄉

親三人。 

8 13（六） 溫哥華 搭機返台灣。 

8 14（日） 溫哥華—台北 回程，於清晨返抵台灣。 

 

參、活動紀要 

  台灣時間 2011 年 8 月 5 日搭乘晚上 6 時 40 分起飛的班機，前往

美國洛杉磯，轉機時間不算充裕，幸好有賴駐洛杉磯辦事處紀組長小

筠引導並協助辦理通關及轉機手續，順利由 Tom Bradley 國際航站到

第六航站轉往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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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休士頓時雖值半夜，但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及美洲台

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盛情前來接機，管會長並將本會一行三人接

送至懇親會會場所在的飯店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Hotel，待

辦妥入住手續及簡單梳洗已是凌晨三時，剩不到五小時的時間，便要

出席這次出差的重頭戲──「2011 年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 

 

一、參加「2011 年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開幕典禮及客家

之夜活動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6日上午及晚上 

（二）地點：Hilton Houton Westchase Hotel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德

州眾議員 Hubert Vo、休士頓哈利斯郡警長（Harris 

County Sheriff）Adrian Garcia、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

長方正、休士頓僑教中心王主任偉讚；美洲台灣客家聯

合會管會長光明、休士頓客家會范會長泌文、僑務諮詢

委員梁委員慎平、世界台灣客家聯合會張會長錦輝、各

地客家會代表及客家鄉親，開幕典禮共計約 200 人、客

家之夜活動共計約 400 人出席。 

（四）開幕典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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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會場，即被主辦單位在入口布置的濃濃客家味所吸

引！甫歇息不到五小時的鍾副主任委員精神奕奕的抵達

「2011 年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會場，便親切的向與會

者寒喧，會場貴賓雲集，彼此熱絡交談，氣氛融洽，來

自各地的客家鄉親把握機會話家常、合影留念，鎂光閃

爍此起彼落。 

在主辦單位精心安排下，本頭公廟金龍獅隊年輕後生舞

動傳統客家獅、伴隨著鑼鼓聲，開幕典禮盛大展開。美

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在開幕致詞中，代表大會

歡迎並感謝來自全球各地的客家鄉親，以及休士頓市各

僑社友人和貴賓蒞臨支持這場盛會。 

鍾副主任委員旋即代表本會以「傳揚客家．前瞻未來」

為題，向在場的與會者簡要說明近三年來客家重要的施

政績效，並以具體圖表及文字說明呈現，包括：實現客

家預算倍增、制定客家基本法、訂定全國客家日、召開

全國客家會議、海外客家事務推展情形…等，受到在場

與會者熱烈掌聲。 

隨後，由苗栗退休校長張校長秋台專題演講「字謎揣令

之生活情趣與樸素文學之緣起探析」，張校長以風趣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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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吻，獨到詮釋客家昔時賢文及生活態度，並舉例說

明字謎揣令的生活情趣，例如：「十字相打，日字救開，

月字企等眼呆呆」、「生一碗，熟一碗，吃忒還係一碗」…，

席間笑聲不斷，全場欲罷不能，聽者津津有味，並一邊

勤做筆記，深怕漏記了生動的客家俚語俗諺。 

下午進行的分組討論內容，如華美中醫學院梁院長慎平

的「中醫學與簡易療法」、劉醫師明昇的「癌症早期症

狀」、羅董事長能平的「超我服務與客家運動」、吳律師

月美的「日常生活實用法律及笑話」、梁政吉先生的「簡

介新創立公司」、鍾敬堯先生的「我的建廠和行商經歷」、

溫醫師碧謙的「MBC 養生功法的生理基礎及應用」、黃教

授永達的「漫談台灣客庄今昔」、李常吉先生的「台灣現

況座談」，與會鄉親自由選擇主題參加。 

（五）客家之夜活動摘要： 

客家之夜活動，用餐之際，在欣賞休士頓客家婦女會的

熱舞、休士頓客家民謠班的優美合唱之後，便由成立於

1999 年、本會補助的紅瓦民族舞蹈團擔綱接下來精采的

舞蹈表演。在劉團長明仁的帶領之下，以不同的主題表

現獨具風格的客家系列舞碼：花囤女、客家妹子、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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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姑娘、藍衫影、靚細妹、天足、客家本色、花布衣、

客家英雄及油桐花開等，加上精緻的舞衣及道具在在表

現細膩的用心，全體團員在謝幕時受到大家起立鼓掌。 

難得的是，德州眾議員 Hubert Vo 及休士頓哈利斯郡警

長 Adrian Garcia 亦全程在場聆賞，展現對台灣的友善。

Garcia 警長並授與管會長光明、梁委員慎平……等人哈

利斯郡警局徽章，象徵友誼長存之意。 

連續三天的懇親會，於 8 月 7 日上午舉行閉幕式，美洲

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特別頒奬感謝負責專題演講

講座的張校長秋台、各分組講座主講人及全體工作同

仁。大會並以「客族源一脈、家風振五洲」為主題，經

熱烈討論達成四項共識，同時通過並發表大會宣言，內

容如下： 

 

2011 年美洲臺灣客家懇親會大會聲明 

公元 2011 年 8 月 7 日於美國休士頓市 

 

海內外兩百餘位工商學術界客家菁英，於公元 2011 年 8 月 5 至 7 日

集會美國休士頓市，踴躍參與美洲臺灣客家懇親會，共襄盛舉展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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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團結，大會以「客族源一脈、家風振五洲」為主題，經三日夜熱

烈討論，達成四項共識，公布如下： 

 

一、  客族散居五洲，經營工商學術事業，努力打拚各有成就，大會

呼籲各地鄉親發揮雄才大略創造事業頂峰，光宗耀祖。 

二、  海外鄉親心繫家鄉，在僑居地努力從事國民外交，大會呼籲海

外鄉親團結一致，與家鄉政府及人民共同打拚，維護臺灣主權

及民主法治體制，造福人群。 

三、  客族在全球各地從事公共事務，努力經營客族影響力，大會呼

籲全球鄉親團結一心，充分運用影響力爭取海內外客族平等權

益，並與世人合力促進世界和平，營造繁榮安定景氣。 

四、  近年來世界各地天災不斷，並且越來越嚴重，無家可歸災民無

數，大會呼籲全球客族發揮憐憫愛心，慷慨賑濟災難民眾，扶

助重生。 

 

於今大會已圓滿閉幕，僅以上列四項聲明，為我等全球客族事業基

準，互相勉勵致力推動，期與世人共享共榮。 

 

美洲臺灣客家聯合會     世界臺灣客家聯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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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美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巴西客屬崇正總會       巴拉圭客家同鄉會 

臺北六堆客家會       多倫多台灣客家同鄉會 

大紐約客家會        大費城台灣客家同鄉會 

大華府客家同鄉會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 

北加州台灣客家會       南加州台灣客家會 

休士頓客家會        休士頓客家文教基金會 

亞特蘭大客家同鄉會      奥斯汀客家同鄉會 

達拉斯台灣客家同鄉會           

全體與會鄉親共啟 

  

二、拜會休士頓僑教中心，參訪客語教室及台灣文化導覽

教室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6日下午 

（二）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

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休士頓僑教中心王主任偉

讚、李副主任偉農；美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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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客家會范會長泌文、世界台灣客家聯合會張會長

錦輝、休士頓客家文教基金會賴前主任委員江椿、客語

教師戴壽美老師。 

（四）行程摘要：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簡稱休士頓僑教中心）於 1987

年 7 月 4日在休士頓西南區華埠成立，為目前全球面積

最大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中心設施完善，提供僑團辦

理大型晚會、研討會，為各社團例行活動的重要處所，

由於使用頻率甚高，週末假日常供不應求。 

在王主任偉讚詳細簡報僑教中心推展當地僑教各項業務

後，鍾副主任委員對於僑教中心長期與本會合作在海外

推廣客家文化，表示感謝之意，更對「Splendor of 

Taiwan」專案大力讚揚，將全力支持各項客語教材及客

家文宣品，讓更多人能夠認識台灣、認識客家，了解台

灣是個具有豐富多元族群文化的國家。 

休士頓文教基金會賴前主任委員江椿接著說明推動客語

教室的過程及所面臨之困境，並感謝客語教師戴壽美老

師大力協助，運用多元而生動的教材教授客語，讓學習

母語更具吸引力，達到向下扎根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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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前主任委員在簡報結束之前，也提出幾點具體建議，

鍾副主任委員表示本會將盡全力協助，並寄贈本會出版

之客語相關教材以充實課程內容。 

 

三、參訪華美中醫學院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6日下午 

（二）地點：華美中醫學院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

美華中醫學院院長暨僑務諮詢委員梁委員慎平及夫人

詹明美女士、美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休士

頓客家會范會長泌文、世界台灣客家聯合會張會長錦

輝。 

（四）參訪摘要： 

擔任懇親會分組座談主講者之一的僑務諮詢委員梁委

員慎平，甫結束懇親會分組座談，便驅車趕回美華中

醫學院，親自為鍾副主任委員解說自己一手創辦的中

醫學校。 

華美中醫學院成立於 1991 年，位於休士頓市郊，主要

將東方針灸技術與西方醫學結合，致力於推展中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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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提供四年制中醫學碩士學位，該學院在 2003 年

曾經獲選為全美前四名的傳統中醫學校，實屬難能可

貴，目前正積極籌備博士班課程，已在美國培育無數

優秀中醫人才。 

 

四、接受美南電視台專訪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6日下午 

（二）地點：美南電視台 

（三）專訪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僑務諮詢委員梁委員慎平、

美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休士頓客家會范會

長泌文、世界台灣客家聯合會張會長錦輝、節目主持

人程美華女士。 

（四）陪同人員：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 

（五）專訪摘要： 

美南新聞電視報業集團成立於 1979 年，整個集團企業

版圖橫跨印刷、網路、電視、廣播、報紙、黃頁等區

塊，為一頗具影響力之華文媒體。 

透過節目主持人程美華女士豐富的主持經驗，引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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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來賓分享此次「2011 年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參與

籌備的過程，並請鍾副主任委員向休士頓當地僑界說

明本會近三年推展之客家政策重要施政成果，透過媒

體的傳播力量，達到宣揚的效果，由於採預錄方式，

在試音、試鏡的過程中，主持人與受訪來賓彼此輕鬆

交流，整個行程歷時約一個半鐘頭結束。 

 

五、參觀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館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7日上午 

（二）地點：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館（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休

士頓辦事處張秘書家華。 

（四）參觀摘要： 

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館設立於 1909 年，為一充滿活力、

多面向的機構，並且是休士頓博物館區的核心。該館為四

層樓之建築，包括：永久動態展館（Permanent 

Exhibitions）、互動式劇場（Wortham IMAX Theatre）、

蒐羅來自世界各地昆蟲的科克雷爾蝴蝶中心（Cock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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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fly Center），以及伯克貝克天文館（Burke Baker 

Planetarium）的穿越太空之旅。 

囿於參觀時間有限，在駐休士頓辦事處張秘書家華的陪同

和翻譯下，本會一行三人以永久動態展館為主，該館典藏

相當豐富多元，包括石油、動植物、貝類、寶石…等礦物，

多採互動式裝置，寓教於樂，非常適合親子共遊。本會負

責國家級客家文化園區的營運，其中之一──六堆客家文

化園區，將於 2011 年 10 月 22 日正式對外開放，本次參

觀所見所聞，彌足珍貴，可供策展參考。 

 

六、參加駐休士頓辦事處宴請客家表演團體餐敘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7日中午 

（二）地點：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官邸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休

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暨夫人、張秘書家華、休士頓僑教

中心王主任偉讚、李副主任偉農、僑務諮詢委員梁委員慎

平、美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明、休士頓客家會范會

長泌文、休士頓客家會各幹部；紅瓦民族舞蹈團。 

（四）行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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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作東，在官邸宴請懇親會客

家之夜表演成功的紅瓦民族舞蹈團，以及本會鍾副主任委

員一行三人、懇親會主辦單位美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

光明、休士頓客家會范會長泌文、休士頓客家會各幹部。 

休士頓當地僑界都知道陳處長的親切與熱情，對於客家社

團活動非常支持，陳處長來自純樸的彰化，其實是閩南人

而非客家人，但他已學會簡單的客家問候語，更有恆心及

毅力的學唱客家歌謠，常在公開場合引吭高歌，本次餐敘

也和鍾副主任委員小露身手，自娛娛人，受到在場出席人

員，尤其是客家鄉親，如雷掌聲，相當融入客家。 

      

七、參加駐芝加辦事處宴請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客籍企業

家晚宴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7日晚上 

（二）地點：金寶餐廳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芝

加哥辦事處申處長珮璜暨夫人、林組長世欣；中西部客家

同鄉會張會長上詳夫婦、各幹部；客籍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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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行程摘要： 

     由休士頓飛往芝加哥，抵達芝加哥奧海爾國際機場即受到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熱情接機，並接往駐芝加哥辦事處申處

長珮璜特別辦理的歡迎晚宴。 

     席間，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張會長上詳夫婦、各幹部，以及

芝加哥當地客籍企業家，彼此交流聯繫，並談及中西部客

家同鄉會合唱團練習客家歌謠過程，以及在芝加哥千禧公

園（Millennium Park）表演的點點滴滴，場面相當溫馨。 

 

八、拜訪巴勒特市麥凱利市長、參觀市府文化藝廊「綺麗

臺灣」攝影展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8日上午 

（二）地點：巴勒特市政府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芝

加哥辦事處吳領事正偉；巴勒特市（Village of Bartlett, 

Illinois）市長麥凱利（Michael E. Kelly）、巴勒特文

化委員會（Art in Bartlett）會長羅萍絲姬（Rita 

Lopienski）；中西部客家同鄉會邱前會長美純、張會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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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夫婦。 

（四）行程摘要： 

苗栗市與巴勒特市互結為姊妹市，本次公務出差行前苗栗

市邱市長炳坤特別委請本會帶來苗栗市相關紀念文宣品

致贈巴勒特市長 Michael E. Kelly，彼此互動交流，此

次拜訪兼顧國民外交。 

拜會市長 Michael E. Kelly 其間，邱前會長美純擔任即

時口譯，相當稱職，鍾副主任委員稍做溝通交流，由市長

Michael E. Kelly 帶領一行人，參觀該市與苗栗市締結

姊妹市之後，特別在市政府的長廊陳列有關兩地風土民情

攝影作品及文物，大夥兒特地在苗栗市市旗下合照，留下

相當珍貴的畫面。 

巴勒特文化委員會會長 Rita Lopienski，特別引導大家

至巴勒特市政府旁的辦公室，參觀「綺麗台灣」攝影展，

透過每一個鏡頭記錄台灣各地節慶、觀光景點，讓巴勒特

市民進一步了解台灣，達到相互交流之目的。 

 

九、參訪芝加哥公共藝術典藏－畫廊 37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8日上午 

（二）地點：芝加哥公共藝術典藏－畫廊 37（Chicago Publ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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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Gallery 37）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芝

加哥辦事處吳領事正偉；巴勒特文化委員會（Art in 

Bartlett）會長羅萍絲姬（Rita Lopienski）；中西部客

家同鄉會邱前會長美純、張會長上詳。 

（四）參訪摘要： 

芝加哥市政府利用市有第 37 閒置空地，興建此一建築，

辦理「課後計畫（After School Matters）」，支持弱勢、

中低收入戶，讓青少年在放學後來到這裡，學習各項技

能，包含美食、舞蹈、音樂、繪畫……等課程，甚至在此

習得 DIY 技能，而製成的手作藝品，Gallery 37 特別提

供空間展售，青少年因此能夠自給自足，賺取零用錢，不

僅學得生活技能或陶冶心靈，更不致流連在外容易學壞。 

此項專案，一舉多得，除了將閒置的市有空地活化利用，

針對青少年弱勢族群，設計各項課程，可以學得一技之

長，自給自足，讓這群青少年在課後免於在外遊蕩，無形

中對於犯罪預防發揮莫大影響。鍾副主任委員有感於芝加

哥市政府對於弱勢團體及中低收入戶的用心，特別代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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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致贈「課後計畫」專案美金 100 元，雖是微薄心意，卻

象徵對芝加哥市政府的用心予以肯定與支持。 

十、參訪舊金山濱海污水處理廠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9日上午 

（二）地點：舊金山濱海污水處理廠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北加

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呂前會長玉貞。 

（四）參訪摘要： 

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為污水處理工程領域頂

尖的專家學者，也曾回台擔任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環

境保護署顧問、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他表示，污水

處理廠是保護人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基礎公共設施，也是測

量一個國家的文明程度的指標。East Ba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EBMUD）

污水處理廠為舊金山灣區三大污水處理廠之一，與其他小

城市的污水處理廠，共同保護舊金山海灣內的水質。 

EBMUD 污水處理廠工程浩大，多年來，陳前會長擔任 EBMUD

汙水工程設計部門的負責人，實際參與該廠多項主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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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該廠並曾獲得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最佳工程獎。 

本會一行三人透過已退休的陳前會長安排參訪，深深感受

到污水處理對於一座城市的重要性，並獲 EBMUD 污水部門

最高負責人 Dave Williams，以及污水處理廠經理 Kurt 

Haunchild 的熱情接待。 
 

十一、拜會駐舊金山辦事處、美國三藩市崇正會及美國北

加州客屬聯誼會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9日下午 

（二）地點：駐舊金山辦事處、美國三藩市崇正會、美國北加州

客屬聯誼會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金山

華僑文教中心李主任定勇及駐舊金山辦事處黃助理遠

華；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呂前會長玉貞。 

（四）拜會駐舊金山辦事處摘要： 

本會一行三人在參訪舊金山濱海污水處理廠之後，特別前

往駐舊金山辦事處拜訪江處長國強，鍾副主任委員接受當

地媒體專訪時表示，客家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及文化，保存

客家文化有賴於海外鄉親出錢出力，更重要的是要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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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為海外客家社團用心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的熱忱所

感動。此行除了造訪各地客家鄉親表達關懷之外，也把握

機會說明了政府客家施政主軸及成果。 

（五）拜會美國三藩市崇正會及美國北加州客屬聯誼會摘要： 

在華僑文教中心李主任定勇及駐舊金山辦事處黃助理遠

華、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呂前會長玉貞的陪

同下，鍾副主任委員一行三人拜會了美國三藩市崇正會及

美國北加州客屬聯誼會，受到熱烈的歡迎。 

在駐舊金山辦事處的安排下，拜會源自大陸中原的二社

團，除了問候坐聊之外，鍾副主任委員說明本會業務、客

家施政重要成果，以及台灣服務海外客家鄉親之各項事

務。 

 

十二、參加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餐敘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9日晚上 

（二）地點：大鴻福餐廳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北加

州客家同鄉會幹部及鄉親約 150 多人。 

（四）行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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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敘席間，充分感受到舊金山地區客家鄉親的向心力及凝

聚力，鍾副主任委員說明本會主要推動的客家事務和五項

重點工作，以及服務海外客家鄉親之各項業務，並盛情邀

請在座鄉親踴躍參加今（2011）年 11 月 15 日在台北舉行

的全球客家懇親大會，當場引起熱烈回響。 

 

十三、拜會金山灣區僑教中心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10 日上午 

（二）地點：金山灣區僑教中心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北加

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呂前會長玉貞。 

（四）行程摘要： 

在前往加拿大溫哥華之前，本會一行三人特地拜訪金山灣

區僑教中心（簡稱南灣僑教中心），適逢新舊主任剛完成

交接，甫卸任的黃主任公弼特別到場，和新任呂主任元榮

一同歡迎大家的蒞臨。 

呂主任元榮為鍾副主任委員簡介金山灣區僑教中心的主

要業務，並導覽整個中心空間配置、設備，以及圖書室各

種華文教材。鍾副主任委員當場表示，如需客語教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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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非常樂意提供支援。 

 

十四、參加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幹部及駐溫哥華辦事處晚宴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10 日晚上 

（二）地點：新瑞華餐廳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駐溫

哥華辦事處周處長唯中暨夫人、邱組長陳煜、本會諮詢委

員鍾委員維和夫婦、溫哥華台灣客家會謝會長明珠夫婦、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各幹部。 

（四）行程摘要： 

結束金山灣區僑教中心拜會行程之後，便由美國舊金山搭

機轉往加拿大溫哥華。完成旅館入住手續後即趕往晚宴會

場，由溫哥華台灣客家會謝會長明珠夫婦作東，邀本會一

行三人、駐溫哥華辦事處周處長唯中暨夫人及邱組長陳

煜，以及本會諮詢委員鍾委員維和暨夫人等人餐敘。 

鍾副主任委員向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各幹部及工作人員、本

會諮詢委員鍾委員維和夫婦，熱心協助安排參訪行程，表

達十分感謝之意。席間，駐溫哥華辦事處周處長唯中妙語

如珠、幽默風趣，讓整個餐敘在輕鬆的氛圍下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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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參加溫哥華台灣客家會鄉親餐敘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11 日晚上 

（二）地點：福星樓餐廳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僑務

委員曾委員志瑛夫婦、本會諮詢委員鍾委員維和夫婦、溫

哥華台灣客家會謝會長明珠夫婦、溫哥華台灣客家會約

100 人。 

（四）行程摘要： 

隨著溫哥華台灣客家會鄉親魚貫進入會場，彼此寒暄好不

鬧熱，鍾副主任委員向與會鄉親表達問候之意，並代表本

會黃主任委員邀請大家踴躍參加今年11月15日在台北舉

行的全球客家懇親大會；謝會長明珠以張秀嬌女士手作的

藍衫紙藝，並委由源海畫框廠曾董事長淼源於作品上題

字，特別裱框作品，代表溫哥華台灣客家會致贈本會一行

三人做為紀念，整個晚宴在大家高聲合唱「客家本色」的

歌聲中，依依不捨的劃下句點。 

 

十六、拜訪溫哥華傑出客家鄉親六人：江明璋先生、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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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委員、蘇副會長虆華、曾董事長淼源、徐董事長

義雄及陳經理秋欽 

（一）時間：2011 年 8 月 11 日及 8月 12 日 

（二）地點：各傑出客家鄉親自宅或辦公室 

（三）出席人員：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黃處長崇烈、黃科長綠琬；本會

諮詢委員鍾委員維和夫婦、溫哥華台灣客家會謝會長明珠

夫婦、蘇副會長虆華夫人盧秀昭女士。 

（四）行程摘要： 

1.台北國太乾洗中心江明璋先生 

  江明璋先生將在台北經營乾洗店的經驗移植到溫哥

華，憑藉著當初做美軍生意自學英文，以及客家人勤儉

刻苦的精神，雖然開業之初，生意十分清淡，讓夫婦感

到氣餒，但秉持對專業技術的執著和豐富的工作經驗，

加上待人以誠，終於贏得溫哥華當地顧客的支持，2010

年 9 月榮獲《Richmond News》評比為加拿大溫哥華乾

洗衣店第一名！這項殊榮，對於江明璋夫婦不僅是肯

定，也是在異鄉打拼多年，辛苦耕耘所獲得的成果。 

  江明璋夫婦篤信佛教，常發善心，樂於助人，2009 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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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莫拉克風災災情嚴重，夫婦倆更認捐大愛屋一座，愛

心不落人後。目前洗衣店已交給兒子和媳婦接手，第二

代傳承了夫婦倆最珍貴的洗衣技術，以及認真敬業的工

作態度！ 

2.新聯華國際集團執行長暨僑務委員曾委員志瑛 

  僑務委員曾委員志瑛在溫哥華經營著名的新聯華旅行

社，頗具規模，近來更將企業版圖拓展至美國，常往來

溫哥華及洛杉磯兩地當起空中飛人，由旅遊業跨足傳

媒，經營 TBWTV 電視台，規劃以高品質製作有關教育、

自然、歷史……等公益節目。 

曾委員志瑛與鍾副主任委員一行人，分享白手起家的艱

辛，在事業逐漸有成，立願回饋社會，由於個性樂觀開

朗使然，曾志瑛委員娓娓道來過去一路走來辛苦點滴，

彷彿像過往雲煙，伴隨著爽朗的談笑聲，從其堅定卓絕

的神情中，看出永不放棄的客家精神，著實令人佩服。 

3.金楓都市酒莊蘇副會長虆華 

移民溫哥華之前，溫哥華台灣客家會蘇副會長虆華從事

的工作其實是資訊業，當初為了移民就業順利，便一股

腦兒投入釀酒研究。從門外漢，到為造訪的一行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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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整個釀酒的過程，推廣紅酒的特點，還說明了藍莓

醋對身體的益處。 

拜訪蘇副會長虆華，就像上了一堂釀酒課，每一道工序

都蘊藏專門技術；辦公室架上每一個大大的玻璃缸逐一

標記著開始釀酒的日期，觀察並研究箇中變化，讓人感

受到全心投入的滿滿心意。他與賢內助盧秀昭女士對文

化創意產業之用心，令人敬佩。 

4.源海畫框廠曾董事長淼源 

喚曾董事長淼源一聲「書法家」，真格實至名歸！因為

他曾榮獲日本國際書法展金、銀大獎，亦多次舉辦個人

書法展，對於書法藝術的痴迷，數十年如一日。曾董事

長淼源將興趣與事業結合，以經營書畫裱框為業，讓造

訪的一行人推門入內宛如參觀書畫藝廊般，充滿著藝文

氣息。 

相當有藝術家特質的曾淼源董事長，其實非常有個性，

平時話不多，但遇到鍾副主任委員卻話匣子打開，侃侃

而談，提及計畫出版有關書法源流一書，彼此交換意

見，十分盡興。臨行前，以溫哥華著名的風景照並親筆

題字致贈鍾副主任委員一行三人，這獨一無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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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金錢都無法買到的無價珍寶。 

5.山明金針菇農場徐董事長義雄 

在台灣習得的真菌培養技術，徐義雄夫婦帶著孩子來到

溫哥華，也為移民帶來生機。隨著參觀腳步來到培養

室，金針菇、杏鮑菇像小 baby 在溫室中被細心呵護著，

溫度、濕度等環境因素嚴格控制下，這些菇類爭先恐後

般或向上或向旁長大，賣相頗佳。 

近年來，面對中國大陸、南韓採低價策略的惡性競爭，

徐董事長義雄夫婦調整腳步，雖將農場的規模縮小，卻

仍嚴格把關最重視的品質。閒聊之餘，徐董事長義雄夫

婦除了推廣菇類對人體的益處，在謙虛中也表露出些許

自豪，因為山明金針菇農場為溫哥華地區超級市場金針

菇、杏鮑菇的主要供應商，這便是夫婦倆對於堅持品質

的努力最大的肯定！ 

6.保險公司陳經理秋欽 

陳經理秋欽回想移民溫哥華初期，因妻子在台工作尚無

法一道同行，暫時獨力帶著女兒先行到異鄉打拼，卻遇

上中年失業的打擊。回想那段時光，待在家中足足三個

月無法跨出，最後憑藉意志力，強迫自己走出家門，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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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像行屍走肉般走在街上，無意間看到保險業廣告招

牌，鼓起勇氣問：「我這樣的年紀可以走保險業這一行

嗎？」沒想到獲得白人老闆莫大的鼓勵－「考到保險證

照，回來找我，一定錄用你！」 

就這樣，戴起老花眼鏡每天苦讀，終於皇天不負苦心

人，順利取得證照，以客為尊、隨傳隨到的服務，獲得

極高的信任與評價，陳經理秋欽在溫哥華保險業闖出一

片天。 

 

肆、心得與建議 

  此次美加公務出國行程，主要參加「2011 年美洲台灣客家懇親

會」，與各地客家社團交誼，並表達關懷之意，也盡可能利用難得的

機會，到美國休士頓、芝加哥、舊金山及加拿大溫哥華等地，拜訪當

地客家社團。所到之處，無不感受到最熱情的接待及費心的協助，體

會客家的向心力及凝聚力，銘感於心。 

  謹就此行，綜合各處所見所聞，提出幾點建議，臚列如后： 

一、針對客家年輕族群，研擬相關計畫或推展政策，鼓勵客家後

生年輕一輩要走出去，不僅拓展國際視野，也讓世界看見客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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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語向下扎根實刻不容緩，海外缺乏客語學習的環境及各項

豐富而多元的客語教材，應特別針對幼童設計製作圖像或視

聽教材，如此，學習才能收到實際成效。 

三、加強與海外客家社團的互動及聯繫，隨時支援提供各種客語

教材及客家相關文宣出版品，以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 

四、國民外交的領域，民間的力量往往大於政府，必須與民間團

體密切結合，相輔相成，始能達到永續交流之目的。 

五、國內舉辦的客家活動或推動之客家政策，可與海外客家社團

保持密切溝通，如將「全國客家日」或「客家桐花祭」活動，

推廣至海外，與各客家僑界配合串聯辦理，可收擴大推廣之

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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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附錄一：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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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右一）及美洲台灣客家聯合會管會長光

明（左二）半夜特地前來接機。 

 

鍾副主任委員（中）與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主辦單位幹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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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副主任委員以「傳揚客家．前瞻未來」為題專題演講，宣揚近三年

來客家重要施政績效。 

 

張校長秋台專題演講，生動詮釋客家字謎揣令及俚語俗諺。 

 33



 

休士頓僑教中心王主任偉讚（前立者）為一行人簡報推動之業務。 

 

休士頓客家文教基金會賴前主任委員江椿（左前一）與客語教師戴壽

美（右）展示客語教學豐富教材。 

 34



 

參訪華美中醫學院，與梁院長慎平（中）及夫人詹明美女士合影。 

 

 

接受休士頓美南電視台節目主持人程美華女士（前左）專訪。 

 35



 
客家之夜活動，鍾副主任委員（前排左二）與貴賓合照。 
前排左至右：張會長錦輝、鍾副主任委員、Garcia 警長、Vo 眾議員、陳處長方

正；後排劉委員曼香（左四）、梁委員慎平（左六）及管會長光明（左七）。 

 

客家之夜活動結束，與紅瓦民族舞蹈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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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館的蝴蝶中心，入口裝置相當引人注目。 

 

 

參觀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館結束後，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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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方正暨夫人（前排右一、二）宴請紅瓦民族舞

蹈團。 

 

駐芝加哥辦事處申處長珮璜（中）暨夫人（左）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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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副主任委員與巴勒特市長 Michael E. Kelly 合影。 

 

一行人特別在長廊與苗栗市市旗合影留念，圖左為中西部客家同鄉會

張會長上詳、右二為邱前會長美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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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綺麗臺灣」攝影展，巴勒特文化委員會致贈文宣紀念品。 

 

Chicago Public Art Collection－Gallery 37 提供展售空間，販售

青少年手作藝品，自給自足，賺取零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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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副主任委員代表本會捐贈 Gallery 37「課後計畫（After School 

Matters）」美金 100 元，表示肯定與支持。 

 

圓形池為污水二級處理－「生物處理」，讓有機物將污水中的微生物

分解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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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下米白色圓頂建築物，為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於1977

年設計的離心器，主要將污水中的水和固體分離。 

 

在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陳前會長宗男（右一）及呂前會長玉貞（左一）

陪同下，參訪 EBMUD，受到污水部門最高負責人 Dave Williams（中）

熱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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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舊金山辦事處江處長國強（右二），與鍾副主任委員彼此交換名片。 

 

 

鍾副主任委員拜會駐舊金山辦事處，並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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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美國三藩市崇正會，前排左至右：駐舊金山辦事處黃助理遠華、

金山華僑文教中心李主任定勇、金山崇正會陳監事燿顯、鍾副主任委

員、黃處長崇烈、陳前會長宗男。 

 

拜會美國北加州客屬聯誼會合影。 

 44



 

參加北加州客家同鄉會餐敘，與現任會長胡會長新貴（左一）合影。 

 

金山灣區僑教中心呂主任元榮（左），親自為鍾副主任委員說明圖書

室典藏之各種華文教材。 

 45



 

與金山灣區僑教中心甫卸任黃主任公弼（右四）及現任呂主任元榮（左

四）合影。 

 

與溫哥華台灣客家會幹部、駐溫哥華辦事處餐敘。圖右四為溫哥華台

灣客家會謝會長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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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溫哥華辦事處周處長唯中（左二）暨夫人。 

 

 

參加溫哥華台灣客家會鄉親餐敘，全體大合唱「客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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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台北國太乾洗中心江明璋夫婦。他們倆自信、樂觀、好客的理念，

在事業上開創一片天。 

 

在本會諮詢委員鍾委員維和夫婦（左一、二），及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謝會長明珠的陪同下，拜訪江明璋夫婦。 

 48



 

受到僑務委員曾委員志瑛個性樂觀開朗的感染下，拜會過程中相談甚

歡。 

 

在曾委員志瑛創設的新聯華旅行社辦公室內，留下珍貴的鏡頭。 

 49



 

每個大玻璃缸都標註著釀酒的日期，細心記載、觀察，建立了文創品

牌與信譽。 

 

鍾副主任委員致贈溫哥華台灣客家會蘇副會長虆華夫婦，本會輔導之

客家桐花文創商品。 

 50



 

曾董事長淼源將興趣與事業結合，來到書晝裱框廠就像參觀藝廊般。 

 

曾董事長淼源夫婦致贈本會一行三人溫哥華著名景點照，並親自題字

留念。 

 51



 

山明金針菇農場徐董事長義雄所培育的杏鮑菇，漂亮而飽滿。 

 

與徐董事長義雄夫婦（左一、二）話家常，閒聊間夫婦倆仍不忘推廣

金針菇茶對人體的益處。 

 52



 

保險公司陳經理秋欽與鍾副主任委員談及中年失業，到跨入保險業的

過往點滴。 

 

與陳經理秋欽夫婦（圖右三、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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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剪報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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