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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第三十五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報告 

壹、緣起 

為復甦客家語言，宏揚客家文化，加強海內外客家文化交流，建

立台灣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中心的目標，本會於二００二年、二００三

年，分別辦理全球客家文化會議，邀請各國客屬團體來台參與，其中，

與會團體及參與人數最多者為美國客屬團體。 

眾所皆知，台灣人遍佈世界各地，在科技、經貿、文教、醫學等

方面有成就者不乏其人，即便在美國如此高度競爭的國度裡，揚名 

國際或嶄露頭角者亦有其人；而客家人團結奮發、堅忍不拔、不畏苦、

不服輸的精神，在多族群競技大鎔爐的美國，常成為美談。  

本（九十三）年五月，任教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也是本夏令會活動策劃組成員之一的魏武雄教授，函邀本會羅主任委

員文嘉前往指導並致詞，羅主委因公務繁忙未克分身，但為進一步加

強交流與交換心得，特派員前往參加此次頗具規模且歷史悠久的夏令

會，並順道訪問美國客屬團體，宣導本會政策及施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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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及行程 

本會派主管海外客屬業務的綜合處鍾處長萬梅，偕同熟悉客家政

策、曾任美國客屬團體負責人的本會劉前副主任委員永斌前往，行程

如下： 

參加第三十五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行程 

月 日 星期 起訖點 工作內容 

六 三十 三 台北、洛

杉磯 

搭機赴美。 

 

七 一 四 洛杉磯、 

費城 

抵達費城並參觀文化設施。 

 

七 二 五 達拉威

爾大學 

一、 報到。 

二、 參加會議相關活動。 

七 三至五 六至

一 

達拉威

爾大學 

參加會議。 

七 六 二 華盛頓 拜會客屬團體。 

 

七 七 三 華盛頓、 

台北 

搭機返台。 

 

七 八 四 台北 抵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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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概述 

七月二日在達拉威爾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 Newark, 

Delaware ）報到，晚間即進行分組討論，一組是熱門話題－－談

台灣總統大選，由李正三先生擔任主持人，他是紐約紐澤西阿扁之

友會會長，也是 2000 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召集人；董建宏先生（民

進黨海外美東黨部發言人，現哥大都市計畫博士候選人）、許盛男

先生（北澤西台灣同鄉會創會會長、民進黨美東黨部主委）、以及

黃增桐先生（電機博士，活躍於 FAPA 及台灣人社區活動，320 前

曾參加「全台走透透」及「228牽手護台灣」活動）擔任引言人，

分別就：「開票那天晚上（總統選舉那天晚上）」、「槍擊事件（即

選前一天總統副總統被槍擊的事件）」、什麼是「選舉無效、當選

無效」、以及「在年底立委選舉展現實力來擺平泛藍抗爭的思考」

等面向談起，三位引言人皆血脈噴張、慷慨激昂，振振有詞，獲得

與會者諸多迴響，本會劉前副主委永斌也發表個人意見。另一組則

是台灣布袋戲的介紹，由林麗芸小姐主持，陳清風先生擔任引言，

說明布袋戲的沿革、發展與特色，栩栩道來，生動有趣，添增大會

柔性的一面。另有夏令會理事會及美東 TAA 分會會長聯誼會的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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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大會正式揭幕，約有六百餘人參加，開幕式由 2004 美

東台灣人夏令會召集人廖進興先生主持，盧主義理事長、全美台灣同

鄉會吳庭和理事長、全美台灣客家會吳月美會長、台灣駐美經濟文化

處李辰雄副代表，以及第二代（TANG Representative）代表等人蒞

會並致詞；最難能可貴的是全美台灣客家會吳月美會長，不卑不亢的

用客家話致詞，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那時客家人的尊嚴、客家人的

自信，全寫在現場每位客家人的心崁裡。 

    接著是「台美人的過去與未來」，由盧主義理事長擔任講員，他

以三、四十多年「老兵」的經驗，觀察台美人「平地高樓從地起」的

艱辛歷程，及其成長茁壯的歡雀心情，期間的執著有著「別是一番滋

味在心頭」的喜悅。他語重心長的期勉大家要體認環境的變遷，掌握

時代的動脈，傳承台美人的精神，繼續努力永不止息，其情可感，其

志可嘉。下午，安排許多分組，其中一組是「美東台灣客家同鄉會年

會」，由林瑛惠理事長主持。首先，由與會者也是大會活動組的魏武

雄教授，介紹鍾處長與大家認識，隨後由鍾處長報告本會業務概況，

鍾處長表述略以：本會是陳水扁總統任內成立的全世界第一個中央部

會層級的客家專屬單位，首任主任委員是現任司法院秘書長的范光群

先生，任職七個多月，對本會基礎建置工作貢獻良多，後榮調擔任台

灣省政府主席，第二任是葉前主任委員菊蘭任職二年三個月，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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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客家語言的復甦、成立客家學院、建置各項資料庫，對客家文化

的傳承與創新不遺餘力，尤其對促進台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現

代社會，與打造台灣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中心的施政目標，著墨甚深，

獲得肯定，所以榮陞為行政院副院長，而且是首位女性副院長。羅主

任委員文嘉今年五月二十日接任後，更加努力，除賡續推動客家語言

文化的復甦外，亦大力暢導「客家生活文化環境營造」概念，落實「文

化造鎮、客庄再生」構想，執行「文化生態園區」理念，以及推出提

攜青年的「築夢計畫」，舉辦「客家青年學苑」活動等，企圖帶領客

家邁向新境界。他們對本會成立三年有如此優異表現，咸表欣慰，紛

紛表示願做本會在海外溝通的橋樑。劉前副主委提醒鄉親們鼓勵親戚

朋友踴躍報名，參加「2004 年海外客家青年夏令營」的活動，接著，

吳月美會長報告她接任全美台灣客家會會長的目標與願景，以及她今

年五月回台灣參加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的見聞與觀感，真誠表述獲

得許多的共鳴。之後，則討論「台灣客家鄉親會」章程。會中，他（她）

們看到來自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代表，千里迢迢來參加他（她）們的

盛會，個個欣喜莫名，言談間，他們對年輕，鼎鼎有名的羅主任委員，

充滿著新鮮、好奇與崇拜。 

七月四日上午的議題，分別是「宋泉盛先生主講的：高瞻遠矚台

灣的民主未來」、「大陸來台人士阮銘先生主講的：從寧靜革命到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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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建國」，以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劉前副主委永斌先生主講的：「阿

扁政府客家政策的成果與展望」。劉前副主委用客家話普通話和福佬

話講述客委會成立的背景，三年來的施政作為與成果，他引經據典、

幽默大方的闡述客家語言文化之美，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他更報告

羅主任委員的政策理念與施政主軸，一小時的演講，偏僻入裡，讓與

會者心嚮往之，更想親近客家、了解客家、學習客家，可謂成功的宣

揚客家。 

七月四日下午的節目，是由陳文彥教授主持的－「總統選舉、公

投、制憲、正名與台灣的未來」的座談會，講員有陳錦芳先生，陳美

津女士阮銘教授和劉前副主委永斌先生，每位講員對以上議題都有獨

到精闢的見解和看法，劉前副主委永斌特別請求客家鄉親們除了關心

客家之外，對以上議題一定要熱心參與。 

七月五日上午，由國策顧問黃天麟先生主講「台灣經濟奇蹟與轉

機」，字字珠璣，句句精采，獲得很高的評價，現場有位自稱開了八

小時的車程，專程來聽黃國策顧問的演講即可為證。另由來自荷蘭的

台灣女婿 Gerrit van der Wees講述 Taiwan’s Freedom：Past and 

Future，回顧過去艱辛的民主歷程，尤其列出許多民進黨大老，在戒

嚴期間不顧性命安危，為爭取更多的自由，為爭取更大的民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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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性命的精神，令人動容；他也言詞懇切、語重心長的期勉台美人，

要繼續為台灣的民主自由更加努力。 

閉幕式由主辦單位召集人廖進興先生主持，他說：本次大會具有

多項特色 ，其中之一即是歡迎客家人參加，開放客家話發言，課程中

安排客家分組，晚會演唱客家歌曲、舉辦客家話說笑話比賽等。據非

正式統計，大會四天期間用客家話發言者不下二十人次，可謂締造了

新的契機。會議至此圓滿結束。 

七月六日下午拜訪台灣駐美經文處，程代表建人因公外出，由李

副代表辰雄接見，廣泛談及客家人在美國奮發向上的精神，以及他參

加客家相關活動的見聞，一小時的拜會，相談甚歡。是日，亦與客家

社團如：大華府客家同鄉會、費城台灣客家同鄉會、美東台灣人夏令

會、全美台灣客家同鄉會會長、副會長及鄉親等二十餘人座談，劉前

副主委及鍾處長分別談及總統大選及客委會業務，渠等對本會印象深

刻，紛紛表態願當海外志工，協助本會業務的推展。 

肆、心得與建議 

一、「愛美國，疼台灣」具深層意義：本次大會主題是「愛美國，疼

台灣」，顧名思義，美國是他們現在居住之所，安身立命之處，

生活水準高、社會制度好、福利措施佳，大體上較台灣進步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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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愛護美國，愛護他們的本土，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厚

非的事；但台灣畢竟是他們這一代或上一代的祖籍地－－原鄉，

他們對原鄉「台灣」有難以割捨的感情，尤其，五、六十歲者不

乏國內知名大學畢業出國深造者，他們或工作或婚姻或學業因

素，留居美國而後成家立業的。因此，他們殷切希望台灣各黨各

派各族群本著「族群和諧、國家一體」的觀念，捐棄成見，公忠

體國，也期盼社會安定、國富民強，冀望在 陳總統的領導下，台

灣能站起來、走出去，成為國際矚目的國家，他們離開台灣雖然

數十寒暑，但對國內政經情勢的發展，十分關心，心繫台灣，愛

國愛鄉之情，令人肅然起敬。 

二、重視多元文化：美國是多族群的國家，膚色多樣人種複雜，惟大

體上，尚能和諧相處，原因之一是強調多元價值觀念，透過教育，

教授尊重、包容、學習與關懷，讓國人體會到多元文化的精髓。

就以本次會議而言，大會同意使用客語發聲，安排客家話說笑話

比賽，晚會安排唱客家歌節目，就是一例。而本會推動多元文化

觀念、與客語無障礙理念，可謂與時俱進。 

三、 提供年輕一輩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本次會議不但特別邀請所謂

第二代代表（TANG Representative），即正在大學就讀的年輕



 10

朋友參加，還請其代表於開幕式致詞，又同意他們在會議期間向

與會者或社團募款，就是明證。讓年輕人透過學習，多方參與公

共事務，不但可增廣見聞，開拓視野，富有教育性；亦有擴大參

與、傳承接棒的功能，有一舉多得的深邃意涵。本會辦理的築夢

計畫、青年領袖學苑等，都是提攜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做法，可

謂與時代的動脈相契合。 

四、定期舉辦會議意義長：本次夏令會雖是第三十五屆，但歷年來，

每年都在七月四日美國國慶前後，於不同地區輪流舉辦，此種定

時異地的做法，不但日期好記，便於個人行事安排，也可看看別

單位辦理的優劣，以收觀摩學習之效。本會雖於 2002、2003 年分

別舉辦全球客家文化會議，但兩次時間不同，今後如能仿照該夏

令會「定時異地」的方式來舉辦，未嘗不是一個可思考的方向。 

五、廣邀鄉親回台增進交流：台美人有很多是由桃竹苗地區移民出去

的，他們的故鄉就是台灣油桐樹盛產的地方。本會成立後，每年

三、四月間都舉辦桐花祭活動，同時，在十、十一月間，也辦理

客家文化藝術節，藉此大型活動機會，鼓勵他們組隊回台參觀表

演，不但可喚起他們對故鄉的回憶，也可使他們在去國多年之後，

能驚見台灣的進步，更有助於觀光客倍增計畫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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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次赴美開會、拜訪客家社團及與鄉親座談，深覺山川阻隔不了

美國客家鄉親，對台灣的思念、對台灣的關心。尤其是客家鄉親，對

政府照顧客家族群，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予以高度肯定，但談及客

家語言文化面臨消失時，他們又憂心忡忡，感慨下一代融入美國社會

後，缺乏客語的學習環境，面臨「客語斷、文化絕」的窘境。如何透

過多向交流，維繫海內外客家情誼，進而保存語言文化，是極其重要

的課題。 

藉由順道參觀美國文化設施，學習美國對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

與經營管理，以及帶動文化創意與觀光產業發展的寶貴經驗，「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許多做法值得參考。 

總而言之，本次赴美，除了加強本會與美國客屬團體的合作交流，

增進彼此情誼外，對本會海外業務的推展，甚有助益。 



 12

陸、附錄 

一、歷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主題、主辦單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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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前副主委永斌專題報告稿 

阿扁政府客家政策的成果與展望阿扁政府客家政策的成果與展望阿扁政府客家政策的成果與展望阿扁政府客家政策的成果與展望 （劉前副主委永斌演講稿） 

主持人魏教授、各位來賓、各位鄉親：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尤其是廖召集人進興先生和節目部魏

武雄教授多次隔海聯絡，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羅文嘉主任委員上任不久

無法前來，指派本會綜合處鍾萬梅處長和我來向大會和各位鄉親致謝

請安和報告。 

    報告之前，對阮銘教授剛剛做的專題演講「從寧靜的革命到寧靜

的建國」我有些意見要說，四年前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被稱為寧靜

的革命，是的，台灣中央政府改朝換代之際是台灣人民的夢想實現，

的確，它是人民用選票以和平的寧靜的手續獲得的成果。可是別忘了，

為了這個「當家做主」的夢，幾十年來多少台灣子民及有志之士，無

私奉獻，流血犧牲，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段悲慘過程絕對不是寧

靜革命，我祈求上蒼幫助我們能夠早日建國成功。 

    二○○一年六月十四日，阿扁政府成立盤古開天地全世界第一個部

會級的客家委員會，我打包回國加入客委會行列，因此連續三年沒來

參加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這次在大會上看到舊雨新知無比歡欣，君自

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在此向各位報告，五月二十內閣總辭，政務官

上車下車上任下任是民主常態，我現在是「四不一沒有」，不上班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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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不開會不挨立委漫罵，以及沒有工作了，我有三個謎語考考各位：

阿扁公投救台灣答一個國名─「保加（家）利亞」；320後在總統府前

抗議的連宋子弟兵答一個國名─「菲律（綠）賓（兵）」；宋主席夢想

當台灣總統答媒體報導消息一則─「他媽的門都沒有」，媒體轉述宋主

席講沒錢修理他媽媽的廁所門的聲明。 

語言是人們溝通的工具，但是他更是一個族群或是文化的靈魂，

五十多年來在國民黨單一語言政策打壓下，台灣其他族群的母語面臨

滅絕的危機，宋楚瑜先生當新聞局長時,苗栗一位音樂家吳盛智先生寫

了一首「捱係客家人」，宋局長硬是把他改為「我是中國人」才讓他通

過。今天原住民語言正在急診室打點滴，客家話也在急診室急救，福

佬話在排隊掛號中，因此聯合國把台灣列為母語消失最嚴重的國家之

一。由於十多年來，海內外鄉親們風起雲湧的還我母語抗爭請願，阿

扁多年對客家的關懷，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以及在二千年立法院不

分朝野立委們的支持下，關心照顧客家文化族群的客委會，終於在二

○○一年誕生了。 

在首任主任委員范光群律師領導下制定法令規章，擬定近、中、

長程計畫，朝向阿扁總統交代的三大任務邁進，它們是，第一：客家

語言文化的傳承與發揚；第二，促進族群和諧；第三，打造台灣成為

世界客家文化的中心。在范主委和鍾萬梅處長策劃下，二○○一年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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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一日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辦「族群和諧，客家心願」十萬人次的大

型活動，以客家文化為主，其他包括福佬、新住民、原住民、蒙藏歌

舞為輔，呈現給現場和全國電視觀眾，阿扁總統到場用客語發聲，他

說：「捱係客家人，以做客家人為光榮，客家人係台灣人，客家文化係

台灣文化…」總統和觀眾握手時，有位八十幾歲的歐巴桑緊握著阿扁

的手說：「你真係客家人？舊年選總統我選你，下次我也會選你喔。」

有位七十幾歲的歐吉桑對我說「我在台北等了五十幾年，等到今天客

家人客家話終於在台北現身發聲，我一邊觀賞一邊流淚…」 

二○○二年二月一日內閣改組，游錫堃先生擔任行政院長，葉菊蘭

女士接任客委會主委，提昇客委會的知名度是她的施政首要目標，因

此由本會主導舉辦各種活動如：邀請游院長共同掌廚炒出十全十美客

家年菜，總統開播客家網際網站，第一夫人參與客家婦女才藝大展，

總統參與桐花祭，及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等活動項目，還有客家青年高

峰會議，夏客風音樂巡迴演唱會等，從這些活動過程中讓百姓知道有

客委會，有客家人，瞭解客家的語言文化，祖先們開山打林的奮鬥事

蹟，同時也帶動和活化客庄，打造自尊自信快樂的客家人。 

二○○三和二○○四年客委會工作方向是客家文化軟硬體的補強

和興建，輔導全國社團文化活動，演講比賽，山歌演唱，義民祭典，

客語生活學校等項目。由本會主辦全國性活動的是桐花祭，全國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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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節，收冬（平安）戲和全球客家文化會議。除了聯絡海內外

客家社團和鄉親們外，還帶動全國客家鄉鎮文化產業與觀光旅遊。全

世界第一也是唯一的二十四小時用客語發聲的電視台在七月一日開

播，這是所有客家人殷切期待盼望了幾十年的寶貝，老中青少小客家

鄉親可以二十四小時和她生活學習在一起，別的族群人士可把她當為

平台媒介，瞭解客家，在電視台上聽到美妙的山歌音韻，同時可以看

到山歌的唱詞，就如：「飲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連茶帶

影吞入肚，一世難忘阿妹情。」您說客家男士多麼的有情有義。族群

之間的互相瞭解學習與包容，一定能夠促進彼此之間的和諧共榮與尊

重。阿扁總統期待客委會完成的第三個任務是把台灣打造成為「世界

客家文化中心」，文化知識體系的建構，厚植提昇文化的內涵，軟體

硬體學術機構文化設施研究人才的充實、興修、與培植等都包含在本

會近、中、長程計畫中，如阿扁總統關心的台灣南北各一的國家級客

家文化園區，已經在屏東和苗栗進行中，還有教育部二○○三年在中

央大學（中壢市）和聯合大學（苗栗縣）成立了客家學院，和今年成

立的交通大學（新竹縣）客家研究中心，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去年招收

碩士班學生十位，今年三十位，有了紮實的軟硬體設施與資料研究，

有了充沛的研究人才與智庫，加上海外鄉親學者的向心力與凝聚力，

配合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共同努力把台灣打造成世界客家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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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景，有朝一日，一定會實現的。 

出國前向羅主委請教他的施政方針，他說除了繼續推動客委會的

三大任務之外，下面三項是他關心的施政目標。第一：客家意識與本

土意識的培植和加強；第二：社區營造和客庄再生；第三：加強語言

文化向下紮根。相信在羅主委的年輕活力有創意有衝勁的領導努力

下，客委會和客家的前景與展望一定會是澎湃和光明的。 

各位鄉親一定會問我三年的台灣經驗是什麼？我的回答是看到台

灣各個角落旺盛的生命力，鄉親們的愛鄉愛土熱情純樸的情操，政府

單位的公開公正，盡心盡力，感覺到我們參與者的付出，是有代價和

成就感。當然也遇到一些阻力和挫折，就如二○○三年十二月中旬立法

院國民黨黨團提出，親民黨黨團附議的凍結客委會電視預算主決議

案，該提案有兩項，第一項是中華民國無線電視台釋放出頻道給有線

電視台後，客委會該預算始能動支，第二項是立法院內政、交通、預

算及教育四個委員會聯合會議共同審查該預算通過後始能動支。 

第一項條文告訴我們，想要等到釋出頻道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

月？第二項條文要委員們審查通過是關卡重重，命運難卜也。該項預

算本來在二○○二年十月內政委員會就通過了，客委會在十月就成立傳

播媒體小組的任務編制，每週開會數次，準備二○○三年一月上網公告

電視台招標事宜，三月一日正式開播，結果為了該主決議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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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法院報到開議到三月五日四個委員會聯合

會議期間，葉主委和同仁們耗盡了多少心力向立委和有關方面人士拜

託遊說懇求，好不容易才把第一項條文去除，第二項改成向四個委會

報告後始能動支。因為這個阻撓，客家電視台被迫延後四個月在二○

○三七月一日才正式開播，一個電視台定頻在何處、何台是非常重要

的，希望能定頻在不受干擾，畫面清晰的前面數十頻道之內。二○○

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葉主委向電視系統業者最高層人士們，交通部及

新聞局等單位做了多次的請求拜託和協調，讓客家電視台有一個比較

好的頻道，系統業者們為了感謝葉主委在當交通部長時一些正確的政

策，與多年的友情和對客家族群的回饋，他們願意在二○○三年三月一

日讓出好的頻道給客家電視台，把已經簽約的一月二月的損失自己吸

收起來，不料國民黨、親民黨黨團的主決議案把開播日期打亂，在定

頻上讓葉主委面對一場「不可能的任務」的挑戰，天祐客家！在葉主

委克服萬難與系統業者們犧牲更多商業利益及幫助客家之下，客家電

視台終於定頻在「17」頻道上。 

客家電視台的誕生，帶給海內外鄉親們無比的鼓舞與歡欣，在有

限的經費內，大家集思廣益，把節目做得日精月異，期待鄉親們的喜

愛，也受到阿扁總統和游院長的肯定，客委會的預算也從二○○三年的

九億多增加到二○○四年的十二億八千萬，行政院編列這樣高比例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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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別的部會是少見的。可是親民黨黨團為了總統大選的考量，竟

然提出凍結客委會二○○四年預算的議案，一月到三月只准動用人事費

及小部分文教活動經費，其他預算要等大選完畢，四月份始能動支，

這件事引起客家鄉親們的關心與憤怒，在今年一月中旬，他們自動自

發到立法院門口表達抗議與不滿，羅文嘉委員在門口當場要求鍾榮吉

委員和鍾紹和委員撤銷凍結提案，在場的滿腔熱血的鄉親們和兩位鍾

委員拉扯推擠，後來親民黨委員們把熱心鄉親稱暴徒，所幸當天親民

黨黨團撤銷該凍結議案讓這件事情告一段落。 

隨著總統大選的逼近，客家議題也跟著被提昇炒熱起來，泛藍陣

營強調他們最照顧客家族群的權益，剛好發生考試院考選部在二○○

三年國家交通和警察人員升等考試時，其中有一題目用「福佬語」出

題，經過世界客屬總會劉盛良理事長，和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黃正

宗主委的公開指控說執政黨和總統打壓客家，為了這件事，陳總統親

自打電話給姚嘉文院長表示關切，葉主委也面見姚院長，我也當面向

姚院長建議，該題不要算分或每位考生都加分，後來考試院決定該題

目不算分，對以後國家考試並做出以下四點決議：（1）有關意識型態

的題目不要出；（2）有關性別族群歧視的題目不要出；（3）艱澀困

難古文不要出；（4）沒有共識的議題不要出。台灣是民主法治的國家，

考選部出題目只有考試委員和典試委員們知道，連考選部部長都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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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問，指控姚院長，游院長和總統打壓客家人未免扯的太遠吧！ 

在總統選戰期間，泛藍人士包括連宋在內指責阿扁團隊只有葉菊

蘭主委是客家人，等他們當選後五院院長之一以及 15﹪的閣員會是客

家人。我投書自由時報指出客家人的定義是什麼？阿扁團隊除了總統

副總統有客家血統外，游院長是福建詔安客、蔡英文女士、張富美女

士、陳菊女士、湯耀明先生、黃石誠先生、魏哲和先生、黃輝珍先生、

李逸洋先生、彭淮南先生、蔡清彥先生、范光群先生和林光華先生等

都有客家血統，早就超過 15﹪了，照顧客家，提拔客家，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首長閣員要心存愛心，愛客家，愛人民，愛台灣。 

各位鄉親可能會問我今後我該何去何從？我說生為客家台灣人，

我會當一輩子的志工為客家為台灣，還有今年年底的立委選舉，明年

縣市長的選舉，後年台北高雄市市長的選舉及二○○八年總統大選，我

都會為民進黨全力以赴，希望各位如果認同我這種人生規劃的話，請

給我掌聲鼓勵，同時也非常歡迎各位參與這個行列，共同勉勵。 

因為各位是國外各界的精英和領袖，懇求各位為台灣的外交、經

貿、文化、公共政策，和制憲多出一份心力，幫助台灣建造成為真正

民主自由，主權獨立的國家，並朝向聯合國的大門邁進。最後，祝福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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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健康康，做大事做大官! 

    順順序序食百二！！ 

    大吉大利，買樓買田又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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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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