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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大 選 結 果 出 爐

民進黨勝選　蔡英文成首位女總統
【台北－東京／綜合報導】中華

民國第１４任總統副總統大選

暨立法委員選舉於１月１６日

登場，當天晚間結果出爐，由民

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與陳建仁的

組合，以６８９萬４７４４票，

約５６﹒１２％的得票率擊敗

對手國民黨朱立倫和王如玄與

親民黨宋楚瑜和徐欣瑩的搭檔，

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第１４任總

統、副總統，蔡英文也成為台

灣、中華民國首位民選女總統，

別具意義，而國會總席次１１３

席中，民進黨也拿下６８席，

首次在國會過半，這是民進黨

自１９８６年創黨以來，第一

次完全執政。

　蔡英文１６日晚間出席國際

記者會時先是感謝台灣人用選

票寫下歷史，完成了總統直選

以來第３次的政黨輪替和第一

次的國會政黨輪替。蔡英文表

示這不只是一場選舉的勝利，

而是傳達人民期待一個更願意

傾聽民意的政府、一個決策更

透明的政府、一個有能力解決

困難、照顧弱勢的政府，一個

可以把國家帶到新時代的政府，

還有一個會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的政府。

　記者會上蔡英文也重申５月

２０日新政府執政後，會以中

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協

商交流互動的成果以及民主原

則與普遍民意，做為推動兩岸

關係的基礎。她強調兩岸有責

任盡最大努力，尋求對等尊嚴、

彼此都能接受的互動之道，確

保沒有挑釁，也沒有意外。最

後她更提到任何的打壓都會破

會兩岸關係的穩定。

　會中，蔡英文也提及韓國偶

像團體「ＴＷＩＣＥ」的台籍

成員周子瑜，只因在節目上揮

舞中華民國國旗而遭到打壓一

事，她表示這件事引起不分黨派

的台灣人民普遍的不滿，蔡英

文提到這件事將會永遠提醒她，

團結這個國家、壯大這個國家，

並且一致對外，是做為下一任

中華民國總統最重要的責任。

隨後蔡英文等人站上舞台向支

持民眾發表當選感言，也提到

這次的選舉結果是向世界證明，

台灣人就是自由人，台灣人就

是民主人，只要她當總統的一

天，會努力讓國民沒有一個人

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

 

 

 

　在國民黨的競選總部則是氣

氛低迷，朱立倫和王如玄的組

合僅拿下３８１萬３３６５

票，得票率約３１﹒

０４％，大敗３００

多萬票，國會席次也

從上一屆６４席銳減

為３５席，首次讓出

國會執政權。

　朱立倫向支持者發

表敗選感言時則９度

鞠躬致歉，並哽咽地

表示對不起大家，讓

大家失望了，坦言承

認失敗。他除了祝福

蔡英文和民進黨，也

盼他們在勝選後可以帶領中華

民國、帶領台灣走向更幸福更

美好的未來。他強調選民們才

是最大贏家，是選民讓朝野政

黨知道民意的依歸和動向。朱

立倫提到國民黨必會記取這次

大選所遭到的嚴重挫敗，國民

黨也會扮演好反對黨的角色，

監督的力量。

　朱立倫坦言失去中央執政，

再失去國會多數，是國民黨史

無前例的巨變，從２０１４年

年底的９合１選舉，國民黨失

去多數地方執政，就顯露國民

黨所面臨的巨大危機。他也表

示未來從地方開始扎根、從地

方基層開始培養人才，透過選

舉讓未來的人才、未來的領袖，

從基層開始培養，進入國會、

進入政府，才是「浴火重生」

的唯一出路，也是國民黨爭取

民意認同，從根做起的唯一機

會。朱立倫也在台上直接發表

辭去國民黨黨主席，隨後包括

首席副主席郝龍斌和國民黨秘

書長李四川等人也陸續表達辭

意，讓承受敗選的國民黨面臨

更嚴峻的考驗。

【東京／綜合報導】總統當選人蔡英

文在民進黨秘書長吳釗燮的陪同下，

於１月１７日會見日本交流協會會長

大橋光夫和交流協會駐台代表沼田幹

夫，大橋光夫代表日本政府恭賀蔡英

文當選。

　蔡英文表示經貿合作是未來推展台

日關係的重要工作，其中包括重啟台

日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蔡英文強調，

持續的溝通和理性的態度是經營外交

關係的關鍵，會秉持這樣的信念，解

決目前在經貿方面的障礙，進而深化

雙邊的經貿往來關係。

　此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於１６日

就台灣總統選舉結果發表談話，表示

台灣是與日本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

朋友，他談到此次選舉表明民主主義

已在台灣深深地紮下根，岸田也強調

今後台日的關係將立足於非政府間關

係的立場，力圖深化合作與交流。

安 倍 政 府 期 待 日 台 開 啟 新 時 代

僑 民 心 聲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順利當選為中華民國第１４任總統（照片提供：中央社）

蔡英文與陳建仁向媒體展示總統、副總

統當選證書（照片提供：中央社）

選舉當天，蔡英文競選總部前的支持民

眾開心迎接勝選（照片提供：中央社）

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承認敗選 

鞠躬向支持者道歉 

（照片提供：中央社）

蔡英文勝選將努力讓
國民不再為認同道歉

國 民 黨 承 認 敗 選 
會扮演好監督的力量

【大阪／綜合報導】前任駐大阪辦事

處處長蔡明耀因任期已滿，於１月

１９日在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王明裕

等多位當地華僑的歡送中返回台灣。

新任駐處處長張仁久則於１月２０日

抵達大阪，當天亦有１０多位僑民到

場迎接。

　接任駐大阪辦事處處長一職的張仁

久曾任駐日代表處祕書官、駐大阪辦

事處副處長等職務，在接任處長一職

前則是擔任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根

據１月２１日《產經新聞》的報導，

張仁久談到屢新的展望，表示很高興

可以再度到堪稱故鄉的大阪服務，希

望可以促進與轄區內２府１８縣之間

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等領域交流。

關西僑民於 1月 20 日齊聚機場歡迎

新任處長張仁久屢新

關西僑民到機場歡送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蔡明耀榮調返台

張仁久任大阪辦事處處長　１月２０日屢新

　我們沒有特別支持哪個政黨，在國外的僑界就是支持

台灣政府，如果政府想跟日本有更進一步的友好關係，

僑界都會配合，我們長久以來一直都是在做台日之間的

橋梁工作。現階段我們還是會根據馬總統說的，日本跟

台灣是特別夥伴關係，繼續和平路線。

　以身為台灣人來說，這次的選舉是很公平的選舉，因

為證明了政權是可以輪替的，政府有好有壞的地方都該

被重新審視，人民也有這樣的權利去改變。國民的立場

是支持選出的領導者，並徹底的監督政府。我們在海外

的僑民會繼續守護台灣，一直支持中華民國台灣。

　希望新政府上台後可以繼續多促進台日觀光，鼓勵雙

方產業合作，現在台日間的貿易順差還是很大，仍有可

以改進的空間。此外，也希望新政府可以注意僑務資源

不要再縮減，目前僑委會預算有限，可以服務到僑民的

部分也少，因此很希望新政府可以注意這樣的問題。

　民進黨在選舉大勝，是因為許多藍營支持者沒出來投

票，所以民意基礎是否足夠還要畫上問號。新政府還未

上線，無法得知會做的怎樣，希望新政府上台後要記得

自己曾說過的話，要做到自己承諾的事。國民黨沒有將

自己執政成績傳遞給民眾，也是該被檢討的部分。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 

毛友次

橫濱台灣同鄉會副會長 

施梨鵬

不具名僑民

（男）

九州台灣商工會會長 

賴玉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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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採訪報導】橫濱

華僑總會於１月１日在橫

濱中華學院舉行升旗典

禮，由該會會長羅鴻健號

召當地僑民出席之外，駐

橫濱辦事處處長粘信士亦

偕同駐處人員參加、齊唱

國歌，為當天的新年團拜

活動揭開序幕。

　典禮結束後，駐處處長

粘信士一行人亦前往關帝

廟上香參拜，祈求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會務昌隆

順遂。接著橫濱中華學院

校友會舞獅隊在廟堂前祥

獅獻瑞賀新春，吸引許多

民眾圍觀駐足。由於日本

沒有過農曆年的習俗，因

此駐橫濱辦事處也利用這

天，到橫濱中華街拜訪京

濱三江公所、廣東要明鶴

同鄉會和京濱華廚會所，

向各僑會

人員拜年，

舞獅團則

隨行賀歲，

以獅子排

出「 利 大

吉大」和

「福」等

字 樣， 為

新年帶來吉祥好預兆。

　稍後，一行人則在橫濱

中華總會的禮堂舉行團

拜，會長羅鴻健感謝僑領

及僑會幹部讓去年得以成

功舉辦國慶晚會和遊行等

慶祝活動，進一步展現僑

社團結力量，強化台灣僑

社與日本各界的連結。粘

信士則盼僑社繼續給予支

持，共創台日友好願景，

他也提到僑團交流很重

要，老僑團能從新僑團中

學習到世代傳承的作法，

讓更多年輕華僑參與中華

街的活動，一直是駐處跟

僑社先進們共同努力的目

標。

　各僑團互道恭喜的氣

氛，讓橫濱中華街卻充滿

了年節氛圍，在新年開春

之際，用台灣式的走春來

加深同鄉情誼，也為大家

帶來新年「一元復始，萬

象更新」的好兆頭。

【千葉／採訪報導】國際佛光會關東協會千葉

分會於１月初舉行新春祈福新年會，來自關東

的佛光會信徒們及海外的朋友都與會參加，現

場合唱佛光會歌曲並提供抽獎助興，讓信眾們

在新年之初，都能有好彩頭，一年更順利。

　新年會開始前，先由佛光山的師父帶領信眾

誦經祈福，經文帶來的迴向和平靜，讓大家在

活動時更有感恩的心，充滿法喜。

　千葉縣中華總會會長濱岡楨雄則免費出借自

家餐廳的廚房，再由國際佛光會關東協會會長

河維寧的公司供應食材，為現場的信眾準備豐

盛好吃的素食料理。因為在日本難得有道地美

味的素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師父們也提

醒大家要感謝會長們的發心，供養佛法僧，能

得福報。

　國際佛光會關東協會千葉分會會長則安美希

則感謝師父們的用心教誨，駑鈍的學生對佛法

也有所體會，她特別以最近因病而得到的體會

向大家分享，所謂的人爭一口氣，只要抬起頭

來這口氣就呼吸到了，但病中卻用了多大的意

念跟努力才呼吸到這口氣，提醒大家要惜福跟

謙卑。

　餐會後，佛光會的成員們也上台表演餘興

節目，千葉台灣商會會長濱田裕子特別以嘉

慶君遊台灣這首台灣歌謠教大家台灣特別的地

名，千葉縣中華總會會長濱岡楨雄伉儷則獻唱

由《花心》改編的「佛的心，佛的淚」，表示

對信仰的虔誠。最後大家並合唱四海都有佛光

人，展現佛光人的和諧與喜樂。

　活動最後的抽獎，在會長們的贊助下，現場

是人人有獎，尤其是佛光山的師父們準備了紅

包，當中有星雲小語要跟大家結緣，國際佛光

會關東協會千葉分會會長則安美希表示，這次

新年會出席活動的人非常踴躍，希望能讓更多

千葉的鄉親，了解佛法的平易近人，進而多多

參加活動，親近佛法。

【橫濱／採訪報導】日本橫濱台商

會於１月初舉辦新年會和第２屆第

３次理監事會議，會中除了商討今

年預定的會務之外，也針對青年部

會務進行研議，會中通過支持僑務

委員新垣旬子參選日本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簡稱日總）總會長，以及

支持僑務委員謝美香參選世界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簡稱世總）總會長

提案。日本橫濱台商會會長河維寧

表示，這證明日本台商界女性的活

躍，橫濱台商會全力支持這２位參

選人為日本台商爭光。

　橫濱台商會亦在會中討論日總第

４屆選務委員會成立，及第２３屆

世總於２０１７年在日本召開總會

和報名參加第２２屆西班牙大會等

事項。青商部副部長河德明以自身

體驗建議，年輕台商應積極參加僑

界海外活動，不僅拓展人脈，更能

大開眼界。

　這次會議上，有遠從靜岡縣到場

參加的清水泰宏一家人，他表示旅

居靜岡的台灣人住所分散，大家聚

會不易，看到橫濱台商如此團結，

積極活動，非常羨慕，未來希望多

參加聚會，認識更多同鄉好友。

　稍晚登場的新年會上，駐橫濱辦

事處處長粘信士則出席向大家拜

年，並提到台北市長柯文哲月底訪

日的行程中，預計出席橫濱僑界的

新年酒會，盼大家踴躍出席，為橫

濱華僑添人氣。

【東京／採訪報導】東京媽祖廟在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邀請信眾一起

到廟裡圍爐，誦經祈福，讓旅居日本的

台灣僑民可以跟同鄉話家常，即使不是

農曆年，也可感到台灣傳統的年節氣

氛，另外，更有信奉媽祖的日本信眾到

場參加，親自體會媽祖對信徒的關愛，

而廟方也依日本習俗敲鐘１０８響，希

望信徒們在新的一年可以一切順遂，如

有所求，得償所願。

　東京媽祖廟代表連昭惠表示自媽祖廟

安座於大久保之後，舉辦過３次圍爐，

信眾們的氛圍也在改變，從過去都是婆

婆媽媽們閒話家常，到現在年輕化且具

祥和的氣氛，相信都是因為信仰的潛移

默化，讓大家遵從媽祖教導，不為了道

人是非而來。連昭惠提到從今年開始，

廟裡每個月會有一次的便當布施且基金

會也會開始運作，盼讓媽祖慈悲的力量

幫助更多人。

　完成敲鐘儀式後，現場的每個人皆互

道恭喜，大家在祥和的氣氛下，從所念

的經文中得到殊勝的迴向，這跟去大廟

人擠人搶頭香又是全然不同的感覺，留

日東京台灣同鄉會會長尹世玲表示在媽

祖廟年末誦經，聽敲鐘是全然不同的體

驗，跟同信仰的同鄉一起度過年夜，有

了媽祖的護持後，面對新的一年，更

有自信，就像有一個隨時可以回去的老

家，讓海外遊子感受到媽祖菩薩帶來撫

慰人心的力量，不再徬徨，繼續前進。

【東京／採訪報導】巴西如來

之子足球隊亞洲巡迴賽在結束

馬來西亞、中國和台灣的友誼

交流賽後，抵達最後一站日

本，１月７日先在東京新砂運

動場跟東高等學校和修德高等

學校的足球隊選手交流，１月

９日和１０日則移師到群馬縣

佛光山法水寺，和當地高中生

再進行２場交流賽。

　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會長邱

美艷表示當初為了讓貧民區的

孩童免於誤入歧途，因此讓他

們到位於聖保羅市郊的佛光山

巴西如來寺接受教育，同時也

成立足球隊，讓熱愛足球的孩

童可以享受踢球樂趣，並趁著

這次首度的亞洲巡迴賽，讓這

些足球好手們有機會到國外踢

球。

　７日的台日運動交流足球友

誼賽前，包括駐日代表處副代

表陳調和、江東區議會議員米

澤和裕、江東區議會議員同時

也是江東區足球聯盟會長福馬

惠美子，和僑務委員河道台

等人皆到場為雙方選手應援加

油。

　陳調和表示這次的友誼賽等

於是將台灣、日本和巴西３個

地方結合在一起，多虧佛光山

有這樣的熱忱和江東區的仕紳

給予幫忙，讓巴西如來之子有

機會來交流，並且把台灣連結

在一起，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第一場由巴西如來之子對上

東高等學校，經過上下半場各

４０分鐘的激烈對戰，巴西如

來之子技高一籌，以７比１獲

勝。東高等學校足球教練表示

巴西選手的射門技術沒話說，

一個疏忽很容易就被得分，而

這是東高足球隊第一次和外國

隊伍交流，可以學到和一般練

習很不一樣的東西，很感謝有

這樣的機會。如來之子總教練

則認為日本選手的速度很快，

技術很好，再加上日本原本就

有很好的足球基礎和能力，讓

他們的選手也可以獲得很好的

學習經驗。

橫 濱 華 僑 總 會 元 旦 升 旗 團 拜

中 華 街 享 年 味
佛 光 人 齊 聚 千 葉
新 年 祈 福 會 分 享 佛 法 喜 悅
佛 光 人 齊 聚 千 葉
新 年 祈 福 會 分 享 佛 法 喜 悅

東 京 媽 祖 廟 過 年 圍 爐
信 徒 團 聚 話 家 常

巴 西 如 來 之 子 足 下 功 夫 了 得
和 日 高 校 生 交 流 切 磋 球 技

駐橫濱辦事處處長粘信士伉儷（左１、２）與橫濱

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在媽祖廟參拜

東京媽祖廟圍爐大團圓合照

新年會大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

橫濱台商會會長河維寧（左１）和榮光會

會長河道台（左３）與小孫子合唱

選手們齊聚合影留念

橫濱台商會新年始動　支持新垣旬子和謝美香參選日總與世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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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pfudosan.com/JP不動産
巣鴨一棟楼

【住所】：東京都豊島区
【土地面積】：172.24㎡
【建物面積】：137.23㎡

山手線・三田線

【巣鴨】駅 徒歩1 分

1993年8月築
鉄骨9階地下1階建

9億8000万円
（店舗）
回利：5.9％

大山一棟楼

【住所】：東京都板橋区
【土地面積】：110.05㎡
【建物面積】：549.46㎡

東武東上線

【大山】駅 徒歩4 分

1989年7月築　　
鉄筋水泥6階建

1億8800万円
（店舗・事務所・住居）    
回利：6.84％

池袋一棟楼

【住所】：東京都豊島区
【土地面積】：113.86㎡
【建物面積】：170.91㎡

山手線

【池袋】駅 徒歩7 分

1986年3月築
鉄骨3階建
9戸

1億3500万円
（住居）
回利：5.32％

東池袋一棟楼

【住所】：東京都豊島区
【土地面積】：114.24㎡
【建物面積】：530.17㎡

有楽町線

【東池袋】駅 徒歩2 分

1989年7月築
鉄骨鉄筋
7階建

2億6500万円
（事務所）
回利：6.46％

人気町
便利的環境
近駅的好地方！

離商店街近
外観綺麗
1階有駐車場

希少的人気投資物件！
満室賃貸中

近駅便利場所
資産価値高！

【千葉／採訪報導】為迎接新的一

年，千葉縣中華總會召集會員和理

監事於１月１１日舉辦新年會，當

天包括駐日代表處僑務組組長王東

生和秘書宋蕙芸等人亦應邀出席。

王東生代表駐日代表處感謝千葉縣

中華總會長年在服務僑民和支持僑

務上努力付出，成效卓著，並特別

致贈該會理監事們獎狀，以茲表

揚。

　由於千葉地區幅員廣大，僑民散

居各地，聯絡感情不易，平時定期

舉辦的僑會旅遊，會員們攜家帶眷

熱情參與，再加上僑會長期深耕地

方，在舉辦國慶晚會活動時，包括

當地政府和參眾議員等人士都會出

席參加，千葉縣中華總會監事黃子

昇便表示總會就像一個大家庭，僑

民平常雖然忙於工作，但對家的向

心力不減，因為總會總是溫馨地歡

迎大家回來。

　旅居千葉縣的台灣人有不少是因

為工作或婚姻而到日本的，該會會

長濱岡楨雄本身雖在日本成長工

作，但中華學校畢業後，也沒有忘

記中文，在僑會活動時中文和台語

都可以通，讓在異鄉奮鬥的遊子多

了一分歸屬感，濱岡楨雄也盼更多

到日本求學或是就業的朋友可以多

利用僑會資源，參加活動，與同樣

來自台灣的鄉親交流情誼。

【大阪／採訪報導】日本第一支也是

唯一用台語、中文做電話諮詢服務專

線的「關西生命線」，於１２月２６

日舉辦成立２５周年紀念大會，當天

包括時任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蔡明耀與

日本各界來賓應邀出席，並致贈「關

懷眾生　生命無價」字樣的銀盤祝

賀。

　２５周年紀念執行委員長代理大谷

透對該會代表梁碧玉２５年來的付出

致敬，並表示遭遇生死攸關煩惱時，

想找人商量、訴說，光靠不熟悉的外

國語是行不通的，梁碧玉當年因接二

連三發生的台灣女性自殺新聞而興起

創辦該會的念頭，這種將心比心，關

懷他人的高尚情操令人敬佩。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蔡明耀希望梁碧

玉能繼續堅持服務社會和人群的心，

讓關西地區的社會更美滿和諧。

　由旅日僑胞梁碧玉所創辦的日本關

西生命線成立於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是日本唯一以國台語為旅日華人做電

話諮詢服務的志工團體，２０１１年

以「支援容易造成孤立的在日外國人

親子、促進在日外國人與地區居民的

交流」為由，榮獲當時的日本內閣府

特命大臣蓮舫表彰，接著於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再獲得日本產經市民社會福

祉獎，２０１４年獲僑委會委員長陳

士魁頒贈海華榮譽章。本身是虔誠的

基督徒梁碧玉表示，自己只是一介主

婦，感謝上帝的帶領和感謝志工及各

界的支持，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東京／採訪報導】慈濟日本

分會於１月２３日和２４日連

２天舉辦祈福感恩會，分別以

日文和中文向與會的民眾回顧

過去一年慈濟在世界各地和日

本分會在日本持續關懷送愛的

故事。２４日當天主要以中文

進行活動，現場包括駐日代表

沈斯淳伉儷和東京華僑總會會

長蘇成宗、留日台灣同鄉會會

長尹世玲，以及國際佛光會關

東分會會長河維寧等

人到場。

　會中也請到旅居常

總市的僑民森優妃和

先生一起到場，分享

去年經歷鬼怒川潰

堤，家園受到洪害時，

慈濟志工到場關懷援

助的過程，現場與會

的民眾則特別為她加油打氣。

駐日代表沈斯淳表示看到慈濟

在各地第一線進行關懷救助，

相當感動，同時也在影片中看

到有年輕志工參與，相信這代

表在慈濟志業的栽培下，這些

青年心中也有許多善的種子，

沈斯淳也向災民森優妃表示有

需要可以向代表處聯絡。

　慈濟日本分會執行長許麗香

表示連續２天活動下來應有超

過４００人參加，這個祈福感

恩會是每年的例行活動，活動

中除了會發贈證嚴法師的祈福

紅包之外，也向會員報告過去

一年慈濟在世界各地和日本做

了哪些事。今年邁入２５周年

的慈濟日本分會則預計６月起

將會舉辦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暫定９月會舉辦感恩音樂會，

另外也會有一連串介紹日本分

會成立的講座，許麗香也邀請

旅日僑民可以踴躍參加。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中華總

會於１月１４日舉辦新年會，邀

請大阪府議日華親善議員聯盟會

長松本利明、副會長三宅史明、

大阪浪速區區長玉置賢司和大阪

日華親善協會理事長四方修等當

地政要與京阪神各地僑團僑領及

會員等，超過百人迎接新年。

　新年會前，大阪中華總會召開

理監事會議和第１６屆春節祭

籌備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誼

修希望參加的各單位用火小心和

注意食品等安全，讓活動圓滿成

功。第１６屆春節祭訂於２月

１４日在大阪中華學校舉行，歡

迎僑民和喜愛台灣的朋友可以踴

躍到場歡度華人新年。

　該會會長洪勝信呼籲新的一年

關西僑界繼續團結一致，為僑社

及僑民福祉盡力，對將榮調回台

擔任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一職的

駐處處長蔡明耀致謝，感謝他在

任內對僑界及僑民愛護有家，去

年８月在石川縣集結日本各地友

台議員聯盟舉行大會，發表金澤

宣言，為台日關係寫下新頁。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蔡明耀認為

盛大舉辦新年會象徵各地僑領

對大阪中華總會的支持，他希望

各僑會可以繼續為台日之間搭起

橋梁，讓台日關係能夠更進一步

發展。蔡明耀也感性地表示調任

回台，心裡雖然不捨，但離開並

非不再相見，而是友情之輪的擴

大，期盼大家匯聚力量，為台日

友好關係、為東北亞地區的安

定，一同貢獻心力。新任處長張

仁久於１月２０日履新，盼大家

繼續給予協助與支持。

　會中蔡明耀也代表僑務委員會

頒贈感謝狀給大阪中華總會、

神戶華僑總會、京都華僑總會、

名古屋華僑總會、大阪台灣同鄉

會、關西台商協會和中華航空公

司大阪支店等團體，積極策劃辦

理雙十國慶活動團結僑心，另外

也頒贈感謝狀給中台禪寺日本大

阪分院普東禪寺，嘉許協助駐處

處理急難救助。

大阪中華總會新年會　政要僑領百人齊聚賀年

千 葉 縣 中 華 總 會 新 年 會 　 會 員 幹 部 交 流 情 誼

關西生命線２５周年大會　蔡明耀贈銀盤致賀

【京都／採訪報導】鑒於近年來在京

都、滋賀地區工作的台灣僑民人數漸

增，同時也盼第２代、第３代僑民子

弟能加深對故鄉中華民國台灣的認

識，京都華僑總會於１月１７日在

「魏飯夷堂」舉辦交流會，日本中華

聯合總會青年部部長馮明輝特別率

領東京、橫濱和東北等地區成員前去

交流，大阪中華總會與神戶華僑總會

青年部成員亦應邀出席。

　京都華僑總會副會長安田隆昌表

示，京都華僑總會過去也曾成立青年

部，但因人數少而無特別活動，近年

來畢業後留在京都就職的留學生日

漸增加，也希望華僑子弟有機會和同

世代進行交流，因而重新整軍出發，

預定在春季選出會長和幹部成員，希

望大家給予支持。

　駐日代表處僑務組秘書宋蕙芸對

日本各地華僑青年能藉此機會聯絡

感情，表示肯定，日本中華聯合總會

青年部部長馮明輝則說明，日本中華

聯合總會成立至今已有７０年歷史，

青年部設立剛滿一周年，目前東京、

橫濱、大阪、京都和神戶等地皆設有

青年部，今年目標希望在日本全國的

２９個華僑總會皆能設立青年部，並

結合各青年部組團返台拜會，落實橫

向交流，期待自己這一代或下一代為

僑界帶來新機，進而為國家盡力。

　交換名片後，年輕人很快地打成一

片，場面相當熱絡，京都華僑總會會

長魏禧之不克出席，由夫人代表向大

家致意，其子亦和與會成員相談甚歡

並表示第一次參加這樣的交流會，和

大家吃喝暢談非常開心。理事張原銘

認為住在京都的三代台灣人在一起

交流，非常有意義，希望今後能持續

舉辦活動，讓青年部能夠長久維持下

去。

京 都 華 僑 青 年 團 結 再 出 發
集 結 年 輕 世 代 為 僑 界 扎 根

慈 濟 日 本 分 會 邀 ４ ０ ０ 人 祈 福 感 恩

蔡明耀榮調回台前
再 三 感 謝 僑 民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祝大家新年新

希望

年輕世代交流，場面十分熱絡

與會志工會員合影

駐日代表沈斯淳（右）出席慈濟日本分會活動，鼓

勵旅居在常總市遭受洪害的台灣僑民森優妃（中）

現場有不少全家出動的僑民一起到場祈

福感恩

千葉縣中華總會會員與駐日代表處僑務組

組長王東生（前排左二）合影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蔡明耀（左４）代表

僑務委員會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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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poire Salon      
担当：佐々木      TEL：080-8887-8625  Line ID: flowerparis1 E-Mail: eris0440@gmail.com

ご興味のある方は、QRコードもしくはURL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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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県盛岡市に南部藩の時代から約400
年伝わる、伝統工芸「南部鉄瓶」の商品を
販売しております

南部鉄瓶
Nanbu Cast IronKettle

訪人 物 專

【千葉／採訪報導】「年輕人不是

未來而是現在的棟樑！」日本千葉

台灣商會（簡稱千葉台商會）會長

濱田裕子（林裕玲）以高亢地聲

調，闡述她積極提拔年輕人站上舞

台，和她一起站上第一陣線，為台

日交流貢獻心力。濱田裕子也坦言

創立千葉台商會的原因之一，就是

希望可以培養新秀，成為他們的後

盾。

　千葉台商會自２０１２年５月成

立，在日本６個台商會組織當中算

是新興的商會團體，濱田裕子表示

當初在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簡

稱日總）成立之際，日本６個地區

設有商會，因為千葉沒有台商組

織，而在志同道合的人的協助下，

一同開始設立和營運商會。「辛苦

的地方就是大家一開始都是持觀望

的態度，想先看看你可以做到什麼

程度，因此入會的成員都是我們一

個一個去接洽，加入商會的」，濱

田裕子回想創會之初的情況。至今

商會包括成員已有約４０人加入，

千葉台商會的大家庭也隨著每次舉

辦活動、每次和當地政府、企業交

流而擴大，激起良善的循環。

　濱田裕子自信地表示因為有執行

部的協助，讓她可以毫無顧慮地

站在前線開疆闢土，她強調平均

２０、３０歲的執行部行動力十

足，是不斷讓她前進的動力之一。

「不管是政府或是企業，有些人都

把年輕人看得太輕了，反而抹消掉

他們的實力，實在可惜」，濱田裕

子認為，年輕人不是欠磨練，只是

少了機會，所以透過千葉台商會的

平台，提供他們發揮的機會，更能

讓商會和現今時代接軌，濱田裕子

也笑說，「這麼一來，我也樂得輕

鬆。」沒有歷史傳統包袱的千葉台

商會，由濱田裕子帶頭率領年輕人

繼續寫下不一樣的商會歷史。

　千葉台商會有明確的目標，透過

教育、文化和觀光交流，開拓台日

關係發展的無限可能性，他們以提

供服務為優先，協助台灣的教育單

位和日本學校交流、協助安排台灣

的學校樂團到日本演出等。去年

１２月中旬，千葉台商會便和日本

台灣教育中心所長郭艷娜一同拜會

千葉市政府，另外桃園市政府也曾

去函請千葉台商會協助洽談桃園市

與千葉縣洽簽姐妹市等相關事宜。

誠如千葉台商會會長濱田裕子所

言，「希望能透過我們千葉台商會

民間的力量，來促成最大的國民外

交，是千葉台商會的目標。」濱田

裕子也希望千葉台商會的行動表現

可以帶動全日本其他地區的台商會

一起實際行動，讓台商會成為政府

拼外交最強而有力的幫手。

　只不過日本政府或是日本企業對

在日台灣商會組織認識不足是現

實，讓千葉台商會不得不更努力提

升千葉台商會的知名度。濱田裕子

認為透過商會法人化後，可以取信

於一般日本企業和日本政府單位之

外，也能讓商會運作更上軌道，因

此千葉台商會也計畫在今年上半年

進行商會法人化的申請，濱田裕子

也提到相當嚮往琉球台灣商工協會

在沖繩地區的影響力，因此再和該

會名譽會長新垣旬子請教後，找出

適合千葉台商會的方式，積極與千

葉縣當地政府、企業合作，加強大

家對千葉台商會的認知度，而這也

正是千葉台商會欲永續經營的不二

法則。

　活化的商會活動，就像齒輪不停

的轉動，產生動能後，擁有更大的

動能可以推動各項事業，這之中有

肯站在第一線奮力的先進，也有樂

意學習、付出心力的後輩，良性的

互動成為潤滑劑，加速齒輪的運

作，也讓建立在這基礎之上的千葉

台商會有著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日本千葉台灣商會官網：

http://chiba-taishokai.net/

【大阪／採訪報導】日本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簡稱日總）於１月

２３日在大阪舉辦第３屆第１次

常務理事會議，針對成立第４屆

選務委員會及各地區商會提出的

議題進行討論，駐日代表處僑務

組組長王東生當天也列席參加。

　第４屆的日總會長選舉訂於４

月２３日在東京舉行，當天在會

中則成立選務委員會，並預計於

２月２０日公布選舉辦法，由琉

球台灣商工協會會長吳啟源擔任

主任委員、東京台灣商工會會長

陳慶仰及千葉台灣商會會長林裕

玲擔任副主任委員。另外也選出

名譽總會長蘇成宗、秘書長河道

台、監事長張素娥、諮詢委員錢

妙玲、副秘書長上島彩和九州台

灣商工會會長賴玉汝等人擔任選

務委員。

　 台 日 間 打 工 度 假 名 額 自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起增至

每年５０００名，因此會中也針

對「協助台灣赴日打工度假子弟

尋找文化相關工作機會」提案進

行熱烈討論。僑務組長王東生感

謝台商正面的提案，希望各會會

長先匯集會員需求後呈報日總，

由日總統一聯絡僑務組，再轉達

僑委會、外交部和教育部等部會

公告，提供準備到日本打工度假

的青年參考。王東生相信台商提

供的工作機會可讓留在台灣的家

長們安心。

　另外，王東生也呼籲日總團結

支持第２３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候選人謝美香，他表示未來

在新政府推動下，預計台日關係

將更為緊密，希望台商把握商機

並籲請台商發揮影響力，讓日本

主流社會支持台灣加入ＴＰＰ（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及ＲＣＥ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

【東京／採訪報導】推廣以歌唱

維持健康的埼玉台灣總會會長周

東寬，於１月２４日帶領埼玉台

灣總會的會員們到卡拉ＯＫ進行

２０１６年新年會，由於大家平時

也會實行歌唱健康療法，所以當天

大家也放聲高歌，抒發壓力，讓新

的一年充滿元氣，繼續前進。

　除了埼玉台灣總會的會員之外，

也有來自山梨縣的僑民參加，山梨

台灣國際交流會事務局長王秀珍便

表示藉由歌唱舞蹈等藝文活動來宣

傳台灣文化是非常好的方式，許多

日本友人因為學唱台灣歌曲後對台

灣感到興趣，想進一步了解台灣而

參加活動。她表示埼玉的僑民們不

只用唱歌來聯絡感情，也從唱歌中

得到健康。

　在新年會的前一天（１月２３

日），會長周東寬剛出席一場為紀

念音樂人中川博之的卡拉ＯＫ比

賽，周東寬打敗全日本其他４００

多位參賽者，成為入圍決賽前１５

聲明

「揚植商會株式會社」不慎將「進口可
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國外供貨商註冊登
記證書」遺失。
該證書號：A392150284。
特此聲明。

揚植商會株式會社
2016 年 1月 8日
地址：茨城縣石岡市伯原 1番地 5
電話：0299-27-8160

強的成員之一。周東寬表

示平常推廣歌唱健康法，

在診所樓上亦設有練唱室

和同好練唱，入圍比賽顯

示平常的練唱有成，透過

演唱傳遞歌曲和自己心中

的愛，希望聽眾都能感受

到愛的氣息。儘管最後未

能得獎，但擔任審查委員

長的作詞家高畠ｊｕｎｋ

ｏ，同時也是中川博之的

遺孀，表示感謝參賽者用

心詮釋，賦予《愛をあり

がとう》這首歌新的生命。

埼 玉 台 灣 總 會 新 年 飆 歌　 唱 出 健 康 人 生

日 總 大 阪 開 會 集 思 廣 益 　 協 助 到 日 打 工 度 假 青 年 就 職

日本千葉台灣商會會長濱田裕子　讓商會接軌新世代

日本千葉台灣商會會長濱田裕子

出席全體理監事合影

千葉台灣商會於１月３日舉辦新年會
今年１月１７日千葉台灣商會和市川昴高

校進行學術交流

千葉台灣商會會長濱田裕子（右２）於１

月２５日率領人員拜會日本台灣教育中心

埼玉台灣總會於１月２４日舉辦新年會

邀請會員飆唱，抒發壓力迎接新年

埼玉台灣總會會長周東寬，於１月２３日

參賽演唱《愛をありがとう》一曲，

展現平時練唱的成果

啟用年輕人強化商會
活躍表現前景看好

法人化提升商會聲譽
助推動國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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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綜合報導】日本政府與韓

國於１２月２８日就慰安婦問題達

成協議，對此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

先是表示肯定日本政府的行動，並

重申中華民國政府一貫要求日方應

向二次大戰時台籍慰安婦正式道歉

與賠償，以期還予受害人應有的公

道及尊嚴。

　外交部長林永樂於１２月２９日

緊急記者會上強調政府要求日方向

受害人正式道歉及賠償，並還給受

害人應有公道與尊嚴的立場堅定，

而且已經「採取實質動作」，而日

本政府則回應表示不會另設新平台

和台灣協商慰安婦問題，對此，時

任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張仁

久於１月５日指出台日間可透過亞

東關係協會和日本交流協會溝通平

台，所以無需另設。

　此外，台灣媒體也報導長期投入

慰安婦議題的婦女救援社會福利社

會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表示，婦援

會要求的不只是賠償，而是要求日

本政府反省，面對二戰時期的性奴

隸制度與女性遭受暴力對待問題，

日方至少要把這樣的問題放入日本

教科書中，讓下一代理解。對此日

本的「戰爭與和平女性博物館」館

長池田惠理子也有同樣看法，她認

為婦援會是很好的管道，台灣的政

府方面應該要傾聽婦援會和仍生存

的慰安婦的意見，再由政府統整意

見向日本提出要求。

　只不過現在年屆高齡的台籍慰安

婦阿嬤們似乎等不到日方的道歉而

逐漸凋零，曾於２０１３年７月和

婦援會一起到日本召開記者會的台

籍慰安婦鄭陳桃（小桃阿嬤）於１

月１１日，因肺炎病逝醫院。１月

２０日出席小桃阿嬤告別式的總統

馬英九便強調，中華民國在慰安婦

的議題上不會罷手，會堅持下去，

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東京／採訪報導】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於１月４日在官邸舉行新年茶話會，邀請

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今井正和日本中華聯合

總會會長毛友次等多位僑界人士以及與台友

好日籍人士共聚一堂，互道新年快樂。

　沈斯淳在會中表示今年是申年（猴年），

在日本申年是勝利之年，祝大家今年能過個

好年。接著，他提到台日之間，近４０年來

共簽署６１項協定，其中包括「開放天空協

議」、「台日漁業協議」、「台日投資協議」

和「台日租稅協定」等協議，而台日人員

往來也突破５００萬人次，蔚為話題。今年

１０月東京和九州的國立博物館所藏美術品

將至嘉義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展出，

透過文化交流促進雙方的理解，增加人員的

往來，勢必將衍生出推進雙方關係發展的力

量。

　沈斯淳也重申希望日方可以繼續支持台灣

加入ＴＰ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議），並在醫療、防災、環境保護和氣候變

遷等議題上，與日本共同合作，積極為區域

作出貢獻。

　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今井正則提到在日本

發生３１１大震災時，在台灣感受到民眾對

日本的關懷，即便現在回想起來也相當感動，

而日本各界也懷著感謝台灣的情意，使得雙

方也都抱著希望台日關係發展更好的心意，

讓過去覺得困難的事也都可以實現，為了讓

台日有更好的關係發展，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支持。另外，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毛友次

表示總統大選無論誰當選，都會以台灣的經

濟發展和人民幸福，以及亞洲地區的經濟和

和平為著想。

　會後，沈斯淳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新的一

年度有挑戰，同時也會有機會，駐日代表處

會全力以赴，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下，台日間

的互動能有高質量的來往，另一方面，所有

面臨的議題能夠得到妥適的處理。

台日人士齊聚賀新年　沈斯淳談新年度有挑戰也有機會

台 政 府 關 注 慰 安 婦 問 題 　 堅 持 立 場 與 日 方 交 涉

【橫濱／綜合報導】由外貿協會與日本交

流協會共同舉辦的２０１６年國際企業

人才培訓事業（ＩＴＩ）於１月２０日在

東京都內的飯店舉行開幕式，活動當天外

貿協會秘書長黃文榮特別到場主持典禮，

會上除了今年度５２名到日進行研修的研

修生外，另邀請日本交流協會專務理事舟

町仁志、橫濱企業經營支援財團（ＩＤＥ

Ｃ）理事長牧野孝一、駐日代表處經濟組

秘書高金玫和駐橫濱辦事處處長粘信士等

人出席，橫濱台灣同鄉會副會長施梨鵬和

京濱企業代表亦與會參加，超過１２０人

共襄盛舉。

　外貿協會秘書長黃文榮致詞感謝日方和

橫濱企業與僑界鼎力支持，並強調ＩＴ

Ｉ研修事業實施１１年來已培訓出２４６

名台日企業尖兵，為台日經貿交流增加新

血，會中，黃文榮也特別頒發感謝狀給交

流協會專務理事舟町仁志，感謝他的貢獻

與付出。

　舟町仁志表示近年台日間經貿發展迅

速，陸續簽訂台日投資協議、開放天空，

去年則簽署租稅協定和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等即可證明，盼兩國可以繼續深化經貿合

作，創造雙贏。ＩＤＥＣ理事長牧野孝一

則讚揚ＩＴＩ研修生在日本研修的表現優

異，此次也應橫濱企業各界的要求，請外

貿協會同意將研修名額由例年的２２名增

加為２７名，希望研修生可以把握機會多

加學習。

　駐處處長粘信士則提到台日自１９７２

年以來共洽簽６１個協議或合作備忘錄，

其中近年簽訂的２８項協議，占整體比率

近５０％，且台日人員往來密切，去年雖

在訪日外客排行榜中居第３位，但亦有

３６７萬人次，超過台灣人口比率一成以

上。經貿方面，台日企業在第３國東南亞

有許多企業聯盟的合作案例，因此他也特

別勉勵研修生多加學習，發揮所長，為台

日經貿合作貢獻心力。

外貿協會ＩＴＩ培訓啟動　盼為台日經貿發展注入新血

駐日代表沈斯淳認為新的一年度有挑戰也有機會

外貿協會秘書長黃文榮（左）頒贈感謝狀給交流協

會專務理事舟町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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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日本沖繩離島

以外，本島首間市區機場型免稅店

「Ｊａｐａｎ　Ｄｕｔｙ　Ｆｒｅ

ｅ　ＧＩＮＺＡ」於１月２７日

正式開幕，不分日本國籍或是外國

人，只要持護照和機票或是出境航

班的證明文件，就可在店內購物，

不僅可以減免消費稅，包括關稅和

菸酒類商品的酒稅及菸稅皆可減

免，等同於機場內的免稅商店，比

起一般市內提供免去消費稅的店家

（Ｔａｘ　Ｆｒｅｅ）更加划算。

　位於三越銀座店８樓的「Ｊａｐ

ａｎ　Ｄｕｔｙ　Ｆｒｅｅ　ＧＩ

ＮＺＡ」是由日本空港控股株式會

社、株式會社三越伊勢丹控股和株

式會社ＮＡＡ　Ｒｅｔａｉｌｉｎ

ｇ三家公司出資設立負責營運的公

司「株式會社Ｊａｐａｎ　Ｄｕｔ

ｙ　Ｆｒｅｅ　Ｆａ－Ｓｏ－Ｌ

ａ三越伊勢丹」，該社社長山本兵

一２６日向媒體表示希望可以藉由

市區機場型免稅店因應大量訪日外

國觀光客的購物需求，進而讓銀座

地區更加活性化。翌日（２７日）

出席開幕剪綵典禮時，山本也提到

希望市區機場型免稅店的開設可以

有助突破訪日外國旅客去年所創下

的３兆日幣購物總額的紀錄。

　消費者可自出發前１個月至前日

到店內購物，只需備齊護照和機票

或出境航班的證明文件就可享受免

稅購物，購入的商品會直接送至指

定出境機場的取貨櫃台，目前僅提

供成田和羽田國際機場可取貨。店

內近７成的員工都會說２種語言，

可提供多國語言服務，全館也有無

線網路方便外國旅客使用。

　三越銀座店店長淺賀誠預估每日

使用客數約２０００人，「Ｊａｐ

ａｎ　Ｄｕｔｙ　Ｆｒｅｅ　Ｇ

ＩＮＺＡ」初年度的來店客數目

標設為７３萬人次，業績目標為

１５０億日幣，預估外客消費將占

８成，若合併三越銀座店整體的營

銷業績，可望達１０００億日幣。

　三越伊勢丹控股除了預計於今年

４月在福岡三越店內開設機場型免

稅店，也計畫在２０１７年底前在

東京都內開設第２間市區機場型

免稅店，地點則可能選在新宿。此

外，將於３月３１日開幕的東急Ｐ

ｌａｚａ銀座館內則設有韓國樂天

集團投資的「樂天免稅店銀座」

店，號稱是東京都內最大型的市區

機場型免稅店，屆時開幕後，可以

預期銀座地區將成為免稅店搶客的

激戰區。

　「Ｊａｐａｎ　Ｄｕｔｙ　Ｆ

ｒｅｅ　ＧＩＮＺＡ」面積約

３３００平方公尺（約９９８﹒

２５坪），店內以森林、海洋和山

丘等自然景觀為意象設計出簡約舒

適的購物空間，主要分為奢華精

品、化妝品、香水、日本傳統工藝

品和菸酒類商品等區塊。

　奢華精品品牌包括Ｔｉｆｆａｎ

ｙ＆Ｃｏ﹒、ＪＩＭＭＹ　ＣＨＯ

Ｏ和ＧＵＣＣＩ等珠寶和時尚包鞋

款的販售，其中法國珠寶品牌伯敻

（ＢＯＵＣＨＥＲＯＮ）更是首度

在免稅店內設櫃，另外像是Ｖａｌ

ｅｎｔｉｎｏ和Ｓａｉｎｔ　Ｌａ

ｕｒｅｎｔ等品牌則是首度進駐日

本免稅店。此外，集結ＩＷＣ、江

詩丹頓和豪爵錶等高級腕錶品牌的

販售區也預計於３月９日開幕，屆

時更能提供完整的奢華購物服務。

此外，在菸酒販賣區則售有３６種

日本國內外酒品和１９種菸品，消

費者可透過平板操作訂購商品，平

板內建中英日韓文等４種語言，相

當便利。

　店內另一個主打的部分便是介紹

日式美學工藝品為主的「Ｔｈｅ　

８００　ｈａｎｄｓ　Ｊａｐａｎ

ｅｓｅ　Ｂｅａｕｔｙ」，其命名

來自於日文「八百」象徵很多的意

思，所以該區主要是介紹透過職人

的手而製成的日式美學工藝品，其

中分別介紹東京傳統工藝品、獲得

「ＧＯＯＤ　ＤＥＳＩＧＮ」獎的

商品和高品質的工業產品，如相機

等商品，對於喜愛日本工藝品的消

費者應頗具魅力。

　店中央設有互動體驗區，消費者

可拿取像登機證一般的紙卡，放置

圓形桌上，會顯示各自對應的語言

或是圖像，可透過高科技體驗日本

各地自然或文化景色，呼應業者說

到的打造一間可以感受日本的免稅

空間。

【東京／採訪報導】第８屆的東京

故鄉祭（原名：ふるさと祭り東京）

自１月８日至１７日在東京巨蛋登

場，北自北海道，南到沖繩，各地

區著名的鄉土料理、經典美食和特

色甜點齊聚一堂，另有青森縣的睡

魔祭、秋田縣能代七夕節的天空不

夜城等各地祭典表演直接搬至東京

巨蛋，讓民眾走訪東京故鄉祭就可

以吃遍日本各地美食，欣賞各地祭

典表演，另類完成周遊日本列島的

夢想。

　秋田縣的「天空不夜城」山車高

達２４﹒１公尺，是日本最高的城

郭型燈籠山車，首次在東京故鄉祭

亮相，隨著工作人員的樂聲，數十

人推動山車前進的場景，吸引現場

許多民眾鼓掌叫好，而活動期間

包括青森縣八戶市的「八戶法靈神

樂」、「八戶南部民謠」和秋田縣

秋田市的「秋田竿燈祭」，以及

有７００年歷史的「西馬音內盆

踊」，還有岩手縣、宮城縣、石川

縣、鳥取縣和島根縣等各地，共

１４個祭典表演輪番上陣，讓東京

巨蛋內充滿祭典的歡愉氣氛和蓬勃

生氣。

　此次東京故鄉祭也首次推出「全

國迴轉壽司重量級壽司祭典」

（全国回転寿司デカ盛り寿司フ

ェスタ），由迴轉壽司

評論家米川伸生企劃，

集結日本各地有名的迴

轉壽司店，僅在活動期

間才吃得到的「重量級

壽司」，像是有三層厚

片的黑鮪魚和鮭魚握壽

司，還有獲得２０１５

年全球壽司大賽冠軍的

地引淳推出，以比目魚

的鰭邊肉搭配松露鹽的特製壽司，

另外還有使用名古屋特有的「台灣

風味肉味噌」的包壽司等１０家店

鋪推出１８道特色壽司，滿足喜愛

壽司的饕客。

　活動期間也同時舉辦第７屆「全

國丼飯大賽」（全国ご当地どんぶ

り選手権），由突破預賽入選的

１１家店舖的丼飯和過去曾入圍全

國丼飯大賽前幾名的４家種子丼飯

一起角逐大賞，最終由來自青森的

八戶銀鯖魚醃漬丼飯拿下金賞，另

【千葉／採訪報導】東京迪士尼

樂園和東京迪士尼海洋２個園

區，自１月１日起至５日間推

出新年遊行活動，包括米奇、米

妮、唐老鴨和高飛狗等人氣迪士

尼角色，變身和服裝扮和民眾互

道新年快樂。今年適逢猴年，迪

士尼動畫《阿拉丁》中的猴子角

色阿布（Ａｂｕ）也自然成為新

年遊行隊伍中的焦點。

寬敞舒適的消費空間，

讓消費者逛起來更加輕鬆無壓力

　工作人員示

範解說購物後

如何在指定出

境機場的取貨

櫃台取貨

免稅店內有多國語言的指示

欲在免稅店消費的人需先到櫃檯

出示護照和出國班機行程表或機票

法國精品珠寶品牌伯敻首度

在免稅店設櫃點

　三越銀座店８Ｆ新設機場型免稅店，

於１月２７日開幕

現場也有陳列日本國內外的

酒品供消費者選購

菸酒販賣區設有平板電腦，

可透過平板選購商品

免稅店內設有「Ｔｈｅ　８００　ｈａｎ

ｄ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ｅａｕｔｙ」，陳列許多日本工藝品

東京首間市區機場型
免稅店銀座開幕

東京故鄉祭登場　欣賞日本祭典品嘗故鄉味 東京迪士尼新年遊行

期間限定和服

米奇米妮齊見客

現場有超過３００種美食

等待民眾前往品嘗

隨著今年３月將開通的北海道新幹線，

北海道地區也特別參展介紹當地特色

秋田能代七夕的「天空不夜城」山車

高達２４﹒１公尺，首度參加東京故鄉祭

和服造型的米奇和米妮

只有在新年遊行才看得到

搶外客荷包
銀座將成免稅店激戰區

奢華精品種類豐富
滿足消費者

強調日本文化
傳統工藝品陳列吸睛

外曾獲得兩次金賞的北海道「海

膽丼飯」也獲邀設攤，讓之前向

隅的民眾有機會嘗到獲得金賞的

美味丼飯。

　走一趟東京故鄉祭就可以品嘗

全日本超過３００種類美食和

１００種類以上的各地區釀的清

酒及啤酒，內容豐富，花一整天

逛的民眾也不在少數，業者們也

歡迎外國觀光客到場一遊，進而

加深他們到日本各地觀光的意

願。

１月２７日開幕當天有許多外國旅客在化妝品區消費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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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今年將迎接

成人（２０歲）的日本偶像團

體ＡＫＢ４８與姊妹團共３２

名成員，於１月１１日在成人

節當天到神田明神神社出席成

人式，每個人都身穿華麗和服

盛裝打扮，讓許多徹夜等候的

粉絲看到支持的偶像出現時，

忍不住直呼很漂亮、卡哇伊。

　ＡＫＢ４８團員入山杏奈表

示自己是晚開花的世代，雖然還

沒開花，但今後會綻放成美麗

的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木崎由里亞則說以前的成員是

黃金，但自己是黃金卵，希望

可以破殼成金。ＨＫＴ４８成

員僅有穴丼千尋一人，她則笑

說希望能成為連指原莉乃也驚

艷的女性，再讓她請客喝酒。

【東京／採訪報導】國際珠寶

展於１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在東

京國際展示會場舉行，集結來

自３１個國家珠寶飾品廠商，

約１１８０家業者到場展出華

貴珠寶，早一步宣告今年春夏

珠寶的流行趨勢。

　隨著國際珠寶展舉行之際，

第２７屆日本最佳珠寶配戴獎

也同時公布得獎名單，並於１

月２１日進行頒獎。主辦單位

此屆在１０歲世代到６０歲世

代中分別選出模特兒小松菜奈、

女星井上真央、松下奈緒、吉

田羊、澤口靖子跟歌手和田現

子等人，男性部門則由日前宣

布和女星北川景子結婚的藝人

ＤＡＩＧＯ獲選，特別部門則

由歌舞伎演員市川海老藏與桃

色幸運草Ｚ等人獲獎。

　向來不公開年齡的女星吉田

羊在舞台上笑談經紀人向她報

告有機會領獎，但因為不公開

年齡的方針只能辭退時，吉田

羊立即回應想拿獎，所以成為

此屆４０歲世代的代表，不過，

她也笑說希望日後媒體可以忘

記這件事，好讓她可以維持年

齡不公開的神祕感。

　慣以詞彙的頭文字簡寫為搞

笑橋段的藝人兼樂團主唱ＤＡ

ＩＧＯ，在台上表示自己和

ＫＫ（北川景子）ＫＫ（結

婚）之後，會一起度過ＫＲ

ＫＲ（意指閃亮）的人生，

讓台下觀眾忍不住會心一

笑。由於頒獎人要為獲獎者

配戴飾品，有不少頒獎人不

擅長為女星配戴項鍊，這也

讓２度拿獎的和田現子忍不

住笑說下次頒獎前，頒獎人都

應該先練習一下，才能避免在

舞台上手足無措的尷尬場景，

此話一出也惹得全場大笑，同

時也展現出她在日本演藝圈敢

言敢行的大姊頭風範。

　日本最佳珠寶配戴獎主要是

希望透過媒體的介紹，和獲獎

藝人的魅力，加深消費者購入

珠寶的意願，進而擴大珠寶飾

品市場，每年皆受到珠寶業界

的關注。
新秀老牌歌手紅白飆唱　收視率仍創新低

【東京／採訪報導】張惠妹（阿

妹）「烏托邦世界巡城演唱會」

於１月２４日在東京Ｚｅｐｐ　

Ｔｏｋｙｏ開唱，因為場地較

小，當阿妹一上台Ｈｉｇｈ唱

《戰之祭》和《開門見山》等歌

曲之後，也忍不住在和台下歌迷

喊說「距離太近，很害羞！」

　近年來阿妹的演唱會總少不了

華麗的服裝和舞台設計，不過這

次在東京的演唱舞台相當陽春，

僅一套衣服唱到底，帶著樂團與

和聲歌手在舞台上近距離與歌迷

互動，數次唱到大家都熟悉的歌

曲如《你想幹什麼》、《掉了》

和《跳進來》等歌曲時，全場跟

著和唱，快歌時歌迷也一起揮動

手臂、跳躍，現場充滿熱氣，讓

人見識到阿妹的舞台魅力。

　阿妹在唱到《彩虹》一曲時，

則拿著寫著Ｔｏｋｙｏ的彩虹旗

幟在舞台上和歌迷分享各種愛的

形式，被攝影機照到的歌迷也大

膽地向身旁的親朋好友獻吻，傳

達愛意，會場頓時沸騰，接連再

Ｈｉｇｈ唱《發燒》、《永遠的

快樂》和《好膽你就來》等經典

歌曲，最後結束時歌迷還不捨地

在場內呼喊安可。

　專程從台灣到日本看演唱會的

林先生就表示站在第一排近距離

看演唱會實在太棒了，雖然演唱

會票很搶手，但很值得。另外在

日本唸書的陳同學則說雖希望下

次阿妹可以在更大的場地開唱，

但又私心想在小場地近距離看，

但可以確定的是希望阿妹一定要

再到日本開唱。

ＳＭＡＰ５人出席去年１２月３０日紅白歌唱大賽彩排後的媒體聯訪

張惠妹「烏托邦世界巡城演唱會」

在東京開唱，全場歌迷狂Ｈｉｇｈ

時隔１８年再度登上紅白舞台的Ｘ ＪＡＰＡＮ

１２月３０日進行彩排時也熱力練唱

睽違４年受邀登場的小林幸子

「巨大幸子」重達５噸的裝置，讓人驚艷

女星吉田羊為領珠寶獎笑談不惜公開年齡

慶成人　ＡＫＢ成員穿和服展現女人味

【東京／採訪報導】第６６屆ＮＨＫ

紅白歌唱大賽由女星綾瀨遙搭檔首次

接棒主持的傑尼斯人氣團體Ｖ６成員

井之原快彥一起主持，共５１組藝人

登台較勁，另有小林幸子受邀特別演

出的舞台，不過收視率仍未見起色，

１月２日收視率調查公布，這屆的

紅白歌唱大賽前半收視率僅３４﹒

８％，後半也僅有３９﹒２％，未能

突破４０％的門檻，這也是紅白歌唱

大賽自１９８９年改為前後半部制以

來最低的成績。

　此次紅白歌唱大賽特別規畫「動漫

紅白」舞台，由人氣動漫角色登場，

還有迪士尼的米奇和米妮等人氣角色

和Ｖ６、綾瀨遙及Ｐｅｒｆｕｍｅ等

人一起動感獻唱，而電影《星際大戰》

新作中登場的角色也現身加持，並由

傑尼斯團體「嵐」耍著光劍登場演出，

增添許多次文化流行的特色。

　睽違４年，再度受邀在紅白舞台演

出的小林幸子，也以重達５噸、整體

高達９公尺的「巨大幸子」登場驚艷

大家，並和「ｎｉｃｏｎｉｃｏ動畫」

連動，即時在舞台螢幕上反應出網友

們的意見，堪稱突破，而時隔１８年，

再度站上舞台的日本搖滾天團Ｘ　Ｊ

ＡＰＡＮ熱力演出，展現寶刀未老的

搖滾魅力，只不過這些被視為收視票

房的演出未能讓整體收視率有所提

升。

　儘管紅白收視不振，但登台演唱的

歌手仍有收穫，像是初次參加演出的

歌手星野源演唱的歌曲《ＳＵＮ》，

在ｉＴｕｎｅｓ下載排行榜拿下第

１，另外還有西野加奈《戀愛使用說

明》、Ｓｕｐｅｒｆｌｙ《Ｂｅａｕ

ｔｉｆｕｌ》和ＡＫＢ４８《３６５

天的紙飛機》也分別占據２～４名，

其中Ｓｕｐｅｒｆｌｙ《Ｂｅａｕｔ

ｉｆｕｌ》一曲原本在１０名之外，

紅白播出後直接進入前５名，更能證

實紅白舞台有其不容小覷的效果。

張 惠 妹 烏 托 邦 巡 演 唱 進 東 京

年度最佳珠寶配戴獎於１月２１日頒獎

向來不公開年齡的女星吉田羊（左５）

笑談為了領獎，願代表４０歲世代藝人領獎

ＡＫＢ４８和其她姊妹團的新成人成員

於１月１１日出席在神田明神神社前

祈願可以成為更有魅力的女性

話題之一。其中，日本藝人北野武

於１月１６日，在自己主持的「情

報７ｄａｙｓ新聞主播」節目中，

正好介紹到適逢總統大選的台灣盛

況，於是他便提出建議ＳＭＡＰ可

以到台灣來個「和好之旅」，意外

讓台灣搭上這次的話題。

　在鬧出解散風波後，１８日ＳＭ

ＡＰ５人則合體在自身的節目「Ｓ

ＭＡＰ╳ＳＭＡＰ」上向支持他們

的人和粉絲道歉，並表示會避免團

體「空中分解」，即解散之意，今

後不論有任何事，仍將向前邁進，

暫時解除解散危機。隔天，包括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內閣官房長官菅

義偉、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和奧運大

臣遠藤利明等人也紛紛表示該團體

不解散是好事，由於ＳＭＡＰ也參

與宣傳２０２０東京帕運，因此奧

運大臣遠藤利明認為不解散的話，

帕運的氣氛會更好。

【東京／綜合報導】今年出道２５

周年的傑尼斯偶像團體ＳＭＡＰ於

１月１３日傳出解散消息，日本體

育報為首大幅刊載相關消息之外，

各大電視台也紛紛使用不少時段來

介紹這次的解散風波。

　ＳＭＡＰ在台灣和香港等地也因

為有許多粉絲，因此有不少海外媒

體也大篇幅報導。據《日刊體育報》

報導，ＳＭＡＰ是因為負責該團體

的女性經紀人要辭職，以團長中居

正廣為首，包括稻垣吾郎、草彅剛

和香取慎吾計畫同進退，而木村拓

哉則將續留傑尼斯，這樣一來ＳＭ

ＡＰ等同於解散。

　解散消息一出，相關訊息連續佔

據日本體育報頭版頭條近１個禮

拜，成為日本全國上上下下關注的

ＳＭＡＰ鬧解散　北野武建議到台灣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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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文化訪問團首站訪日本　２月１８日公演登場

國 民 黨 大 敗
喪 失 國 會 主 導 權

民 進 黨 完 全 執 政
需 負 完 全 責 任

從 街 頭 走 進 國 會
第 ３ 勢 力 興 起

【東京／綜合報導】為慶祝農曆新

年，僑務委員會特別籌組春節文化

訪問團，邀請潘越雲、李明德、黃

上和蕭湘婷等唱將，以最具台灣味

的經典歌舞與科技表演，詮釋懷舊

金曲、校園民歌和搖滾歌曲，歌手

們極具魅力的唱腔和天籟美聲，搭

配具國際水準級的雜技表演，勢必

可以在僑胞面前呈現最好的視聽享

受，並向海外的華人傳揚台灣文化

創意。

公演訊息

場所：橫濱關內廳

地址：神奈川縣橫濱市中區住吉町

４－４２－１

時間：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日

詳 細 活 動 內 容 及 票 務 

逕洽留日台灣同鄉會

國

會

選

舉

首

見

綠

大

於

藍 

擋

不

住

民

心

思

變

第九屆立法委員席次

113席

國民黨35席 民進黨68席 親民黨3席 時代力量5席 無黨聯盟1席 無黨籍1席

【台北／綜合報導】

合併中華民國第１４

任總統副總統大選的

第９屆立委選舉，

１６日當天結果揭

曉，民進黨拿下６８

席，壓倒性過半，而

國民黨僅有３５席，

在過去稱為藍營票倉

的北北基桃等地區席

次大減，首度讓民進

黨成為國會最大黨，

此外，第３勢力的興

起也不容小覷，時代

力量以新興政黨之姿

挑戰政壇老將紛傳捷

報，共拿下５個席次，

對於日後國會生態會

有什麼影響，值得注

意。

　選前，國民黨的總統選情已不被看好，立委選情

則陷於膠著狀態，意欲在執政的優勢下力拼一搏，

希望可以保有國會最大黨的態勢，只不過沒想到最

後因為周子瑜被迫道歉事件，激起中間選民的情

緒，讓國民黨不僅輸掉總統大選，也流失不少立委

選票和政黨票。國民黨從上屆６４席，到選後只剩

下３５席，這樣的成績讓總統大選失利的黨主席朱

立倫立即請辭國民黨主席，為國民黨轉身成為在野

黨的第一步留下課題。

　國民黨籍立委陳學聖２７日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

領表，參與黨主席補選時表示，國民黨大敗後，要

適應從「完全在野」開始。他認為，國民黨應該開

始適應什麼叫做民主，不僅黨主席選舉是民主的開

始，未來在各縣市黨部主委的選舉，也都是民主的

開始。另外表明要出馬選黨主席的郝龍斌則在領表

前急踩煞車，他表示當初聲明不排斥參選，不是一

定要選，如果有合適的人，不一定會選，郝龍斌坦

言最適合的人選應是吳敦義，可惜他不參選。

　選後，國民黨該不該本土化的議題則再度浮上檯

面，黨主席候選人之一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則認

為國民黨早就本土化了，如果只是跟著民進黨學，

所謂的本土化就是去中國化，那人民何必選國民

黨。

　國民黨敗選檢

討還未見蹤影，

先擺在民眾眼前

的是國民黨黨主

席之爭，要讓民

眾看見國民黨改

變，這一步如不

謹言慎行，實難

取信於民。

　民進黨首次在國會拿下過半席次，區域立委席次

獲５０席，不分區立委也有１８席，在１１３席立

委中囊括６８席，濁水溪以南更是一片綠油油，在

藍營的鐵票倉也有收穫，北市第１選區就由新人吳

思瑤打敗國民黨老將丁守中，新北市第１選區則是

呂孫綾大勝國民黨的吳育昇，而由國民黨首席副主

席郝龍斌出戰的基隆市選區則由民進黨籍的蔡適應

當選。

　另外，從沒綠過的花蓮和台東也分別由民進黨籍

的蕭美琴和劉櫂豪當選，讓後山驚見綠地。學者分

析因為花東地區的原住民立委分開投票，所以讓民

進黨有機會在花東地區拿下席次，如從總統大選的

選票來看，花東地區的基本盤仍是藍大於綠。

　民進黨在國會取得多數之後，國會龍頭之爭則成

為選後備受注目的焦點之一，原本傳出的熱門院長

人選陳明文、柯建銘和蘇嘉全等３人經過協商，在

１月２９日民進黨團大會上表態決定共同推舉蘇嘉

全出馬，並在全場一致鼓掌通過下確定由蘇嘉全、

蔡其昌參選立法院正副院長。為避免國會獨大，加

上執政優勢而「整碗捧去」的情況再發生，民進黨

也強調國會議長要中立的立場。２０日民進黨發言

人阮昭雄就強調民進黨未來身為國會最大黨，為回

應人民的期待，要有系統地推動國會改革，其中最

重要的是未來國會議長的角色要降低其政黨屬性，

保障議長中立化。

　不只人民在期待民進黨執政後，為政府和國會帶

來的新氣象，從執政轉身成為在野的國民黨勢必也

會用放大鏡仔細審視民進黨的所作所為，因此，民

進黨每一步都得走得更加謹慎小心。

　此次立委選戰中表現最亮眼的莫過於新興政黨

「時代力量」，一舉在分區立委搶下３席，在以政

黨票６﹒１１％的得票率，拿下２席不分區立委席

次，成為國會的第３大黨。有新的小黨興起便代表

有其他既有政團因此殞落，像親民黨這次選舉中政

黨票只獲得６﹒５２％的得票率，勉強在國會拿下

３席，新黨和台聯則未過５％門檻，席次歸零，只

能退出立院舞台。

　時代力量從黨主席黃國昌到所屬黨員林昶佐、洪

慈庸等人都是從走上街頭開始的。２０１３年洪慈

庸為了弟弟洪仲丘在軍中的死亡事件，挺身和軍方

對峙不卑不亢的態度，讓她擁有不少支持者，爾後

她為希望能運用自己累積的能量促進青年參政而決

心參加時代力量，她也如願地在立委選戰中打敗國

民黨籍老將楊瓊瓔，順利進入國會。

　黃國昌自己則是在２０１４年太陽花學運時和學

生領袖林飛帆與陳為廷等人並肩作戰，思路清楚

的思辨能力，在年輕人中頗受歡迎，在此之前他也

參加像是反媒體壟斷運動，或是參與公民護憲等活

動，累積的能量驚人，這也使得他首次出馬選舉就

得以打敗同選區的國民黨立委李慶華。

　選後，黃國昌強調時代力量將堅持開放、參與、

透明與行動，對於國會改革一定負責任與選民報

告政策立場，不會因為有資格成立黨團而有改變。

２８日黃國昌則和徐永明及林昶佐等人前往翠山莊

拜會前總統李登輝，他轉述李登輝表示希望時代力

量不要辜負選民的期待，期許幫台灣新政治走出一

條新道路，未來在國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希望時

代力量擴大組織。

　從街頭出身的政治勢力要如何在國家機器的體制

內維持改革的動能，是許多冀望台灣走出藍綠惡鬥

的民眾所寄予的厚望，能否做到持續監督，傾聽民

意，大家都在看。

國民黨承認敗選，朱立倫表示即刻請辭黨主席 

（照片提供：中央社）

開票當天支持者在高雄市競選總部前慶祝民進黨 

總統獲勝和高雄市立委９席全上（照片提供：中央社）

時代力量台中市立委候選人洪慈庸宣布當選 

（照片提供：中央社）

時代力量立委當選人黃國昌在新北市謝票 

（照片提供：黃國昌辦公室）

黃國昌率領時代力量成員拜會前總統李登輝 

（照片提供：時代力量）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於２０日宣布參選國民黨主席 

（照片提供：中央社） 民進黨立委蕭美琴在花蓮謝票（照片提供：中央社）

國民黨立委江啟臣等人和台中市議會黨團 

於２０日召開記者會盼國民黨中央走出台北，深入地方 

（照片提供：中央社）

有意角逐立法院長的蘇嘉全（左）與陳明文（右） 

１９日在嘉義市互動熱烈（照片提供：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