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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日本各地台商

會總動員，於８月９日在東京都內

的飯店舉辦造勢大會，為參選第

２３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簡

稱世總）總會長選舉的僑務委員謝

美香助選，會上加油聲和當選呼聲

不斷，最後，駐日代表謝長廷也現

身為謝美香打氣，盼９月２７日在

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的選舉上能一舉

獲勝。

　一向熱心公益，在日本僑界享有

人望的僑務委員謝美香，以大阪為

據點，經營環保回收

事業之餘，也積極參

與僑界活動，曾任大

阪台灣同鄉會會長和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總會長等職務，此

外，於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５年更獲選擔

任亞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簡稱亞總）總會長一職，成

為亞總首位女性總會長，開創歷史

新頁。

　此次，謝美香受推舉代表亞總參

選世總總會長選舉，從宣布參選以

來，謝美香跑遍世界６大洲，和全

球各地台商朋友博感情，聽取意

見，做為政見參考，過程艱辛。日

本國際媽祖會會長曾鳳蘭特別呼籲

日本台商要團結，積極向世界各地

的台商朋友拉票，每一個拜票都是

多一分勝選的希望。

　亞總也特別於９月２４日在台北

市內舉辦亞洲之夜，為謝美香選前

再造勢，希望展現亞洲台商團結的

氣勢，也為亞洲地區推舉的候選人

謝美香加油打氣，曾任亞總總會長

的詹德薰等台商前輩也盼日本台商

會員可以踴躍出席亞洲之夜及世總

大會，為來自日本的參選人應援，

展現日本台商團結一心的聲勢。

【東京─橫濱／採訪報導】立法院

長蘇嘉全率領「台日交流聯誼會」

超過２０位立法委員，在立院休會

期間，於８月１日至４日到東京、

橫濱等地進行訪問，１日訪團抵達

東京羽田機場時，由駐日代表謝長

廷和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今井正等

人到場迎接，僑界代表則由日本中

華聯合總會會長毛友次、東京華僑

總會會長蘇成宗等人代表獻花，歡

迎訪團一行人抵日。

　蘇嘉全表示此次訪日一方面是來

看這裡的鄉親，轉達台灣鄉親的問

候，另一方面台灣跟日本關係密

切，除了行政，國會互動也很頻

繁，早先在５２０或是成立台日交

流聯誼會時，日本有很多國會議員

到台灣祝賀，所以此次也特別來感

謝，展現密切關係。此外，蘇嘉全

也笑說大家都想到日本關心出任駐

日代表謝長廷的現況。

　謝長廷則談到立院訪日團到訪，

表示對台日關係的重視，也表示建

立一個溝通管道的誠意。日本中華

聯合總會會長毛友次則盼在新政府

的領導下，加強對日本的交流，進

而提高跟日本外交關係、經濟活動

和加強合作關係並關心僑胞。

　蘇嘉全一行人隨後亦在駐日代表

謝長廷等人的陪同下到橫濱媽祖

廟，欣賞台灣的弘宛然古典布袋戲

團演出，弘宛然古典布袋戲團長吳

榮昌特別贈送布袋戲偶給蘇嘉全、

蔡其昌和謝長廷等人，感謝他們專

程至橫濱觀賞。

　一行人也從橫濱媽祖廟步行至橫

濱中華學院，參訪僑校，並聽取校

長馮彥國和僑務委員鄭尊仁等人報

告關於僑校改建經費籌組的問題。

負責僑校改建計畫的鄭尊仁表示僑

校改建預算規劃約２０億日圓，

近７億新台幣，一半由日本僑界籌

措，另外一半希望由政府預算支出

給予補助。鄭尊仁談到由於法規還

有政府種種法令的問題，無法馬上

解決，但如果可以將僑校歸屬給教

育部管的話，經費上會比較容易。

鄭尊仁也坦言由於沒有前例，所以

大家都在評估中，但僑界仍抱持著

樂觀的想法，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經

費援助。

　稍晚，在與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

鴻健和副會長莫佐強、張儀和洪益

芬等人的交流會上，羅鴻健等人也

強調沒有僑校就沒有僑社，盼政府

援助僑校的改建計畫。

　隸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立委何

欣純則表示回台灣後，新會期就是

立院審明年度的預算，在審預算

時，從僑委會或是教育部也好，希

望可以能夠盡量幫僑校爭取相關的

補助預算，此外，何欣純也表示希

望僑校方面可以提供更仔細的預算

報告或是相關資料，在新會期中可

以認真研究與討論。

　訪團此行也於隔日８月２日，出

席由日本僑界聯合舉辦的歡迎會，

當天僑界特別宴請所有訪日嘉賓，

盼為台日貢獻心力，也讓訪日各界

的賓客了解旅日僑界支持政府的決

心。

駐日代表謝長廷（右２）特別到現場為謝美香打氣

（圖 右１為東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薰，左１為

謝美香夫婿， 大阪台灣同鄉會會長王坤保）

橫濱中華學院安排學童表演，

歡迎訪團一行人

日本僑界於８月２日舉辦歡迎會，宴請立

院訪團和其他亦在日本訪問的參訪團，許

多僑民搶拍立委訪團的龐大陣容

日本台商齊聚為謝美香聲援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毛友次（前排右１）代表僑界獻花給立法院長蘇嘉全

弘宛然古典布袋戲團長吳榮昌（左１）贈送布袋戲偶給

立法院長蘇嘉全、副院長蔡其昌和駐日代表謝長廷

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左）向立法院長蘇嘉全（右２）

展示今年雙十國慶遊行的海報

日 本 台 商 大 團 結　 為 謝 美 香 參 選 世 總 聲 援

不忘關心僑界發展
立院訪團抵日展開國會外交

訪 團 赴 橫 濱 交 流
僑校爭取預算助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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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採訪報導】為

促進日本各地華僑青年

交流，日本中華聯合總

會青年部於８月２０日

在山梨舉辦今年度的Ｂ

ＢＱ烤肉懇親大會，除

了關東地區的成員之

外，秋田和岩手等地的

青年部代表也到場同歡，現場相

當熱鬧。

　儘管活動當天氣候不佳，大家

仍興致高昂，許多青年部成員也

攜家帶眷參加，活動中小朋友們

一起玩樂，青年們則相互交流，

分享在日生活的點點滴滴，青年

部部長馮明輝表示很高興大家聚

在一起，有大家的配合與協助，

活動才能圓滿順利的進行，希望

今後能繼續舉辦類似的交流機會，

讓青年部更加活絡起來。

　烤肉活動結束後，一行人則轉

往位於本栖湖的本栖ＶＩＥＷ　

ＨＯＴＥＬ進行懇親會，和山梨

台灣總會相互交流。山梨台灣總

會創會會長趙世安、名譽會長鄭

玉蘭和會長余麗玉等人率領該會

成員出席，駐日代表處僑務組秘

書宋惠芸也到場為日本中華聯合

總會青年部打氣。余麗玉表示看

到青年部這麼有活力感到非常開

心，也歡迎大家到山梨。宋惠芸

則表示看到年輕人的活力感到十

分欣慰，並勉勵在場青年部成員，

僑會未來的力量即是青年們，希

望大家都能繼續努力。

　青年部部長馮明輝則感謝山梨

台灣總會前輩們對日本中華聯合

總會青年部的支持和與會，讓青

年部藉此機會交流學習，他也希

望日本各地僑會前輩們繼續對青

年部提出指導和幫助，讓青年部

更加進步成長。

【東京／採訪報導】對台灣民眾

來說，農曆七月鬼門開，是大家

俗稱的鬼月，為了祭拜好兄弟，

同時也祈求平安順利，各公司行

號和家庭都少不了舉辦普渡拜拜

的傳統，儘管在日本沒有這樣的

習慣，但東京媽祖廟沿襲了台灣

的傳統習俗，特別在８月６日舉

辦普渡拜拜，當天更有日本ＮＨ

Ｋ電視台人員到場拍攝，記錄台

灣的文化習俗。

　東京媽祖廟連續３年在媽祖的

指示下舉辦普渡，包括料理和供

品的份量都依照媽祖的指示來準

備，一年比一年盛大，信徒們也

發心摺出１０８朵紙蓮花，盼先

人乘蓮花超渡。這次的普渡拜拜

雖然不像台灣有法師主持法事，

但信徒們皆自動自發，在活動前

幾天就到廟裡幫忙準備儀式，或

在家製作料理以供祭祀之用。當

天，廟方共準備２５道料理，供

養各路眾神和四方好兄弟，到場

的信眾們則虔誠地念誦經文，希

望迴向給過世先人，讓他們往生

極樂世界，離苦得樂。

　東京媽祖廟代表連昭惠表示普

渡舉辦３年以來，供養無形眾生，

有殊勝的功德，華僑信徒們積極

參與，讓祭祀一年比一年盛大，

明年媽祖廟完成日本宗教法人的

申請後，將邀請台灣的法師舉辦

大型普渡法會，希望更多信徒們

踴躍參與，讓法事的功德迴向給

更多有形無形眾生，大家都能同

享媽祖的慈悲庇佑。

【大阪／綜合採訪報導】大阪中

華總會青年部為促進交流於８月

２０日舉辦了「握壽司體驗─鮪

魚解體秀」的活動，邀請在日工

作的台灣人或是台灣留學生參加。

青年部代表橋爪敦哉表示雖然適

逢暑假期間，留學生大都不在，

但如果日後有人對類似活動有興

趣的話，可以另外再做安排。橋

爪敦哉也提到預計９月，該會將

利用大阪中華總會的閒置空間，

設置「台灣青年部」（名稱暫定）

事務所，希望可以打造出旅日台

灣青年可以輕鬆造訪的地方，日

後也計畫安排學習會或是手作DIY

的課程，增進大家交流。

　２０日活動當天由職人示範鮪

魚解體，乾淨俐落的斷面，讓現

場參加的成員驚嘆不已，接著大

家開始化身壽司職人，體驗親手

做壽司，雖然有壽司職人的詳細

說明，但實際做起來仍不簡單，

因此更讓人敬佩職人們的專業。

　大阪中華總會青年部代表橋爪

敦哉表示透過這樣的活動讓旅日

工作的台灣人或是台灣留學生，

可以更加認識日本飲食文化，像

是在台灣也很受歡迎的壽司，自

己親自體驗製做過程後，會有更

深刻的印象與感動。

【橫濱／採訪報導】橫濱僑界於

８月１９日舉辦晚宴，歡迎新任

駐日代表謝長廷到任。由於謝長

廷到任後，公務繁忙，橫濱僑界

歡迎活動無法在第一時間舉辦，

但大家的熱情不減，除了當地僑

領之外，包括神奈川和靜岡地區

的日本民意代

表等近２００

人出席，橫濱

華僑總會會長

羅鴻健表示日

本是中華民國

外交上最重視

的國家之一，

相信駐日代表

謝長廷到任會

讓雙方關係更

上一層樓。

　橫濱當地的僑民全力動員，僑

界踴躍參加之外，日本各黨派親

台人士也有多人出席，其中有不

少是謝長廷擔任高雄市長時，建

立良好關係的日本議員，因此活

動當天有許多老朋友特地到場祝

賀。謝長廷表示僑民在工作和事

業之餘，對台灣的愛國心不落人

後，對日本公益也積極付出，不

管是南台灣的地震或是熊本的地

震，僑民的捐獻讓台日外交更加

深化，對代表處的外交工作有非

常大的幫助，今後希望僑民能繼

續支持台灣，讓對日外交可以繼

續深化。

　橫濱中華街堪稱是華僑的大本

營，有不少人甚至是第３代、第

４代的僑民，但他們仍努力學習

中文，用中文發言，橫濱華僑總

會會長羅鴻健強調橫濱華僑不論

在任何情況，都是支持中華民國，

希望駐日代表謝長廷伉儷能多多

參加橫濱舉行的國家節慶活動，

最後全場更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表達僑民對國家的熱愛。

【東京／採訪報導】由年輕台灣

音樂家組成的「故鄉室內樂團」

於８月７日在東京濱離宮朝日廳

舉行「傾聽故鄉」音樂會，負責

協辦的日本台灣醫師連合、日本

台醫人協會、在日台灣同鄉會、

怡友會和在日台灣婦女會等僑團

也有多人出席相挺，此外包括駐

日代表謝長廷、台灣文化中心主

任朱文清等人亦到現場聆聽，謝

長廷更當場表演拿手的陶笛吹奏，

獲得現場觀眾如雷的掌聲。

　到日演出超過２０次的故鄉室

內樂團，此次特別安排許多台灣

民眾耳熟能詳的曲目，讓現場聆

聽的僑民沉醉在懷舊的氛圍中，

當有熟悉的曲調出現時，台下的

觀眾則一起合唱，打拍子，場面

相當熱絡。

　與樂團隨行造訪東京的嘉義市

長涂醒哲在現場則特別推薦嘉義

觀光，他提到嘉義不僅是電影《Ｋ

ＡＮＯ》的故事舞台，也有管樂

節等一連串的藝文活動，希望僑

民可以抽空到嘉義一遊。應邀到

場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則即興吹奏

陶笛，歡迎樂團到日公演之外，

謝長廷也希望有更多的台灣藝文

團體到日本演出交流，讓僑民甚

至日本社會對台灣的文化發展有

更多了解，增進彼此的互動。

大阪中華青年部辦活動　促旅日台灣青年交流

（左起為）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 駐橫濱辦事處處長

粘信士，駐日代表謝長廷伉儷和華僑青年合影

信徒參加東京媽祖廟舉辦的

普渡拜拜，為無形眾生虔誠祝禱

燒紙蓮花給過世親人和祖先

，是日本沒有的習俗

大阪中華總會青年部８月２０日辦活動，

增加旅日台灣青年的交流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青年部

舉辦烤肉活動，大人小孩同樂

故鄉室內樂團全體音樂家最後謝幕

（右起為）台灣新聞社社主錢妙玲、

日本台醫人協會會長大山青峰和

駐日代表謝長廷（右３）合影

青年部和山梨僑領交流合影

橫濱僑界歡迎謝長廷屢新　盼台日關係更上一層樓

東京媽祖廟普渡拜拜豐盛　信徒虔誠祝禱鬼月平安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青年部赴山梨
Ｂ Ｂ Ｑ 旅 行　 促 僑 界 青 年 交 流

故 鄉 室 內 樂 團 東 京 演 出
「 傾 聽 故 鄉 」 撫 慰 人 心

更正暨道歉啟事
本報於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出刊之２３２號台灣新聞日

文版，第二面名片廣告中將日本千葉台灣商會名稱誤

植，造成該會及相關人事之困擾，特此更正，並向日本

千葉台灣商會全體人員及讀者表達誠摯歉意。

另於同版報紙第三面名片廣告中將友盛貿易株式會社名

稱誤植，造成該公司與相關人士之困擾，特此更正，並

向友盛貿易株式會社全體人員及讀者表達誠摯歉意。

《台灣新聞》編輯部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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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採訪報導】日本關西台商會於８

月２５日召開第１０屆第２次理監事會議，

為促進會員間團結和諧，會中決議從下屆

開始成立紀律委員會，並推舉會長代行俞

秀霞為第１１屆會長候選人。

　會長王明裕在會中則呼籲大家踴躍返台

參加９月２５日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簡

稱世總）第２３屆理監事聯席會議，以及

９月２４日由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簡

稱亞總）總會長李天柒為謝美香所舉辦的

造勢晚會，謝美香也在會中向大家報告這

幾個月來拜會世界６大洲商會的經過，她

表示很榮幸代表亞洲成為世總總會長候選

人，她有絕對的熱

忱與誠意為全世界

台商服務，不管結

果如何一定盡力堅

持到最後，懇請大

家支持相挺。

　為慶祝關西台商

會創會２０周年，

臨時動議中決定由

名譽會長林清治負責製作「２０周年紀念

會刊」，並定於今年１２月２３日在奈良

ＰＡＲＫ　ＨＯＴＥＬ舉辦忘年會暨２０

周年慶祝晚會。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張仁久偕僑務組副組

長黃水益到場，頒贈感謝狀給為台南震災

送暖的台商會員，此外，將於９月底榮調

駐日代表處副代表一職的張仁久也在會中

感謝關西僑商的照顧，他表示東京與大阪

的距離不遠，歡迎大家到東京，並祝關西

台商會會務蓬勃發展，蒸蒸日上。

【東京／採訪報導】一般社團法人在日台

灣不動產協會於７月２７日舉行民泊研究

會，邀請行政書士二瓶文隆為與會者說明

民泊在日本經營的現況及面臨到稅務或法

律的問題。

　早先由於日圓匯率降低，讓日本觀光熱

潮再起且遊客人數漸增，使得住宿不足的

問題浮出檯面，日本政府為解決這項問題，

陸續在國家戰略特區開放民泊經營或是放

寬經營限制，這也連帶地讓長期關注日本

不動產業界的台灣投資客，轉而注視民泊

的投資經營。

　行政書士二瓶文隆表示日本所謂的「民

泊」和台灣人習慣的民宿說法不盡相同，

他簡單地說明一般住宅提供住宿服務即是

提供民泊服務，有像是住在友人家這種無

需另外付費的無償民泊或是下榻於鄉下農

家，體驗型的有償民泊，還有利用空屋或

是不動產投資而經營的民泊等種類。民泊

雖屬於旅館業中簡易宿所的一種，但目前

在日本法令規範仍有許多灰色地帶，再加

上日本民情，對於有外國客出入的民泊抱

怨頗多，因此政府正積極規劃相關法令，

讓經營者有規可循，同時保

障住客和周邊住戶的權益。

　二瓶文隆表示未來立法完

成後，經營民泊必須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雖然不像旅

館業要經過繁複的過程和文

書往來才能得到許可，但衛

生跟消防都必須合乎標準，

事前事後的管理及稅務，和

一年只能經營１８０天以下

的限制等，都是準備經營民

泊要注意的重點。

　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理事廖惠萍表示東

京的民泊經營法條繁雜，經營者最好透過

專業行政書士處理申請手續，她也提到比

起單純投資房地產，民泊營運要考量地點、

客源還有管理，目前協會正在整理相關法

條，未來可提供給經營民泊的會員必要的

協助。

　除了民泊研究會之外，該協會目前則持

續提供宅建士資格課程，事務局長棚岡麗

表示今年１０月協會將成立滿１周年，未

來希望協助更多台灣同鄉解決房屋買賣或

是租賃問題，也希望更多從事不動產相關

行業的僑民加入，為彼此的事業營運帶來

加乘效果。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中華學校於暑假

期間為學生安排一連串豐富的課程，台東

大學戶外探索團隊主辦２天１夜的暑期探

索體驗營後，接著有台北市立大學華語文

教學團隊指導為期５天的「愛麗絲夢遊台

灣」中文夏令營，以及台北教育大學華語

教學團隊負責的華語暑期班。

　來自台灣的教師群帶著青春活力及愛心

抵日服務，除了輔導學生暑假作業之外，

也指導中文學習所有科目。教育大學華語

教學團隊總召黃思涵表示，暑期班課程依

照大阪中華學校原本課程規劃所設計，每

周安排一項主題內容，從自己開始到社區、

整個日本、世界，最後以成果發表結果。

另外，一周安排２次烹飪課，內容以蔥油

餅、冬瓜茶和小籠包等傳統食物製作為主，

希望小朋友能從料理中體會台灣的生活。

　台北市立大學華語文教學團隊的洪逸辰

表示，夏令營以玩樂和學習並進，因此以

內容豐富的愛麗絲為主題，帶入小朋友感

興趣的動物、花卉和顏色等教學內容，每

天以台灣為主軸介紹各地風景、特色，穿

插學習製作油紙傘、手抄紙。

　大阪中華學校校長陳雪霞感謝前來舉辦

各種學習營的教學團隊，她提到小朋友們

在暑期班中，不只接受平常課程的指導，

還有落後課程的追蹤，加上日本課程裡所

沒有的文化課程，寓教於樂，小朋友們都

非常期待。另外，由於外校生也能報名參

加暑期密集華語學習營，讓平時沒有機會

接觸台灣的小朋友可以更加認識台灣，明

白學習華語文的樂趣，相信所有參加同學

必能更成長、身心靈更健康。

【大阪／綜合報導】「大阪‧台灣祭」於

７月３０日至３１日間在二色浜海邊舉行。

由「Ｒｏｃｋｙ二色浜海之家」主辦的台

灣祭活動，今年是第２次舉行，關西台商

協會青商會首度加入協辦，協助招募攤位

從第一年度的８到１０個攤位，增加至

２４個攤位，擴大活動規模。此外，關西

台商協會青商會也自動自發地在海灘舉行

淨灘活動，在炙熱的天氣下淨灘、撿垃圾，

共同為環境盡一份力。活動期間，駐大阪

辦事處處長張仁久特別撥冗出席，鼓勵台

灣青年促進台日文化交流。

　關西台商協會青商會秘書長蔡欣珊表示

「大阪‧台灣祭」活動除了促進台日交流，

更希望將台灣美好的美食與人情文化讓更

多日本民眾知道。此次活動共計有２４個

攤位，其中有來自台灣或是東京的業者出

攤支持活動，販售台灣口味的美食和體驗

活動，而表演節目則有日本創作歌手村本

Ｒａｙ、喜一和加藤將道等人，以及台灣

出身的二胡演奏者李芃與徐凌遙以古典樂

加上搖滾的現代曲風帶動全場氣氛。現場

也有人向日本民眾介紹台灣的酒拳，讓大

家一起同歡。　

　蔡欣珊表示此次參加活動特別要感謝關

西台商協會的幫忙，會長王明裕和其他理

事也特別出席並到場幫忙，此外，她也提

到這次參加活動不僅可以讓更多日本民眾

接觸台灣美食文化，同時也藉此機會宣傳

青商會的活動，讓更多人認識青商會在日

的活動內容。

民泊經營正夯　首要注意法規限制

大阪中華學校暑期夏令營課程豐富
讓 學 童 快 樂 學 華 語

關 西 台 商 會 青 商 會 首 度 加 入
大阪台灣祭陣容與日本民眾交流

日本關西台商會決議設立紀律委員會
加 強 章 程 體 制 迎 向 ２ ０ 周 年

參加民泊研究會學員大合照

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舉行民泊研究會 老師帶領小朋友學用中文讀繪本

出席日本關西台商會理監事會議人員合影留念

關西台商協會青商會協贊此次的

大阪台灣祭活動，並出攤販售台灣啤酒

　上個月我們提到預立遺

囑的重要性，無論資產多

少，甚至負債多於資產，都

是愈早開始準備愈好。因為

人一旦過世，從那天算起

10個月之內要完成所有繼

承程序，失去親人的震撼，

往往讓人心慌意亂，無法在

短時間內做決定，卻馬上就

面臨繁雜的問題：財產有多

少？在哪裡？無法分割的

遺產也要決定如何處置…

　為確定誰有權繼承，還要

追溯過世者一輩子的足跡，

找出他曾經住過的所有地

方以及所有可能有繼承權

的人，然後才能坐下來談遺

產分配，這個過程往往要花

費很多時間。

　此外債務，以及保證債務

也都是遺產繼承的對象。若

為他人的債務作保證人，當

他人無法償還時就會變成

保證人自己的債務，這稱為

保證債務。而因為保證人的

立場也會跟財產一同繼承，

若不願意背負債務，一定要

儘快放棄繼承。

　然而若沒整理財產做成

一覽表，繼承人很難判斷是

資產多還是負債多，喪失親

人的心情還沒恢復，又要在

３個月內決定是否放棄繼

承，匆忙之下做判斷很容易

出錯，因此還是愈早開始準

備愈好。

　預立遺囑時，一般最便利

又不花錢的是自筆遺囑，只

要滿１５歲以上具有自主

意思能立就可以寫，但要注

意必須符合幾個法律要項：

①一定要全文都自己親筆

書寫、②還要寫清楚自己的

姓名以及③書寫日期，最後

還要④蓋章。

　自筆遺囑最好要讓家人

知道放在哪裡，免得要找的

時候找不到。

(本文作者：李道道，台灣

台北出身，日本中央大學法

學部畢業，目前在司法書士

法人黑澤事務所工作 )

        日本法律停‧看‧聽 

遺囑要怎麼寫
《本專欄內容由黑澤事務所提供》

理監事會推舉會長代行俞

秀霞為下屆會長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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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日團於８月２日中午，與日本

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進行餐敘，

餐會前，立法院長蘇嘉全代表台

灣民眾捐贈２４５５萬４９１１

元新台幣的賑災款給今年４月遭

遇地震災害的熊本縣政府，由大

橋光夫代表收下。這是繼政府早

先捐出６０００萬日圓，以及今

年６月初高雄市長陳菊與台南市

長賴清德兩人率團造訪熊本，捐

出近２億日圓後，再度捐款至熊

本災區，表達對災區的關懷。

　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致詞除

了感謝台灣各界對災民的鼓勵，

也引述首相安倍晉三曾說台灣是

日本的重要夥伴，

緊密結合的朋友，

大橋表示台日間

雖沒有正式的外

交關係，卻有著

值得驕傲的友好

互信關係，就像

駐日代表謝長廷

說的，是國際和

平的最佳典範，

未來也希望可以

和謝長廷一起攜手進一步加強日

台關係。

　蘇嘉全則談到由於台日地理及

民族性相像，加上人民間親密感

情，當彼此碰到困難時都會伸出

援手互相救助，即便有些摩擦，

也能坐下來協商解決問題。這

次帶著民眾捐至衛福部的款項

２４５５萬４９１１元新台幣，

代表台灣民眾捐款給日方，作為

重建基金，表達對九州熊本震災

災區的關心。蘇嘉全在會中也形

容當台灣哭的時候，日本跟著哭，

當日本笑的時候，台灣也會跟著

笑，表示台日間的緊密關係。

　２日稍晚，立院訪團則造訪日

本自民黨黨部，與該黨幹事長代

行細田博之、組織運動本部長山

口泰明和青年局長牧原秀樹等人

會面進行交流。細田博之感謝立

院訪團在立院改選後，選擇日本

進行首次訪問。蘇嘉全則向與會

議員強調此次訪團中包括４個主

要的政黨立委都參與，表示朝野

各黨有共同目標，要和日本國會

及國民建立最密切的關係。

　接著，訪團一行人再到國會議

員會館與日本民進黨代表代行蓮

舫、幹事長枝野幸男和前外務大

臣長島昭久等人會面，會前蓮舫

和台灣記者以流利的中文聊天，

記者談到民進黨黨魁改選後，盼

有意出馬參選黨魁的蓮舫當選，

再到台灣訪問，蓮舫便笑答「這

是理想」，透露出有意以在野黨

黨魁身分造訪台灣。

　蘇嘉全在會中則談到台灣為表

示對台日關係的重視，由曾任行

政院長的謝長廷出任駐日代表處

代表，因此也期望日本未來有機

會派遣前總理級的人物到台灣當

大使。

　立院訪團於８月３日會見由首

相安倍晉三胞弟率領的「促進日

本、台灣經濟文化交流青年議員

之會」議員，岸信夫致詞表示今

年台灣有新政權誕生，立法院亦

是新的態勢，今年可謂是台日關

係再啟動的一年。他表示會談可

深入討論促進台日人員互訪、活

絡兩國觀光和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海洋問題、農林水產品進口問題、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ＴＰＰ）和台日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ＦＴＡ）及沖繩等問題。

　蘇嘉全則談到台日感情緊密結

合，過去雖有些大家覺得不愉快

的事，但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談，

最終能夠共同解決這些不愉快的

事。蘇嘉全表示台灣在國際外交

比較占劣勢，因為有一個中國在

跟台灣做競爭，在國際相關的組

織活動，日本也幫台灣非常多的

忙，這點相當感激。希望透過彼

此間的交流，化解更多的不愉快

事情，把彼此的感情拉得更近。

　最後，立院訪團於８月４日結

束訪日行程前，在駐日代表處的

安排下，由駐日代表謝長廷陪同，

前往東京都廳拜會剛上任的東京

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小池百合子表示當選時，有收

到總統蔡英文寄送的賀函，盼立

法院長蘇嘉全返台後，可以向蔡

英文轉達謝意，此外，小池對於

台灣在日本３１１大地震

和九州熊本地震發生時，

大力提供援助表示感謝，

她相信日本人民一定會銘

記在心。

　小池百合子也談到東京

都與台北市已建立非常友

好的關係，雙方簽訂防災

合作協議，連續９年台北

市也派員參加東京都的防災訓練，

今後除了與台北市繼續加強各項

合作案之外，也希望與台灣其他

縣市發展關係。

　立法院長蘇嘉全表示此次訪問

團訪日，最令人感到開心的就是

聽到小池當選東京都知事且能當

面會談，為訪問團返台前畫下一

個最完美的句點。蘇嘉全也讚賞

小池長期活躍於日本政壇並堅定

支持台灣，是台灣知名度最高也

是最受歡迎的日本政界人士。

　蘇嘉全提到立法院新成立的「台

日交流聯誼會」，在總數１１３

名立委中，共有１０４名立委加

入該會，顯示立委相當重視台日

關係，希望今後小池能繼續強化

台日間各項交流活動以及發展地

方關係，同時也期待小池很快能

到台灣訪問。

【東京／採訪報導】拓殖大學為

紀念海外事情研究所於今年４月

正式成立台灣研究中心，於７月

２３日舉辦座談會，邀請前駐日

代表羅福全回顧過去的生平，並

請作家陳柔縉和該中心研究員玉

置充子等人就日本統治時代的台

灣地方行政和基層社會議題進行

發表。

　前駐日代表羅福全今年在日本

推出《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

回憶錄》日文版，２３日當天他

便講述自己過去為台灣民主奮鬥、

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到台

灣，爾後投身聯合國單位工作，

隨著台灣民主化後，從黑名單上

除名，於２０００年重新拿著中

華民國護照，接受當時的總統陳

水扁的任命，出任駐日代表一職

等經歷過程，羅福全也談到台灣

與日本過去在遭遇地震災害時，

互相扶持，尤其在３１１東日本

大地震時，除了政府之外，台灣

人民更是踴躍捐款賑災，他認為

台灣民眾設身處地的為日本著想

的情感堪稱奇蹟。

　會中則有民眾提問關於蔡英文

政權和未來與中國的關係等問題，

羅福全認為蔡英文政權尚需解決

內政、外交和修正憲法與否等不

易解決的問題，此外，他則提到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和日本一

起歷經近代化過程，這也是導致

台灣與中國走向不一樣方向的主

因，在近代化過程完成後，進而

才有民主化。羅福全分析未來的

１５年，經濟有所發展的中國有

可能實現公民社會，民主化的一

天指日可待。會後受訪時，他表

示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不一定要拉

到政治層面，避免被認為是台灣

聯合日本來反對中國，而是應該

希望中國趕緊民主化，完成現代

化，走在民主道路前頭的台灣與

日本，則應該先在前面等著中國

民主化，這樣對中國人民也好。

　座談會上另外有台灣研究中心

的研究員玉置充子解說「鶯歌庄

文書」的研究意義，解析日治時

代台灣的基層社會組織，而作家

陳柔縉則以自己的著作《廣告表

示》，介紹日治時代由日本商人

引進的商業行銷手法，像是分期

付款、福袋、商品券或是新車試

乘等，陳柔縉表示這些被認為是

近年來才從日本傳進的行銷手法，

其實早在日治時代就已經出現，

顯然在世代之間出現了時代記憶

的斷層，因此她希望未來有人可

以填補這個斷裂的情形，她也盼

未來在台北可以有棟日治時代建

築，專門將過去的相關資料集結

展出，紀錄當時日本商人們的故

事，呈現台灣在戰前的現代化和

台灣近代文明早期的發展。

立院訪日團陣仗大　會見日本政要談台日關係 拓 殖 大 學 座 談 會 邀 前
駐 日 代 表 羅 福 全 開 講

與 日 議 員 會 談
台 日 關 係 再 啟 動

會見新科東京都知事
期盼小池百合子訪台

立 院 訪 團 拜 會
日本自民、民進兩黨

再 捐 款 賑 災
強調台日緊密關係

立法院長蘇嘉全（左４）捐贈 ２４５５萬４９１１元新台幣

至熊本災區，由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右５）代表收下

立院訪團與眾議員岸信夫率領的「促進日

本、台灣經濟文化交流青年議員之會」，蘇

嘉全致詞感謝日本幫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立法院長蘇嘉全（右２）率團，在駐日代表謝長廷（右１）

陪同下，拜會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右３）

日本民進黨代表代行蓮舫（前方著白衣

者）歡迎立法院長蘇嘉全等人到訪

立院訪團拜會自民黨部，該黨幹事長代行

細田博之（右５）等人代表歡迎

拓殖大學亦邀請該大學設置的台灣研究

中心研究員玉置充子和台灣作家陳柔縉

分享台灣日治時代的研究資訊

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出席拓殖大學主辦的

座談會，會中回應民眾的問題

【東京／綜合報導】駐日代表處

於７月３０日邀請獲得１０５年

教育部台灣獎學金和教育部華語

文獎學金的受獎生，出席赴台行

前說明會，當天共有２４位受獎

日本學生出席，與台灣獎學金日

本留學生會顧問長谷部茂、會長

東城一和副會長渡邊俊彥等人一

起進行交流。

　據駐日代表處教育組提供的資

料表示，申請１０５年台灣獎學

金的學生共有５６人，較前一年

度增加約６０％，最後經過書面

審查和面試甄選，總共錄取１８

人，而申請華語文獎學金的學生

則有４０人，較前年度增加約

３３％，最終錄取１３人，從申

請人數皆有成長來看，顯示日本

民眾開始關注台灣的高等教育和

華語學習環境。今年９月起，受

獎生則將陸續至台灣大學、台灣

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和台北藝術

大學等校就讀。

　教育組照慣例於受獎生赴台前，

在駐日代表處舉辦行前說明會，

針對簽證申請、獎學金支領和居

留辦理及國民健康保險等相關規

定進行說明，教育組組長林世英

在會中則期勉學生能夠勤勉向學，

體驗和融入台灣生活，積極學習

華語，盼能做為增進台日交流和

情誼的橋梁。曾赴台留學的前輩

則在會中和受獎生針對課程選修、

簽證辦理及生活起居等面向互相

交流，讓與會的學生深感獲益良

多。

教育組長林世英（前排右３）與台灣獎學

金和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合影

台灣獎學金受獎生行前交流
前 輩 傳 承 台 灣 生 活 經 驗

【東京／採訪報導】由立法院長蘇嘉全率領的訪日團於８月１日至４日走訪東京、橫濱等地，展開國會外

交。先後會見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代表台灣捐款給熊本地震災區，並與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和在野

的民進黨人士會面，進行交流，另外也和「促進日本、台灣經濟文化交流青年議員之會」會長岸信夫及參

與該會的國會議員共同商討關於食品安全問題等議題。最後，訪團在４日結束行程前，特別到東京都廳拜

會當時剛上任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盼這位與台灣關係友好的新科知事可以造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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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綜合報導】第９屆智能

機器人與應用國際會議（ＩＣＩ

ＲＡ２０１６）自８月２２日至

２４日於日本首都大學東京舉行，

旅日台灣女棋士謝依旻和台灣紅

面棋王周俊勳受邀與機器人對戰，

吸引許多圍棋愛好者的關注。

　台南大學教授李健興先於２２

日的演講中，說明台灣團隊在科

技部的補助和台灣圍棋界的支持

下，從２００８年開始進行有關

圍棋研究與國際學

術活動的相關成

果，引起日本京都

大學認知科學領域

教授的關注，盼未

來能夠與台灣團隊

建立更多國際學術

研究合作關係。

　２３日的重頭戲

則是由日本女流五

冠王謝依旻聯手美國臉書開發的

圍棋機器人Ｄａｒｋｆｏｒｅｓ

ｔ和周俊勳對弈，但因連結到美

國臉書的網路不穩而數次斷線，

因此並沒有下完，當天另一場周

俊勳對戰日本圍棋機器人Ｚｅｎ

的棋賽上，周俊勳讓兩子仍順利

打敗Ｚｅｎ。周俊勳在自己的臉

書上表示透過棋賽發覺人腦和電

腦的差異越來越小，感佩科技日

新月異的發展。

　在台灣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的

支持下，台南大學教授李健興和

日本首都大學東京及台灣哈瑪星

科技公司組成的研究團隊，希望

以後日本棋院辦理的Ｐａｉｒ　

ｇｏ在國際圍棋比賽，也能同意

由職業棋士和機器人或是兩個機

器人組隊參賽，為未來的動態學

習評量模式與人工智慧研究結合

機器人產業和國際圍棋大賽投入

更多的創新思維與可能性。

【那霸／綜

合報導】台

北市立中山

女子高級中

學（簡稱中

山女高）樂

旗隊於７月

３１日抵達

沖繩，展開

為期４天與

日本樂旗隊全國大賽優勝隊伍─沖繩縣立西原高校的聯合

訓練，４日中午則在西原高校運動場舉行成果發表會。

　中山女高樂旗隊由吹奏樂部與旗隊組成，過去幾年連續

獲得台灣行進管樂競賽高中組特優，而西原高校樂旗隊則

是日本全國知名，曾多次應邀赴海外演出，並獲得世界音

樂競賽樂旗隊部門優勝。曾於２０１４年受邀參加嘉義市

國際管樂節活動演出，結束嘉義公演後，於台北市與中山

女高結緣，去年中山女高便應邀到沖繩與西原高校交流。

　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於２日前往西原高校參觀中山

女高學生練習，並贈送飲料慰勉學生在豔陽下練習的辛

苦，同時拜會西原高校校長菅間玉美，感謝該校接待中山

女高。

【千葉／採訪報導】台灣桃園ＬＳ足球社團於７月３１日

和８月１、２日和千葉的浦安Ｂａｒｄｒａｌ隊進行交

流，除了現場觀戰之外，小小選手們也體驗跟Ｂａｒｄｒ

ａｌ足球學校的小朋友一起特訓，在該隊專屬的球員指導

下，學習踢球技巧，同時也和日本小球員以球會友。

　率領ＬＳ足球社團選手、家長等共３５人到日本進行交

流的教練陳欣怡表示，浦安Ｂａｒｄｒａｌ旗下擁有職業

球隊，也設有足球學校，一貫體系的足球養成，是台灣少

有的規模。陳欣怡認為這對小球員來說是難得的經驗，又

能了解台日小球員在踢球上的差異。負責翻譯的江德智

揚，身為華僑，工作之餘也在踢球，他便提到台灣小朋友

在傳球概念上比較不足，但身材上有優勢，家長也非常積

極投入。熱心台日足球交流的浦安Ｂｒａｄｒａｌ球隊代

表塩谷竜生

則表示今年

還會派球隊

到台灣進行

交流，希望

以此為起點，

讓兩地球員

有更進一步

的成長。

【新潟／

綜合報導】

出身雲林

的旅日舞

蹈家若林

素子在新

瀉縣佐渡

島創立的

爵士Ｊａｚｚ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ＰＡＬ於８

月６日舉行３０周年紀念公演，舞碼融合台日文化特色，

有採茶姑娘、農村曲和草蝗弄雞公，傳出濃濃的台灣味。

　現場包括駐日代表謝長廷、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

眾議員細田健一和佐渡市市長三浦基裕等人出席，另外，

若林素子家鄉的麥寮高中校長林政雄等鄉親也在場與超過

千位的觀眾一起欣賞演出。公演後，謝長廷則到後台鼓舞

團員，讓若林素子和年輕團員十分感動，而該舞團在佐渡

島則已成為台日文化交流重要場所。

　駐日代表謝長廷此行受到新潟縣副知事寺田吉道，佐渡

市長三浦基裕和佐渡市議會議長岩崎隆壽等人熱誠接待，

雙方亦就觀光及文化交流進行意見交換，此外，謝長廷也

參訪佐渡的朱鷺保育中心，對佐渡島成功復育朱鷺表示讚

許。

【大阪／綜合報導】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處連玉蘋率領「台灣赴日

攬才訪問團」於７月２２日在東

京，另由該處專門委員張宴薰率

團於７月２４日至２５日訪問大

阪，並與旅日人才、留日學生進

行座談，增進對台灣產業發展現

況的了解，促使海外人才回台。

　張宴薰率團在大阪除了舉辦企

業與人才交流會，訪團也和關西

地區台商會、僑會及留學生會代

表進行交流，並在近畿大學校友

會國際交流會委員長李忠儒的協

助之下，至近畿大學進行訪問，

與該校廣報部長世耕石弘等人就

產學交流合作交換意見。

　２５日下午在大阪市內舉辦台

灣企業人才媒合會，共有９家業

者派員進行徵才或收集履歷資料，

當天吸引近４０名有意願至台灣

或是在台灣企業就職的人士到場

諮詢。

　經濟部投資處為因應台灣企業

跨國營運及攬才的需求，特別組

團分別在東京和大阪兩地辦理人

才媒合會，同時為加速延攬全球

海外人才，６月２８日啟用的人

才網「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ａｉ

ｗａｎ」已成為台灣產學研各界

和海外專業人才求才求職的平台，

目前利用的求才單位累積突破

８００家業者，人才會員也超過

３０００人，產業包括生技、國

防、綠能或是ＩｏＴ等範圍廣泛。

台 灣 精 品 大 阪 再 出 擊
推 廣 高 階 自 行 車 和 運 動 休 閒 產 品

謝依旻和周俊勳挑戰人機混雙圍棋賽

旅日舞蹈家若林素子３０周
年紀念公演　超過千人捧場

為 攬 人 才　 經 濟 部 組 團 在
東京、大阪兩地辦人才媒合會

中山女高樂旗隊赴沖繩與
日本樂旗優勝隊伍交流

千葉浦安球隊致力足球交流
台 日 小 將 以 球 會 友

【大阪／採訪報導】台灣精品繼去

年９月在ＧＲ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

大阪展出引發廣大迴響，今年則選

在ＬａＬａ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Ｃ

ＩＴＹ自８月１９日起舉辦為期３

天，以自行車、運動和休閒產品為

主題的展示會。

　台灣外貿協會組長劉秀菊表示台

灣自行車產業發展歷史悠久，是台

灣ＩＣＴ產業（資訊和通信科技）

以外的重要產業，從成車到零件在

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過去廠商大

多將心力集中在歐美，日本市場著

墨不多，希望藉由展出將台灣優良

品牌廠商帶進日本市場。

　台灣貿易中心大阪事務所所長李

泓章提到去年９月的展示與此次的

活動，都以提升台灣形象、打動消

費者進而吸引日本進口商、經銷商

行銷台灣品牌為主旨，自行車產業

在全球是項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去

年台灣外銷的自行車約４百萬台，

其中只有百分之６、７銷至日本，

捷安特、美利達等廠商在日本深耕

多年，日本民眾普遍對台灣自行車

有優良且高價的認知，相信只要加

以宣傳，假以時日銷售數字遽增應

非難事。

　會場除了

自行車、電

動自行車、

摺疊式自行

車、兒童腳

踏車、自行

車鏈條和服

飾等相關產

品，還有無線

遙控潛水艇、

摺疊式代步

車、 智 慧 型

果嶺坡度儀推

桿、展開式救

生衣和童心園

的各種兒童發展教具及奧運舉重賽

所使用的槓鈴。ＢＥＳＶ自行車的

營業代表伍惟果說明電動自行車與

摩托車不同，需要靠使用者的腳來

踩踏，車子感知使用者使出的力量

產生助力來推進，日本法規規定時

速２０公里時必須斷電，而非無限

加速，從０公里到１０公里使用者

踩１分力，車子給予２分助力，超

過１０公里後助力慢慢歸零，因此

從環保、交通和人體健康來說都是

最適合的選擇，為了符合日本的法

規及日本客戶的需求，也下了相當

大的功夫。

　活動期間吸引上萬民眾到場實際

觸摸、體驗，有民眾一身自行車裝

扮現身，也有不少民眾驚訝台灣除

了觀光和美食之外，也製造精美優

良產品，此次的展出無疑地再次成

功提升台灣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地

位。

日本民眾仔細欣賞展出的捷安特自行車 ＢＥＳＶ展出４部電動自行車

台灣外貿協會組長劉秀菊（右）、台灣貿易中心大阪事務所

所長李泓章（左）、ＢＥＳＶ自行車的營業代表伍惟果（中）

在現場接受媒體採訪

２３日人機混雙圍棋賽的開幕式上，台日相關產學

界人士皆出席 (照片提供 :台南大學 )

旅日台灣女棋士謝依旻（左）和台灣紅面棋王周俊

勳挑戰人機混雙圍棋賽 (照片提供 :台南大學 )

駐日代表謝長廷與「Ｊａｚｚ　Ｄ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ＰＡＬ」舞蹈社公演團員合影

台日足球交流，雙方合影留念

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後排右４）與

台北市立中山女高樂旗隊成員合影

近大特地升起國旗歡迎招攬團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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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綜合報導】以名古屋為

活動據點的日本偶像團體ＳＫＥ

４８，於８月２４日帶著最新單曲

《金之愛、銀之愛》拜會愛知縣知

事大村秀章，自２０１１年起擔任

愛知縣宣傳大使的ＳＫＥ４８今後

也將積極參與愛知縣的宣傳活動，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粉絲造訪愛知

縣。

　當天由ＳＫＥ４８成員北川綾

巴、江籠裕奈、大場美奈、高柳明

音、古畑奈和、木本花音、熊崎晴

香和須田亞香里等人代表出席，向

愛知縣知事展現將熱心投入宣傳工

作，發揚當地特色和魅力的決心。

大村秀章則表示對於２年前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在名古屋舉行世界會議

時，ＳＫＥ４８成員特別拍攝宣傳

廣告為愛知縣宣傳的

事仍記憶猶新，希望

今後成員們也能繼續

宣傳愛知縣和名古屋

的特色。

　會談中，高柳明音

還邀請大村秀章可以

考慮在１１月中旬她

們舉辦的演唱會上登

台高歌一曲，成員們

會在後面伴舞，大村

秀章則笑說粉絲們應

該會生氣，不過應該

也會很熱鬧才對，可

以考慮看看。【東京／綜合報導】復興航空結

合日本鐵道業者推好康優惠，

自９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底，搭乘復興航空前往日本關西

的旅客，只要持登機證，在航班

搭乘當日或次日到南海電鐵關西

機場站售票處，購買關西機場站

至難波站的單程特急車票，便可

以優惠價１０３０日圓購入，相

當於７２折，現省４００日圓，

比南海電鐵原本販售的關空特價

票還划算。

　這次的合作是南海電鐵首次與

台灣國籍航空聯手，獨家送好康

給台灣旅客，盼能透過優惠方案，

提升旅客前進大阪市觀光的意願

和便利性，同時也可增加鐵道載

客率。

　難波車站是最靠近關西機場的

交通樞紐，從關西機場出發，搭

乘南海電鐵僅３８分鐘就能抵達

難波車站。

【東京／採訪報導】《灣生回家》

記錄著一群日治時代出生在台灣的

日本人，時隔數十年回到台灣尋找

兒時玩伴、探訪家鄉的故事，這些

被稱之為「灣生」的日本人，在戰

後遣返回到日本，對於自己出生的

故鄉「台灣」仍有不可割捨的情感，

電影傳單上就這麼寫著，「戰敗後，

即使回到日本，心仍在台灣。」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據稱約有

２０萬名灣生，時至今日，戰後

７０年，灣生世代逐漸凋零，《灣

生回家》的攝影團隊向近４０位灣

生進行採訪，其中在花蓮出生的冨

永勝、清水一也、松本洽盛和在台

北出生的家倉多惠子、中村信子，

以及被台灣人領養的片山清子等６

位灣生成為紀錄片的主角。仍會說

點台語的冨永勝回到自己出生的花

蓮港北埔農場（即現在花蓮縣新城

鄉），逐門挨戶地尋找自己兒時的

玩伴和鄰居，得知友人過世時不捨

地拭淚，或是看著片山清子的家屬

到日本尋找片山親生母親的足跡，

《灣生回家》記錄的是灣生的人生

故事，也是台灣與日本之間一段幾

乎被遺忘的歷史，觀眾透過大螢幕

跟著他們展開尋根之旅，從他們的

眼淚與笑容，看見灣生對台灣的思

鄉之情。

　２０１５年《灣生回家》在台灣

上映期間，口碑相傳之下，吸引超

過１６萬人次以上的觀眾進戲院

窺看灣生的人生故事，票房突破

３２００萬新台幣（約１億４００

萬日圓），成為當年台灣電影市場

的話題作品之一，同年也入圍金馬

獎最佳紀錄片，今年３月《灣生回

家》則受邀成為大阪亞洲電影節開

幕片並獲得觀眾票選獎。《灣生回

家》將於今年１１月１２日起在日

本正式上映。

【東京／採訪報導】第６０屆東京

高圓寺阿波舞大會於８月２７日至

２８日在ＪＲ高圓寺站附近舉行，

儘管天氣不佳仍吸引近百萬名觀眾

到場參加，參加的舞者搭配著鼓點

和樂聲，在雨中全

力演出，夾道欣賞

的觀眾們則配合

地合著拍子鼓掌

叫好。由於此次主

辦單位首度設置

外國觀光客專用

的特等席，讓外國

觀光客可以在最

好的位置欣賞阿

波舞，體驗日本祭典的熱鬧氣氛，

因此現場也可以見到不少外國觀光

客目不轉睛地欣賞表演。

　因為「舞也阿呆，看也阿呆，同

為阿呆，不如一同跳舞」的叫聲，

讓源自德島的阿波舞聞名全日本，

這個被列為日本三大盆踊之一的阿

波舞擁有近４００年的歷史，原本

是德島的盂蘭盆舞，是為了迎接祖

先的靈魂而跳的舞。阿波舞的隨意

性強，沒有固定模式，跳舞的男女

會分組成方陣，只要跟著大鼓或是

三味線等樂器演奏的樂曲節拍，踏

著２拍的節奏，右手和右腳、左手

和左腳一起交互向前，沿街踏舞即

可，正因為動作不難，所以一旁觀

賞表演的民眾可以很快地就抓到要

領，隨之起舞、同歡。

　早期高圓寺地區為了活化當地發

展而開始舉辦東京高圓寺阿波舞大

會，至今已有６０年的歷史，每年

有約１６０個連，約１萬名舞者參

加，是東日本最大規模的阿波舞大

會。根據早先日本知名旅行社ＨＩ

Ｓ公布一項針對訂閱自家社群網路

頻道使用者，進行關於日本祭典活

動的調查報告，其中最受歡迎的日

本祭典活動前３名分別是東京高圓

寺阿波舞大會、青森睡魔祭和德島

阿波舞。高圓寺的阿波舞大會因

為舞者演出相當道地，且在東京都

內舉行，所以近幾年總能吸引近

１００萬名觀光客到場參加，也成

為東京夏季具代表性的活動之一。

高圓寺阿波舞者在雨中舞出熱情　吸引百萬觀眾到場

仍會說些台語的灣生冨永勝（左）回到自己出生地

花蓮，尋找兒時玩伴 日本戰敗後，在台的日人和灣生被遣返回日本

台灣紀錄片《灣生回家》將於１１月１２

日起在日本上映

秀大阪登機證 , 復航乘客９月起搭南海

電鐵享優惠（資料提供：復興航空）

擔任愛知縣宣傳大使的ＳＫＥ４８帶著最新單曲會見

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 ＡＫＳ）

ＳＫＥ４８成員向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展現宣傳愛知縣

觀光魅力的決心（© ＡＫＳ）

Ｓ Ｋ Ｅ ４ ８ 成 員 拜 會 愛 知 縣 知 事
展 現 宣 傳 觀 光 魅 力 的 決 心

為 遊 日 台 客 省 荷 包
復 航 與 南 海 電 鐵 聯 手 推 好 康

高圓寺阿波舞大會堪稱東日本最大規模的

阿波舞大會於８月２７日至２８日舉行

德島市的吉祥物「トクシィ」也出場跳阿波舞，炒熱現場氣氛

每年約有１６０個連，約１萬名舞者參加

感 動 台 灣 話 題 作《 灣 生 回 家 》
１１月起在日上映

© 田澤文化有限公司

© 田澤文化有限公司

© 田澤文化有限公司

無量壽佛♪歓迎参加祭改 (免費 )
毎月農暦初一、十五日収驚、消災、解厄。

如果無法親自来本宮就不収件。
本宮備有接送車輛、有需要者、請在前一天事先連絡。JR成田駅9時30分或は10時30分

本宮為服務廣大信衆、有需要之信衆、請準備有領、有袖子淡色上衣、黒色的不可。
由本人親自帯回純陽宮恭請神仙佛聖賢菩薩作主化解。
(一家族的上衣可以一人代表帯回)

宗教法人 日本大道院純陽宮
〒289-0216千葉県香取郡神崎町植房950-1
TEL：0478-72-1068或1899　FAX：0478-72-1089
董事長　林秋雄　　　興建会長　胡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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