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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第１１回

台灣主權紀念演講會於９月

１１日在東京都內舉行，主辦

單位邀請前國策顧問金美齡、

現任立法委員徐國勇和李俊

俋等人到場進行演講，駐日代

表謝長廷則在台下聆聽演講

內容，由於會前在日台灣同鄉

會會長長峰俊次提到盼現在

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可以正名為台灣代表處，

對此，謝長廷會後接受採訪

時表示更名需靠立法院修法，

駐日代表無權更改名稱，不

過謝長廷也笑著補充說代表

處的名稱確實頗長，所以對

外自我介紹時最後通常都會

再補充說上是台灣的代表處。

　針對駐外館處改名的議題，

立法委員李俊俋則表示目前

台灣並沒有這方面的討論，

但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大家都希望這樣，因此包括

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ＵＮ）

或是以台灣名稱參加奧運等，

現在都是由民間先行，像是

有日本人發起希望台灣以台

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等，或

是有民間宣導團到ＵＮ發聲，

所以概念上是民間先走，然後

政府部門再看整個營造的氣

氛跟環境來做判斷，李俊俋

坦言政府部門有比較多的考

量，因為台灣採取任何的動

作，都會引起比較多的爭議，

因此希望民間的力量可以多

給一點幫忙。

　前國策顧問金美齡在會中

不忘讚賞總統蔡英文，認為

她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應可

成為「黃金組合」，也預言

蔡英文連任不是問題，另外，

金美齡也談到希望旅日台灣

人可以充實自己的日語能力，

更有力地向日本社會發聲，

凸顯台灣的存在感，此外，

她也批評執政的民進黨和日

本政界人脈關係幾乎是零，

且看不到檯面上有了解日本

的人物，金美齡認為政府不

應該只是沿用過去的做法，

而是需要努力和勇氣去改變，

因此擔任駐日代表一職的謝

長廷責任重大。

　對於蔡英文政權對日政策，

立委徐國勇認為政府最主要

的核心價值就是不要讓中國

得利，包括在東海及南海的

問題上，不能和中國合作，

李俊俋也補充表示政府會和

日本避免衝突，再強化台日

文化和經濟等交流關係。

【東京／採訪報導】１０５年日本京濱

地區僑務工作座談會於９月１５日在東

京都內舉行，由僑務委員羅美杰、陳秀

錦、河道台、黃宗民和賴玉珍等人列席

聽取京濱地區僑民的心聲與意見，在會

中的討論事項和決議則將於１０月在台

北召開的僑務委員會議上，反映給僑務

委員會。

　僑團不分本土派與否皆踴躍出席，以

關心國家事務為優先，討論像是駐日代

表處正名、以台灣名稱參加２０２０東

京奧運或是對於日本地理教科書中將台

灣劃分為中國領土應表示抗議等問題，

但因為正名等問題涉及範圍廣泛，僑民

僅能表達關切之意，並盼駐日代表處能

轉達僑民的心聲，另外，對於日方教科

書誤把台灣劃分為中國領土一事，像是

僑領時鎮棣等人則贊成以京濱地區僑民

發出決議文，向日方表達台灣主張和想

法，展現旅日僑民熱愛

國家且支持政府的決心。

　不過，日本中華聯合

總會會長毛友次卻遺憾

地表示僑務座談會應該

要更加關注僑界的事務，

像是台僑華僑旅日時的

居留、稅務問題或是僑

校等議題並未被提起，

且應讓日本主流社會了

解台灣華僑在日從事的

活動內容，對此，毛友

次則盼僑務委員可以集

思廣益，真切反映在日台灣僑民的心聲。

　日本僑界有本土派和非本土派僑團，

儘管雙方政治立場不同，但同樣認同台

灣，中華民國的主權，當天稍晚，應邀

出席懇親餐會和僑民進行交流的駐日代

表謝長廷便向與會僑領表示台灣的處境

困難，大家要團結，這樣才有希望和未

來，至於正名問題要先從台灣內部達成

共識做起。

【大阪／採訪報導】新任駐大阪辦

事處處長陳訓養於９月２６日抵

任，２７日晚間出席大阪中華總會

舉辦的歡迎餐會，受到該會理事、

婦女會和青年部成員熱烈歡迎，而

陳訓養也逐桌問候僑胞，現場氣氛

融洽。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表示，

氣溫驟升宛如９月初，像是給新處

長上任的祝福，駐大阪辦事處是所

有關西地區僑民的依靠，希望大家

與處長保持良好互動的關係，未來

與辦事處繼續密切配合，為僑社和

台日關係努力。

　新任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在

會上則簡單介紹自己的駐外經歷，

１９９２年第一次外派前往東京，

之後於２００２年前往駐福岡辦事

處、２０１２年再次外派東京，曾

四度到大阪出席會議，陳訓養表示

此次很榮幸被派任到大阪服務，大

阪中華總會長年支持政府，對推動

台日關係不遺餘力，他也代表政府

表示感謝，今後將竭盡心力提昇轄

區各地方政府與台灣的觀光、經濟

和文化等各項交流。

　翌日，陳訓養在僑務組組長黃水

益的陪同下，前往大阪中華總會會

館拜會，聽取會務概況，並與會長

洪勝信和多位理監事交換意見。

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參事

陳寬享參事（右８）與駐那霸辦事處

處長蘇啟誠（右７）、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新垣旬子總會長（右１０）等人合影

京濱僑務座談會聚焦台灣正名問題

日 總 移 師 那 霸 開 會　 邀 陳 寬 享 說 明 新 南 向 政 策

僑 民 關 心 代 表 處 正 名
立 委 李 俊 俋： 盼 民 間 先 行 助 一 臂 之 力

【那霸／綜合報導】日本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簡稱日總）於９月

１６日在那霸市內舉辦理監事會

議，當天稍晚則安排沖繩縣工業

聯合會和日本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沖繩支部共同主辦演講會，邀請

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參事陳

寬享以「台灣新南向政策」為題，

向與會１６０名沖繩縣當地業者

說明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具體內

涵。

　陳寬享說明新南向政策推動計

畫是以東協１０國、南亞６國和

紐澳等１８國為目標市場，為建

立經濟共同體意識，今後將致力

推動經貿合作、資源共享、人才

交流及區域連結。台日兩國在產

業上分別擁有技術開發能力、國

際品牌知名度與量產技術能力、

華人市場人脈及銷售通路優勢，

具互補性。陳寬享也列舉台日產

業合作成功案例，籲請台日企業

攜手合作，共同拓展東協和南亞

市場。

　會後進行懇親餐會上，包括眾

議員比嘉奈津美等，超過百人參

加，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應

邀致詞則提到台灣企業對東協著

力已久，與當地華僑、華人建立

緊密聯絡網路，如果沖繩或是日

本企業與台灣企業攜手合作必能

創造相乘效果，此外，蘇啟誠也

談到近半年台灣與沖繩的經濟團

體簽署３個相互合作備忘錄，盼

經由備忘錄的簽署，促進雙方經

貿和投資關係。

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長峰俊次

盼駐日代表處可以正名為「台灣」

駐日代表謝長廷表示到場

聽立委提及台灣現況，頗有收穫

立委李俊俋表示

正名需靠民間力量推一把

蔡 英 文 政 權
尚需強化對日關係

京濱地區僑務委員與駐日代表謝長廷

（前排左２）合影

京濱地區僑務委員列席參加僑務座談會

（圖右３為駐日副代表郭仲熙）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左）

設宴歡迎新任駐處處長陳訓養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前排左２）

造訪大阪中華總會會館

大阪中華總會歡迎新任駐處處長陳訓養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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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日本國際客家

文化協會創立１２周年紀念懇親大

會於９月１１日在東京都內舉行，

該會會長岡村央棟特別感謝各界多

年來對協會的支持，也為創會名譽

會長鍾清漢慶祝８８歲的生日。另

外，岡村也提到客家人勤儉團結之

外，客家話裡才有的硬頸精神、不

服輸跟堅持，讓客家人成為世界上

令人佩服的族群。

　為了在日本推廣客家文化，１２

年前鍾清漢創辦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協會，希望介紹客家人獨特的歷史

文化讓更多日本人了解，除了僑界

先進外，多年來，協會與日本各界

積極交流，活動當天也有日本政商

各界人士出席支持。駐日代表處副

代表郭仲熙致詞時則特別使用客家

話打招呼，讓現場鄉親感到相當親

切，郭仲熙表示現場的日本各界友

人支持台灣加入各種國際組織，讓

台灣在國際發聲。

　會上安排在日客家鄉親上台表演

才藝，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會長邱

美艷則表演客家組曲和中原昂合唱

《家後》，並帶領現場來賓跳日本

傳統的盂蘭盆節舞蹈，炒熱現場氣

氛。另外，由日本搞笑藝人田村

淳打造的偶像團體「砲灰系女孩」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ｋｉｌｌ

ｓ）應邀登台獻唱，團員中唯一的

台灣成員施鈺萱更受到許多僑團會

長的關注，施鈺萱也表示希望繼續

為台灣跟日本文化藝能的交流而努

力。

　參加活動的各僑領會長和日本友

人則提供許多獎品機票，讓大家更

加期待壓軸的抽獎活動，許多中獎

會長們則將獎品再捐出，讓幸運分

給更多人。

【東京／採訪報導】為慶祝

九三軍人節，中華民國旅日

榮光聯誼會特別於９月３日

當天舉辦慶祝懇親會，同一

天在台北舉辦的軍公教大遊

行也受到關注，該會會長河

道台以自身經驗表示許多以

前退役的官兵領的退職金很

少，他們上街頭只希望不要

被汙名化，而遠在海外的僑

民則希望台灣各界可以屏除

歧見，相信政府有智慧能解

決這個問題。

　會上也特別播放外交部製

作的影片，透過影片回顧中

華民國在抗戰、光復台灣和

建設台灣等階段，日本中華

聯合總會會長毛友次表示中

華民國得來不易，不分海外

僑民和國人皆奮鬥以維護中

華民國的國號和國旗，只要

能繼續堅持，再創台灣的經

濟奇蹟更是指日可待。應邀

出席的駐日副代表郭仲熙則

以唐詩「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叫胡馬渡陰山」，勉勵這

些榮光會會員，雖然在海

外，仍保持愛國心，隨時站

在第一線保衛國家。

　榮光會幹部則上台演唱愛

國歌曲《我愛中華》，炒熱

現場氣氛，另外，主辦單位

也安排抽獎節目，豐富的獎

品讓現場掀起一波波的歡呼

聲。榮光會榮譽會長李維祥

最後則致詞表示希望日本的

僑界不分黨派，本著愛護中

華民國的精神，壯大僑界，

多多參與僑界活動，僑民跟

代表處一起為台日外交努

力。

【東京／採訪報導】２０１６年台

醫會暨北醫杏聲合唱團合同音樂會

於８月２８日在東京新宿的明治安

田生命會館登場，每年由各校校友

會主辦的台醫會音樂會，今年是由

台北醫學大學校友會舉辦，邀請北

醫杏聲合唱團２３名學生到場演

唱，震撼人心的歌聲撫慰了台下許

多懷抱思鄉情懷的僑民，會後大會

的執行委員長小島武彥表示杏聲合

唱團的歌聲感動人心之外，長期旅

居在日本的僑民３世代登台演出，

更象徵著世代相傳的意義，是此屆

音樂會最大的特徵。

　音樂會由從事醫療相關工作的旅

居台人所組成的南杏合唱團、心音

合唱團、怡聲合唱團和台灣百合合

唱團等團體輪番上台演唱《雙人枕

頭》、《淚光閃閃》、《流浪到淡

水》、《白牡丹》等台日多首膾炙

人口的歌曲，主持人也以台日語雙

聲帶介紹演唱團體和表演歌曲，其

中便提到儘管每年唱的曲目都差不

多，但今年的鄉愁比去年更多，所

以演唱出來思鄉之情也更加濃厚。

演出中間則穿插在日台灣３個世代

的家族同台演出，看見小朋友們舞

動手腳可愛的模樣，也讓大家忍不

住給予熱烈掌聲鼓勵，此外，主辦

單位也安排小朋友鋼琴獨奏、演唱

等演出，展現世代傳承的意義。

　台北醫學大學杏聲合唱團暑期巡

演除了到姐妹校東京大學附屬醫院

演出之外，重頭戲就是參與台醫會

音樂會，杏聲合唱團團長陳健豪表

示為了此次公演準備了近１年的時

間，除了招聘特別團員之外，也特

別選擇演唱日文歌曲和多首鄉愁的

的曲目，希望可以唱到台灣鄉親的

心坎裡，一解他們的思鄉之愁。

【橫濱／採訪報導】國際

佛光會關東協會於９月６

日舉辦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邀請加拿大多倫多佛光山

住持永固法師以「佛法滿

人間」為題進行演講，關

東地區的僑領、佛光山的

信徒和僑胞等近數十人，

都在現場聆聽法師講述身

邊信徒的真實體驗，用深

入淺出的方式解說金剛經，

佛光山關東協會會長河維

寧認為聽師父的說法，反

省自己也有很多沒做到，

今後要繼續精進自己的修

持。

　佛光山在世界宣揚佛法

不遺餘力，全球各地都有

佛光山佛寺，佛光人不只

信仰虔誠，更將佛法實踐

於生活，今年熊本震災，

佛光會率先行動前近災區

賑災，就是佛法普渡眾生

的最佳實踐。為信徒解說

佛法的永固法師將金剛經

文中「第一分，還至本處；

第二分，善現啟請分；第

三分，不起分別心。」用

生活中發生的小故事來詮

釋，並提到讀懂經書還要

知道如何實踐，就連唸經

迴向，正面和跟負面的思

考感應都大不同。永固法

師也教大家以呼吸的方式，

達到「還至本處」，在起

心動念時先深呼吸，讓心

回來，另外也引用星雲大

師所做的十修歌的歌詞要

大家不計較不比較，在佛

法修為上就已經前進了一

大步。

【橫濱／採訪報導】選在９

月１９日敬老節前夕，橫濱

華僑總會先於１６日舉辦一

年一度的敬老會，為該會共

２９９位超過７０歲以上的

「長壽學園」成員慶祝，活

動當天則有近百人出席參

加，場面相當熱鬧。

　隨後在進行的慶祝典禮

上，該會會長羅鴻健便提到

因為有這些前輩的存在，才

能使橫濱華僑總會發展至

今，警惕著自己應該要更加

努力。駐橫濱辦事處處長粘

信士則對僑界先進表示敬

意，感謝他們建構了現今的

華僑社會，另外，粘信士也

特別向大家說明目前台日交

流現況，並提到政府積極參

與國際組織的決心，且日方

也給予支持，像是鐮倉市議

會便通過決議表達贊成台灣

參加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

Ｏ）大會，粘信士表示一年

光是經由台北飛航區的航班

架次便達１５３萬架，運送

高達５８００萬人次旅客，

是非常忙碌的飛航情報區，

因此台灣積極爭取參加，也

希望日本各界能給予支持。

　活動會上除了發送由該會

顧問、各僑領和駐日代表謝

長廷及駐處處長贈送的紀念

品之外，橫濱中華學院附設

幼稚園的小朋友們也分別表

演長壽祝歌和祝龍舞，可愛

的模樣讓現場的長輩們也忍

不住一起拍手為他們加油打

氣，小朋友們也特別將手繪

的提袋送給現場的長輩，獻

上祝福，展現世代傳承。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１２周年　傳遞客家文化有成

台 醫 會 音 樂 會 喜 迎 ２ ０ 周 年　 杏 聲 合 唱 團 獻 唱 解 鄉 愁

　 慶 九 三 軍 人 節 　
中華民國旅日榮光聯誼會歡聚

橫濱華僑總會慶祝敬老節
７０歲以上會員齊聚同樂

佛 法 滿 人 間 演 講
盼 信 徒 生 活 中 修 行 精 進

會長岡村央棟強調客家人硬頸精神

榮光會會長河道台

分享退除役軍人心路歷程

國際佛光會關東協會會長

河維寧（右）獻花感謝

永固法師前來橫濱演講

橫濱華僑總會敬老會於９月１６日

在該會大禮堂拍攝紀念照

賴連金博士（右）特別從台灣來祝名譽會長鍾清漢壽比南山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１２周年懇親會合照 日本友人跟客家華僑一同上台高歌

台北醫學大學杏聲合唱團獻唱解鄉愁

日本僑界和台商企業應邀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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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採訪報導】關西生命線於９月

１５日中秋節當天在大阪城公園舉辦第

２５屆中秋賞月大會，旅日僑胞、留學生

和日本民眾齊聚，一同品嘗月餅、炒米粉

和油飯等家鄉料理，共度中秋佳節。

　關西生命線代表梁碧玉感謝各界２５年

來的支持參與，更感謝花費兩天工夫準備

晚會料理，籌備活動的志工朋友，希望大

家不要忘了把關西生命線的電話號碼帶回

家，異國生活有任何困難疑問時，關西生

命線願陪伴在大家左右。

　特地到場參加的日本欣華會會長李忠儒

則感謝關西生命線持續２５年為僑胞舉辦

上月活動，讓異鄉遊子能夠有家鄉菜吃、

一起話家常、互訴思鄉之情，也希望大家

能常常打電話給家鄉的父母，並祝福大家

「人圓月圓、萬事團圓」。

　入夜後，雲層中露出皎潔月光，參加者

或站或席地而坐，欣賞國樂演奏、歌唱、

吟詩和舞蹈等各種表演，慰藉無法回到故

鄉的心。

　日本第一支也是唯一用台語、中文做電

話諮詢服務的關西生命線，除了中秋賞月

大會之外，每年也會舉辦除夕水餃大會等

活動，關心旅日的台灣民眾。

【京都／綜合報導】京都華僑總會青年部

於９月４日舉辦第２次的會義，當天除了

報告１０月３日京都華僑總會將舉辦國慶

祝賀活動之外，也提到為促進京阪神青年

部的橫向交流，計畫於１１月舉辦當天來

回的旅遊，會中針對節目內容而進行熱烈

討論。

　稍晚舉辦的懇親餐會上，母會京都華僑

總會會長魏禧之也特別出席，為青年部加

油打氣，並期盼青年部日後可以定期聚會，

盼青年部的發展越加活躍。

【大阪／採訪報導】日本欣華會於９月１０

日舉辦理監事會暨中秋懇親會，並邀請於

８月榮退的駐大阪辦事處僑務組係長蔡元

良到場，感謝他３０多年來為僑界服務的

辛勞，駐大阪辦事處前處長，現任中華民

國工商協進會國際事務委員顧問吳嘉雄適

逢訪阪，因而也特地出席與僑民敘舊共度

美好時光。

　餐會前，先行舉辦理監事會，討論下半

年活動內容及今後入會資格的修改事宜等

議題。

　會中，主辦單位也致贈駐處前係長蔡元

良紀念品，並歡迎５位新成員加入欣華會

的大家庭。蔡元良感謝大家於他任職期間

給予支持與照顧，曾擔任駐大阪辦事處處

長的吳嘉雄也讚譽有加地表示蔡元良熱心

工作，對京阪神僑界的大小事務瞭如指掌，

此外，由於欣華會在１０年前吳嘉雄擔任

處長時成立，因此吳嘉雄也高興地表示看

到比以前還多的會員齊聚，證明會長李忠

儒和會長代行孫建綱等人的用心經營。

　由於日本欣華會於今年１月總會時決議

將活動縮小為總會、中秋聚餐和春節祭擺

攤，減少端午聚餐、敬老慰問和華友祭擺

攤，會員們久別重逢，每個人都顯得相當

開心，李忠儒則表示，往年總會在春節、

端午和中秋等華人三大節時聚餐，今年雖

然少了端午節，但在中秋聚餐的出席相當

踴躍，雖說不能與回家過節相比，但身在

海外的大家一起吃吃月餅，也可以安慰會

員們在海外的思鄉之苦。

【大阪／採訪報導】關西台商青商部於９

月１４日中秋節前夕，在大阪市內舉行「中

秋慶團員烤肉大會」，當天儘管天候不佳，

雨落落停停，青商成員仍依序分組裝烤肉

架、搭設遮雨帳篷、生火、備料和準備飲料，

２０多名會員齊聚說說笑笑，氣氛相當融

洽，滿桌的美食、飲料，和文旦跟月餅也沒

有少。

　青商部部長陳相宇表示因為大家長年居

住海外，也不太有時間能夠回台灣與家人

過節，希望藉由活動讓關西地區台灣年輕

人聚集在一起，在國外也能感受家鄉溫暖，

讓在日台灣人能夠更團結。

　母會關西台商會會長王明裕則特地到場

與年輕人同歡，看到大家和樂相處表示歡

喜，也很高興留學生可以應邀參加活動，希

望大家同心協力，互相照顧，他也歡迎有意

留在日本創業的年輕人提問諮詢。

　１０月７日至８日，關西青商部預定參

加大阪市浪速區在湊町河邊廣場舉辦的亞

洲夜市活動，販賣台灣美食物品，將與台

灣觀光協會和復興航空等團體一起向日本

民眾推銷台灣。陳相宇則感謝母會賜予參

加的機會，同時也呼籲會員有空踴躍參加，

共襄盛舉。

【千葉／採訪報導】２０１６年度日本千葉

台灣商會（簡稱千葉台商會）青年部第一次

會議暨中秋烤肉聯誼會，於９月１０日在千

葉南房總市舉行，當天共有１０名青年部成

員參加，出席活動的千葉台商會副會長鍾幸

昌表示商會積極與千葉地方政府建立互動，

希望青年部建立好章程，將來會有跟千葉縣

府接觸的機會，傳承台商會的任務。

　與一般僑社不同的是，千葉台商會青年部

成員以工作或是打工度假來日為主，盼參加

商會增加學習經驗，為日後在日本的生活做

準備。鍾幸昌則認為雖然青年部人數尚少，

但還是要建立制度，包括選舉辦法和幹部章

程等，將來能跟商會一起與千葉地方政府合

作活動，是學習也是成長。

　青年部預計於１０月８日進行部長選舉，

之後會以執行部角色協辦年底千葉台商會

的年末餐會，另外也會參加１０月２日在東

京中華學校舉辦的國慶活動，累積經驗。

　青年部成員游禮陽表示在青年部組織完

成後，希望有更多會員加入，參加僑界活

動，聯繫在日台灣人的互助情誼。

        日本法律停‧看‧聽 

辦理繼承遺產程序的期限
《本專欄內容由黑澤事務所提供》

關 西 生 命 線 中 秋 賞 月
陪 伴 異 鄉 遊 子 ２ ５ 年 不 間 斷

京 都 華 僑 青 年 齊 聚
１ １ 月 辦 活 動 促 京 阪 神 青 年 交 流

關西青商中秋烤肉趴　海外過節不寂寞

日本欣華會美酒月餅佳餚　歡度中秋佳節

日本欣華會邀會員一起共度中秋佳節

關西台商會青商會大合照

台商會前輩前來支持青年部

京都華僑總會會長魏禧之（後排中）

盼青年會多聚會交流

志工合唱關西生命線之歌

旅日新生聯繫情誼　千葉台商青年蓄勢待發

　親人過世時候，除了辦

喪禮之外，遺留下的家

屬在悲傷之餘，還有很多

事情都要在期限內完成，

可能並沒有什麼時間沉浸

在悲痛情緒之中，因為日

本的許多程序，從過世當

天開始計算，期限都相當

短，因此最好能事先掌握，

以免臨時事到臨頭手忙腳

亂。

　最重要的程序包括：

　可想可知，這所有程序

都要在期限內完成，而最

長的期限也只有１０個

月，因此生前最好能先想

好對策，才能保住遺產以

及家屬們日後的平穩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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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首先，親人過世後七天

之內就要到居住地的公

所辦理死亡登記，然後，

所有保險、年金、銀行、

信用卡…等，跟金錢有

關的單位都要提出申

告。

②調查是否留下本人親筆

寫的遺囑，並找出所有

可能擁有繼承權的人。

③掌握遺產總額，若遺產

是負的，要在三個月內

放棄繼承。

④另外還有一個期限也相

當緊：過世者的所得稅，

需要在４個月內完成結

算申報。

⑤進行遺產分割協議時需

要全部繼承人同意。

⑥繼承後的遺產稅也要在

１０個月之內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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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綜合報導】石川縣台灣華

僑總會會長陳文筆伉儷獲石川縣加

賀市政府頒贈「加賀市國際交流功

勞獎」，８月２６日的頒獎儀式上

陳文筆表示此獎應屬於僑會全體成

員，石川縣台灣華僑總會也發出新

聞稿表示日後也會繼續努力，致力

擔任台灣和日本的友好橋梁。

　加賀市政府因為感念石川縣台灣

華僑總會會長陳文筆和其夫人林

昀萲致力於協助加賀市與台灣的台

南、高雄和桃園等市進行交流，由

該市市長宮元陸親自頒獎，宮元也

表示他們是促近日台友好，協助加

賀市與台灣建立關係的恩人，盼日

後可以繼續給予市政府指導，陳文

筆除了表示感謝也提到這個獎應該

是屬於華僑總會全體會員，和對所

有台日友好關係者們的肯定。

【大阪／採訪報導】駐大阪辦事處

處長張仁久於９月２５日赴東京駐

日代表處屢新，出任駐日副代表，

關西地區僑界由大阪中華總會聯合

京都華僑總會、神戶華僑總會和關

西台商會等會，於９月２０日舉行

歡送會，共７０人出席參加。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表示張

仁久在大阪短暫待了８個月，將榮

調至東京擔任駐日副代表，成為駐

日代表謝長廷的左右手，一同為中

華民國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打拼而深

感期待，盼張仁久屢新後台日關係

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張仁久在會中除了感謝大家的心

意，也回顧過去８個月，任內歷經

台灣南部地震、熊本地震，僑胞熱

心募款將愛心發揮極致並感謝大家

在推動台日關係及僑務工作上給予

最大的支持。最後，張仁久也向大

家道後會有期，盼在東京相見。

　京都華僑總會會長魏禧之感謝張

仁久為台南市和京都市洽簽姐妹市

一事大力奔走，關西台商會會長王

明裕則對於張仁久的調任表示心中

雖不捨，仍獻上最高祝福，四國華

僑總會會長朱家儀期待張仁久榮調

後為台灣外交在創佳績，因為這也

是僑界所有人的冀望。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台灣同鄉

會於９月１９日敬老節當天召集成

員，在大阪市西中島地區淀川公園

參加河川清掃工作，當天稍晚則召

開第９屆第４次理監事會議，並舉

辦敬老懇親會和為榮調東京的駐大

阪辦事處處長張仁久餞別。

　會員分組沿著河堤前進，撿拾散

落在草叢岸邊的寶特瓶、菸蒂和

廢棄物，有不少會員表示河川清掃

服務社會還可以順便運動，利己利

他，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參加。

　稍晚登場的第一屆敬老懇親會

上，會長王坤保贈送年滿６５歲

以上的會員菜頭粿（意謂著好采

頭），祝大家身體健康、佳節愉快，

將榮調東京的駐處處長張仁久則應

邀出席，最後大家則合唱《當我們

同在一起》，用歌聲為張仁久獻上

滿滿的祝福與感謝。

【大阪／採訪報導】應邀出席９

月５日在和歌山市舉辦的第２屆

「台日交流高峰會」的駐日代表

謝長廷於５日晚間出席由大阪中

華總會主辦的歡迎會，受到前眾

議員中山正暉、眾議員左藤章、

亞東親善協會會長大江康弘和大

阪府議員松本利明等多位日本政

要及駐大阪辦事處轄區僑團僑領

百人熱烈歡迎。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表示

日台友好親善是所有僑民的希望，

期待在謝長廷的帶領下台日關係

能夠更上一層樓。

　駐日代表謝長廷提到４３年前

留學京都大學時，正逢台日斷交，

當時留學生都非常煩惱台灣能否

存在，４０多年過去，台灣不但

存在，還創造了與日本沒有邦交，

卻比邦交國更加密切友好的奇蹟，

台日兩國在震災和颱風等自然災

害的襲擊下，相互扶持，建立起

更深的聯繫與情誼。謝長廷表示

駐日代表處與僑民是命運共同體，

自己雖無外交經驗，但受總統蔡

英文託以重任，肩負台灣人民的

期待，希望大家一同打拼，創造

相鄰國家沒有邦交也可以擁有比

邦交國更加友好的關係，成為世

界和平的模範。

　眾議員左藤章表示，由民進黨

重要人物謝長廷出任駐日代表，

足見總統蔡英文對日本的重視，

東亞和平需要台灣與日本共同維

護，台灣是日本恆久不變的重要

鄰邦、友人。亞東親善協會會長

大江康弘則表示曾經留學京都的

謝長廷出任駐日代表，而大阪出

生的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張仁久將

前往東京擔任駐日副代表，台日

關係最前線有兩位負責，日方也

應為進一步加深台日關係全力以

赴。

【東京／採訪報導】今年成立滿

６５周年的復興航空自２０１２

年正式進軍日本市場後，於８月

３１日首度舉辦「復興航空之夜」

活動向在日台商宣傳復興航空對

飛安第一，服務取勝的要求。

　會中詳細解說復興航空經營台

日航線的現況，以及提供的服務

和優惠，盼能吸引有需要經常往

返台灣與日本各地間的台商來使

用，復航日本支社長江許賢表示

復航是從飛行國內線起家，目前

在日本經營包括成田、關西、沖

繩和北海道的旭川、函館及新千

歲等６個航線，今年１０月之後

則將開通仙台和從威航所接收的

福岡航點，將台日間營運的航點

增至８個。

　針對復航在日本營運現況，江

許賢表示利用復航成田和關西航

線的日本旅客人數約佔５０％，

和其他國籍航空僅佔２０％的比

例很不一樣，尤其這一年來日本

旅客的成長很大，但江許賢也坦

承在台商客戶的部分還需要加強，

因此透過舉辦「復興航空之夜」

向台商企業用戶說明和強調復航

的飛安與企業用戶的優惠方案，

像是售價９萬８０００日圓，使

用期限一年的４張套票組合等，

江許賢認為這對台商及在日留學

生來說應該相當具有吸引力。

　９月起復興航空也推出和關西

南海電鐵合作的優惠方案，江許

賢表示異業合作是復航重要的發

展方向，目前正在洽談與東京利

木津巴士或是和西武集團合作，

盼能將優惠服務最大化。專程從

大阪到場參加的日本關西台商協

會青商會會長陳相宇便表示復航

提出的優惠方案相當有誠意，給

台商除了華航和長榮以外的其他

選擇，他也認為復航和其他異業

合作的優惠方案應該會吸引到許

多新客戶來利用復航。

【高知─高松／綜合報導】新竹

縣光明國小舞蹈社受邀參加８月

９日至１２日舉辦的夜來祭，和

上萬名來自日本各地的舞者一起

共舞，這也是台灣隊伍連續第４

年受邀參加。

　代表台灣演出的光明國小代表

團於８日抵達高松後，隔日到達

高知縣，當天並接受當地僑民的

招待和留學生一起餐敘，四國華

僑總會會長上島彩和高知大學留

學生會會長陳信儒則在光明國小

代表團訪日期間全程陪同，讓他

們在異鄉也能感受到台灣鄉親的

熱情。

　１０日登台演出前，代表團先

至高知縣政府拜

會高知縣知事尾

崎正直和高知市

市長岡崎誠也並

在現場獻上「桐

花舞」，讓現場

人員拍手直叫好，尾崎正直更表

示希望小朋友們明年也能再到高

知夜來祭演出。隨後，光明國小

舞蹈社準備在中央公園進行正式

公演，現場聚集許多為他們加油

打氣的僑民，大家對於可以在異

鄉看到台灣同鄉大放異彩地演出，

內心感動無法言喻。光明國小舞

蹈社也沒有漏氣地完美表現代表

傳統客家精神的《遊桐花》，客

家紙傘上更漆上日本及中華民國

國旗，代表兩國深厚情誼，台下

的僑民也揮舞國旗，一旁更不時

聽到日本民眾大喊台灣加油，透

過演出促進台日國民外交。

　無獨有偶，於８月１２日至

１５日舉辦高松祭慶典活動期間，

台北市立介壽國中國樂團亦應邀

抵日參加，並受到高松市常磐町

市民邀請，在瓦町ＦＬＡＧ和當

地民眾組成的太鼓夢幻之會一起

交流，合作演奏，讓現場民眾讚

不絕口。

　中華民國留日四國華僑總會會

長上島彩和顧問楊文仁則到場應

援，並特別感謝介壽國中校長林

財瑞和後援會會長林淑梅率團前

來，同時也期待日後該校有更多

機會可以在台日間做音樂文化交

流。

關西華僑歡迎謝長廷　籲創造比邦交國更好的台日關係

復航之夜邀台商作客　強調飛安與服務再推優惠方案

新竹縣光明國小參加高知夜來祭　舞出客家精神

關 西 僑 界 歡 送 張 仁 久 榮 調
盼屢新後台日關係更上層樓

大 阪 台 灣 同 鄉 會 環 保 做 公 益

歡 度 敬 老 節

石川縣台灣華僑總會會長陳文筆伉儷

（左１、２）獲頒加賀市國際交流功勞獎

復興航空之夜於８月３１日舉辦，

邀請在日台商出席參加

四國華僑總會招待遠從台灣而來的

新竹縣光明國小舞蹈社

四國華僑總會會長上島彩（左１）

到場為介壽國中應援

左起為，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張仁久、

駐日代表謝長廷、大阪中華總會會長

洪勝信、京都華僑總會會長魏禧之和

新廣島中華總會會長王武夫，在會中合影

介 壽 國 中 參 訪 高 松
盼成台日音樂藝術文化橋梁

新竹縣光明國小舞蹈社

在高知夜來祭上舞出客家精神

石川縣台灣華僑總會會長陳文筆伉儷
獲 加 賀 市 政 府 頒 贈 功 勞 獎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張仁久（左２）與左起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神戶華僑總會

會長陸超和京都華僑總會會長魏禧之合影

大阪台灣同鄉會召集會員健身環保做公益



2016年 10月 3日發行（毎月第1月曜日發行No:234) 5 台日交流

【大阪／採訪報導】創立滿５０周

年的大阪日華親善協會於９月９日

在大阪市內舉辦祝賀會，邀請眾議

員中山泰秀、左藤章和前眾議員中

山正暉、中馬弘毅，以及堺市市長

竹山修身等政經界人士與各地日華

親 善 協

會 代 表

等出席，

駐 大 阪

辦 事 處

處 長 張

仁 久 及

前 ３ 任

處 長 蔡

明耀（現

任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秘 書

長）、羅坤燦（亞東關係協會前秘

書長）和吳嘉雄（現中華民國工商

協進會國際事務委員顧問），以及

京阪神僑團僑領亦應邀到場，嘉賓

如雲。

　大阪日華親善協會會長古市實感

謝駐大阪辦事處和各界多年來的協

助與支持，該會成立５０年以來，

在文化、教育和經濟等各方面，

為台日搭起友好橋梁為使命，台灣

與日本是少數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

家，相信今後兩國關係將更加緊

密，共同繁榮發展。

　駐處處長張仁久則提到在

１９７２年台日斷交後，台灣在國

際上、外交上最艱難的時候，能持

續給予支援和協助，每年派遣雙十

國慶訪問團，並舉辦演講或是台灣

留學生研修旅行，頒贈大阪中華學

校及日語學校學生獎學金等，積極

推動台日民間交流。張仁久指出，

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有將近６成的民

眾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有超過８

成的日本民眾認為台灣是值得信賴

的國家，近７成日本民眾對台灣感

到親近、超過９成的日本民眾認為

台日關係是友好的，足以顯示兩國

國民對彼此的友好情感與信任。張

仁久也表示從地理位置、政治、經

濟和安全保障等各方面來看，台日

兩國可說是命運共同體，期盼今後

與大阪日華親善協會加強聯繫，攜

手為台日關係致力。

　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蔡明耀認

為，以東亞情勢來看，台日親善友

好加強聯繫，必能為兩國帶來雙

贏，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國際事務

委員會顧問吳嘉雄則以詩人高村光

太郎的詩句「私の前に道はない、

私の後ろに道は出来る」來推崇該

會成立以來對台日關係所做的貢

獻。

　日本各界為報答前總統蔣介石

「以德報怨」的寬容厚德，於各地

成立日華親善協會，積極促進台日

友好關係，大阪日華親善協會於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日在ＫＵＢ

ＯＴＡ前社長小田原大造推動下

成立，也是日本第一個日華親善協

會。

【那霸／綜合報導】宜蘭縣縣長林聰賢應琉

球台灣商工協會之邀，於９月５日率團抵達

沖繩，參加２０１６年台灣‧沖繩經濟研討

會與商談會，翌日並在琉球台灣商工協會會

長吳啟源和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等人陪

同下拜會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就雙方交流

進行意見交換。

　會中，翁長雄志表示訪沖外國旅客中以台

灣旅客人數居首，上任近２年來訪問最多次

的國家是台灣，今年５月也前往台灣參加總

統蔡英文的就職典禮，他也歡迎宜蘭縣在沖

繩縣內設立辦事處，並提到石垣市與蘇澳鎮

結盟２０年，雙邊往來密切，盼今後能再加

強友好合作關係。

　宜蘭縣長林聰賢則談到於８月接任臺琉協

會理事長，６日當天稍早則出席宜蘭縣駐沖

繩辦事處舉行的揭牌儀式，盼能以此作為兩

縣物產交流平台，深化觀光、經濟和教育等

領域的合作關係。此外，林聰賢也表示沖繩

縣堪稱日本的長壽縣，在老人照護方便較為

先進，將汲取沖繩經驗作為研擬政策參考。

【東京／綜合報導】有

亞洲文官培訓所之稱的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

院大學（ＧＲＩＰＳ）

研究員於９月７日至駐

日代表處進行拜會，由

教育組組長林世英接待

並向學員針對台灣的新

南向政策進行解說。

　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是

強調跨國性行政政策研究的學

術單位，提供全球目前於公部

門服務的青年公務員跨領域課

程，培養學生國際性行政政策

多元視野及觀點。此次則有來

自越南、印尼、菲律賓、德國、

蒙古、南韓、巴基斯坦、馬爾

地夫和日本等國的研究員，共

３０人進行參訪。

　林世英在會中先介紹台灣

留學海外的趨勢，談及台日

間高中生國際教育旅行現況，

於２０１５年交流人次已超過

３萬人次，期待近５年內能超

過６萬人，接著則對日前行政

院宣布正式啟動的「新南向政

策」進行說明，林世英表示政

府明年將編列４２億元新台幣

的預算來推動，目前台灣與紐

西蘭和新加坡等國已簽署新的

投保協定，未來則將檢討與印

尼、菲律賓和泰國等國簽署新

的投保協定，以強化經濟合作

和提高對台商的保障。推動新

南向政策方面，未來將建立

與東協１０國、南亞６國及紐

澳等國家更緊密的共贏合作模

式和「經濟共同體」意識。經

濟合作方面，經濟部也將編列

１５億元的預算，在產業鏈結

輔導潛力廠商，結合民間企業

成立創新技術平台。

　此次隨團拜訪駐日代表處，

擔任口譯的ＧＲＩＰＳ科技政

策中心博士黃俊揚表示ＧＲＩ

ＰＳ一年約有超過３０００人

次的東南亞中高階層官員受

訓，可以說是協助台灣推動新

南向政策的最佳施力點，在日

本不斷重視東協及印度等國的

社會發展和科技連結之際，台

灣或許更該考慮新南向政策若

從日本深入，將可獲得更大、

更具體、更全面的效果。

【千葉／採訪報導】日本分析

機器科學機器總合展示會（Ｊ

ＡＳＩＳ）於９月７日至９日

在千葉幕張國際展示場舉行，

自２０１２年起開始舉辦的Ｊ

ＡＳＩＡ，今年參展業者團體

達５０４家，入場人數約３萬

人，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台灣業者也沒有在這場展示

會中缺席，台灣閎康科技子公

司─閤康生物科技展出「各式

電子顯微鏡（ＴＥＭ＆ＳＥＭ）

服務」和「成分分析」相關的

最新分析應用。該公司的總經

理楊重熙亦應邀在會場上針對

「液態樣品電子顯微鏡觀測技

術（Ｋ－ｋｉｔ）」發表演說。

　楊重熙表示利用ＭＥＭＳ微

流體技術，開發出液態樣品槽

晶片Ｋ－ｋｉｔ，超薄設計，

與各類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相

容，可以在電顯高真空環境下，

保持樣品在原液中觀察，可協

助傳產、電子業、化妝品、食

品或是生醫等相關產業，進行

分析奈米產品的成分和檢測。

　以奈米鈣牛奶為例，透過Ｋ

－ｋｉｔ，可觀察了解奈米食

品添加物在食品中的實際奈米

碳酸鈣顆粒，其大小分布與群

聚和團聚分析特性，進而正確

評估包含添加色素的食物成

分，以及與食物接觸物質的安

全性和管制法規標準。

　ＴＥＭ液態樣品電子顯微鏡

觀測的產業應用範圍極廣，包

括生醫領域的新藥開發與病理

研究、飲料及食品內添加劑的

成分分析，和日常用醫療或美

容產品，如防曬乳或含奈米成

分的化妝水等的成分檢驗，都

可透過Ｋ－ｋｉｔ來達到快速

檢測目的。

　這項獨步全球的技術未來預

計會對ＴＥＭ穿透式電子顯微

鏡在學術研究或是產業檢測分

析方面，創造龐大的市場應用

商機。

【大阪／採訪報導】中華民國對外

貿易發展協會與台灣區電子工業同

業公會於９月１２日和１５日分別

在東京和大阪舉辦「台灣車輛零配

件產業與展覽商機說明會」，１５

日在大阪

會場上有

超過７０

家日本業

者到場參

加， 了 解

台灣汽車

產業的現

況。 率 團

前來的外

貿協會展

覽業務處

處長康益

智表示日本業者對台灣產品多給予

肯定，也提出不少有關合作上的意

見，今後將作為辦展上的參考，也

將傳達給台灣相關業者。

　駐大阪辦事處經濟組組長何坤松

表示台灣車輛零配件產業的技術全

球有目共睹，每年舉辦的「台北國

際汽車零配件展」（ＴＡＩＰＥＩ

　ＡＭＰＡ）及「台北國際車用電

子展」亦備受矚目，２０１５年台

灣汽車零配件產值為７３億美元，

其中出口總值為６７億美元，日本

為第２大出口市場，出口額為４億

多美元，希望日本業者透過這場說

明會對台灣產品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處長康益智

提到這幾年台灣汽車零配件發展，

除了品質提升、產品多樣化之外，

汽車電子業的發展更是迅速，因而

此行希望向日本廠商介紹台灣汽車

零組件、汽車電子業、電動車摩托

車的發展情形及供應商的現況，並

介紹２０１７年４月預定在台北舉

辦的「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

「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台灣

國際電動車展」和「台灣國際機車

產業展」等４項展覽，康益智表示

日本一直是台灣汽車行業重要的貿

易夥伴，也是歷年來展覽的第一大

買主來源國，盼透過展覽平台讓台

灣廠商與日本業者有更好的合作交

流機會，創造商機。

　台灣區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祕書

長羅懷家說明台灣汽車產業、汽車

電子的規模與現況，以及台北汽車

電子展關於汽車電子的變化及電動

車的概況。他表示全球極端氣候變

化，如何節能減排視相關產業的重

點，汽車產業趨向講究效率、節能

環保、便利與智慧，期盼台灣汽車

電子不僅在台灣生產、銷售，還與

日本業者合作外銷到全世界。

　曾經７次前往台北看展的中京車

體工業株式會社社長森孝義表示，

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規模在世界

上數一數二，入場免費再加上種種

優惠，多數廠商能以日語溝通，離

日本也近，以多次合作經驗來說，

他認為台灣產品不只品質好，更擁

有創意、高效率研發、改良配合度

高和可以少量訂貨等魅力，可說是

ＣＰ值極高，值得推薦。

台灣汽車零配件業者在日尋找商機　力邀日方抵台看展促合作

右起為，台灣貿易中心大阪事務所所長李泓章、台灣區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副秘書長羅懷家、中京車體工業株式會社社長森孝義、駐大阪辦事處

經濟組組長何坤松、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處長康益智、課長蔡明燿

會場座無虛席

大 阪 日 華 親 善 協 會 慶 ５ ０ 周 年　 盼 台 日 共 存 共 榮

宜蘭縣長林聰賢率團訪沖
拜會縣知事促兩縣交流

ＧＲＩＰＳ學員拜會駐日代表處
了 解 新 南 向 政 策

台 業 者 參 加 Ｊ Ａ Ｓ Ｉ Ｓ
展出獨步全球專利技術　商機無窮

左起為，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張仁久、大阪日華親善協會理事長四方修、

副會長吉村精仁、會長古市實、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國際事務委員會顧問

吳嘉雄、亞東關係協會秘書蔡明耀和亞東關係協會前秘書長羅坤燦

宜蘭縣長兼臺琉協會理事長林聰賢（左５）、駐那霸辦

事處處長蘇啟誠（（左３）及琉球台灣商工協會會長吳

啟源（左２）等人與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右４）合影

駐日代表處教育組組長林世英（前排左４）

與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學生合影留念

液態樣品槽晶片Ｋ－ｋｉｔ

閤康生物科技總經理楊重熙（左１）

與參展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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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為有效提升日

本遊客的訪台人數，台灣國光汽車

客運有限公司（簡稱國光客運）主

動出擊，與日本客運業者ＷＩＬＬ

ＥＲ　ＧＲＯＵＰ合作，推出共同

開發的旅遊商品，於９月１３日在

東京都內舉辦記者會，向日本媒體

介紹這次針對訪台日客而設計的商

品特色及日本遊客最關心的語言和

安全便利性服務等進行說明。

　國光客運副董事長吳定發表示希

望透過新增的服務讓海外遊客能更

方便地利用國光客運，以自由行的

方式享受台灣各地的隱藏版美景和

美食。日本客運業者ＷＩＬＬＥＲ

　ＴＲＡＶＥＬ股份公司董事長村

瀨茂高表示這次跟國光客運為訪台

的日本遊客解決困擾的交通和語言

問題，旅遊行程商品在ＷＩＬＬＥ

Ｒ　ＴＲＡＶＥＬ的網站上就能簡

單方便的預約。

　遊客利用國光客運的高速巴士，

在台灣各地自由的旅行，針對各行

程還提供日文版的旅遊資料，內容

包括景點介紹、巴士搭乘地點、方

法和到站下車的提醒卡。上車時給

司機看，到站時則會有「ＷＩＬＬ

ＥＲ的乘客到了」的語音廣播，旅

客記住這個發音就不會坐過站。若

有任何問題發生，也能利用電話或

電子信箱的日文服務系統。吳定發

表示這次的商品除了桃園機場往來

台北、台中乘車券，和３天、５天

的ＫＩＮＧＰＡＳＳ之外，也設計

搭乘國光客運到地方觀光的行程，

像是九分十分三峽、宜蘭賞鯨或是

阿里山看日出等一日遊或是日月潭

兩天一夜等行程。

　ＷＩＬＬＥＲ　ＧＲＯＵＰ也將

於１０月在台灣向媒體發表提供旅

日台客的簡便服務。透過台日業者

的合作，希望成長的不只是雙方往

來觀光人數，也能進一步讓旅遊商

品的質量在提升。

【東京／綜合報導】台中室內合

唱團應邀於８月２６日出席輕井

澤國際合唱音樂節，擔任演出嘉

賓，在演出前特別先在東京都內

的台灣文化中心演出，演唱１６

首台灣經典曲目，感動現場的觀

眾。

　２５日在台灣文化中心的演出，

包括駐日副代表郭仲熙、輕井澤

國際合唱音樂節的主辦單位耕友

會代表藤田朋大、日本知名聲樂

家兼合唱指揮者辻秀幸和日本台

醫人協會會長大山青峰等人皆出

席參加。

　駐日副代表郭仲熙表示外交最

好的利器不是武器而是音樂，這

次台中室內合唱團帶來多首動人

歌曲，讓日本人感受到更多的台

灣魅力。台中室內合唱團藝術總

監暨指揮楊宜真表示受邀到日本

演出，特別挑選如《春水》、《蘇

三起解》、《布農組曲》等出自

台灣作詞曲家之手，深具台灣意

象的曲目，並網羅客家、台灣和

戲曲及原住民等元素，完整呈現

台灣音樂文化，其中聲五洲布袋

戲團團長王英峻更親自帶戲偶參

與演出，讓表演更加生動。

　成立於２００２年的台中室內

合唱團是由深具演唱實力及豐富

表演經驗的合唱歌手所組成，是

台灣中部地區具規模的混聲合唱

團，於２０１４年曾獲台中市第

３屆金藝獎，連續９年入選為台

中市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

【東京／採訪報導】東京都杉並區

於９月１０日舉辦第４屆的台灣市

集（まるごと台湾フェア）活動，

現場除了可以嘗到道地的台灣料

理，還有介紹台灣觀光、影視作

品、介紹台灣的相關書籍和台灣原

住民相關商品的販售，首次出席的

駐日代表謝長廷於剪綵後，在杉並

區區長田中良的陪同下參觀會場，

並表示很感動看到民間自發性地舉

辦台日交流活動，且當地民眾也踴

躍參與，這是促進民眾更加認識台

灣，同時也是推廣大家到台灣觀光

的機會。

　今年的台灣市集以「人」為主

題，場邊布置著杉並區內中學生與

台灣進行棒球交流，或是東京高圓

寺阿波舞大會的隊伍到台灣演出的

照片，還有像是介紹台日間關聯密

切的人物如打造烏山頭水庫的八田

與一技師、開啟台日高層大廈時代

的建築師郭茂林等，杉並區區長田

中良在致詞時也提到自己是在不久

前才得知建設霞之關大廈、池袋陽

光大樓和參與新宿副都心計畫的建

築師郭茂林是台灣出身，過去也曾

居住在杉並區，可謂關係匪淺。

　當天包括杉並區區議會議長井口

Ｋａｚｕｋｏ、杉並區軟式野球

聯盟會長碓井和夫和杉並區交流協

會理事長井上泰孝等人亦應邀到場

和謝長廷與田中良一起進行開幕剪

綵，為一整天的活動揭開序幕。

　現場展示霹靂布袋戲和日本合作

的最新作品《東離劍遊紀》中出場

的角色人偶，吸引許多日本民眾的

目光，紛紛搶拍留念，另外販售原

住民繪畫的畫家ＮＡＩＭＥＩ特別

販賣自己商品，表示會將部分收入

捐給遭遇風災的台東，她也談到透

過了解台灣原住民漸漸地也更加了

解過去的日本，儘管過去雙方有著

許多過往，但希望可以一起向未來

邁進，因此在畫作中也附加了這樣

的意涵。

　活動當天下午則有電影《太陽的

孩子》上映會，女主角阿洛‧卡

力亭‧巴奇辣也特別到場和影迷

互動，讓現場觀眾有機會透過電影

認識台灣的原住民故事。

【東京／採訪報導】日本舞蹈教室

「千藤會」於９月２２日在東京日

本橋劇場舉行創立２０周年紀念公

演，不分男女老少，共２３名學員

參加演出，其中包括台灣文化中心

主任朱文清夫人張懿文，她以千藤

美嘉的藝名演出日本舞名曲目《汐

汲》，演繹思念心上人的女子回

憶過往的甜蜜場景，不只舞蹈動作

有許多變化，服裝和道具也相當繁

複。

　張懿文表示平日練習和穿上正式

戲服演出完全不同，尤其因為戲服

較重且清潔不易，所以彩排的時候

僅穿了一次，正式演出時得注意不

要踩到裙襬，臨場的隨機應變也相

當重要。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

則提到夫人學舞１４年半，不僅鍛

鍊了身體健康，也認識許多同樣喜

愛日本舞的日本友人，學習日本傳

統才藝是融入日本社會，進一步了

解日本文化的好方法。

　公演當天除了駐日代表謝長廷親

自到場觀賞之外，許多旅日僑界先

進也到場為張懿文加油打氣，對於

她能展現台灣人的堅毅性格，學舞

十數年，感到十分感動，也證明了

只要有心，不分年齡、性別，學習

自己有興趣的才藝，永遠不嫌遲。

【東京─大阪／採訪報導】由Ｎ

ＰＯ法人國際ＢＬＩＡ主辦的《悉

達多太子》音樂劇日本公演，於

９月１６日和２３日分別在東京

板橋區立文化會館和大阪府立勞

働中心登場，這部由菲律賓光明

大學宿霧藝術學院畢業和在校生

共同主演的音樂劇，全程以英文

演出，配上輕快的音樂旋律和學

生們曼妙的歌聲與舞姿，演繹佛

陀的一生，將佛教義理搬上國際

舞台。率團抵日的菲律賓佛光山

總住持永光法師認為這是一場讓

現場觀眾可以跨越時空與佛陀相

遇的音樂劇，並感謝日方邀約，

讓學生們可以圓夢到日本演出。

　永光法師表示《悉達多太子》

劇本改編自星雲大師的釋迦牟尼

佛傳，希望透過光明大學藝術專

班孩子們的歌唱和舞蹈，傳遞佛

陀說法的真善美。

　全劇搭配中、英、日三國語言

投影字幕，讓觀眾更加了解劇情，

將全場觀眾帶往佛陀誕生、出家

悟道、證道、開示八正道的時代。

　ＮＰＯ法人國際ＢＬＩＡ理事

長滿潤法師表示１０年前推出的

《悉達多太子》音樂劇至今已演

變許多，演出規模逐漸擴大，該

劇也在世界５大洲巡迴演出。儘

管參與公演的菲律賓學生都是天

主教徒，但他們透過音樂劇詮釋

佛陀的故事，跨越宗教和人種的

藩籬，體現星雲大師所謂的人間

佛教。

　東京公演當天，包括內閣府副

大臣松本文明、板橋區議會議員

長瀨達也、ＮＰＯ法人國際ＢＬ

ＩＡ理事長滿潤法師和國際佛光

會東京協會會長邱美艷，以及許

多東京地區僑團會長出席與會參

加，與現場近８００位觀眾一同

欣賞演出。主辦單位也特別捐出

善款給熊本災區與板橋區政府的

福祉單位，展現旅居日本的台灣

僑民關心僑居地，積極與當地民

眾交流。

　到場參觀公演的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日本分會會長本田

櫻子表示自己也是佛教徒，但已

經許久沒有接觸了，這次透過音

樂劇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再次接

觸佛法，這樣的初體驗讓人相當

感動，很希望他們再次訪日演出。

千葉縣中華總會會長濱岡禎雄對

演出也是讚不絕口，認為用簡單

的方式讓人接觸佛法，自己也真

正認識到「八正道」。國際佛光

會東京協會會長邱美艷表示學生

們第一次到日本，雖然有些水土

不服，但仍克服困難完成演出，

邱美艷也希望透過公演可以讓不

了解佛教和佛陀的人，可以慢慢

去認識和了解。

　２３日的大阪公演後，應邀出

席的駐大阪辦事處僑務組組長黃

水益則表示，用載歌載舞的方式

來詮釋佛陀的一生，非常新鮮特

別，也非常感動，節奏明快，無

半點冷場，重新認識佛陀感到獲

益良多。國際佛光會大阪協會會

長潘振興則表示菲律賓學員們因

為演出音樂劇翻轉命運，走上自

己的新舞台，相信今後將會擁有

更多發展的空間和方向，他也感

謝全員抵日演出，讓大家更了解

佛光山和ＮＰＯ法人國際ＢＬＩ

Ａ所從事的慈善工作。

國 光 客 運 攜 手 Ｗ Ｉ Ｌ Ｌ Ｅ Ｒ 　 Ｇ Ｒ Ｏ Ｕ Ｐ

為 台 日 旅 客 提 供 旅 遊 新 選 擇

ＷＩＬＬＥＲ　ＧＲＯＵＰ的員工

穿上旗袍，介紹台灣美食

台中室內合唱團於８月２５日

在台灣文化中心進行表演

內閣府副大臣松本文明（右）

收下主辦單位捐贈的熊本地震賑災款

大阪公演後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悉達多太子》音樂劇東京大阪登場
跨越語言與宗教體現人間佛教

台中室內合唱團到日演唱經典台灣歌謠

ＷＩＬＬＥＲ　ＴＲＡＶＥＬ董事長

村瀨茂高（左）及國光客運副董事長

吳定發簽約後合影

杉並區區長田中良陪同駐日代表謝長廷

了解杉並區和台灣各地的交流現況 精緻的布袋戲偶吸引許多民眾搶拍合照

《悉達多太子》音樂劇全程英文演出，

詮釋佛陀的一生

菲律賓佛光山總住持永光法師（前排中）

認為透過音樂劇可以跨越時空與佛陀相會

（前排右為滿潤法師）

杉並區台灣市集熱鬧開幕
謝長廷感動台日民間交流興盛

外 交 官 夫 人 展 現 學 舞 成 果
謝 長 廷 到 場 觀 賞

東京、大阪兩地公演
吸 引 僑 界 捧 場

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伉儷

感謝僑界前來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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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為防止不動產買賣引

起糾紛而設立的「一般財團法人不動產適

正取引推進機構」，簡稱ＲＥＴＩＯ，由

研究理事兼調查研究部部長小林正典和調

查研究部調查役中島功二於９月５日拜會

一般社團法人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與該

協會代表理事錢妙玲、顧問大川佳那、事

務局長棚岡麗、監事黑澤霞代子和理事賴

昱成等人進行意見交換與交流。

　由於日本在不動產買賣市場上不管是價

格或是整體環境制度都較其他國家穩定，

對外國人來說相當具有吸引力，且有部分

富裕階層的人盼透過在日本置產的方式，

取得在日本的永久居住權，然而隨著外國

買家增加的同時，像是語言隔閡、融資取

得不易，或是稅賦徵收手續複雜等類似問

題也跟著浮出檯面。

　因此ＲＥＴＩＯ想透過在日台灣不動產

協會，進一步了解像是台灣買家在日本進

行投資時常遇到的狀況為何，棚岡麗舉例

如在介紹租屋或是買賣物件時額外多索取

翻譯費用或是交通費用；外國人不易租借

房子或是不易通過保證公司的審查，以及

不易取得融資等問題，另外像是因為非居

住者無法取得日本銀行帳戶，後續衍生出

繳納稅款的不便，或是海外匯入匯出而產

生的高額手續費等問題，在日台灣不動產

協會代表理事錢妙玲便表示希望日本政府

能正視外國買家有設立日本銀行帳戶的需

求，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原則之下，會要求

買家履行賦稅的義務，於此同時也希望日

本的銀行可以放寬規定，讓有置產有納稅

需求的非居住者可以開設帳戶，以便於政

府稅賦徵收或是進行買賣金額的匯入匯出。

錢妙玲表示日本不動產市場越來越受外國

投資客注意，相關的配套措施也應該跟上

腳步，打造出友善的投資環境。

　ＲＥＴＩＯ研究理事兼調查研究部部長

小林正典也認為解決海外買家在日投資不

動產時的不便，都是ＲＥＴＩＯ和日本政

府未來該正視的問題。

【東京／綜合報導】為行銷台灣觀光，交

通部觀光局自９月１７日起在東京山手線

推出一列台灣觀光彩繪列車，在運行的一

個月之間，民眾有機會搭乘這輛以台灣知

名的九份、天燈、芒果、小籠包、台北

１０１和日月潭自行車道跟台東蘭嶼原住

民獨木舟等台灣元素設計的台灣觀光形象

專車，盼吸引日客到台灣一遊。

　根據日本旅行業者協會（ＪＡＴＡ）的

調查結果，台灣深受日本各年齡層的女性

喜愛，榮登今年「暑假期間海外旅遊地」

第２名，這是繼５月日本黃金周最受歡迎

海外旅遊地點第一名之後，台灣再度在日

本的連假假期中受到日本民眾的喜愛。

　上述調查結果也反應在觀光局公布的統

計資料，今年１到７月間訪台的日本遊客

人數超過１０１萬人次，較去年同期成長

１７﹒９３％，觀光局表示台灣與日本距

離近、美食多元和旅遊環境安全等都是日

本民眾喜愛台灣的原因，而此次選在山手

線進行宣傳，主要是看準山手線在日本民

眾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因此特別結合中華

航空、長榮航空、復興航空和台灣虎航等

國籍航空與日本旅行業業者一起進行宣傳，

強調周末及短假期也能輕鬆到台灣旅遊。

【福岡／綜合報導】台灣電影《愛情算不

算》入選第２５屆福岡國際電影節，於９

月１６日和１９日在當地舉行特別放映，

該片男主角張翰親自出席１６日的放映活

動，在現場和影迷分享拍片趣事，並為影

迷簽名，而張翰也歡迎大家到片中主要的

拍攝地大稻埕觀光。

　《愛情算不算》是由周幼婷、張翰、陸

弈靜和布魯斯等人主演，電影以傳統婚約

來看現代都會愛情，並語帶玄機點出男女

之間的愛情與緣分，曾入圍台北電影節星

光首映、桃園電影節閉幕片和高雄電影節

台灣越界單元等各大影展。

　由於片中以台北捷運的「大橋頭站」為

主，全片取景於大稻埕，包括知名的霞海

城隍廟、傳統的永樂市場、迪化街巷弄等

都出現在電影中，因此配合這次在福岡國

際電影節上映，台北市觀光傳播局也在現

場準備限定好禮送給影迷，盼藉由電影的

魅力吸引日本民眾到台北觀光，重遊片中

出現的場景。

【東京／採訪報導】為慶祝公益社團法人

全日本不動產協會東京都本部創立６５周

年，不動產保證協會東京都本部創立４５

周年，「全日本不動產協會‧不動產保證

協會東京都本部」於９月７日在東京國際

論壇大樓舉行紀念典禮和演講，聚集超過

６２００位的會員參加。

　典禮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特別出

席勉勵在場的不動產業者，面向２０２０

東京奧運跟政府一起推動東京地方的建設。

小池也分享早先前往里約奧運出席閉幕典

禮時所觀察到的經驗，像是里約奧運會場

很多是木造建築，使用後可拆除提供給小

學再利用，這樣的環保作法是東京奧運可

以學習的。她也希望兩協會在未來加強研

究如何推進不動產的可動性及資訊活用，

東京不動產業界更加蓬勃發展。此外，小

池百合子也頒贈感謝狀給協會代表，感謝

他們對東京都的貢獻。

　「全日本不動產協會‧不動產保證協

會東京都本部」本部長中村裕昌表示，為

迎接２０２０年東京奧運，東京都本部必

須發揮自己的職責，以原點回歸的心情更

加促進業界發展，為４年後的奧運作最好

的準備。該會理事長原嶋和利也談到面對

人口減少及高齡化社會，要為東京都民

繼續建設一個安心安全的生活環境，面對

２０２０年東京奧運，要為東京的街道市

容建設竭盡全力。另外，擔任該協會代言

人的前日本體操國手田中理惠也特別出席，

盼不動產業界更加蓬勃發展。

　隨後舉辦的演講上，主辦單位則邀請到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和前大阪市長橋下徹，

分別就「如何實現一億總活躍社會」和「從

大阪經驗來談日本與東京的未來」等議題

進行演講，另外全日本不動產協會流通推

進委員長風祭富夫和ＪＡＰＡＮ　ＨＯＭ

Ｅ　ＳＨＩＥＬＤ株式會社營業總括建物

檢查營業部專任課長攝津光司，也以「思

考變化的入口網站和不動產流通」和「改

正宅建業法中增加住宅診斷的概要」為題

發表，作為該協會的年度法定研修。

張翰出席福岡電影節會影迷　台北市結合電影推觀光 山手線飄台味　台灣觀光列車期間限定運行

面向２０２０東京奧運　東京都不動產業者集思廣益

年 末 將 至
旅日台人注意稅務規範

Ｒ Ｅ Ｔ Ｉ Ｏ 關 注 台 日 不 動 產 市 場
拜 會 在 日 台 灣 不 動 產 協 會 了 解 現 況

電影《愛情算不算》男主角張翰出席福岡國際電影節

放映活動（照片提供：台北市觀光傳播局）

自９月１７日起為期一個月，民眾有機會坐上

山手線台灣觀光專車，認識台灣美食好景

（照片提供：觀光局）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現身呼籲東京不動產業者

一起為東京奧運努力

一般財團法人不動產適正取引推進機構

（ＲＥＴＩＯ）研究理事兼調查研究部部長小林正典

（左３）和調查研究部調查役中島功二（左２）

拜會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並進行意見交換

【東京／綜合報導】日本國稅廳於

去年１０月公布２０１６年以後申

請扶養控除的相關規定，無論是在

進行所得扣繳或是年末調整時，欲

申請居住國外親屬的扶養控除的

話，需要繳交親族關係證明資料和

送款證明資料，規定中也對這２項

文件作出明確的說明，像是親族關

係證明書需要是外國政府發行的正

式文件，如戶籍謄本、出生證明書

或是婚姻證明書等，且文件中需記

載親屬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居住

地址等，而扶養控除的對象也限制

在６等親內的直系親屬、配偶和３

等親內的姻親親屬。

　送款證明資料則必須是金融機關

發行的文件或是影本，又或是扶養

親屬使用信用卡附卡的消費明細，

其中值得住意的是如果有多位扶養

親屬的話，每位扶養親屬都應該有

送款證明資料，例如扶養雙親的情

形，需要提供各自送款給父親和母

親的送款證明資料，直接交付現金

的形式並不會被相關機構認可。日

本政府改以從嚴規定，執行法規，

希望可以一改過去便宜行事，避免

有心人士鑽漏洞而避稅的陋習。

　另外，大家也要注意２０１４年

１月開始實施，除了過去１０年居

住在日本期間未滿５年者之外，其

他居住者無論有無日本國籍，若該

年擁有超過５０００萬日圓的國外

財產，需於隔年的３月１５日前繳

付記載財產種類、數量和金額等資

料的國外財產調查書給相關單位。

　若能如實繳交國外財產調查書，

儘管最後調查出國外財產相關的所

得稅或是繼承稅有遺漏申告的部

分，也能享有過少申告加算稅５％

減稅的優惠，但若是未能在期限內

繳交文件，在國外財產需繳納相關

所得稅等稅金時，將會被加重計算

５％的過少申告加算稅。旅居在日

本的台灣民眾應該也不要忘了屢行

在僑居國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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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財產超過５千萬日圓者
需提交國外財產調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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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專題報導】根據日本政

府觀光廳公布的數據，２０１５

年訪日海外遊客人數增至

１９７０萬人次，其中台灣遊客

便達３７９萬人次，刷新紀錄。

對於喜愛到日本旅遊的台灣民眾

來說，除了下榻旅館之外，民宿

（台灣通稱的民宿，在日本亦稱

之為民泊）也是許多遊客的住宿

選擇之一。

　在選擇民宿上，交通便利性則

成為住宿價格以外最重要的考

量。位在京濱急行電鐵本線的六

鄉土手車站旁的「ナズ六郷レッ

クス」民宿，在往返羽田機場，

或是前往品川車站、橫濱、淺草

和成田機場等交通節點都相當方

便，不管是對於初訪東京的遊客

或是遊日老手來說，在交通轉乘

上都十分便利。

　民宿周遭的生活機能充實，餐

廳、便當店、便利商店和藥妝店

一應俱全，不管是要買外食或是

買食材回來自炊都相當方便，遠

離觀光區的地理位置，到也能讓

遊客實際體驗到當地民眾的生活

起居，應該可以滿足遊客想像中

嚮往的日本生活。

　

　民宿內有３大房，每間設置２

張雙人床，加上客廳亦備有床

墊、被褥，最多可入住１６人以

上，房間收納空間也大，不用擔

心行李和採購戰利品無處擺放，

另外，客廳內亦擺放大型電視機

和大餐桌，廚房則有三口瓦斯

爐、超大４門冰箱、烤箱和熱水

器等設備，相當齊全，若是想要

自行料理，民宿內也備有足夠的

餐具和料理器具，對於想要節省

餐費的旅客來說，算是相當貼心

的服務。

　對於喜愛在臉書打卡或是上網

查資訊的台灣旅客來說，網路服

務更是不能少，因此，民宿也貼

心地提供室內有線網路和可攜帶

外出的無線網路分享器，下榻的

旅客不用擔心遇上沒有網路可用

的窘境。

　為擔心旅客不熟悉日本民眾的

生活起居規則，房東在房內會放

置中英日三語版本的住客手冊，

希望房客可以用心閱讀，遵守住

客規約，避免成為失格的旅人，

如此一來也更能享受到真實的日

本生活。

ナズ六郷レックス交通路線圖

體 驗 東 京 生 活

來 去 六 鄉 土 手 民 宿 住 一 晚{ {
①從羽田機場進出的旅客搭乘京急線，在

京急蒲田轉乘直達六鄉土手車站。

②從六鄉土手車站可搭京急本線直達品川

或是橫濱，再從品川轉乘山手線至新

宿、澀谷和池袋等地，或是前往橫濱欣

賞夜景，走訪中華街。

③如果選擇自行開車的話，可往川崎方

向，造訪《哆啦Ａ夢》作者藤子不二雄

博物館、京濱伏見稻荷神社或是到Ｌａ

ｚｏｎａ川崎Ｐｌａｚａ購物。

　其他包括春天賞櫻、遊車河或是觀賞川

崎工廠夜間的燈光美景，許多當地人才知

道的隱藏景點，旅客只要做點功課就可以

開車玩得盡興。

　東京都大田區於２０１４年５月起根據

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被指定為「國家戰略

特別區域」，在特區區域內放寬限制，加

強引進外國企業或是增進旅日外國人或訪

日外客，放寬該區的市街地整備事業。大

田區於２０１５年放寬經營外國人住宿事

業的規定，其中包括放寬民泊（即民宿）

經營的規定。

　因此在關於民泊正式法規尚未出爐之

前，大田區的民泊設施在都政府及區役所

的規劃指導下，在衛生、安全和法規上，

對外國遊客來說較有保障。

資料提供：「民宿ナズ六郷レックス」請詳閱住客規約 也請給房東留言鼓勵

設 備 齊 全
自在體驗日本生活

房間有２張雙人床及整面壁櫃寬敞的客廳可以打地鋪 浴室乾濕分離設計

交通便利性高

民 泊 小 常 識

舒適居住環境

出車站後就在眼前

車站旁便利商店

搭乘京急電車可通往

橫濱、川崎和品川等交通節點

生活便利性高

【東京／專題報導】在今年日本人

最想住行政地區關東的排行榜中，

名列第五的文京區內因為有著日本

最高學府之一的東京大學，另外也

有許多大學本部設置於此，加上日

本知名文豪夏目漱石和樋口一葉等

人曾居住於此地，因此文教氣氛濃

厚。對於積極前進日本不動產市場

的台灣投資客來說，文京區是頗具

潛力的地區。

　目前東京都心內的「マンション

（Ｍａｎｓｉｏｎ）」（即指公寓

大樓）市場，無論是出租還是自

住，近期成交價都屢創新高，且供

不應求，根據不動產經濟研究所

２０１６年５月發布的最新公寓大

樓市況，可以了解到發售戶數減少

了１４％，可見公寓大樓的建築用

地取得不易，導致都心地區需求大

於供給，因而價位也頻創新高，平

方米單價連續１２個月上昇，契約

率也向上攀升至７成。

　由ＬＩＶＧＲＯＵＰ推出的「Ｌ

ＩＶＣＩＴＹ東大前」建案，樓

高８層樓，每層樓有一間面積約

４０﹒２９平方米大的１ＬＤＫ

（一房一廳）和３間面積大小分別

約為２５﹒３４平方米的１Ｋ的套

房，對於單身或是小家庭來說，空

間相當足夠。

　物件的價位從２８８０萬日圓至

４３６０萬日圓，對於能在搶手的

都心地區以這樣的價格購入不動產

更是高貴不貴。高樓層房更可遠眺

後樂園摩天輪、東京鐵塔或是東京

晴空塔，景觀絕佳，坐擁東京頂級

景色。

　鄰近東京地下鐵南北

線東大前車站和都營三

田線白山車站的「ＬＩ

ＶＣＩＴＹ東大前」，

交通便利，由於位處文

教區，周遭環境清幽，

生活機能也相當方便。

　物件本身則配備齊全，

包括乾濕分離的衛浴設

備，系統廚櫃廚具的設

計方便收納，且無線網

路完備，另付無線分享機，方便入

住者使用網路。房間內部採用隔音

性能高的雙重地板，腳踩起來觸感

較軟，不易有雜音，且全棟皆使用

通過國家認證的不燃材料壁紙，提

高大樓公共安全性。在公用設施方

面，一樓設有２５個自行車停車位

和３台機車停車位，大廳亦設有宅

配箱，方便住戶使用，另外為管制

大樓出入人員，包括在一樓電梯和

住戶門戶都已卡片鎖管制，避免閒

雜人等進入，講究安全性。

ＬＣ東大前外觀

１ＬＤＫ寬敞空間，單身或是小家庭都很

適合 房內收納空間足夠 一樓大廳鋪設大理石展現簡約氣派

物件鄰近南北線東大前站

房間陽台可遠眺後樂園摩天輪

及東京鐵塔

ＬＣ東大前內部參考示意圖

在都營三田線白山站旁則有

妙清寺 一樓設有自行車和機車停車場 屋內備有系統廚具ＬＣ東大前交通方便

講 究 安 全
便 利 性

日幣３０００萬以內
擁有高級地段物件

東京不動產潛力市場文京區
ＬＣ東大前坐擁東京頂級景色

寬敞的流理台及四門冰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