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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駐日代表處

於１０月６日在東京ＰＡＬＡＣ

Ｅ飯店舉辦中華民國１０５年國

慶酒會，現場包括日本交流協會

會長大橋光夫、日華議員懇談會

（簡稱日華懇）幹事長古屋圭司、

副會長山東昭子、衛藤征士郎、

外務副大臣岸信夫和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等日本政界人士出席之

外，教廷、巴拿馬和多明尼加等

友邦駐日大使也應邀出席，旅日

僑胞以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毛

友次為首，東京地區各僑團領袖

亦與會共襄盛舉，約２０００人

一起慶祝雙十國慶。

　駐日代表謝長廷上任後首度主

持國慶活動，備受矚目，致詞時，

謝長廷則提到台灣實現第３次政

黨輪替，象徵

台灣民主政治

已進入成熟的

新階段，他也

強調總統蔡英

文重視與日本

的關係，特別

指示深化台日

關係，謝長廷

則表示將全力

發展台日各方

面的交流，促

進兩國關係成為「命運共同體」。

　謝長廷也為今年台灣未獲邀參

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ＩＣＡ

Ｏ），深表遺憾，他感謝日本官

房長官菅義偉以「期盼台灣能以

某種形式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的發言支持台灣，並肯定日本是

台灣可以信賴的夥伴。另外，台

日間雖無邦交，但雙方民間互動

交流遠較以往密切，且雙方因自

然災害發展出一種互相伸援賑濟

的善緣循環，謝長廷認為這正是

世界和平的典範，應將此友好關

係延續擴傳給下一代。

　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則

重申台灣為日本重要的夥伴與友

人，盼雙方可以在衛生保健、航

空等合作關係上日益發展。日華

懇幹事長古屋圭司在會中則表示

今年將有２５位國會議員參加國

慶祝賀團，他也預祝今年年底日

本國立東京和九州博物館國寶級

美術精品展可以在國立故宮南院

展出成功。

　僑領詹德薰則對駐日代表謝長

廷讚譽有佳，認為他日文好、溝

通能力強，和僑界相處融洽，近

年台日關係友好，這次政府派曾

擔任過行政院長的謝長廷來擔任

駐日代表，相信未來台日關係會

更好。此外，專程帶領群馬縣政

府官員到場參加的群馬縣台灣總

會事務局長頌彥守真也表示僑界

在台日關係中需要扮演中間的橋

梁，由駐日代表帶動僑界一起為

台日關係貢獻心力，相信未來會

越來越好。

　成為日本偶像團體ＡＫＢ４８

內唯一台灣成員的馬嘉伶亦應邀

到場，成為晚會中的亮點。馬嘉

伶開心地表示很榮幸可以和駐日

代表打招呼，她也談到台日粉絲

因為自己有了更多的交流，促進

了台日友好，覺得相當開心。

【大阪／採訪報導】駐大阪阪辦事

處於９月２９日召開１０５年京阪

名神廣地區僑務座談會，僑務榮譽

職人員和各僑團代表約４０多人出

席參加。駐處處長陳訓養代表政府

感謝僑界長年來對政府推動各項

僑務政策和提升台日關係所做的貢

獻，在慶典期間籌備慶祝活動、組

團返台參加雙十國慶，且當台灣或

僑居地日本發生重大災變時，發動

捐款，愛鄉愛國不落人後。

　會議上，僑界代表在培育年輕僑

領傳承僑社、推廣僑教和招攬僑生

等方面，進行熱烈討論。由於僑

界世代交替一直是各

僑會積極想解決的問

題，僑務委員暨大阪

中華中華總會會長洪

勝信、僑務委員謝美

香和京都華僑總會會

長魏禧之等人一致認

為華僑子弟能否使用

華語關係著是否能積極參與僑社活

動，多少懂得華語，對華僑社會便

多一分理解，因此，希望僑胞們在

家盡量教導下一代華語，鼓勵華僑

子弟到大阪中華學校就讀，或是返

台升學，增加將來傳承僑社的可能

性。京阪神地區僑團在會中也分別

報告目前青年部運作情形。

　此外，「新南向政策」在會中也

成為討論焦點，經濟組組長何坤松

表示政府希望能與東協、南亞和紐

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

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何坤松也提到經濟部積極推動與日

本合作到第３國投資，在緬甸和越

南等國成效極佳，若僑界人士有計

畫前往第３國投資，盼能發揮影響

力，讓台灣的經濟力量延伸到東協

和南亞等國家。僑務委員謝美香則

提出希望僑界領袖能提供機會讓台

灣青年到日本實習，僑務顧問王明

裕也盼政府建立人才資料平台，方

便海外急需人才的公司申請。僑務

諮詢委員李辛祥表示常有機會應邀

演講，為台灣發聲，深感日本民眾

極想認識台灣，了解台灣所處現

況，因此建議政府能多印製文宣品

來介紹台灣，並呼籲現場僑務榮譽

職人員一起來為台灣發聲，增加台

灣能見度。僑務促進委員葉俊麟則

以自身經驗提議，積極邀請身邊旅

日優秀台灣人士參與活動，拉近與

僑界的距離，增加成為僑界生力軍

的可能性。

　稍晚舉行的懇親交流餐會上，各

僑會代表期待僑務委員返台表達日

本僑界的想法和需求，加強台灣與

海外僑民的聯繫。代表亞洲參加第

２３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選舉的候選人謝美香則向大家報

告，奮戰到最後的結果雖然落敗，

對自己而言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從

中學習到許多，也在各地結交許多

朋友，今後將繼續精進充實自己，

感謝大家的全力支持。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主持僑務座談會

京 阪 名 神 廣 地 區 僑 務 座 談 會　 聚 焦 僑 界 世 代 交 替 和 新 南 向 政 策

橫濱中華街國旗飄揚謝長廷參
加 國 慶 遊 行 呼 喊 口 號 慶 雙 十

謝 長 廷 首 度 主 持 國 慶 酒 會
２０００位 賓 客 齊 聚 慶 雙 十

【橫濱／採訪報導】

橫濱僑界慶祝中華民

國１０５年國慶遊行

活動活於１０月１０

日在橫濱中華街登場，

主辦單位動員在日留

學生、橫濱中華學院

師生和當地僑界人士

以及與台友好日本人

參加，光是遊行隊伍

就有超過千人參加，場面盛大。

　遊行出發前由大會委員長橫濱

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和駐日代表

謝長廷分別上台致詞，祝賀雙十

國慶。羅鴻健表示今年是中華民

國建國１０５年，同時也是國父

孫中山誕辰１５０年的紀念年，

可以在橫濱慶祝國慶別具意義。

謝長廷則談到橫濱華僑１０５年

來到現在都支持著中華民國，他

也呼籲大家今後百年也繼續支持，

盼台日間的羈絆可以傳承至下一

代。

　接著，在大會執行委員長林子

傑的帶領下，全場齊聲呼喊「中

華民國萬歲！」和「民主自由萬

歲！」後，由舞獅隊及國旗隊打

頭陣，開始熱鬧的國慶遊行。適

逢當天為日本休假日，因此橫濱

中華街擠滿觀光客，道路兩旁更

有不少民眾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

一起慶祝雙十節。第一次參與遊

行的台灣留日東京同學會會長陳

瀅覺得走在隊伍當中的感覺很特

別，日後會和其他留學生分享經

驗，希望大家有機會也來參加。

　會後，謝長廷表示自己是第一

次在國外參加這樣的活動，和大

家一起喊口號，大家都很熱情，

不分老少大家都出動參加，讓人

非常感動，在海外展現大家的向

心力。另外，關於總統蔡英文在

國慶致詞上提到希望兩岸坐下來

談，謝長廷認為主要是希望對岸

可以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

民國建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早，

所以不要因為政治關係或是堅持，

把大家的感情，對生命和親情的

尊重破壞掉了。謝長廷也談到台

灣未能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Ｉ

ＣＡＯ）一事，不應該因為政治

問題不顧航空旅客的安全，這會

引起人民的反感，因此謝長廷呼

籲應該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過

去幾十年兩岸走向不同的道路，

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制度，應該互

相尊重、交流、學習，而不是互

相打壓、杯葛，讓外國看笑話。

駐日代表謝長廷（前排左２）等人在橫濱中華街

展開國慶遊行

雙十國慶小姐、日華親善小姐和

橫濱中華學院校友會小姐亮麗登場
日華議員懇談會幹事長古屋圭司預祝年底

日本國寶文物至故宮南院展出成功

日相安倍晉三的胞弟，外務大臣岸信夫

（台下者）特別向駐日代表謝長廷致意

日本偶像團體ＡＫＢ４８台灣出身的團員

馬嘉伶（右）出席國慶酒會，和駐日代表

謝長廷伉儷合影，成為晚會的亮點

駐日代表謝長廷致詞感謝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為台灣參與國際組

織而發聲

促 台 日 友 好
ＡＫＢ４８台灣成員
馬 嘉 伶 也 現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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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中華民國留日

東京華僑總會集結東京地區僑團和

台灣留日東京同學會，於１０月２

日在東京中華學校一起合辦１０５

年雙十慶典大會，邀請旅居日本的

台灣人和日本友人一起慶祝國家

的生日。會上，包括駐日代表謝長

廷、副代表張仁久、台灣文化中心

主任朱文清、亞東親善協會會長大

江康弘和參議院議員石井章等人與

會之外，以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

毛友次等人為首的東京地區各僑團

領袖也出席參加。

　謝長廷致詞提到台灣雖然不小，

但國際處境非常辛苦，需要大家團

結一起努力，希望大家不分色彩，

讓台日關係能成為台灣國際的邦交

典範。台灣留日東京同學會會長陳

瀅以國台語雙聲帶致詞，表達留日

青年對國家的期待，也盼大家可以

學成歸國，貢獻己力，讓台灣可以

更加美好。參議員石井章則公開支

持台灣參加ＴＰＰ（跨太平洋戰略

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和以台灣名義

參加２０２０東京奧運，他表示這

也是他身為日本國會議員應該要努

力的事。

　東京中華學校中庭場邊則有台灣

各式道地美食料理攤位，販賣滷

味、雞排、担仔麵、肉粽和麵線等

台灣口味的美食，有旅日１０數年

的柯先生攜家帶眷參加，他認為在

國慶活動上不僅可以吃到家鄉的味

道，也是個將台灣飲食文化介紹給

【福岡／採訪報導】為慶祝雙十

國慶，駐福岡辦事處於１０月６

日在福岡市內舉辦慶祝晚會，當

天包括多位參眾議員出席之外，

前自民黨副總裁，同時也是近未

來政治研究所最高顧問山崎拓、

指宿市市長、出水

市市長和山鹿市市

長等地方官員，九

州、 山 口 地 區 近

８００位賓客與會

參加。

　駐處處長戎義俊

致詞時提到國父孫

中山建國時，包括

宮崎滔天等九州地區的人民給予

許多支援，今年適逢國父誕辰

１５０年，很高興可以和九州人

民齊賀國慶，另外，戎義俊也提

到台日人員往來的現況，今年可

望突破６００萬人次的門檻，且

駐處近年致力於推動台日年輕世

代的交流有成，像是日本高校生

到台灣進行教育旅行的人數逐年

增加，２０１５年共有１９校，

２２００名學生，今年則有２８

校，５０００名學生造訪台灣，

戎義俊表示希望藉此促成新世代

的交流，再進一步加強台灣與九

州和山口地區的友好關係。

　會中也安排二胡演奏以及抽獎

活動，炒熱現場氣氛，最後在駐

處職員與留學生上台演唱《日本

丸》和《愛拼才會贏》等歌曲的

歌聲中，為晚會畫下圓滿的句

點。

【札幌／採訪報導】為慶祝雙十國慶，駐札

幌辦事處於１０月７日邀集北海道各地方政

府議員，友台團體及僑民，舉辦慶祝中華民

國台灣１０５年國慶酒會。

　北海道地方遼闊，各地方政府及議員和企

業對台相當友好，許多市町地方都跟台灣的

地方政府締結友好結盟，像是北海道大樹町

和同名的高雄大樹鄉，每年不只官員互訪，

學校也互訪進行修學旅行，此外，大樹町也

率領地方祭典團體到高雄大樹鄉演出，未來

也希望把高雄大樹的水果行銷到北海道。北

海道副知事辻泰宏則表示今年北海道各地方

的友台團體已增加至２１個，顯示北海道跟

台灣交流更加密切。

　駐札幌辦事處處長陳桎宏表示每年到北海

道旅遊的台灣民眾達５５萬人次，在駐處的

努力下，北海道民眾到台灣旅遊的人次也達

８萬人次，較去年度增加２５％，且北海道

地方的日台親善協會也陸續增加，晚會現場

有許多北海道政界人士出席，便足以顯現當

地對台灣的支持。

　陳桎宏也提到成立僅２年的北海道華僑總會

在會長吳達仁的努力下，聯繫僑民情誼，並支

持駐外館處的僑務，希望未來與地方可以更緊

密結合，讓各友台團體與僑團互動更加密切。

駐處邀北海道各地政
要慶祝１０５年國慶

東 京 僑 界 獻 台 味 美 食 慰 藉 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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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綜合報導】為慶祝中華民

國１０５年國慶，駐那霸辦事處於

１０月７日在那霸市內舉辦祝賀酒

會，邀請沖繩縣副知事浦崎唯昭、

琉中親善沖繩縣議會議員聯盟會長

新里米吉、眾議員西銘恒三郎、宮

崎政久、比嘉奈津美和下地幹郎，

以及參議員儀間光男，中琉協會會

長國場幸一與琉球華僑總會會長張

本光輝等當地政、經、僑、學、文

化各界人士出席，中琉文化經濟協

會理事長趙文瑜和名譽理事長蔡雪

泥等人更專程從台灣抵沖參加，現

場超過５００人齊聚一堂共賀雙

十，場面盛大。

　駐處處長蘇啟誠在會中致詞時，

除了介紹台灣與沖繩間的觀光客往

來與經濟交流現況，也說明新政府

的兩岸政策，呼籲中國大陸應以成

熟、理性態度面對新政府。此外，

蘇啟誠也表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

策」，積極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ＷＨＯ）、國際民航組織（ＩＣ

ＡＯ）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ＵＮＦＣＣＣ）等國際組織，盼

在場人士能給予支持。

　應邀致詞的來賓則紛紛表示台灣

與沖繩如兄弟般情誼，雙方在觀光、

經貿、文化和體育等領域交流頻繁

密切，感謝台灣協助振興沖繩經濟，

以及台灣旅客對沖繩觀光業的貢

獻，此外，賓客們也認為台灣經濟

活力旺盛，值得沖繩學習，日後也

將繼續和駐處共同推動台灣與沖繩

間各領域的交流，促使雙方實質關

係更加緊密。

【大阪／採訪報導】駐大阪辦事

處於１０月７日在大阪市內舉辦

中華民國１０５年雙十國慶酒

會，當天包括眾議員鈴木克昌、

中山泰秀和大阪府議會議長今井

豐，以及轄區各地日華親善團

體、僑領和僑胞，近千人出席參

加，場面隆重盛大。

　９月底到任的駐大阪

辦事處處長陳訓養提到

今年１月中華民國完成

第３次政黨輪替，首位

女性元首誕生，總統蔡

英文相當重視與日本的

關係，期盼早日重啟台

日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協商，擴

大青少年、觀光和文化等領域的

交流。他也表示新政府將秉持

「踏實外交、互助互惠」的外交

模式，一步一腳印，和友邦搏感

情，崇尚和平，盼世界各國明白

中華民國有能力，已做好準備為

國際社會所關心的議題做出貢

獻。另外，陳訓養也表示９月４

日「和歌山台日交流高峰會」通

過和歌山宣言，發表支持台灣參

加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等

國際組織，相信日本各地議員聯

盟和親善團體跨地域聯合推動，

必能使得台日兩國建立起更加緊

密的關係。

　出席晚會的日本政要除了再次

感謝台灣在３１１東日本大地震

時，對日本伸出援手的情誼，並

強調從維護東亞和平來看，台灣

亦是日本不可或缺的盟友。

駐大阪辦事處舉辦國慶晚會　籲各界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福 岡 駐 處 邀８００位 台 日 賓 客 齊 賀 雙 十

駐 那 霸 辦 事 處 盛 大 舉 辦 國 慶 晚 會　 逾 ５ ０ ０ 人 同 慶 雙 十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致詞

駐福岡辦事處處長戎義俊致詞

駐札幌辦事處處長陳桎宏致詞

駐那霸辦事處蘇啟誠處長致詞

與會嘉賓與舞獅合影（圖右６為駐日代表

謝長廷，右７東京華僑總會會長蘇成宗）

文未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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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採訪報導】橫濱華僑總會於１０

月４日舉辦雙十國慶酒會，邀請橫濱及神

奈川縣各地與台友好人士及當地華僑出席

參加，駐日代表謝長廷伉儷、駐橫濱辦事

處處長粘信士伉儷等人亦應邀與會和現場

近４００位各界人士進行交流。會上不只

有橫濱華僑總會華韻合唱團獻唱，橫濱中

華學院校友會亦演出慶祝舞獅，炒熱現場

氣氛，為今年橫濱國慶活動揭開序幕。

　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致詞時回溯

１５０年前國父孫中山落腳橫濱，奠定革

命大業，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淵源，並提

到現任總統蔡英文任命謝長廷擔任駐日代

表，足見政府重視台日關係發展。謝長

廷則呼應羅鴻健所言的歷史淵源，認為

可以在橫濱舉辦國慶活動，別具意義，感

謝僑界長年來支持台日關係發展，今後將

為台日友好羈絆傳承給下一代而努力。

　羅鴻健表示橫濱僑界已傳承至第２、３

代，國慶活動都是由僑界青年統籌，很開

心每年活動可以盛大舉行，儘管今年政黨

輪替，但僑

界 不 分 黨

派，支持政

府，希望台

日關係永續

發展。

【靜岡／採訪報導】靜岡縣台灣總會、台

灣同鄉會與醫齒藥同仁會於１０月２日，

招集數十名住在靜岡的僑民和與台友好的

日本人士一同慶祝雙十國慶，駐橫濱辦事

處處長粘信士應邀出席與會，並表示靜岡

面積狹長，華僑散居各處，聚集不易，但

每年國慶仍克服困難，團聚鄉親共同慶祝，

證明了僑胞的向心力。

　靜岡縣台灣總會會長鄭裕光致詞時提到

不只是學中文、學習台灣文化，僑界要如

何承先啟後更是當前思考的重點。目前該

會在靜岡鐮倉文庫設有台灣專區，書籍已

突破百冊，今後也預定舉行座

談會和電影欣賞會等活動。另

外，在僑會和駐處齊心努力之下，也促成

了靜岡天竜二俣扇型車庫、天濱線、濱名

湖和彰化扇型車庫、集集線與日月潭締結

友好交流協定。

　當天會場外，駐橫濱辦事處也特別設置

了臨時的行動

領務服務處，

為靜岡僑民解

答僑務和大家

關心關於回台

學中文的申請

事宜等問題。

【埼玉／採訪報導】埼玉縣台灣總會於

１０月３０日舉辦中華民國１０５年國慶

節祝賀會，暨第３回台灣 ‧ 日本國際文化

交流懇親會，邀請參議員西田實仁、亞東

親善協會會長大江康弘和日本中華聯合總

會會長毛友次等人出席，此外，會場邊也

設置日本茶道、台灣茶藝和日本盆栽等展

示區，讓與會的賓客可以體驗文化交流。

　會長周東寬致詞表示自己是台灣出身，

更是國際人，重視台日交流，以先輩前進

打造的台日友好關係為基礎，透過文化促

進交流為埼玉縣台灣總會的使命。他也強

調在日華僑

做好國民外

交，一起團

結打響台灣

的名號是大

家的責任，

透過文化交

流是最好的友好表現，希望有更多人可以

知道台灣與日本的友好關係。

　駐日代表謝長廷除了向長年致力於促進

台日關係的埼玉縣台灣總會表達謝意，也

重申總統蔡英文重視與日本的關係，兩國

【神戶／採訪報導】神戶華僑總會於１０

月５日舉辦國慶晚會，安排由僑委會贈送

的３尊三太子在入口迎接賓客到訪，當天

儘管天氣預報颱風逼近，但許多與台友好

政界人士、僑界領袖和留學生仍熱情到場，

一同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會長陸超表示今年是國父孫中山１５０

歲誕辰紀念年，計畫於１１月１２日國父

誕辰紀念日當天舉辦從位於「舞子」的孫

文紀念館走到總會會館所在地「三宮」的

健行活動，將號召百人參加，歡迎大家共

襄盛舉。陸超也提到目前台日關係處於良

好狀態，期

盼大家共同

維護，讓兩

國的羈絆更

加粗壯，延

綿不絕。

　日台親善

兵庫縣議會議員聯盟會長原吉三介紹兵庫

縣與台灣所做的各項交流，並強調兵庫縣

希望聯繫台日兩國情誼從地方做起，擴大

到全日本各地，日華親善神戶市議員聯盟

會長安達和彥也提到兩國人民互訪往來，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中華總會於１０

月４日在大阪市內盛大舉辦中華民國建國

１０５年雙十國慶晚會，邀請駐大阪辦事

處處長陳訓養、大阪府日華親善協會會長

松本利明、大阪市議會副議長花谷充愉、

大阪市議會日台友好議員聯盟會長永井啓

介、大阪日華親善協會會長古市實、東京

華僑總會會長蘇成宗、京都華僑總會會長

魏禧之和神戶華僑總會會長陸超等賓客到

場，近５００人出席，場面盛大。

　該會會長洪勝信致詞時先是說明武昌起

義和雙十國慶的由來，並引用近年人員往

來現況說明目前兩

國關係呈現最好的

狀態。洪勝信表示大阪中華總會今年迎接

創會７０周年，感謝前輩先賢努力打下根

基方有今日，今後大阪中華總會也將傳承

華僑先進的精神，繼續為僑民福祉、為提

升台日雙邊友好關係竭盡心力。９月底甫

抵任的駐處

長陳訓養則

推崇大阪中

華總會愛鄉

愛國，在推

動僑務、促

進台日關係

【千葉／採訪報導】千葉縣中華總會於

１０月９日舉辦國慶晚會，邀請當地官員

和民意代表等政經人士和當地僑民到場參

加之外，東京和橫濱等地的僑團領袖也出

席聲援。該會會長濱岡禎雄表示台日民眾

情誼深厚，台灣政府對日也有羈絆與信賴，

因此為兩國人民構築合作關係是非常重要，

未來希望可以加深雙方關係，盼台日友情

能跨越時代，持續友好關係。

　應邀出席的駐日代表處副代表張仁久表

示總統蔡英文當選後，日本各界有很高的

評價，此次就有２４０位日本國會議員和

賓客，前往台灣參加國慶慶祝活動，顯示

台日友好關

係 非 常 深

厚。 晚 會

上，主辦單

位則安排抽

獎活動，在

各僑團會長

的提供下，

幾乎是人人有獎，最後千葉縣中華總會幹

部則上台獻唱，盼藉由這首東日本大地震

復興重建的應援歌曲《花は咲く》，喻涵

日後僑會在僑務和台日關係上也能繼續努

力，讓未來前景更加美好的心願。

【京都／採

訪報導】京

都華僑總會

於１０月５

日舉辦中華

民國１０５

年 國 慶 酒

會，邀請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日本

眾議員田中英之、京都府議會議長暨日台

親善議員聯盟會長植田喜裕、京都市日台

親善議員聯盟會長小林正明和京都市長門

川大作等多位當地政要、僑胞與留學生，

逾２００人齊聚慶祝。

駐處處長陳訓養表示

京都華僑總會將活動辦得很熱鬧、成功，

展現僑民對國家的向心力和愛國心，會中

包括京都市長和府議長等政要蒞臨，更顯

示出京都華僑總會與當地政府關係良好。

　京都華僑總會會長魏禧之在會中則報告

今年５月會同京都府議會、市議會議員和

日台親善協會及京都華僑總會成員訪台成

果，他提到台南市有意與京都市締結姊妹

城市，因此呼籲與會賓客和僑界人士一同

推動，讓城市風情相近、同為古都的京都

市與台南市關係能更上一層樓。

【名古屋／採訪報導】留日名古屋華僑總

會於１０月８日舉辦國慶晚會，邀請眾議

員鈴木克昌、愛知縣日台交流協會會長重

富亮、名古屋市議日台議員聯盟會長藤田

和秀、前參議員荒木清寬和駐大阪辦事處

處長陳訓養等人出席與會，進行交流。

　名古屋華僑總會會長邱文揚表示發生東

日本大地震後，台日關係日益友好，像早

先日本桌球選手福原愛和台灣選手江宏傑

共結連理的喜事，也可視為台日友好關係

更上一層樓的契機。眾議員鈴木克昌則表

示至今無法忘記東日本大地震時，台灣全

體 上 下

募 款，

提 供 物

資 援 助

災區的善心，他也提到曾任行政院長的謝

長廷派任到日本擔任駐日代表一職，足見

台灣相當重視日本，因此日方也應該要珍

惜這份心意。

　會後接受採訪的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

養表示，祝賀會上聚集多位國會議員和市

議會議員，且對於當地的日台交流協會過

去３０多年不斷為台日交流貢獻心力，感

【山梨／採訪報導】山梨台灣總會於１０

月３０日舉辦慶祝國慶活動，除了當地僑

民總動員之外，山梨地區的國會議員、民

意代表和地方首長等多人出席，顯現山梨

華僑平日與地方互動的努力，使得地方各

界對於台灣華僑對山梨貢獻的肯定。

　會長余麗玉表示山梨華僑致力成為山梨

與台灣的交流橋梁，今後也會為加強台日

在文化、經濟等各方面友好關係而努力。

應邀到場的駐日副代表郭仲熙表示台灣國

際處境困難，但只要跟日本合力，世上沒

有渡不過的難關，希望藉著大家的力量，

繼 續 為

台 日 關

係努力。

　 會 中

安 排 日

本太鼓、

三 味 線

的表演，總會舞蹈團演出山地舞和日本演

歌等，讓與會賓客可邊享用美食，邊欣賞

演出。壓軸演出則請到台灣藝人狄鶯表演

《阿嫂》等人氣歌曲，台下賓客隨著樂曲

舞動，炒熱現場氣氛。

【那霸／綜合報導】琉球華僑總會於１０

月９日在那霸市內舉辦「中華民國１０５

年雙十國慶祝賀會」，會上包括駐那霸辦

事處處長蘇啟誠、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和

眾議員西銘恒三郎等人皆出席參加，逾

３００人一起慶祝雙十國慶。

　會長張本光輝表示今後將繼續致力推動

台沖間經濟、觀光、文化和體育等各項交

流，盼大家給予支持，駐處處長蘇啟誠則

介紹政黨輪替後的政經情勢和兩岸關係現

況，並以台沖間人員互訪、經濟、青少年

和體育等交流情形說明當前雙邊關係。沖

繩縣知事翁長雄志表示台沖關係密切宛如

兄弟般的情誼，雙方在各領域的交流蓬勃

發展，去年訪沖台灣人已逾５０萬人次，

對促進沖繩觀光發展貢獻良多。眾議員西

銘恒三郎則提到７月曾至石垣市參加前總

統李登輝的

演講，獲益

良多，且贊

同李登輝的

看法，認為

今後沖繩應

與台灣在資

千 葉 縣 中 華 總 會 盼 加 深 台 日 羈 絆 信 賴

京都華僑總會籲推動台南與京都結緣

名古屋華僑籲深化台日交流

山 梨 台 灣 總 會 促 進 台 日 交 流 獲 肯 定

琉球華僑總會慶雙十　廣邀當地政經僑各界人士促交流

橫濱國慶酒會嘉賓雲集

靜岡僑民與日本友人同歡慶雙十

埼玉縣台灣總會促進台日文化交流為使命

神戶華僑邀各界參加紀念國父１５０歲誕辰健行活動

大阪中華總會續傳承華僑精神促台日友好

左起為駐橫濱辦事處處長粘信士伉儷、

駐日代表謝長廷伉儷與橫濱華僑總會會

長羅鴻健伉儷，登台與舞獅合影

靜岡縣台灣總會會長鄭裕光致力

僑務承先啟後

會長周東寬率領賓客一起唱歌，炒

熱現場氣氛

會長陸超（前排左１）和駐處處長陳

訓養（前排右３）與日方政要合影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表示將傳承

華僑先進的精神

千葉華僑總會濱岡會長希望加深構

築台日關係

京都華僑總會歡慶中華民國１０５

年生日快樂

名古屋華僑總會盛大舉辦國慶晚會

山梨僑會幹部與副代表郭仲熙高呼中華

民國萬歲

琉球華僑總會會長張本光輝致詞，

盼與會人士支持台日交流

文未
走完

文未
走完

文未
走完

文未
走完

文未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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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未走完

文未走完

【大阪／採訪報導】為慶祝創校７０周年，

大阪中華學校於１０月２日舉辦文化祭，

各年級學生輪番上陣演出，家長們則擺攤

販賣家鄉美食，還有跳蚤市場和遊樂區，

全校歡喜迎接來賓、退休教師和歷屆校友

返校一同為大阪唯一的中華學校慶生。

　文化祭當天，活動在駐大阪辦事處處長

陳訓養敲鑼後，正式揭開序幕。中學生明

亮、動感的旗舞後，六台大鼓登場，舞獅

隊帶來精采的「鳴鼓獅哮齊震天」，幼幼

班學生臉上則畫上可愛的彩繪、胸前掛著

鈴鐺，變身哆啦Ａ夢出場，各年級使出渾

身解數，或舞或唱，展現各班老師及巡迴

文化教師指導的成果，贏得到場來賓和家

長的掌聲。

　裏千家茶道老師浜田宗富帶領弟子到場

設置茶道教室，在具紀念意義的文化祭活

動上進行文化交流。

　第一次造訪大阪中華學校的新任駐大阪

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對老師們平日的指導表

示佩服，他認為大阪中華學校學生非常有

禮貌，華語也說得好，特別是高年級的同

學們在演出中的發音非常標準。

　家長會會長鄭淳心表示大阪中華學校能

有豐收的今日，要感謝僑委會、駐大阪辦

事處、理事會和大阪中華總會及僑界所有

【東京／採訪報導】中華民國留

日東京華僑總會（簡稱東京華僑

總會）為慶祝成立７０周年，於

１０月２２日在東京都內舉辦晚

會，該會會長蘇成宗邀

請駐日代表謝長廷、與

台灣友好的日本政要、

議員和各僑團領袖等逾

百 位 人 士 出 席。 謝 長

廷表示過去人說「人生

七十古來希」，但現在

是「人生七時才開始」，

他希望僑會展望未來，

走向８０年、９０年，

永續為在日僑民服務。

　應邀出席的亞東親善協會會長

大江康弘等政界人士則紛紛表示，

總統蔡英文當選後台日關係更好，

華僑為兩國外交貢獻，功不可沒，

此外，前眾議員海江田萬里更以

中文致詞，展現對華僑的重視。

　主辦單位安排華僑團體接力登

台表演，舞獅演出帶動台下氣氛，

大家都搶著讓舞獅摸頭，祈求日

後運氣更好，謝長廷也上台和大

家合唱《愛拼才會贏》，表示跟

華僑一起拼外交的決心。７０周

年大會慶祝活動隨著大家的歌聲

結束，但也代表著第７１個年頭

的開始，為在日僑民、台日關係

繼續打拼，續為僑會寫下下一個

７０年的輝煌歷史。

【東京／採訪報導】日本華緣會

於１０月２１日舉辦第２次會員

聚會，邀請會員一起品嘗紅酒搭

配羊肉料理，促進會員親睦，該

會會長賴浩生表示希望藉由這個

平台，讓台日友人能輕鬆交流，

認識新朋友也擴大人脈。活動當

天，日本僑領，東京媽祖會董事

長詹德薰也特別撥冗出席，詹德

薰也勉勵年輕僑民要多加互動，

活化台灣華僑社會。

　華緣會每次以美食為主題，帶

動日本人跟在日台灣人的友情，

該會會長賴浩生希望打造一個不

同於其他僑社的團體，他也邀請

詹德薰擔任名譽會長，盼下次舉

行年末餐會時，會員可以介紹更

多朋友參加，擴大華緣會的規模，

也讓喜歡台灣的日本人有更多跟

台灣人交流的機會。

【千葉／綜合報導】日本千葉台灣商會於

１０月８日召開第３次理監事會議並進行

青年部新任部長的任命儀式，該會會長濱

田裕子肯定青年部在副會長鍾幸昌的指導

下，自主舉行會議，成立選舉委員會進行

選舉，新任青年部部長游禮陽則表示日後

將全力與執行部配合，共同為千葉台灣商

會努力。

　當天在會議中也報告近３個月該會活動

內容，展現商會充沛的活動力，理事侯麗

琴表示參與商會不僅能學習到很多知識，

接觸商機，更感覺自己變年輕了，產生和

商會一起活動的動力，另外，正式獲任命

的青年部部長游禮陽則表示將團結青年部

一起和母會奮鬥。與會的駐日代表處僑務

組秘書宋惠芸除了感謝該會會長濱田裕子

在地方商會的努力和對僑務組的支持，她

也勉勵商會年輕會員，在前輩的帶領下學

習，為僑界注入活力。

　千葉台灣商會近期和千葉縣廳、白井市

和千葉縣市議員們互動頻繁，副會長鍾幸

昌指出，日本政府、企業都有一套既定的

原則，作法安全但也是造成無法創新的原

因。他認為商會在日本文化的原則下，由

下至上提出提案，層層推進，雖然速度慢

卻是最有效的辦法。濱田裕子則表示台商

會體系在日本各地區橫向發展頗為健全，

相較之下各商會與當地政府的縱向發展顯

得薄弱，希望能從千葉開始累積經驗，盼

全日本各地的台商會都能被當地政府看見

並重視，使商會更具力量，發揮商會存在

的目的及意義。

【大阪／採訪報導】由大阪市浪速區主辦

的「ＮＡＮＩＷＡ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ＹＯＩＣＨＩ２０１６（浪速河邊夜

市）」於１０月７日、８日在湊町河邊廣

場熱鬧舉行，現場除了２０家浪速區餐飲

業者之外，關西台商會青商部、復興航空、

台灣小吃１６８等業者和團體也應邀到場

出攤，推廣台灣美食及觀光，留學生李芃

和徐綾遙精彩的二胡演奏也成為注目的焦

點。

　浪速區活動負責人表示大阪中華學校座

落浪速區內，而台北的士林區內則有台北

市日僑學校，去年１０月浪速區進一步和

以「夜市」聞名的台北市士林區締結友好

交流，再加上地區活性化和夜晚能安心安

全生活等也是浪速區行政重點之一，因而

希望仿效士林夜市，為浪速區的夜晚增添

魅力、注入活力，吸引更多觀光客前來。

　關西台商會青商部在元氣茶房的協助下，

賣起最具代表性的茶葉蛋、魚丸湯、豬腳

和豆花等台灣美食，台灣小吃１６８也準

備販售小籠包、水餃和蘿蔔糕等台灣美食。

這兩個代表台灣的攤位生意源源不絕，入

夜後更是大排長龍，道地的口味讓曾造訪

台灣的日本民眾讚不絕口，而沒到過台灣

的民眾則表示有機會一定要去台灣大吃一

頓。

　青商部部長陳相宇盼透過活動增加台灣

能見度，讓日本民眾更加認識台灣，台灣

小吃１６８老闆娘林壽美子也表示很高興

台灣夜市能得到日本重視，更榮幸能以最

用心、正統的台灣料理與日本民眾交流，

希望到場的民眾能感受台灣的熱情，前往

台灣觀光，品嘗真正的台灣美食。

【大阪／採訪報導】駐大阪辦事處於９月

２８日教師節舉辦餐會，感謝大阪中華學

校教師平日為僑教奉獻的辛勞，處長陳訓

養代表駐日代表謝長廷頒贈教師節賀禮，

同時也代表僑務委員會頒發感謝狀給捐款

支持僑校發展的理事長羅辰雄和頒獎狀給

任教滿２０年及１０年的教師蔣雪齡、程

亦華和蔡世容。

　陳訓養在會中先是代表政府向在海外第

一線教學的教師們致最高敬意和謝意，並

期許各位教師在未來面對更嚴峻教學工作

挑戰時，不忘培養學生具有中華文化的素

養，未來更能發揮能力對社會有所貢獻。

大阪中華學校理事會理事長代行洪勝信則

代表理事會祝賀老師們佳節愉快，盼全體

老師可以繼續齊心努力，讓大阪中華學校

在教學和口碑各方面能贏得更多的認同，

讓校務發展越來越好。

　大阪中華學校校長陳雪霞強調沒有僑校

就沒有僑教，沒有僑教就沒有最完整的華

僑，沒有華僑便辦不成外交，各個環節息

息相關，更顯得僑校任重道遠。陳雪霞以

座右銘「道重師尊」勉勵老師們，師道必

先尊嚴，方能贏得各界的尊重，大阪中華

學校在風雨飄搖中一路走來，今年創校滿

７０年，有許多年輕的生力軍加入教師陣

千葉台商結合青年活力與當地政府往來強化縱向交流 大阪浪速區河邊重現台灣夜市風情台灣小吃賣翻天

大阪中華學校文化祭　歡慶創校７０周年

駐大阪辦事處舉辦教師節懇親會　感謝傳道授業師恩

東京華僑總會慶７０周年　謝長廷期許永續經營為僑民服務 華緣會邀詹德薰任名譽會長　擴大台日交流圈

日本千葉台灣商會召開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駐日代表謝長廷跟僑胞一起上台演唱《愛拚才會贏》

華緣會長賴浩生（右）邀詹德薰

擔任名譽會長

關西台商會青商部成員熱賣茶葉蛋、豆花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與各界嘉賓到校同賀創校

７０周年

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家族

成員分別住在不同國家的

大有人在，雖然科技進步讓

家人平日連絡不覺得隔閡，

然而一旦親人過世，要跨越

國界繼承遺產就會發生許

多困難，本事務所最近就遇

到許多繁複的繼承程序，連

同日本對於繼承遺產的規

定，介紹其一端：

　例如，親人過世後為了掌

握所有可能存在的遺產繼

承人，就要追溯此人一輩子

的軌跡，也就是要蒐集從出

生到死亡的所有戶籍謄本

與住民票。

　雖然日本現在的戶籍制

度相當完備，但在追溯某人

從出生到死亡所有曾居住

過的地方時，還是會遇到許

多阻礙，尤其若牽涉到二戰

後的混亂時期，有些台灣出

生的，或曾在台灣住過一段

時期…的人，因為本人和子

孫可能都已經歸化為日本

國籍，不太可能回台灣去申

請戶籍謄本，過程中就會因

為遇到種種困難而卡住。

　還有就是遺產可能也包

括一些海外的資產，關於不

動產的繼承規定是比較單

純的，先依不動產所在國家

的規定申報遺產稅，但仍要

注意許多國家其實是沒有

遺產稅的，所以大部分遺產

都還是要先調查所在國家

的規定才會知道。

　這些繼承遺產時可能遇

到的困難，都需要花相當的

時間逐一解決，因此還是希

望大家都能未雨綢繆，先把

自己的資產都列出清單，先

寫遺囑，盡可能避免這些問

題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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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繼承遺產的困難
《本專欄內容由黑澤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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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長邱建富訪那霸 
進 行 市 政 交 流

【東京／採訪報導】東京媽祖廟於

１０月９日，農曆９月９日媽祖成

道日當天舉行團拜，同時慶祝東京

媽祖廟建廟３周年，由該廟董事長

詹德薰、代表連昭惠和數十位旅居

日本的僑民和日本信眾到場，詹德

薰在會中也宣布東京媽祖廟經過３

年的時間，將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

宗教法人申請，隨後連昭惠也表示

在正式通過宗教法人之後，東京媽

祖廟所屬的媽祖功德會內的善款將

依循媽祖指示，投入幼兒教育，將

了解幼兒教育的一般財團法人三和

德育會理事長松村勳一起建設育幼

院，教育英才。

　９日當天，由東京媽祖廟董事長

詹德薰帶領信眾，依循古禮參拜，

隨後，詹德薰致詞時則談到自己從

不懂得拜拜到協助建廟至今３年，

看見許多人事物的因果應證，因而

深信媽祖的慈悲靈感，而今順利

迎接建廟３周年，除了將正式申請

宗教法人之外，他也證實日本文化

廳經過這３年的視察，了解東京媽

祖廟的正當性，相信應該可以順利

獲得認證。詹德薰也表示在正式法

人化後，將是媽祖要大顯神威的時

候，期盼媽祖可以帶領東京媽祖廟

走到下一個階段。

　媽祖廟代表連昭惠也在現場公

布，媽祖廟下一步將在東京成立３

家以上的幼兒園，教導小朋友從小

有慈悲心，把媽祖慈愛的精神散播

到日本各地，連昭惠表示這是經過

媽祖指示，會和了解幼兒教育的松

村勳一起合作，在通過法人資格後

開始進行，預計將功德會內４、

５千萬日圓全部投入，在明年春天

或夏天開始尋找東京都內的地點。

　現場則有許多信眾提供葷、素食

餐點，道地的台灣口味，讓到場參

拜的民眾吃得津津有味，滿足大家

的思鄉味蕾。長年旅居日本的僑民

永田悅敏在東京媽祖廟落成後，經

常到廟裡參拜，她表示東京媽祖廟

對僑民來說就像是個大家庭，像是

現場吃到的素食，都是信眾大德捐

獻的，可以捐獻功德也代表著他們

都是有能力的人，這也成為自己的

目標之一。永田也希望在日的華人

可以帶著日本友人一起到東京媽祖

廟了解媽祖文化和台灣的文化，相

信可以對自己有所幫助。

【札幌／採訪報導】成立２年的北

海道華僑總會於１０月７日舉辦會

員大會，駐札幌辦事處處長陳桎宏

特別撥冗出席，感謝會長吳達仁的

貢獻，並盼僑會多與地方友台團體

接觸，擴大僑民與北海道地方的互

動。

　原以為任期已滿需改選的會長一

職，當天經過確認總會章程後，確

定現任會長吳達仁尚有１年任期，

逾８０歲高齡的吳達仁也表示願意

繼續承擔會務重任，團結北海道僑

民，支持政府並將多辦活動，聯繫

大家感情。此外，該會也邀請留學

北海道的學生出席會議，盼未

來他們能成為僑界的生力軍，

讓僑團活動年輕化。

　北海道華僑總會雖然人數

不多，但與駐札幌辦事處配

合，每年參加雪祭活動，舉辦

新入留學生歡迎會和華語演

講比賽等活動，對推動僑務與地方

互動貢獻良多。吳達仁表示當地有

許多結婚或是在當地就業、創業的

僑民，雖然不見得都在札幌，但該

會也盡力協助提供諮詢，吳達仁盼

能在大家有空的時候，集合僑民舉

辦年末餐會，聯繫彼此的感情。

　吳達仁也提到在政權輪替之後，

對國家的未來更抱希望，他表示，

「盼在總統蔡英文的領導下，台灣

僑民未來在日本，不論在哪裡都能

抬頭挺胸，受人重視，讓日本人知

道我們是來自令人尊敬，自由民主

的台灣。」

【東京／採訪報

導】傑人會世界

總會總會長陳天

汶日前率團到東

京進行交流，和

即將接任世界總

會長一職的現任

世界總會副會長謝張芳珠，以及日本會員進行交流。陳天

汶盼謝張芳珠可以發揮在日本的經驗，擴大傑人會活動，

發揚傑人會的倫理助人宗旨。

　日本總會為歡迎陳天汶一行人的到訪於１０月２４日設

宴款待，陳天汶在會上致詞勉勵會員們繼續發揮傑人精

神，而應邀與會的駐日副代表郭仲熙則希望台日傑人會可

以繼續為台日交流努力。主辦單位也安排鋼琴演奏、日本

傑人會女會員登台演唱，東京傑人會的會員也輪番上台表

演聲樂和蒙古馬頭琴演奏等精彩表演，炒熱現場氣氛。

　最後，謝張芳珠帶領日本總會所有幹部上台，感謝總會

及各分會訪日，對活動的支持，日後謝張芳珠接任世界總

會長一職，盼除了擴大傑人會活動，也希望可以吸收更多

有心服務，回饋社會的企業家加入傑人大家庭，讓傑人會

真正走向世界，為世界服務。

【那霸／綜

合報導】中

琉文化經濟

協會由該協

會名譽理事

長蔡雪泥、

理事長趙文

瑜 等 人 率

團，於１０

月 ６ 日 至

８日造訪沖

繩，並出席７日由駐那霸辦事處主辦的國慶酒會。

　訪問期間，蔡雪泥等人在駐處處長蘇啟誠的陪同下，於

６日拜會沖繩縣副知事安慶田光男，安慶田對於蔡雪泥長

年來致力與沖繩交流，獲頒第一號民間大使，表示敬意與

謝意，並談到自己出身石垣島，過去曾與旅居當地的台灣

僑民密切往來，且母親也曾旅居花蓮５年，對台灣有特殊

的親切感。蔡雪泥則表示中琉文化經濟協會２年後將成立

屆滿６０年，盼邀請副知事訪台出席相關紀念活動。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創立於１９５８年，長期從事台灣與

沖繩文化、經濟、農林水產等交流事業。

【那霸／綜合

報導】彰化市

市長邱建富日

前率團訪問沖

繩，在日本台

灣商會聯合總

會總會長新垣

旬子和駐那霸

辦事處處長蘇

啟誠陪同下，

於１０月２０

日拜會那霸市市長城間幹子，進行市政意見交流。

　彰化市長邱建富表示此次訪沖觀摩沖繩環保相關單位，

拜會市長進行意見交換，希望能做為以後施政的參考。那

霸市長城間幹子表示那霸市主要產業為觀光等服務業，

利用定期舉辦大規模活動，如５月划龍船、１０月大拔河

和首里城祭及１２月那霸馬拉松賽等方式吸引觀光客，其

中超過３萬人參加的馬拉松賽中，台灣便有數百人參加。

聽聞那霸馬拉松賽事成功舉辦的案例，邱建富表示今年彰

化市也首度舉辦八卦山馬拉松賽事，參加人數僅３０００

人，他認為那霸市的作法應值得借鏡。

【東京／採訪報導】日本台醫人

協會於１０月１６日邀請中國異

議人士曹長青在日本進行演講，

面對網路上發起以台灣名義參加

２０２０東京奧運的連署活動，

曹長青表示在目前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都

對台友好的狀況下，台灣應加緊

腳步，爭取正名，將台灣列為代

表對的名稱中。

　流亡美國２６年，著名的中國

異議人士曹長青，長年在媒體上

對台灣政經現況發表看法，這次

他應邀到日本進行演講，對日本

明治維新提出不同解讀，他認為

當時「脫中」的做法，值得現在

台灣學習，而脫中之後應走向英

美的民主，尊重個體的社會制度。

　對於總統蔡英文提出兩岸目前

「維持現狀」的做法，曹長青則

表示不認同，他認為應該勇敢跨

出去，就如之前出訪簽名「Ｐｒ

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

ａｉｗａｎ」一樣，不用懼

怕中國打壓，往前進，讓國

際知道台灣是台灣，中國是

中國。

　儘管目前台灣政經情況劍

拔弩張，蔡英文民調下滑，

但日本台灣僑民都為總統感

到委屈，曹長青則認為以過

半的選票為後盾，蔡英文應

該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不能因為利益糾葛而暫緩步

伐。曹長青表示就像過去自

己在電視上發表關於兆豐銀

行案，越深入就越了解涉案

層級之高、之廣，不果斷處

理，只會讓人民失去信任。

　現場有僑民提問對於大陸的文

攻武嚇，台灣人應如何面對，

曹長青表示在海外的台灣人該

邁出一步，為國家爭取尊嚴，

２０２０年的東京奧運，許多日

本友人都支持以台灣名義參加的

連署，在日台灣僑民更應該帶動

身邊的日本親友加入連署，讓台

灣在２０２０年的奧運被世界看

見。

東京媽祖廟建廟３周年　法人成立後將設立育幼院辦學

北 海 道 華 僑 總 會 舉 辦 大 會
盼續擴大僑會在北海道影響力

傑人會世界總會長陳天汶率團訪日
謝 張 芳 珠 將 接 棒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組團訪沖 
與 沖 繩 縣 府 交 流

曹長青東京演講　籲台灣正名參加東京奧運

東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薰帶領信眾參拜

北海道華僑總會會員大會

左起為，一般財團法人三和德育會理事長松村勳、

東京媽祖廟代表連昭惠和東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薰

在會中宣布東京媽祖廟將進入下一個階段

東京媽祖廟慶祝建廟３周年，

有２、３０位信眾到場參加 信眾大德也提供葷食供大家分享食用

日本台醫人協會會長大山青峰（右）

邀曹長青前來東京演講

在日台僑踴躍出席曹長青演講會

那霸市市長城間幹子市長（右５）與彰化市市長邱

建富市長（左５）、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處長

（右４）及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新垣旬子

（右３）等一行合影

傑人會全體出席東京活動會員合影

沖繩縣副知事安慶田光男（前排右４）與中琉文化

經濟協會名譽理事長蔡雪泥名譽理事長（前排右

３）、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第２排右３）暨

訪團一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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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台灣優質產品

及專利產品拓銷團在結束福岡和大

阪的商談會後，９月３０日來到日

本最後一站東京，此次共有７７家

業者帶著多項專利商品前來參展，

包括家庭日常生活用品之外，最大

的特色就是增加了近年受到矚目的

ＩｏＴ相關業者和提供數位智能設

計和相關商品，外貿協會承辦拓銷

團的專員李哲賢便表示這能凸顯台

灣商品具有這些智能設計和功能特

色，能讓生活更加「ＳＭＡＲＴ」。

現場則吸引到電器通路商ＢＩＣ　

ＣＡＭＥＲＡ、藥妝通路業者松本

清張、三井商事和ＳＯＦＴＢＡＮ

Ｋ等日本知名企業到場參加，促成

現場商機２５４﹒３萬美元，後續

商機５﹐９５８﹒５萬美元，外貿

協會預估此次洽談會將達成超過

８０００萬美元商機。

　台日間企業合作相當熱絡，日本

是台灣第２大貿易夥伴國，也是政

府在加強協助廠商拓銷時的重點市

場，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副處長左

惟達便表示台灣企業對品質的要求

和靈活度的配合，都是日方跟台灣

企業交流最信任的原因。李哲賢則

認為因為中國大陸工資高漲，成本

隨之升高，然而台灣的商品不僅品

質穩定，東西相對也便宜，因此可

預見應該可以拿下不少訂單，這對

台灣業者來說比較有優勢。

　首次參展奧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會場上展示該公司推出的開放移

動健康ＡＰＰ，將手機結合低周波

針灸或是拔罐等服務，讓民眾可以

在家進行居家保養保健。該公司總

經理王基旆表示這項服務便是利用

ＩｏＴ的概念，將硬體變成線上裝

置，直接提供使用者服務。奧樂科

技可配合客戶需求製作晶片，提供

ＡＰＰ平台，讓業者的服務線上

化，未來透過ＡＰＰ平台，使用者

甚至可以直接向製造端購買服務，

省略中間透過供應商的步驟，提高

服務的價值。王基旆也提到目前已

在中國和美國兩地有合作的夥伴，

因為不了解在日本有沒有發展機

會，因此特地參展來尋找答

案，希望可以找到合拍的合

作夥伴一起拓展日本商機。

　另外，像是台灣與日本都關注的

長期照護產業，參加拓銷團十數次

的歐森科技有限公司為了日本高齡

照護，這次便帶來照護時可使用的

呼叫系統，無論是針對居家或是大

型福祉機構都可以使用，在攤位上

便看到有不少日本業者前來洽談，

該公司部長周明輝表示因為日本業

者對台灣商品有信心，信賴度高，

再加上雙方的想法比較接近，所以

只要建立起良好關係，就可以維持

長期穩定的商業關係。

　到場參加的電器通路商ＢＩＣ　

ＣＡＭＥＲＡ人員表示台灣產品的

創新能量是讓他持續到場參觀的主

因，價格便宜與否非主要考量，面

對其他公司的競爭，需要尋找新產

品來吸引消費者，而台灣商品是非

常好的來源。另外，代表西松屋到

場的業者也表示台灣業者多是從原

料、加工到成品一條龍生產模式，

相較中國大陸原料、加工和成品

業者分立，容易在生產階段發生問

題，因此與台灣業者合作較令人放

心。

　近年拓銷團以福岡、大阪和東京

等地為主舉辦商談會，左惟達表示

未來也不排斥前往其他城市進行拓

銷，會考量舉辦城市所在的地區進

口商品特性，來調整拓銷團的規模

和產業。參展的業者也期待有機會

可以到其他城市地區進行商談，拓

展商機。

6 台日交流

台灣優質產品及專利產品拓銷團於９月３０日

在東京舉辦商談會，共７７家台灣業者參加

歐森科技推出居家照護呼叫系統，同時也有提供

福祉單位使用，可對應多人數的商品現場有許多日本業者到場洽商
奧樂科技總經理王基旆介紹自家推出的保健相關

ＡＰＰ，透過手機就可進行穴道按摩、針灸和拔罐

藝術展示和演出，將繁忙的六本木

街道變成你我兒時在公園、空地或

是路旁，隨意發現有趣的地方，成

為和朋友玩耍的遊樂園，因此主辦

單位希望參加的民眾可以重拾樸實

的童心，透過親眼見、親耳聞、親

自體驗藝術，重新感受。

　主會場由日本藝術家名和晃平打

造重力、空間和生命關係性的雕刻

作品《Ｅｔｈｅｒ》和象徵在東京

徬徨的「迷路的鹿」在六本木廣場

展區相遇，增添魔幻的氛圍，而來

自法國的表演團體Ｃｏｍｐａｇｎ

ｉｅ　ｄｅｓ　Ｑｕｉｄａｍｓ的

《Ｆｉｅｒｓ　à　Ｃｈｅｖａｌ》

或是由藝術家平本瑞季帶來的快閃

人體「壽司秀」等演出，也不時在

六本木地區演出，隨時讓都會的一

角成為藝術的表演舞台，呼應今年

藝術夜的主題，將六本木變成藝術

的遊樂園。

【東京／採訪報導】去年以描述台

灣１９７０年代為故事背景的小說

《流》獲得日本文學大獎直木賞的

旅日作家王震緒（筆名東山彰良），

日前再度以新作《罪的終結》（暫譯，

原書名：罪の終わり）獲得第１１屆

中央公論文藝賞，１０月１１日王震

緒特別帶著全家出席頒獎典禮，駐

日代表謝長廷和台灣文化中心主任

朱文清等人也到場祝賀。

　中央公論文藝賞是為慶祝中

央公論新社創業１２０周年，於

２００６年設立的文學獎，由於作品

選考方式非以公開應募的方式進

行，而是從各出版社從去年７月至

今年６月出版的作品中自行進行選

考，因此連王震緒在面對台灣媒體

採訪時也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所

以在編輯告知得獎時，令他相當驚

訝。

　《罪的終結》是王震緒早先出版

的《黑騎士》的前傳，故事舞台設在

未來的美國，在世界滅亡後，故事

主角慢慢地神格化，進而討論新舊

價值觀之間的掙扎，選考委員之一

的日本作家鹿島茂在會中便盛讚該

作是難度相當高的作品，因為是在

前作已設限和有結局的前提下再發

展故事。

　王震緒致詞時則提到自己原來寫

作時並沒有什麼主題，後來才發現

自己原來想寫的是價值觀的相對

化，書中討論的正是過去的價值觀

和世界毀滅後的價值觀互相競爭比

較。王震緒表示自己從事寫作１３年

來，因為寫了這本書，第一次發現

今後可以繼續探討的主題，他認為

或許這個主題過去的前輩曾探討

過，自己只是站在他們曾走過的路

上，但這也代表了透過《罪的終結》

這部作品，自己終於可以站在作家

的起始點，因此很開心這樣的作品

獲得大家的讚賞。

　早先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時，王

震緒則透露了下一部作品正在連

載中，預計明年５月出版，講的是

２０１６年現在的美國發生了一件

連續殺人事件，犯人在美國被抓到，

身為犯人朋友的律師過去和犯人一

起在台灣長大的，因此故事舞台也

會拉回１９８４年代的台灣，王震緒

表示上一部作品《流》是以父親為

主角，時代設定在１９７５年，這次

想寫的是和戰爭、認同問題不太有

關係，單純的娛樂小說，將時代設

在與自己較靠近的１９８４年，是自

己比較了解的年代。

　王震緒的前作《流》今年６月在

台灣出版，被問到是否有人提議要

翻拍成電影，王震緒表示還不清楚，

但如果有的話，希望是台灣的導演

來拍，記者進一步問到是否請李安

拍，王震緒笑說「那是最好的，那是

好萊塢，不太可能吧。」

　當天會上同時也進行第５２屆谷

崎潤一郎賞，由作家絲山秋子以《薄

情》和作家長嶋有以《三的旁邊是

五號室》（暫譯，原書名為三の隣は

五号室）獲獎。

【東京／採訪報導】以「Ｚｅｎ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持續進化為主題的

華碩ＺｅｎＦｏｎｅ３系列手機及

ＺＥＮＢＯＯＫ３系列筆記型電腦

進軍日本，９月２８日在東京品川

舉行記者會。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親

自主持新品發表會，他強調華碩產

品不論是外型設計、材質、輕薄和

效能絕不輸蘋果系列。他認為今年

的ＺｅｎＦｏｎｅ３系列產品的高

品質，已經讓日本人對華碩的印象

改觀。

　記者會上，主辦單位邀請津輕三

味線演奏組合吉田兄弟登台演出，

傳統與現代前衛結合的三味線音樂

演奏，正好符合華碩提升傳統品牌

形象又追求創新的概念。會上，吉

田兄弟表示自己也是華碩手機的愛

用者，他們對於華碩在音樂播放、

攝影和錄影的機能讚譽有加，在音

樂創作時，便利的手機性能可以讓

創作更加分。

　去年５月起，日本政府開放手

機綁約限制，打開空機銷售市場

大門，華碩在日本的銷售成績也順

利衝出最高４成市佔率的成績，

２０１５年在日本ＳＩＭ　Ｆｒｅ

ｅ市場稱王，２合１電腦市場占有

率第一，並自２０１５年起持續蟬

連Ａｎｄｒｏｉｄ平板市佔率第

一，華碩認為這次推出Ｚｅｎ３系

列新品，可望再為日本市場推升一

波熱潮。

【東京／採訪報導】六本木藝術夜

（六本木ＡＲＴ　ＮＩＧＨＴ）於

１０月２１日起連續三天在六本木

地區進行各式藝術表演和展示，讓

藝術走進民眾的生活。台灣藝術家

在這場藝術盛會上也沒缺席，蔡坤

霖特別為六本木藝術夜量身打造作

品《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ｏｐｐｏｎｇｉ》被放置在人來

人往的街道上，特別醒目，吸引許

多民眾的矚目。

　蔡坤霖表示這次是特別為六本木

藝術夜打造全新的藝術品，他提

到六本木位在東京都心，

名字本身有著六顆樹的意

思，所以特別利用台灣的

排水管打造六顆樹，再加

上在台灣各地森林錄音取

得的青蛙、貓頭鷹和蟋蟀、

蟬叫聲等，一靠近就聽得

到大自然的聲音，而民眾

也可以透過水管聽到路旁

汽車聲或是人聲等聲音。

蔡坤霖用台灣大自然的聲音讓城市

裡的民眾放鬆，這樣的差異性，也

可以讓人比較有想像。

　到場應援的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

文清表示因為日本從現在開始要針

對２０２０東京奧運，展開一系列

的體育文化活動，而像六本木藝術

夜是每年都有近２００萬人參加的

大型活動，很高興台灣的藝術可以

在這樣的大活動中被看見。

　今年六本木藝術夜是以「六本

木，藝術的遊樂園」為主題，透過

華碩Ｚｅｎ３系列進軍日本可望蟬聯空機市佔率第１

六 本 木 變 成 藝 術 遊 樂 園
藝術家蔡坤霖帶著台灣大自然的聲音參展

王震緒新作《罪的終結》獲中央公論文藝獎　評審盛讚是高難度作品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左３）率領華碩主管

和嘉賓一起推薦新機

今年六本木藝術夜的主藝術家名和晃平將雕刻作品

放在六本木廣場上，增添魔幻氛圍

左起為作家長嶋有、絲山秋子和筆名為東

山彰良的旅日作家王震緒，出席頒獎典禮

王震緒以新作《罪的終結》獲頒第１１屆

中央公論文藝賞

來自法國的表演團體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Ｑｕｉｄａｍｓ

的《Ｆｉｅｒｓ　à　Ｃｈｅｖａｌ》
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左）

特別到場為台灣藝術家蔡昆霖應援

蔡昆霖為六本木藝術夜量身打造的作品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ｏｐｐ

ｏｎｇｉ》就放在六本木最熱鬧的街道上

駐日代表謝長廷（右２）和台灣文化中心主

任朱文清（右１）專程出席頒獎典禮，祝賀

王震緒獲獎（圖左１為王震緒母親的友人）

台灣商品拓銷團東京登場　吸引日本大廠到場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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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台灣時尚設

計師古又文今年再度獲東京時

裝周邀請，參加２０１７年春夏

時裝周展，這也是古又文第１０

次帶著同名品牌「Ｊｏｈａｎ　

Ｋｕ　Ｇｏｌｄ　Ｌａｂｅｌ」

登上東京時裝周，以充滿龐克風

格的新系列「Ｊｕｂｉｌｅｅ」

驚豔全場，展現不一樣的古又文

時尚哲學。

　向來從電影中尋找設計靈感的

古又文，這次從英國同志電影大

師德瑞克賈曼的作品《龐克狂

歡城》（Ｊｕｂｉｌｅｅ﹐　

１９７８）呈現出的１９７０年

代倫敦瘋狂頹廢街景和以咆嘯音

樂混雜著龐克青年歇斯底里的狂

歡景象中獲得靈感，並結合英國

攝 影 師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ｅｎｋｅｔｈ

透過鏡頭詮釋的英國風格轉換成

印花圖案，以及和英國前衛飾品

品牌一起合作，做出龐克風格的

飾品配件，增加服裝的味道，演

繹這次推出的２０１７年春夏系

列作品「Ｊｕｂｉｌｅｅ」的龐

克風格。

　過去古又文的秀上展現的男裝

不多，但因為獲得不少男裝顧客

的熱烈反應，希望增加男裝數

量，加上這次的主題是龐克，適

合發展男裝，因此古又文便在

這次的秀上展現更多的男裝作

品，古又文自己在面對媒體

時也笑說，這樣自己也

有很多衣服可以穿。

　此外，古又文也

表示這是他第一

次 挑 戰 龐 克 有

關 的 主 題，

同時和多位創作者一起合作，最

大的挑戰是要整合每個創作者的

風格，讓作品不只有創造性更要

有實穿性，看到成果其實還蠻滿

意的。古又文也坦承這次的龐克

主題和以往的品牌風格迥異，多

少會擔心大家的反應，但實際上

看到記者和大家的反應都是感到

新鮮和新奇，甚至有人在詢問展

售會的時程，想要購買，所以應

該還是不錯的發展。

　回顧過去，古又文提到第６次

參加東京時裝周時，作品登上Ｗ

ＷＤ美國版封面，這次第１０

次在東京時裝周作秀，嘗試把男

裝線擴大，同時對一般顧客推出

１１月預定，今年內便可收到春

夏新品，類似即看即買的服務，

算是回應了這個時代的潮流，不

停地往未來前進，讓品牌進化，

這對品牌而言也是個里程碑。

【東京／採

訪 報 導 】

２０１６東

京新人設計

師 時 裝 大

賞於１０月

１ ９ 日 登

場，業餘部

門有來自台

灣、韓國等

９個國家地

區，共６﹐

６７２件作品參與審查，最終僅２５件

作品通過審查，進入最後階段，其中包

括來自台灣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服

裝設計組學生陳盈嘉的作品「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ＥＦＦＥＣＴ」入選佳作。

當天包括同樣是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

系畢業的台灣設計師古又文也到場觀

賞，為學弟加油。

【東京／採訪報導】台灣設計師張

朔瑜獲選參加日本時裝設計師選

秀Ａｓｉａ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Ｃ

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簡稱ＡＦ

Ｃ），張朔瑜帶著自家品牌「Ｃｅ

ｃｉ」２０１７年春夏新作到現場

走秀。

　ＡＦＣ是由株式會社Ｖａｎｔａ

ｎ、株式會社ＰＡＲＣＯ為提拔時

裝界新秀而合辦的時裝秀活動，每

年會選出優秀的３個日本品牌，加

上從台灣、韓國與香港邀請獲選的

時裝品牌，一同參加隔年的紐約時

裝周，等於是幫助這些時尚界新人

登上嚮往的舞台。過去像是台灣設

計師吳日云的品牌Ａｕｓｔｉｎ﹒

Ｗ，和設計師莊承華的個人品牌Ａ

ｔｈｅｎａ　Ｃｈｕａｎｇ，以及

雙人組設計師張義宏和申子芹創立

的品牌（Ａ）ｃｒｙｐｓｉｓ等，

都曾幸運獲得

參加紐約時裝

周 的 門 票， 而

今年代表台灣

入選的則是張

朔瑜的品牌Ｃ

ｅｃｉ。

　今年ＡＦＣ

於１０月１６

日在東京惠比

壽 登 場， 當 天

進行１０個日本品牌的選秀之外，

同時也展示入選的台灣、韓國與香

港設計師最新作品，現場則吸引超

過７００位時裝學校學生或是相關

業界人士與媒體。代表台灣登台的

張朔瑜表示自己很幸運被選上，可

以回到紐約做發表示很開心的事，

所以很期待明年在紐約的秀。

　張朔瑜的品牌Ｃｅｃｉ是以城市

遊牧者為定位，所以作品中常見

優雅中帶帥勁的概念，透過垂墜飄

逸的設計詮釋慵懶舒適的感覺，這

次展出２０１７年春夏新作則是以

「森林漫遊」為主題，嘗試結合柔

軟、較女性的材質跟丹寧這類較粗

曠感覺的布料，間接呼應品牌優雅

率性的特色。日本評審團也讚賞Ｃ

ｅｃｉ是相當完整、成熟的品牌，

因此很期待看到品牌未來在時裝界

的發展。

　日本設計師山田龍之介和Ｓｔｅ

ｌｌａ　Ｈｕａｎｇ雙人組的「Ｒ

﹒Ｙ／Ｓ﹒Ｈ」、岡本大陸「Ｄ

ＡＩＲＩＫＵ」和武

內明「ＢＥＨＩＮ

Ｄ」等３個品牌

則在ＡＦＣ選秀

中勝出，將代表

日本和張朔瑜的

Ｃｅｃｉ、韓國

設計師Ｊａｅｓ

ｕｎ　Ｃｈｕｎ

ｇ的「Ｊ﹒Ｃｈ

ｕｎｇ」和香港

設計師何昀霖的

同名品牌「ＫＥ

ＶＩＮ　ＨＯ」

以及帕森斯設計

學 院 推 薦 名 額

「Ｇａｈｅｅ　

Ｌｉｍ」共７個

品牌，共同登上

明年的紐約時裝周，展現時尚新人

的創意設計。

古又文秀龐克風格顛覆品牌特色　驚豔東京時裝周 台灣時尚創意東京發光
獲新人設計師時裝大賞佳作

台灣設計實力被看見　Ｃｅｃｉ東京走秀明年參加紐約時裝周

跨界合作　ＹＡＭＡＨＡ機車與樂器聯手秀創意

台灣設計師張朔瑜將帶著個人品牌「Ｃｅｃｉ」

登上明年紐約時裝周

ＹＡＭＡＨＡ設計研究所所長川田學（右）

和ＹＡＭＡＨＡ發動機株式會社設計本部本

部長長屋明浩現身說明ＹＡＭＡＨＡ的特色

連續第２年舉辦的設計展中，

首度展出兩家公司聯手設計的作品「＆Ｙ０２」

輔仁大學學生陳盈嘉

入選２０１６東京

新人設計師時裝大賞佳作

【東京／採訪報導】ＹＡＭＡＨＡ發動機株式

會社和ＹＡＭＡＨＡ株式會社繼去年以「Ｔ

ｗｏ　ＹＡＭＡＨＡ﹐Ｏｎｅ　Ｐａｓｓｉｏ

ｎ」為主題合作推出設計展，今年再度於１０

月７日至１０日在東京六本木舉辦，會中首度

展出兩家公司聯手以創意詮釋「愉悅」的概念

而設計出的作品「＆Ｙ０２」等共１１件作品。

　將樂器和音響機器的設計和機車引擎或是車

頭等設計結合，呼應以販售樂器為主的ＹＡＭ

ＡＨＡ株式會社和以販售機車為主的ＹＡＭＡ

ＨＡ發動機株式會社的特色而設計的「＆Ｙ」

系列作品，繼「＆Ｙ０１」可演奏音樂的電動

輪椅之後，兩家公司再度攜手打造有乘車感的

音響裝置「＆Ｙ０２」。

　７日開幕當天，包括ＹＡＭＡＨＡ設計研究

所所長川田學和ＹＡＭＡＨＡ發動機株式會社

設計本部本部長長屋明浩也登場說明展出作品

的概念，兩人也分別強調品牌十分注重投注在

商品開發上的趣味性和娛樂性，認為創新、安

心又兼顧趣味性正能代表ＹＡＭＡＨＡ。

「Ｃｅｃｉ」是以城市

遊牧者為定位，發展出

融和優雅與帥勁的風格

▼　　

▲

台灣品牌「Ｃｅｃｉ」

獲ＡＦＣ入選，

成為代表台灣站上

紐約時裝周的品牌

▲　

垂墜飄逸的線條輪廓

詮釋「Ｃｅｃｉ」品牌

ＤＮＡ中優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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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紀錄一群日治

時代出生在台灣的日本人，隨著日

本戰敗引揚回到日本後，仍心繫台

灣，時隔數十年再回到台灣尋找兒

時玩伴、探訪家鄉的電影《灣生回

家》，在台灣票房突破３２００萬

新台幣（約１億４００萬日圓），

今年３月參加大阪亞洲電影節更

獲得觀眾票選獎，感動許多日本觀

眾，而今這部由台灣導演執導、台

灣團隊製作，替日本人說故事的電

影將於１１月在日本上映，導演黃

銘正特別接受《台灣新聞》專訪，

談談他拍攝《灣生回家》的感受。

　電影《灣生回家》的主角是日本

人，片中近７～８成都是講日文，

但是台灣製作團隊跨越語言的隔

閡，替灣生說了這段歷史。黃銘正

坦言曾想過這部片為什麼需要一個

台灣人來拍，「我問我自己，台灣

的觀點如何得以存在，這對我來說

特別重要，否則他們可以找日本導

演拍，這樣更輕鬆，不用翻譯，就

可以立即跟這些人溝通。」黃銘正

說道，於是他從歷史

角度上，找到了那個

所謂的「台灣觀點」。

　黃銘正認為灣生是

台灣非常重要的活歷

史文化財產，如果想

要理解那個時候的台

灣，最好的機會就是

從他們身上去理解，

而且他們的故事是真

實的人與人的故事，所以即便不懂

日文，不認識灣生，黃銘正還是接

下了這部回溯灣生歷史故事的紀錄

片拍攝工作。

　透過拍攝、採訪，黃銘正了解到

原來這些日本人身上背負著某些沉

重的東西，「在自己不知道的情況

下，那個時侯經歷戰爭，無論你是

哪個國家，哪一邊的人，你好像都

失落了一些什麼。」聽灣生們闡述

當時的故事，黃銘正對於「戰爭沒

有誰是真正的贏家」有著更加深刻

的體會。

　《灣生回家》在台灣上映時引起

話題，不只是因為台灣民眾對日

本有興趣，更多是因為電影中講的

故事多少彌補了大家對當時那段歷

史的空白，黃銘正表示自己也跟大

家一樣，「從電影中了解到那段感

覺好像跟自己一直有關，但卻沒有

被好好地提出來、被說明的歷史，

剛好這部片講的就是這部分，因此

有著長久以來的心情被挖起來的感

覺。」

　

　嚮往回到出生地生活的家倉多惠

子在片中曾說過自己在日本就像

「異鄉人」一樣，這句話更是一語

道破這些被迫離開家鄉的灣生們內

心複雜的情感，而這樣的情感對你

我來說也不陌生，黃銘正就認為在

台灣那些日語世代回不去日本，從

中國大陸到台灣的外省人世代也回

不去中國，大家同樣都面臨了某種

失落，而在台灣出生的灣生回到日

本後，生活變得更加困苦，同時也

遭受到歧視，因此離開台灣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同樣也是一種失落，這

些失落感加深了你我都是異鄉人的

感觸，因此對片中真實的情感更能

產生共鳴。

　跳脫歷史的描述，電影中著墨更

多的是人的情感，講的是人性、人

跟自己的關係和人追尋自己心靈的

故事，所以觀眾不需要事先了解歷

史背景，就可以很容易地就轉換自

己的身分，跟著電影中的主人公們

尋找他們的朋友、家人，展開一趟

尋根之旅，縱使這趟旅程沒什麼結

果，觀眾也能理解他們內心轉折思

考的過程。

　《灣生回家》呈現出來的是灣

生、台灣和日本三者間錯綜複雜的

情感，這對於長年旅居日本的華僑

來說應該也不會太陌生，那種遠離

家鄉的思鄉之苦，在異鄉白手起家

的辛酸，甚或是對自己產生的疑

惑，或多或少是相似的，透過電影

或許可以抒發一些內心的情感。

【東京／採訪報導】第２９屆東京

國際影展（簡稱東京影展）於１０

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３日，東京六本

木、新宿等地舉行，２５日開幕式

前就有許多日本國內外影星和影壇

人士走上紅毯，接受影迷的歡迎，

影展活動則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

好萊塢女星梅莉史翠普等人一起登

台後，正式為影展揭開序幕。

　今年影展共有１６部來自世界各

國的影片入圍競賽部門，角逐最高

榮譽，其中包括日本導演松居大悟

執導，女星蒼井優主演的《安曇春

子行蹤不明》（原片名為：アズミ・

ハルコは行方不明）和杉野希妃執

導，由男星青木崇高主演的《雪

女》等片入圍，而台灣作品則共有

３部作品入選「亞洲未來」和「世

界焦點」單元。

　以描述台灣民歌發展的紀錄片，

《四十年》入圍「亞洲未來」單

元，導演侯季然和監製陶曉清一起

走上紅毯，出席東京影展，侯季然

在２６日出席由駐日代表處主辦的

「東京國境影視展台灣之夜酒會」

時，表示在流行音樂的歷史上，台

灣與日本有很多相似的發展，日本

或是國際的觀眾來看片時，不需要

特別了解台灣或是民歌的歷史，侯

季然盼大家進戲院感受音樂人用一

生在創作，而他們創作出來的音樂

也反映了這些音樂人的世代。此

外，今年金馬獎入圍８項提名的電

影《一路順風》也入選影展的「世

界焦點」單元，導演鍾孟宏和演員

納豆則撥冗出席電影映後見面會，

和日本影迷互動交流。

　東京影展如火如荼進展的同時，

２０１６年東京國際影視展也於

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在東京台場

舉行，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主辦，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

同業公會執行，邀請２４家台灣影

視業者參展，行銷包括《獨家保

鑣》、《東籬劍遊紀》和《在一起

‧ 就好》等共７９部作品，要讓

日本國內外的業者進一步台灣影視

的創意和創新。２６日在台灣的攤

位上，電視劇《獨家保鑣》的主要

演員謝佳見特別旋風快閃，和駐日

代表謝長廷以及霹靂布袋戲的Ｃｏ

ｓｅｒ一同登台出席記者會，要打

響台灣影視作品的名聲。

　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

會理事長楊繼昌稍晚接受訪問表

示，受到新媒體的衝擊，儘管傳統

媒體的廣告量下降，收入來源受到

影響，但無論是在ＯＴＴ（Ｏｖｅ

ｒ　ｔｈｅ　Ｔｏｐ）影音服務平

台或是傳統媒體播放，重點在於內

容是什麼，再加上台灣是進入中國

市場最好的門戶，因此台灣、日本

和中國的合作，不僅可以不失日本

原本的精神，又可順利進入中國市

場，楊繼昌認為應讓台日多合作，

做出好作品，進而走出亞洲，放眼

歐美。

　此外，楊繼昌也談到每年參展除

了版權銷售，也關注和日本同業的

交流，楊繼昌表示因為台灣在做景

點行銷的時候較缺乏故事性，因此

擅長行銷的日本對台灣來說是可以

學習的對象，也因為台灣對日本有

較深厚的情感，所以在未來台日雙

方的合作，應該是非常有機會。

【東京／綜合報導】首次由台

灣和東京國際影展合作舉辦的

「２０１６台灣未來短片影展」，

於１０月２２日在台灣文化中心

登場，一連４天的活動期間，共

呈現２５部不同類型的台灣短

片，希望藉此將更多的台灣文化

和精彩故事，傳達給東京的觀眾。

  台灣未來短片影展是由台灣文

化中心主辦，由「未來電影日」

影像策畫團隊和台灣未來影像發

展協會所規劃執行，首度和東京

國際影展合作，成為影展關係活

動之一。東京國際影展主席椎名

保表示東京國際影展相當重視這

次和台灣方面的合作。他也提到

現在的觀影環境越來越好，但觀

眾不一定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電

影，希望透過這樣類似的影展活

動，提供民眾更多想看的電影，

也希望這個活動每年都能持續舉

辦。

  駐日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在致詞

時表示，代表處會持續在日本舉

辦台灣文化活動，以促進台日雙

方認識，盼大家能夠透過電影來

認識台灣，而台灣未來影像發展

協會會長林瑋倫則認為台灣短片

曝光機會較少，但是該協會在舉

辦多次的短片電影節後發現，短

片具有未來性和獨特魅力，日後

會繼續為台灣影像努力。

  開幕活動上，播放《好好小姐不

自在》和《今天我代課上映》２

部短片，並邀請短片導演徐子悅

和陳柏宗進行座談和現場觀眾分

享創作的心路歷程。台灣未來短

片影展結束在東京的活動後，將

至台北、新北、台中、嘉義、台

南和高雄等城市舉辦１１場短片

影展。

人物專訪：導演黃銘正：《灣生回家》描述人的情感是引起共鳴的關鍵

台 灣 短 片 魅 力 無 窮 
首度與東京影展合作和日影迷交流

東 京 影 展 華 麗 登 場　 台 片 沒 缺 席
《 四 十 年 》《 一 路 順 風 》 與 日 影 迷 交 流

前排左起為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楊繼昌、駐日代表謝長廷、演

員謝佳見和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廣播電視產業組組長陳淑滿等人現身東京

國際影視展台灣館，行銷台灣作品

日相安倍晉三（右３）和好萊塢女星梅莉史翠普（右２），

以及此屆影展代言人黑木華（右１）跟電影《聖之青春》

主演東出昌大、松山研一等人一起為影展進行開幕宣言

由熊本縣出身的導演行定勳和演員橋本愛、

人氣吉祥物熊本熊等合作拍攝宣傳

熊本縣的短片《美麗的人》（暫譯）在影展中特別上映

蒼井優主演的電影《安曇春子行蹤不明》（暫譯）

入圍此屆東京影展競賽部門

由青木崇高（右２）主演的日片《雪女》

入圍此屆影展競賽片

台灣電影《四十年》導演侯季然（右）與

監製陶曉清一起走東京影展紅毯

台灣電影《灣生回家》導演黃銘正認為旅

日華僑應可以透過電影取得共鳴

仍會說些台語的灣生冨永勝（左２）回到，自己出生地花
蓮尋找兒時玩伴（©田澤文化有限公司）

開幕式與會來賓（左起台灣文化中心主

任朱文清、東京國際電影展主席椎名保、

導演徐子悅、導演陳柏宗、台灣未來影

像發展協會會長林瑋倫、駐日代表處副

代表郭仲熙和製片夏原健）

映後座談會（左起為知名製片夏原健、

導演徐子悅和導演陳柏宗）

楊繼昌：參展行銷台灣創意 
盼催生台日影視合作

用 台 灣 觀 點
替 灣 生 說 故 事

你 我 都 是
失 落 的 異 鄉 人

8 生活‧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