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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由僑務委員會

春節文化訪問團執行委員會主辦的

２０１７春節訪問文化團，第一站

就來到日本，２月３在淺草公會堂

正式開演。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代表謝長廷伉儷、副代表郭仲熙

和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總會長毛利友

次以及日本僑界人士皆到場共襄盛

舉。

　這次春節文化訪問團的陣容堅

強，包含寶島歌王文夏和文香、安

歆雲、金曲客家歌王黃連煜、金曲

最佳演唱組合張三李四、魔術師簡

銘宣、流行歌后于台煙、和董事長

樂團等七組來賓，尤其文夏和文香

只有在日本和馬來西亞場特別演

出。

　團長趙家駒表示，希望帶給僑界

朋友不一樣的節目，所以安排了台

灣四大族群的歌曲，包含國語、台

語、客語和原住民語。音樂型態這

次也加入了樂團演奏，和播放伴奏

音樂的方式不同。

　曾到過日本演出的董事長樂團和

張三李四，今年以文化訪問團的身

份到日本表演。董事長樂團團長阿

吉說，他們的音樂是本土融合西洋

樂器，結合廟會和陣頭的元素，和

一般的台語歌不太一樣。他認為海

外這類型的音樂，希望僑胞會為之

驚艷。張三李四則是希望勾起僑胞

的台灣回憶，以「懷舊」為主題，

要帶領觀眾回到小時候。

　表演以文夏所演唱的《再會呀港

都》揭開序幕，並和文香對唱，接

著再由鄒族姑娘安歆雲演唱《高山

青》和母語歌曲，黃連煜也以客家

和台語演唱《客家世界》和《鼓聲

若響》等歌曲。

　為了和現場僑胞同樂，表演者也

安排了不少互動橋段。于台煙帶來

觀眾耳熟能詳的鄧麗君組曲和江蕙

的《家後》，並邀請駐日代表謝長

廷和現場觀眾與她一起

合唱，張三李四則是請

全場觀眾和他們一起比

出「把噗把噗」的手勢。

簡銘宣在進行魔術表演

時，更是邀請了謝長廷

夫婦到台上擔任助理，

並要求兩人要展現恩愛

氣氛，魔術才會成功。

　壓軸的董事長樂團，以《眾神護

台灣》等三首歌曲展現他們台式搖

滾的魅力，也替文夏與文香伴奏共

同合作歌曲，晚會就全體大合唱中

畫下句點。

　東京台灣商工會會長陳慶仰和太

太一起出席晚會，他說當晚很多歌

曲喚起他的感觸，希望僑民們能互

相協助，不要忘記家鄉，他也感謝

僑委會舉辦晚會，幫僑民們鼓勵與

打氣。

【大阪、神戶、京都、名古屋、仙

台／綜合採訪報導】僑務委員會委

員長吳新興於２月４日到８日，首

度訪問日本關西地區、名古屋和

東北，除參加２月５日大阪春節祭

外，並拜會大阪中華學校和各僑

團，向僑民說明新政府政策，並進

行交流，吳新興也是首位拜訪日本

東北地區的僑委會委員長。

　繼２０１６年１０底訪問關東地

區，吳新興此行拜會關西、名古屋

和東北地區僑團。２月４日中午抵

達日本關西國際空港後，隨即開始

訪問行程，前往大阪中華總會會館

拜會。會長洪勝信率多位理監事歡

迎吳新興到訪，簡報會務現況後，

雙方就僑務工作推展交換意見。

吳新興感謝該會支持政府、照顧僑

民、協助推動僑務政策。隨後一行

前往大阪中華學校訪視，聽取校長

陳雪霞簡報校務推動情形及未來發

展方向，並與學校理事會座談交

流，在校長陪同下視察校園。當

日晚間也參與大阪中華總會所舉

辦晚會。

　２月５日「大阪春節祭」在大

阪中華學校舉辦，吳新興和參議

員東徹、駐日副代表張仁久和駐

大阪辦事處陳訓養，一同與僑胞

歡度新年。吳新興表示，看到大

家風雨無阻內心非常感動，誠摯

地邀請大家到台灣觀光旅遊，台

灣與日本關係密切，相信大家會

發現到了台灣就像回到自己家裡

一樣。

　同日吳新興繼續拜會關西地區

僑團。拜會神戶華僑總會時，由

會長陸超陪同吳新興參觀神戶華

僑總會會館，吳新興感謝神戶華僑

總會領導幹部們在當地用心傳承中

華文化，積極運用三太子進行民間

文化交流，感謝僑會堅定支持政

府，協助強化台日關係，認為僑社

永續發展、傳承是當務之急，肯定

神戶華僑總會努力栽培第二代、第

三代僑界青年參與僑會活動及事

務。

　當天下午，則轉往京都與日本台

僑李登輝之友會、日本謝長廷之友

會、台灣留日京都大學校友會、京

都大學日台交流會及京都相思會等

會員餐敘，瞭解旅居京都台僑生活

情形，表達關懷之意，隨後前往京

都華僑總會會館拜會，受到理監事

一同熱烈歡迎，雙方就如何促進

台日交流及僑務工作等議題交換意

見。

　晚間則與關西台商會茶敘，針對

促進台日商機和雙邊交流交換意

見，吳新興在會中說明了新政府施

政方向，並希望台商能繼續協助政

府推動政策。

　除拜訪關西地區之外，吳新興

於２月７日轉往

名古屋，拜會中

華民國留日名古

屋華僑總會，吳

新興感謝會長邱

文揚推動僑務政

策，並希望僑民

協助政府推動各

項政策，促進台

日交流。

　隨後吳新興則

由名古屋轉往宮

城縣仙台，參加

東北六縣華僑總會新年會，受到

宮城縣台灣同鄉會、青森縣中華總

會、山形縣中華總會、秋田縣中華

總會、岩手縣台灣華僑總會、福島

縣華僑總會等會長歡迎，並由各會

會長說明各僑會會務推動情形。

　宮城縣台灣同鄉會會會長郭安雄

在致詞時表示，在他記憶中，吳新

興是首位訪視日本東北地區的僑務

委員長。吳新興則提到，新政府執

政後一直很關心東北地區僑胞在地

震後的情況，藉這次機會向東北地

區僑胞表達政府的關懷。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專訪和

２０１７大阪春節祭相關報導請見

日本語版第２和第６頁）

吳 新 興 首 訪 關 西、 名 古 屋、 東 北
了 解 僑 情  表 達 新 政 府 立 場

簡銘宣邀請謝長廷伉儷協助魔術表演

委員長吳新興贈大阪中華學校舞獅隊紅包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在關西國際機場受到熱烈歡迎（左 5 駐大阪

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右 5 留日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右 1 大

阪中華學校校長陳雪霞和左 4關西台商會會長俞秀霞

（照片提供：駐日代表處）

貴賓與僑胞一同上台與春訪團大合唱

春訪團東京開演 展現在地台灣味

訪 關 西 僑 團
暸解僑情、訪視僑校

訪名古屋和東北僑團
表 達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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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代表處宴請僑領 農曆正月賀新春 橫濱華僑總會新年會   謝長廷與兩副代表共同出席

【東京／採訪報導】台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於２月１０日晚間舉行新年會，

邀請東京、橫濱地區的僑務諮詢委員、

僑務委員、僑會及僑校負責人等出席新

春餐會，包括遠到而來的山梨台灣總會

幹部，約４、５０位僑界先進出席。

　駐日代表謝長廷先和大家拜晚年，他

特別提到，近來台灣媒體報導有台灣遊

客在日本旅遊景點做出大聲講話、未經

同意隨意拍照等失禮行為，因此謝長廷

希望政府宣傳旅客出國遵守基本禮儀，

讓台灣人成為有禮貌、品性高，受世界

歡迎的國家。

　僑務委員黃宗敏代表僑界感謝代表處

的邀請，他表示多位許久

未參與僑界活動的前輩都

出席了，可見謝代表的號

召力。會中由台醫會的會

長大山青峰舉行乾杯儀式

後餐會正式開始。

　僑界前輩互相話家常，

大家也把握機會跟謝代表

及夫人合照，由於農曆正

月１５日過後新年假期結

束，除了要返回工作崗位

之外，各僑會的例行活動以及台日各種

交流活動也即將展開，所以僑會先進們

也在現場針對此事進行談論。

　今年已有各項活動預定舉行，包含３

月在東京塔舉行的台灣祭，以及７月在

上野公園舉辦的台灣祭和代代木公園的

台灣ＦＥＳＴＡ。台灣僑界盡全力向日

本民眾宣傳台灣美食文化，並希望來參

加的日本民眾將對台灣的興趣轉化為行

動到台灣旅遊，不但能縮小雙邊旅遊人

次的差距，也能真正體會在地原汁原味

的台灣經驗。

【橫濱／綜合報導】為慶祝中華民國 １０６

年，橫濱華僑總會於１月３０日在中華街玫

瑰大飯店舉行新年會，駐日代表謝長廷和兩

位副代表張仁久和郭仲熙首次同時出席，共

約２３０人到場祝賀。

　當日會中邀請了神奈川知事黑岩祐治、

眾議員田中和德與上田勇、參議員佐佐木

SAYAKA、神奈川縣及橫濱市議連會長松田良

昭與森敏明，日台經濟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上

村直子以及當地縣市議員等來賓，橫濱辦事

處處長粘信士伉儷和代表處僑務組組長王東

生、秘書宋惠芸以及橫濱代表處同仁以及京

濱、京都和橫濱僑會代表也一同共襄盛舉。

　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在致詞中提到，

去年為紀念國父冥誕１５０週年，橫濱華僑

總會舉辦相關活動，也擴大慶祝１０５年雙

十活動。他強調，儘管去年以來國際局勢變

化，橫濱僑會仍會堅定傳承中華文化、支持

中華民國。

　謝長廷則表示，此次新年會中首次與兩位

副代表同時出席，顯示對橫濱僑界的重視。

他也提到，去年台日雙邊人民來往達６１９

萬人次，感謝台日各界團體的支持與協助。

　受邀的神奈川知事黑岩祐治，則感謝中華

街各界在當地的活躍表現，並提到去年１０

月神奈川縣首次與新北市簽訂防災和高中生

教育交流協定，尤其去年熊本野發生地震，

在目前天災地變的年代，台日地方自治體簽

署此類協定具有高度意義。

　粘信士當日代表僑務委員會轉頒感謝狀給

去年辦理國慶有功的團體和人員，分別由僑

會、僑校、校友會、保育園和實行委員會負

責人代表領獎。

　新年會由中華會館代表幹事江夏良明帶領

乾杯後展開，會中安排了各項節目炒熱現場

氣氛，包含華韻合唱團的中日文歌曲演唱、

小朋友的街舞表演和校友會的祥獅獻瑞以及

抽獎大會等，讓在場來賓一同歡慶新年。

陳訓養出席大阪日華親善協會新年會

籲共築新階段台日關係
大阪台灣同鄉會新年會 目標「立足台灣、生根大阪、放眼世界」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日華親善

協會１月３１日在大阪威斯汀飯店

舉辦新年會，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

訓養、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

京都華僑總會副會長沈幸齡、大阪

中華學校副理事長連茂雄、校長陳

雪霞應邀出席。會中邀請ＮＰＯ地

震預知網理事長森川嘉夫瑠演講「從

地下水位、水溫、ＧＰＳ向地震預

知挑戰」，並頒贈蔣公學勵金給大

阪中華學校，由陳雪霞代表接受。

　會長古市實因身體不適由副會長

吉村精仁代表致詞。吉村精仁感謝各

界支持讓去年９月的成立５０周年

慶祝大會圓滿結束，未來迎向６０

周年也請各界繼續支持指教；多年來

日台兩國的民間交流涓涓不息、延

綿至今，台灣對日本來說是世上獨

一無二的鄰國，沒有其他國家能比，

深信這樣的關係將永遠延續下去。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表示，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重視對日外交，

今年元旦起日本對台外交窗口更名

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即印證台

日雙邊關係朝「新階段」正面發展，

今後政府將致力全方位交流，持續

深化台日友好關係，懇請各位繼續

為推動台日關係努力。

　對於今後的台日關係發展，與會

人士皆表示期待。大阪府議日華親

善議員聯盟前會長永野孝男認為日

本交流協會更名一事，代表台灣與

日本距離越來越近，最主要的還是

台灣對東日本震災的支援，喚醒日

本對台灣的親近感，對於投身台日

友好交流工作的一份子來說，非常

樂見這樣的成果，希望日本能早日

完成日本版台灣關係法。

　成立於１９６６年的大阪日華親

善協會，是日本第一個日華親善協

會。陳雪霞感謝大阪日華親善協會

從戰後成立以來，一直為大阪中華

學校學生提供蔣公學勵金，她認為

這包含了民間親善團體對我中華民

國的敬意、對我中華民國僑校的愛

心，更重要的是對蔣公厚德的回饋，

僑校教育以德為先，與蔣公的用心

絕對是一致的，這份獎學金將在畢

業典禮時頒贈給成績優良學生。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台灣同鄉會２月１９日

在「大東洋」舉辦第９屆會員大會暨新年會，駐

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率同仁、大阪府議會日華

親善議員聯盟會長松本利明、大阪市議會日華親

善議員聯盟會長辻淳子、東大阪市議員野田彰子、

大阪市浪速區長玉置賢司等當地主流社會人士、

關西地區僑團僑領、會員近２百人出席。會長王

坤保宣布，今年盼與會員一同繼續站在台日交流

最前線，協助政府落實國民外交、促進台日兩國

情誼。

　王坤保當日也召開會員大會，財務長林美惠子

進行財務報告後，青年部會長林育鋒報告去年的

會務及今年的預定活動。名譽會長謝美香重申大

阪台灣同鄉會是旅日僑胞在海外的娘家，希望同

鄉會能讓大家感覺有所依靠並以身為其中一份子

為榮，新的一年請大家踴躍參加活動。

　王坤保表示，每次舉行會議就像回到自己家一

樣，感謝一路走來付出的政府、各界人士及歷任

會長與會員。目前會員人數穩定成長，並朝年輕

化和國際化目標發展。登記為大阪市社會福祉義

工團隊後，不只為台日雙邊關係搭橋，也持續奉

獻與付出，盼能提升台灣在日本社會的能見度，

今年 1 月底，名譽會長謝美香應邀帶領幹部前往

大阪市東成區老人福祉中心擔任「台灣文化講座」

講師，便是最好的例子。海外台灣人可透過「國

民外交」方式，贏得日本人對台灣的認同，打入

主流社會。王坤保並宣布今年將以「立足台灣、

生根大阪、放眼世界」為目標，呼籲大家一同為

提升台日兩國關係致力。

　陳訓養處長在致詞中讚揚該會積極聯繫同鄉情

誼、熱心社會公益、努力融入日本主流社會宣揚

台灣魅力，期盼秉持愛鄉愛國的心，支持蔡總統

及新政府政策，讓全世界都能看到台灣。

　兵庫縣台灣同鄉會會長鄭正秀帶領乾杯後，兩

頭舞獅熱鬧出場穿梭會場，會員來賓紛紛與舞獅

合影、贈紅包討好彩頭，鄉親們閒話家常，歡喜

賀新年。

　青年部會長林育鋒表示，青年部現有約１５０

名會員，包括在日台灣第二代、旅日社會人士、

台灣留學生和打工度假青年，新年度將會延續去

年，希望每個月舉辦活動提供交流平台，並與其

他僑團交流，增進會員的日本文化體驗。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呼籲各界支持共築

新階段台日關係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受邀出席大阪台灣同鄉會新年會，

與理監事合影

【大阪／採訪報導】日本欣華會於

２月１１日元宵節當日在大東洋舉

辦總會並歡迎駐大阪辦事

處新處長陳訓養履新，約

５０位出席歡喜迎新，並

為會員成年及今春畢業子

女祝賀。

　會長代行孫建綱主持當

日會議，向會員報告理監

事會決定去年停辦的華友

祭擺攤今年再度參加，並

發表修改後的新章程及新

年度活動預定，歡迎會員踴躍參

加。副會長坂口麻衣子報告過去一

年的會務狀況，副會長賴華珠則做

會計報告及春節祭收支報告。

　會長李忠儒向陳處長介紹該會由

大阪中華學校教職員、在校生及畢

業生家長為主所組成，在海外逢年

過節共度、相互扶持關懷是創會的

最大目的。他並向大家拜晚年，並

表示元宵雖然沒有湯圓，但特別請

餐廳準備每桌有一位有機會吃到中

獎的元寶水餃，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好運連連、家庭事業圓滿團圓。

　去年１０月上任的新處長陳訓養

偕組長黃水益、秘書羅國隆出席。

陳訓養感謝該會的美意，恭喜總會

圓滿結束，相信對大阪中華學校未

來發展有所助益，並提到海外僑胞

與中華民國台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及濃厚的感情，遍佈世界各地擁

有豐富的人脈及資源的僑胞，不僅

是台灣的代言人，也是支持政府最

大的動能。日前僑委會委員長造訪

關西時提到，歡迎關西地區僑會組

團回國拜會，增進對政府僑務工作

的認識並了解僑委會的服務資訊，

屆時駐館定全力給予協助安排。

　僑務委員謝美香帶領全體乾杯，

祝大家金雞年賺大錢發大財，會員

們熱絡寒暄交流，享受美味中華料

理。最後，副會長蔣燁，同時也是

大阪中華學校副校長在閉幕詞中報

告兩個好消息，一是文教組秘書羅

國隆視察大阪中華學校後，決定今

年的華語測驗在學校舉行，二是計

畫與駐館、大阪中華總會及學校商

討，明年起在大阪中華學校禮堂為

成年的畢業校友及華僑子弟舉辦成

人慶祝儀式，贏得會員掌聲支持。

僑務組長黃水益認為蔣副校長的構

想非常好，辦事處將全力配合，讓

儀式圓滿成功。

會長李忠儒（左）贈賀禮給會員子女，祝賀今春即將

畢業邁向新的人生階段。

日本欣華會舉辦總會暨陳處長歡迎會  喜迎新春歡度元宵

駐日代表謝長廷與橫濱地區僑領合照
駐日代表謝長廷、副代表張仁久和郭仲熙與橫濱代表處

處長粘信士處長夫婦和橫濱華僑總會會長羅鴻健綵青

（照片提供：橫濱辦事處）

名譽會長謝美香應邀帶領大阪台灣同鄉會幹部前往大阪市東

成區老人福祉中心擔任「台灣文化講座」講師，與日本長輩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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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千葉兩縣交流  千葉台灣商會促成

東京媽祖廟  僑胞走春祈福

留日大學教師聯誼會　詹秀娟接任會長 日 本 台 僑 新 年 會
許忠信籲台灣掌握時機提升國際地位

關 西 台 商 會 元 宵 喝 春 酒
俞 秀 霞 籲 會 員 支 持 朝 目 標 １ ０ １ 前 進

【千葉／採訪報導】日本千葉台灣商會

於２月２４日舉行２０１７年新年會，

同時邀請南投縣政府秘書長洪瑞智，以

「發現不一樣的南投」為題舉行演講會，

將南投的自然風景和人文，介紹給在場

約１２０位在日僑民和日本友人。

　日本千葉台灣商會會長濱田裕子來自

南投名間鄉，為了讓自己的故鄉的好讓

更多人知道，她主動牽線千葉縣和南投

縣，促成兩地交流。這次南投縣秘書長

一行，拜會了千葉縣廳和白井市、銚子

市、大多喜町等地，以了解千葉縣的農

業和觀光發展情況，並應千葉台灣商會

邀請，在新年會中舉辦演講會。

　演講會中洪瑞智藉由影片和照片，帶

領觀眾一同了解南投的好山好水、南投

特產「茶酒花竹梅」，也介紹一年一度

的日月潭橫渡等活動。

　洪瑞智表示，南投縣最大的優勢是在

農業和觀光，茶葉、皎白筍和梅子產量

為全台第一，而千葉縣也是農業大縣，

希望初步交流先從農業開始，之後則在

觀光、文化、體育或運動賽事各方面也

能互相交流。其實兩縣在２０１４年就

透過鐵道公司交流，但官方拜會則是第

一次。

　濱田裕子表示，自己身為南投女兒又

擔任千葉台灣商會會長，希望促成兩縣

友好交流。今天聽了演講會後，希望將

南投的優點介紹給日本人，同時也利用

新年會的場合，不但讓日本人了解台灣

的好，也了解日本台灣商會和世界台商

的團結。

　當日新年會中，邀請了台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眾議院議員

奧野總一郎、成田市市長小泉一成、白

井市市長伊澤史夫和等日本來賓，以及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新垣旬子

等僑界人士約２５０位來賓參加。

　郭仲熙致詞時表示，台日間的緊密關

係是僑界支持所得到的成果，希望僑民

繼續支持，再創台日關係佳績。

【東京／採訪報導】座落於東京新

大久保的東京媽祖廟，在農曆春節

期間依照台灣廟宇行事舉辦活動，

１月２８日大年初一準備台灣傳統

年菜，讓信徒到廟裡走春祈福，２

月４日正月初八，則舉行點燈團

拜，點太歲燈或光明燈為來年祈

福。

　大年初一正巧遇上周六假日，東

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薰及代表連昭

惠，在午時帶領２０多位信徒依序

參拜各殿。廟方特別準備了紅蛋，

這是依淡水行天武聖宮師尊的指

示，剝去外殼，吃下紅蛋，有金蟬

脫殼之意，代表脫去去年的歹運，

迎向新的一年。

　當天也由連昭惠代表帶領信眾誦

經祈福，並享用廟方準備的素食火

鍋跟年菜。連昭惠帶領信眾誦唸媽

祖聖示的「飯前供養文」，祈請媽

祖帶領大家修善斷惡，詹德薰也親

自幫大家料理火鍋，希望信徒一同

能得到媽祖加持的福氣。

　詹德薰表示，金雞年是東京媽祖

廟再出發的一年，４月師尊會來日

替媽祖廟從台灣請來的神祉開光，

宗教法人的申請也進入法定程序。

他也提到，媽祖廟未建之前有護持

會募款，現在媽祖廟已建成３年，

從未主動勸誘信徒捐款，若信徒要

捐款請直接捐給媽祖廟，東京媽祖

廟跟媽祖護持會沒有任何關係。

　２月４日正月初八，東京媽祖廟

依台灣習俗，為信眾舉行點燈儀

式，今年犯太歲的生肖須點太歲燈

祈求平安，其他信眾也可點光明燈

祈求神明一年護佑。當日先由連昭

惠向神明稟報點燈名單，午時吉時

一到詹德薰和１０多位信眾一同祭

拜太歲，並舉行誦經儀式。此次

依媽祖指示，大

悲咒需誦讀２１

次，雖是梵文誦

讀不易，但信眾

全心投入。

　連昭惠表示，

依日本法令，東

京媽祖廟無法燒

紙錢跟香燭供奉

神明，但信徒對

神明信仰的虔誠

是一樣，希望大

家繼續支持媽祖廟接下來舉辦的各

項行事，讓媽祖的福澤庇佑日本的

信徒們。

【東京／採訪報導】留日大學教師聯誼

會於２月１９日舉行新年會暨新舊會長

交接，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教育組

組長林世英、主事黃聖明和會員共約

３０人出席。會長一職由已擔任４年的

吉永耕介，交接給新潟產業大學教授詹

秀娟，副會長則由黃國光擔任。

　留日大學教師聯誼會是由在日本任教

的前輩，在數十年前創設。新任會長詹

秀娟表示，近年來台灣留日學者在學成

後留日任教者越來越少，因此她希望年

輕學者不論是來日研究或留學，能多參

加教師聯誼團體。不

僅能互相交誼，也能

傳承前輩經驗，並讓

團體年輕化。

　林世英致詞時表示，

日本在今年２月１４

日公佈了最新學習指

導要領，預計將於３、

４年後落實於國中小

新教材。林世英希望

在場留日學人前輩能

夠研究日本教材，對

台灣的國中小教育提出建言。他也提

到，從小開始訓練才藝專長，對小孩大

腦的發展大有助益，但必須是小孩有興

趣的領域，才能自動產生堅持心而不斷

練習，就算不能在這個領域達到頂尖，

也能幫助思考成長。

　當天也請到株式會社ＤＯＷＩＮ代表

取締役山田勝己，以日本環境法規近年

來的改正制定進行專題演講。由於日本

近年來遭遇地震與核災，環保法規一直

與時俱進。日本先進的環保科技，值得

台灣學者及相關業界參考學習。

【東京／採訪報導】由在日台灣醫師連合、在

日台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和在日台醫人

協會共同舉辦的日本台僑新年會，在１月２９

日大年初二在新宿京王廣場飯店舉行。當日也

邀請台南成功大學許忠信教授舉行演講會，當

日約有６、７０位台僑到場參與。

　許忠信曾任立法委員，現為凱達格蘭副校

長，任教於台南成功大學法律系。他在政大就

讀博士班時，是總統蔡英文在政大任教時所指

導的學生，後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並取得

法律博士。為了這個演講會，許忠信特別春節

期間從台灣到日本演講，當日他以「川普新政

權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影響」為題，全程以台

語演講，與在日台僑分析台灣在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後的情勢。

　他在演講中以歷史中德川家康崛起的例子，

建議台灣應該利用中美日三國衝突的情勢，提

升台灣的國際地位。日本已將交流協會更名為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他呼籲政府要利用這

個時機，將駐日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在美國的代表處，也改為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日本台灣醫師連合會會長長峰俊次表示，希

望大家在聽完許教授的演講後能夠對台灣更有

信心，希望台灣能在國際上更有地位，這是在

日台僑共同的想法。這是第三次邀請許教授來

日演講，四、五年前開始就曾經邀請過他，他

的演講讓大家都有同感。

　許忠信表示，選擇這個題目演講，是因為這

是目前國際情勢變化，希望台灣要利用時機改

善和日本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當日演講會後也舉行懇親會，僑胞們在異鄉

慶祝春節。駐日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也受邀出

席。他在致詞時表示，川普上任後台灣的國際

環境可能面臨更大的考驗，希望結合在場來賓

的智慧和力量協助國家發展。

【大阪／採訪報導】成立於１９９７年的關

西台商會，今年邁向第２１周年，為回歸最

初創會目的－促進會員交流，首度於２月

１１日元宵節當日，在錦城閣舉辦第一次例

會暨新年會，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偕僑

務組長黃水益也受邀到場，新舊會員近７０

名出席。

　會長俞秀霞表示，希望利用新年會讓會員

輕鬆用餐，與出席的長官和先進交流，同時

向會員報告上任一個半月以來團隊所完成的

活動，包括１月千葉友會率團來訪、兩地青

商交流，２月初與首度來阪的僑委會吳委員

長茶敘座談，青商也在新任部長林雅萍的帶

領下，於大阪春節祭熱賣會長代行楊立寧的

產品。她感謝大家的支持，希望各位會員多

多介紹身邊的生意夥伴加入，

達成任內會員數上百社的目標。

　陳訓養表示，關西台商會能

有今日的規模，歸功於歷任會

長的苦心經營，期盼今後在俞

會長的領導下，會務蒸蒸日上，

最後祝大家元宵佳節愉快，新

的一年財源滾滾而來。

　當日由青商部蔡欣紋及郭瀚

元擔任司儀，新進會員及出席

的青商也分別上台自我介紹，

會中全體齊唱生日快樂歌為秘書長盧坤騰慶

生。

　青商部部長林雅萍提到，今年的活動目標

除了協助母會執行會務之外，並預定舉辦高

爾夫球見習會、與高石市工商會青年部交流、

日本文化體驗、會員大會等４大活動；特別

是希望透過與日本工商會議所青年部交流，

為青商會員拓展人脈，增加留學生的工作機

會。

　為增進會員間的聯繫，今年度關西台商會

預定舉辦各項活動，包含５月底的高爾夫球

敘及演講會、秋季旅行以及忘年會，尤其５

月的演講會將由知名料理人，同時擔任關西

台商會副會長的魏禧之主講，題名為「料理

鐵人的甘苦談」，魏禧之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南投縣政府秘書長洪瑞智（左 3）在演講會中帶領

大家發現「不一樣的南投」( 左 2 日本千葉台灣商

會會長濱田裕子 )

東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薰（左３）帶領信徒誦唸點燈祈願文

留日大學教師聯誼會舉行 2017 新年會暨會長交接

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許忠信以「川普新政權對台灣政治、

經濟的影響」為題在日發表演講

關西台商會於元宵節舉辦新年會，會員和青商齊聚一堂 

大年初一走春 吃紅蛋
脫 去 去 年 歹 運

正 月 初 八 點 燈
安 太 歲 求 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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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人 物 專 樂在僑界活動中 犧牲奉獻與傳承 僑務委員賴玉珍專訪 埼玉台灣總會　紀秋美當選下任會長

【東京／採訪報導】為了僑務工作

推廣，僑務委員會聘請海外具有威

望、熱心僑務的僑界人士擔任僑務

委員。僑務委員為無給職，任期３

年，可連任一次，是一項榮譽，也

是一份責任。

  僑務委員賴玉珍在１９７９年

１２月來到日本留學、工作、創

業，而後投入僑界活動。擔任僑務

委員將屆６年的她，笑稱自己今年

即將 ｢ 畢業 ｣，回顧一路走來的付

出，她認為自己很幸運。

　賴玉珍在留學期間因為打工而意

外接觸到旅遊業，在帶團服務客人

當中找到興趣，後就讀東京觀光專

門學校，畢業後進入近畿國際旅行

社任職。 

　在旅行社工作期間，賴玉珍是公

司唯一的外國

人， 為 了 多 學

習， 她 主 動 攬

下部門各項事

務， 做 額 外 的

工 作。 工 作 近

十 年 後， 為 了

兼 顧 家 庭， 她

離職與先生一

同創立了旅行

社， 以 東 南 亞

團為主要客戶，

多年來累積的

經驗與知識也有所發揮。

　一直到４０多歲，賴玉珍才投入

僑界活動，因為她認為要先穩定家

庭和事業，才能有多餘的時間協助

僑會。在東京的僑團，如日本中華

聯合總會、留日台灣同鄉會、在日

台灣商工會議所和留日東京華僑總

會等，賴玉珍都參加過，也曾擔任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的事務局長，以

及在日台灣商工會議所的副會長。

　賴玉珍說自己很幸運，因為沒有

背景的她，一步一腳印在僑界從基

層做起。就像當年願意多做額外工

作一樣，在僑界她也總是挺身而出

接下活動，如民國百年舉辦台灣祭

時，她主動邀請三太子來日表演。

　｢ 在僑界最重要的是犧牲奉獻和

傳承，樂於去工作。｣ 這是賴玉珍

在擔任日本中華聯合總會事務局長

時的深刻體會。這樣的默默付出也

讓她被看到，於２０１２年被任名

為僑務委員。

　擔任僑務委員後，賴玉珍仍持續

出錢出力，參與世界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的慈善關懷活動，也熱心台灣

公益，除響應政府號召外，私底下

認養兒童、捐助獎助學金、關懷老

人，也曾和關西台商會會長俞秀霞

一同捐助花蓮門諾醫院等。遇上天

災地變的災害發生，捐款更是不落

人後。她說自己無法像其他大企業

家，但就是在能力範圍盡量做，因

為賴玉珍認為，唯有讓台灣更好，

才能在國外獲得認同。

　近６年的僑務委員任期即將期

滿，賴玉珍與僑界後進分享心得，

｢ 僑界的任何一個活動都是自我表

現和自我付出，得到的是評價，因

此要讓大家認同自己的努力，而非

批評別人。批評別人之前，要先想

到自己付出了什麼。｣ 她也鼓勵後

輩要注意身體健康，維持美滿家

庭，利用多餘時間參與活動，並與

僑務組聯繫，建立起互聯網，大家

以相互關心代替謠言猜忌。

【埼玉／採訪

報導】埼玉台

灣總會於２月

２６日舉行第

９次期末理監

事 會 議， 會

中舉行下屆會

長及副會長選

舉，選出紀秋

美 為 下 任 會

長，黃瑾麗、

水野達彥和葉

顓銘三人為副

會長，將於４月底進行交接。當

日共２０多位來賓出席會議，台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

仲熙、僑務組秘書宋惠芸、科長

文君妃也受邀參加。

　這次選舉經理事們投票選出現

任副會長紀秋美擔任下任會長，

現任理事黃瑾麗、水野達彥和葉

顓銘為下屆副會長，其中水野達

彥和葉顓銘獲得相同票數，經討

論過後，下屆副會長增加為三位。

　紀秋美表示，將在未來兩年任

期間，對埼玉在地投入更多心力，

希望促進台灣與埼玉的交流。雖

然希望能有更多年輕會員參與，

但是紀秋美認為他們需要先以家

庭和工作為重，行有餘力再協參

加。

　對於台灣和埼玉的交流，紀秋

美說目前正在規劃於大宮舉行台

灣展，並希望可以協助台灣和埼

玉的學校進行交流。

    現任會長周東寬則表示，埼玉

台灣總會需要持續重視國際交流

和文化，希望這個會能夠繼續為

台灣和在日台灣人而努力，重視

與其他友會之間的交流，並與代

表處保持密切關係，並希望讓更

多日本人喜愛台灣。

 　駐日副代表郭仲熙則表示，櫻

花的季節又要到來，希望台日關

係也能開出更美麗的花朵。即將

返台的僑務組秘書宋惠芸在當日

會中道別，接任的秘書文君妃也

到場與僑民們交流。

橫 濱 台 灣 商 會 選 舉 洪 益 芬 任 新 任 會 長 台日韓選手料理同場較勁 山梨特產入菜

【橫濱／採訪報導】日本橫濱台灣商會於２

月１８日舉行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由

秘書長何道台代替身體不適的會長河維寧擔

任會議主持，會中進行第三屆會長選舉，因

理事洪益芬一人同額競選，由出席的理監事

以鼓掌方式，通過了洪益芬的當選案。

　橫濱台商會於停頓兩年後，在第二屆會長

河寧維的領導整頓下，會員人數成長，例行

行事規模也步上正軌，洪益芬希望接續河會

長的理念，培育青商、增加合作商機，多參

加日總、亞總和世總活動，打響橫濱台商知

名度。

　在提案方面，為方便消息連繫，決定成立

橫濱台商的ＬＩＮＥ群組。同時因會員人數

逐漸成長，希望能成立選舉委員會，讓會長

選舉制度化。秘書長何道台也提案將

青商活動的制度化，不只是吃喝玩

樂，要有主題目標，也向日本台灣商

會總建議各地青商會長在日總有投

票權，讓商會更重視青商發展。

　特別從沖繩前來列席的日本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新垣旬子表示，

橫濱台商會雖然復會不久，但這兩年

商會和青商部都積極參與日總活動，

提案也很有建設性，對日本台商的發

展很重要，新任會長洪益芬同時也

是日總監事長，能力獲得大家認可，

相信能為橫濱台商開創新境界。

　理監事會後，大家移席飯店進行懇親會及

新舊任會長交接程序，第二屆會長河維寧感

謝會員支持讓會務順利運作，也希望大家支

持新任洪益芬會長，在日總新垣會長的監交

下，橫濱台商會成功交棒。台北駐日經濟文

化代表處副代表張仁久，感謝橫濱台商會對

代表處業務的配合，也希望新會長帶領橫濱

台商繼續支持僑務工作。

　橫濱市會議員福島直子代表地方出席，特

別宣傳於３月２５日起在橫濱舉行的全國都

市綠化祭，和５月４日到７日的亞洲開發銀

行第５０次總會，預計將迎來各國共５千位

金融界人士參與，希望橫濱的台灣僑民也能

支持這兩項活動。

【山梨／採訪報導】第一屆國際藝術大賽

於２月９日在山梨正式登場，邀請了來自

台、日、韓三國共７２位選手同場較勁，

以山梨著名的農產品入菜。來自台灣的

４５位選手團是這次比賽最大贏家，總共

奪得了４３個獎項，其中包括３個特金獎。

　由石和景觀旅館集團、國際文化交流協

會、石和溫泉觀光協會、山梨台灣總會、

山梨秀峰調理師專門學校和山梨縣調理師

庖心會共同舉辦的第一屆國際藝術大賽，

邀請了台、日、韓三國選手共同參與，分

為展示和現場調酒兩大類、共六組競賽。

　這次競賽最大特色，便是要求選手除了

蛋糕類以外，必須以山梨當地的農產品來

入菜，因此選手們在比賽前一天抵達山梨

後，全心投入料理創作。

　石和景觀旅館集團會長加藤

芳宏表示，希望這次比賽可以

促進山梨觀光、文化交流和宣

傳山梨特產，尤其山梨的農產

品生產量是第一，為了提高知

名度，而要求選手使用山梨的

材料來表現「食文化」。

　作為主辦單位之一的山梨台

灣總會，在事前籌備上花費不

少心思。會長余麗玉提到，希

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些好的

料理，提升山梨的特色。理事林添旺也表

示，希望透過飲食文化，發展到全日本，

把山梨縣的好，推廣到台灣、韓國以及全

世界去。

　經過評審反覆討論，終於決定得獎名單。

人數眾多的台灣選手團，果然是本屆比賽

最大贏家，囊括了４３項，其中還包含了

３個特金獎。

　對於這次選手的表現，台灣國際文化交

流協會會長黃經典表示，可以看到台灣、

韓國和日本各自發揮比較拿手項目，以及

自己比較代表性的部分。台灣中華餐旅文

化交流協會會長陳麒文說，三國選手的表

現各有千秋，各自代表了文化背景和特色，

因此評審時候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才決定

結果。

日本橫濱台灣商會舉行會長交接

台韓三國選手、來賓與主辦單位大合照

【大阪／採訪報導】以台語、中文

提供海外僑胞電話諮詢服務的關西

生命線，１月２８日在森之宮ＨＡ

ＬＬ舉辦水餃火鍋大會，２百多

位僑胞、留學生和日本友人共聚圍

爐，迎接新的一年。

　關西生命線代表梁碧玉感謝協助

活動的義工以及多年來給予支持的

所有後援團體，希望為在日本社會

中緊張度日的僑胞提供身心放鬆的

場所，也期盼大家在異鄉能有信心

繼續打拼。駐大阪辦事處僑務組長

黃水益偕秘書羅國隆到場向僑胞拜

年，感謝梁代表及所有工作人員用

心為大家準備豐盛的料理。

　這場持續２６年的活動，礙於用

火煮食及日本法規，數次更換場地

後，第一次在森之宮ＨＡＬＬ舉

辦。志工們從早上８點便開始設置

會場和準備食材，火鍋高湯花了５

個小時燉煮，純手工水餃從和麵、

擀麵開始，用了２５公斤麵粉，花

費半天時間完成近三千粒。

　參加的留學生林秉翰說，感謝關

西生命線舉辦這樣的活動，過年的

時候想家，來到這裡和大家在一起

就不孤單了。參加的日本民眾表

示，水餃不但

好吃，又可以

與大家交流，

已經連續多年

參加。水餃火

鍋大會不僅撫

慰了異鄉遊子

的心，也成了

文化交流的重

要場合。

僑胞開心圍爐共享水餃火鍋

關西生命線水餃火鍋大會 兩百多人圍爐迎新年

僑務委員賴玉珍認為僑界活動是自我表現和付出
埼玉台灣總會於２月２６日舉行期末理監事會議

賴 玉 珍： 僑 界 活 動
是 自 我 表 現 與 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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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和芝加哥、紐

約、波士頓和柏林並稱為世界６大

馬拉松之一的東京馬拉松，今年進

入第１１屆。馬拉松大賽於２月

２６日週日舉行，但是在比賽開始

前，馬拉松相關的活動如馬拉松博

覽會、馬那松週或前夜祭已經搶先

開跑。

　２０１７年東京馬拉松於２月

２６日上午９點在東京都廳前正式

起跑，今年共有選手３萬６千位跑

者參加，其中台灣選手１３４８

名，是這次外國參賽選手人數最多

的。

　今年吸引超過３２萬２千人報

名，透過抽選僅有３萬６千人能夠

參賽，其中外國參賽者超過６千

人，而為了迎接來自各國的參賽

者，主辦單位招募了１萬１千位志

工，其中包含能說外國語言的志

工，來協助比賽進行。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在開幕致詞後，

便 宣 佈 比 賽 正 式 開

始，依序從輪椅選手、

邀請競賽選手到一般

選手的順序出發。和

往年路線不同，今年

的終點在東京車站前

的行幸道，選手從東京都廳出發

後，途中經由飯田橋、神田、日本

橋、淺草雷門、兩國、門前仲町、

銀座、高輪和日比谷。參與馬拉松

的選手，需要在７小時內完成比

賽。

　參賽選手的裝扮五花八門，各自

代表著地方特色或是個人喜好，在

跑者當中可以發現帶著皮卡丘頭套

或身穿馬利歐服裝的跑者。人群中

也可看到不少台灣選手穿著印有國

旗或寫著 TAIWAN 字樣的運動服

參賽。

　２０１７東京馬拉松博覽會於２

月２３日起一連三天在東京國際展

示館舉行，今年共１３７家單位參

展，為歷年來最多。為推廣台東運

動觀光，台東縣政府以「＃台東」

為題，首次底抵日參展。

　台東縣政府此次參展，邀集了Ｃ

ＨＥＮＮＥＮＧＥ　Ｔａｉｗａ

ｎ，ＩＲＯＮＭＡＮ　Ｔａｉｗａ

ｎ兩家國家鐵人運動品牌和台東綠

島愛潛水聯盟一同參展。

　台東縣政府國際發展與計畫處處

長余明勳表示，台東現在每年有

２０多場運動賽事，包含鐵人三

項、馬拉松、自行車等，希望整合

在地業者，打造運動平台。台東的

熱氣球、潛水運動和鐵人三項方面

引起國際注目，尤其熱氣球，這幾

年下來翻轉了台東的經濟。為了提

升國際能見度，台東縣不但積極參

與各項國際活動，也在２０１６年

１月１日成立了台灣首創的國際發

展與計畫處。

　余明勳說，希望未來以台東縣的

名義，得到國際認證，打造國際級

的馬拉松賽事，目前還在準備中。

也藉由這次參展，學習東京馬拉松

的經驗，他尤其稱讚東京馬那松在

大數據統計方面的成果，可作為台

東縣的參考。

　台東縣政府也在２月２５日當日

下午在舞台舉行兩場推薦會，除邀

請曾獲得金曲獎最佳原住民歌手獎

的桑布伊到現場演唱原住民歌曲，

也特別宣傳將於３月１８日、１９

日在台東舉辦ＩＲＯＮＭＡＮ　

７０. ３Ｔａｉｗａｎ。

【東京／採訪報導】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在台灣上映的《百日告

別》，近一年半後終於將與日本觀

眾見面，為了宣傳作品，導演林書

宇於２月６日在台灣文化中心舉

行試片會，並和日本導演行定勳進

行映後對談，兩人互相欣賞對方作

品，並說好交換劇本拍攝。

　《百日告別》是林書宇的第三部

長篇電影，以自身經驗改編而成，

描述在同一場交通事故各自失去

伴侶的兩人，於百日間自我療癒的

過程。這部片曾入選２０１５年

第２８屆東京國際影展，導演林

書宇和男主角石頭當時也抵日參

與 Q&A。女主角林嘉欣，更因為

這部片獲得第５２屆金馬獎。

　這場試片會開放１００個名額，

但觀眾報名人數

達４倍之多。林

書宇在座談會中談到表示，為了邀

請久未拍戲的林嘉欣，他學習伍迪

艾倫親自寫信，果然成功請到林嘉

欣擔任女主角。對於男主角石頭，

林書宇也很肯定他的表現，為了演

好這個角色，石頭在現場拍攝前就

已經投入劇中角色的狀態之中。

　行定勳很肯定林書宇的作品，認

為這部電影相當真實。兩位導演在

對談中也提到了在日本、台灣和上

海各地的拍片心得，並提議之後要

各自創作劇本，再互相交

換拍攝。

　林書宇也在會中提到，

他很感謝電影的存在，讓

他能過透過這樣一個媒

介，去和世界上不同角度

的人去溝通。

　《百日告別》於２月

２５日起在涉谷ＥＵＲＯ

　ＳＰＡＣＥ上映，３月起在日本

其他地區也能看得到。

【東京／採訪報導】根據導演林書

宇自親經歷所創作的作品《百日告

別》，觀眾終於可以在日本看到。

《台灣新聞》在東京訪問了來日宣

傳電影的林書宇，談談這部電影的

創作。

　｢ 這是我最個人的一部作品，在

創作上卻是最自由的。｣ 雖然《百

日告別》就是從林書宇告別過世妻

子經驗出發的作品，但是不同於前

兩部長片電影，林書宇說他並沒有

精密地編寫《百日告別》的劇本，

台詞的更動性高，甚至連拍攝都試

圖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片中有很多

的即興與創作。  

　這和他此次使用數位拍攝也有

關聯，讓他有更多的空間讓演員

自由發揮，他回憶起拍攝過程中，

男主角石頭有一場戲就拍了兩次，

第一次照劇本和分鏡拍攝完成後

卻不滿意，第二次就改用紀錄片

式的方式慢慢拍，之後再剪輯出精

華部分。又像是他讓女主角林嘉欣

在沖繩拍攝時自由演出，攝影機

只是在一旁紀錄，她會和其他人

有什麼樣的互動，事前都不知道，

就像是拍紀錄片一般。

　林書宇說，｢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

拍，我以前不會這樣拍電影 ｣，他

在這樣的拍攝過程中發現，當整

個團隊頻率相同，會有更大的創

作空間，拍出來的作品會很真實。

這點或許也可以反映在他對於演

員的信任上，他堅持導演要親自

選角，當選定了演員，就已經為電

影的很大部分定位；選對了演員，

就選擇相信他們。

　他選擇石頭和林嘉欣作為《百日

告別》男女主角，將兩位在戲劇

經驗上有所差距的演員組合在一，

他認為反而可以互相互補，不是互

相競爭，而是互相學習。當職業演

員看到素人演員，而會要求自己技

巧不要這麼匠氣，要更自然一點；

經驗較少的演員也能看到專業演

技的精準。

　在整部片中，林書宇最有感觸的

一段，是女主角在沖繩遇到老婆

婆時的對話，因為這代表的是從

來自陌生人口中的安慰。他認為，

很多的安慰往往來自於陌生人，

就像片中男女主角彼此也很陌生，

但卻是最能了解彼此感受的，這可

以讓人繼續對世界抱著希望，因此

他很重視這一點。 

　沖繩、漫畫，甚至是電影整體的

色調，日本的元素在片中不難發

現，林書宇甚至還被朋友謔稱「為

什麼把這部片拍得這麼乾淨」。林

書宇說，這和他從小受日本文化的

影響有關，這影響

了他的美學，也直

接反映演員服裝和

場景選擇上。

　小時候喜歡看安

達充的漫畫的林書

宇說，安達充的作

品中充滿很多留白，

將作者想說的話，

放在對白和對白中

間暗示。他喜歡這種說故事的方

式，他希望讓觀眾自己去感受，而

不用把事情說破。

　作品時隔一年半在日本上映，林

書宇的感受和首次在台灣上映時

大有不同，由於電影的題材並不輕

鬆，讓他當時在面對觀眾的時候

也比較謹慎，而現在他已經開始新

的創作，將自己投入新的故事中，

和這部片產生了距離，對上映反而

充滿期待。

【東京／採訪報導】蔡英文政

府於２０１６年上任之後，推

動一系列能源政策。經濟部於

去年６月發表，將在２０２５

年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並將

再生能源發電量提升到２０

％。今年１月《電業法》修正

草案三讀通過，台灣的電力市

場將出現轉變。

　由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所舉辦的台灣情勢演講

會，在２月８日邀請經

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

能，以「台灣能源轉型

發展方向」為題，在東

京霞山會館發表演講。

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理

事長豐田正和和日本交流協會

專務理事舟町仁志也在開場前

致詞。

　演講中林全能以三個方向來

說明台灣在能源轉型的工作，

包含台灣能源轉型的歷程、願

景和推動策略以及推動措施和

做法。

　目前台灣能源轉型追求「能

源安全」、「綠色經濟」和「環

境永續同時發展」三個面相，

並制定了五大推動策略。同時

為了執行目標，行政院成立了

跨部會的能源減碳辦公室。林

全能在會中也針對五大策略推

動的做法詳細說明。

　在回答提問時，林全能再次

說明，新政府在供應和節能上

已做好推動方案，台灣如果停

止核能，也不會出現缺電情況。

他也認為，非核家園訂定具體

目標，不但可以減少如過去爭

議的時間，也可以減少使否需

要使用核能的爭辯，反而可以

全力發展其它能源。

【那霸／綜合報導】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董事長林仁益，於２月１９至

２１日率領台灣電子設備及醫療器材

產業負責人３０多人訪問沖繩，此行

拜會沖繩縣廳聽取投資簡報、考察那

霸港與那霸機場貨運站、參觀沖繩科

學技術大學院和沖繩ＩＴ津梁園區等。

　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於２０１６年

９月，與金屬中心簽署半導體設備與

醫療機器產業建構相互支援體制合作

備忘錄，因此邀請金屬中心此次訪問

沖繩。

　２月２０日晚間舉辦沖繩台灣商務

交流懇談會，多家台灣業者和沖繩廠

商與藉此進行商談。林仁益在會中致

詞時表示，此次參訪活動必能為雙方

創造商機，感謝沖繩方面的安排。駐

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則提到台灣與

沖繩的交流已可看得出成果，近年來

沖繩縣廳每年組團到台灣舉辦投資說

明會和廠商交流會。另外，沖繩縣內

最大麵包製造商沖繩製粉，也與台灣

全家合資生產２０多種商品，並在台

灣全家３千家店面販售。

２ ０ １ ７ 東 京 馬 拉 松 台 灣 不 缺 席

林書宇東京宣傳《百日告別》和行定勳約好合作

最個人的作品 最自由的創作《百日告別》導演林書宇訪問

林 全 能 東 京 演 講 談 台 灣 能 源 轉 型 發 展 林仁益率電子設備及醫療器材產業廠商訪沖

出發通過都廳前的台灣參賽選手，高舉起雙手

台東縣政府首次於東京馬拉松博覽會中展

出，推展台東運動觀光

林書宇（右）和日本導演行定勳進行對談

林書宇在《百日告別》拍攝過程中有很多即興創作

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前排右 4）與此次

訪問沖繩的電子設備及醫療器材產業負責人。

日本交流協會所舉辦的台灣情勢演講會，邀請經

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能演講

台 灣 選 手 人 數
居 外 國 參 賽 者 之 冠

台 東 縣 首 次 參 展
推 台 東 運 動 觀 光

《 百 日 告 別 》
的 即 興 創 作

日 本 文 化 影 響 美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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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專業 提供全方位服務

瞄準外國人不動產交易
提 供 中 文 服 務

【東京／採訪報導】在日本，司法書士被

稱為「巷口的法律專家」，他們提供民眾

法律諮詢、協助處理各式法律案件。身在

日本的外國人，若想創業或投資不動產，

甚或是碰到遺產繼承等問題，需要尋求司

法書士的協助。《台灣新聞》訪問了擁有

豐富資歷的司法書士黑澤　記，透過他的

的經驗談，更能了解司法書士的角色。

　創立於１９７２年的黑澤合同事務所，

已經邁入第４５周年，至今協助處理超過

７０萬件案件。創辦人黑澤　記畢業於中

央大學法學部，從事法律相關工作似乎是

理所當然，但司法書士其實不是黑澤　記

的第一份工作，他在經歷過世界連邦建設

同盟和ＬＩＯＮＳ ＭＡＮＳＩＯＮ株式

會社大京的工作後，創立了司法書士事務

所。 

　雖然他說自己是恰巧考上而開始擔任司

法書士，但是在事務所設立之初，黑澤　

記就已經對司法書士有明確的定位。有別

於當時的司法書士多將事務所設在法務局

周遭，他則選定中野車站作為據點，秉持

著服務的精神，不是在事務所裡等客戶上

門，而是勤跑客戶。 

　景氣好的時候，土地估價上漲、社會氣

氛越來越好，工作量大需要熬夜加班才能

完成。但是不景氣的時候，因為金融機關

縮編、破產，還是會有大量案件需要處理

而忙不過來，但其實並不都是正向的工

作。透過這樣的經驗，黑

澤　記發現事務所只能提

供一種專業是不夠的，尤

其現在的不動產業者多為

中小企業和街上個人經營

的店鋪，今後則會朝著的

寡佔的方向前進，加盟連

鎖的不動產公司和金融機

關的案件會越來越多，若

事務所只有一位司法書士

能提供的服務有限，必須

要順應形勢，齊聚多位專

業人士。

　因此，事務所內聚集了司法書士、土地

家屋調査士、測量士、稅理士、公認會計

士和中小企業診斷士，發展成為合同事務

所，現在能為客戶提供全方位且一站式的

服務。 

　黑澤合同事務所現在不只服務日本客

戶，事務所內也有針對外國人提供中、英

文諮詢的員工。他們不單只是擔任翻譯，

還分別具備法律和稅務知識，可提供服

務。

　黑澤　記提到，當外國人在日本購買不

動產時，了解並遵守日本的制度是很重要

的。過去曾有台灣買主以為購買了房屋、

拿到鑰匙搬進去住之後，就以為有了房屋

的所有權，而沒有留意登記手續。

　根據日本的制度，若只購買而沒有辦理

不動產登記，無法百分之百的保障自己的

權益，因此買家必須要確認是否已經完成

登記手續。在不動產交易中，司法書士以

中立的立場見證買賣雙方交易，以確保雙

方權益，因此可以向專業的司法書士尋求

協助。

　身為擁有豐富資歷的司法書士，並領導

一個專業的團隊，黑澤　記仍是保持著最

初的信念—希望能夠成為「巷口的法律專

家」。現在，黑澤合同事務所提供客戶全

方位的法律服務，成為讓一般民眾也可以

容易諮詢的事務所。因爲他相信，若能事

前諮詢，就能防止很多不必要的糾紛。 

        日本法律停‧看‧聽 

以法人名義投資日本不動產
《本專欄內容由黑澤事務所提供》

　最近來日本做不動產投

資的台灣人愈來愈多，投資

金額也愈來愈大，到了一定

規模時就會發現個人名義

投資的稅率提高，也就是遇

到一般所謂的「６００萬圓

障壁」，因此開始考慮設立

公司法人，用法人的名義來

投資。

　以法人名義投資不動產

基本上有不少稅務上的優

惠，例如：１) 法人的稅率

到了一定的金額後就固定

下來，不會再階段式上升；

２) 個人投資是分離課稅，

損失無法抵扣，法人交易上

的損失可以合併計算，跟其

他收益相抵銷；３) 個人擁

有的不動產有強制折舊，使

得賣掉時的利益金額可能

因此相對增加，而法人擁有

不動產的折舊則是任意的。

　除了稅制之外，公司法人

的名義還有一些例如費用

計算、社會信用度等其他優

點。

　由於以上種種考量，投資

金額增加後決定設立公司

的台灣人也愈來愈多，但是

設立法人後，原本個人持有

的不動產要變更名義又需

要另一筆費用，因此若有計

畫投資日本不動產，而且預

計金額會比較大的話，另

外一個方法是先設立法人，

再用這個法人的名義投資，

在各方面都能一勞永逸。

　而且對外國人而言情形

變得更有利，因為現在設立

日本法人，已經沒有國籍或

居住地的限制，換句話說，

即使所有股東、董事都是不

居住在日本也不具有日本

國籍的台灣人，也一樣能夠

設立日本當地的法人，也能

用法人的名義來進行不動

產投資。

　此外，設立日本法人所需

的時間、費用，以及手續等

等也都比以前減少、簡化了

許多，計畫投資日本不動產

的話，不妨先跟司法書士商

討設立日本法人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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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京／採訪報導】第１６屆國際奈米科技

展於２月１５日到１７日在東京國際展覽中

心舉辦，中研院院士吳茂昆率領台灣２６個

產、學、研單位參展，共展出３０項技術，

這也是台灣第１３年參展。台北駐日經濟文

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在２月１５日前往台灣

館參觀。

　２０１７國際奈米展主題為 ｢ 開放奈米合

作 ｣，共有來自２３個國家、４７６家企業參

展，其中超過４０家是首次參展。今年台灣

的２６個參展單位來自大學、研究單位和產

業界，包含電子工和光電技術、生物

醫學、儀器設備發展、奈米材料與應

用、能源與環境以及政府機關和非營

利團體等六大領域，共同組成台灣館。

　駐日代表謝長廷於１５日前往台灣

館參觀，在吳茂昆的陪同下聆聽各個

參展單位的解說，了解台灣奈米科技

的發展狀況，並與參展單位談到與日

本的合作情況。

　對於參展學術單位所提出的合作建

議，謝長廷則說，現在雖已有和日本

的合作，但單就奈米領域的計畫很多，所以

轉變為應用，如醫療或檢測，計畫比較容易

通過，如果遇到好的合作對象、或好的合作

議題，可以協助交涉和聯繫。

　吳茂昆表示，過去多為學術單位參展，近

年慢慢有產業界加入，今年增加很多商品化

的展示，表示台灣從學術到產業化已經可以

看出實際成果。他也提到，台灣在奈米科技

發展並不落後其他國家，參與這個領域的團

隊相當多，所以面向也廣。這次參展希望可

利用機會與各國進行技術交流與合作。

【東京／採訪報導】第２７屆世界蘭展日本

大賞於２月１１日到１７日在東京巨蛋展

出，台灣有７家業者參展。台北駐日經濟文

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也在２月１０日參加內

覽會，訪問參展的台灣廠商，並參觀景觀佈

置區中的台灣得獎作品。

  已邁入第２７屆的世界蘭展日本大賞，每

年都有台灣廠商參展，今年也有清華蘭園、

佳和蘭園、長穎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吳

祚雄蘭園、可可金鞋蘭場、億晟蘭園和台大

蘭園等７家產出，社團法人台灣蘭花產銷發

展協會參與景觀佈置區的項目，獲得第二大

獎優秀賞。

  駐日代表謝長廷於２月１０日內覽會當日

出席，在前蘭協會長高紀清的介紹下，參觀

台灣業者攤位，並與廠商交流。謝長廷在參

觀完展出後表示，過去從政的時候曾拜訪過

國內蘭花業者，但參觀蘭展則是第一次。台

灣業者要將蘭花運送到日本很辛苦，保存技

術和大家的熱誠很讓人感動，政府應該多多

鼓勵。他也歡迎世界的蘭花愛好者，於３月

３日到台灣參加蘭展。

  前蘭協會長高紀清表示，日本

一直是台灣蘭花重要的外銷市

場，台灣外銷到日本的文心蘭佔

日本進口量的９０％。他也提

到，台灣蝴蝶蘭中的大白花多用

於日本葬儀，目前台灣廠商技術

已能穩定持續提供花卉，希望蝴

蝶蘭市場也能穩定成長。

  高紀清也說，台日在蝴蝶蘭市

場是共存共榮的關係，日本佔了台灣蝴蝶蘭

外銷的３成，外銷日本的蝴蝶蘭品質和單價

都是最高的，雙方互相拜訪頻繁，台灣業者

也會和日本第一線生產者互動，以檢討未來

生產方向。希望這樣的合作模式也在運用在

美國或歐洲，

  今年世界蘭展日本大賞共有來自世界１９

個國家，約３千種以上參展，並有超過

１千３百件作品

申請日本大賞審

查，最後由來自

神奈川小田原市

的永井清獲得大

獎。２月１０日

開幕式當天，高

圓宮妃久子、絢

子女王和東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

也到場參與。

與你我息息相關的法律專家

國 際 奈 米 科 技 展
２ ６ 個 台 灣 團 隊 參 展

第 ２ ７ 屆 世 界 蘭 展
台 灣 蘭 協 獲 景 觀 佈 置 優 秀 賞

司法書士黑澤　記所創立的黑澤合同事務所，希望提供民眾更容易諮

詢的環境

駐日代表謝長廷、中研院院士吳茂昆與參展單位合影

駐日代表謝長廷（左 3）與台灣花卉業者共同推薦台灣蘭花

永井清的作品‘Long Well’獲

得２０１７年世界蘭展日本大賞

 司法書士黑澤　記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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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４百年歷史的大內宿，位於會津藩

前往江戶參勤交代的必經之路，因此聚

集了民宿、商店和飲食店，至今街道旁

的茅草屋仍保持原貌，讓你彷彿回到江

戶時代。

　若短暫停留不夠，可以選擇在大內宿

的民宿住上一晚，體

驗最道地的會津生活

和鄉土料理。其實這

樣的玩法已經有不少

台灣旅客發現，我們

此次訪問了歷史３百

多年的伊勢屋和本家

扇屋，兩家民宿的老

闆娘都提到曾接待過

不少台灣旅客。

　海拔比東京晴空塔

還高的大內宿，冬季

佈滿了白雪。下鄉町觀光導遊山田明推

薦，每年２月第２個週六和週日，大內

宿會舉辦冰雪祭，期間還會釋放冬季限

定的煙火，千萬不要錯過。

冬天的觀音沼森林公園覆蓋在白雪之

中、沼澤結冰，原本少有旅客造訪，當

地人希望讓冬季的觀音沼之美能被看

見，規劃出一日限定的「雪中健行」。

今年在２月１９日舉辦第９屆，開放

１５０名額報名，活動分為

初學者和中級者兩種路程，

參加者在鞋子上綁上「ＫＡ

ＮＪＩＫＩ（防止在雪地裡

滑倒的用具），在領隊帶領

下在雪地裡邊健行邊欣賞

風景。

   當完成２小時的雪地健

行，熱騰騰的會津地雞湯、

麻糬和甜酒釀，已經在終點

等著大家享用。下鄉町商工

會的渡部惠子說，觀音沼森林公園雪中

健行是由當地居民發起舉辦，會場提供

的餐點，也是由居民烹煮，是其他地方

都找不到的美味。

　被評定為日本夜景遺產的「雪月火」，

結合了雪地、月光和蠟燭的火焰三重意

象，每年固定在２月的第３個週六舉行，

今年已經是第１２屆。雪洞原來是讓人進

入休息和玩耍，但當地人士運用這個點

子，沿著中山花之鄉公園的山坡和池邊，

用雪堆出２千多個迷你版小雪洞，並在

洞內裝上蠟燭。下午４點半將蠟燭點燃，

隨著天色漸漸變暗，燭光在雪地中更加

明顯，吸引大批遊客湧入一飽眼福，不

少攝影愛好者也到現場

捕捉美景。

　雪月火是當地居民自

發性的活動，包含打造

雪洞和準備蠟燭都由居

民親自完成。中山村創

建實行委員會田沼智表

示，籌備活動的當地人

士其實各自有工作，但

為了發展家鄉，義務參

與籌辦團隊。

　一想到滑雪，馬上就會想到長野或新潟，

但其實位於會津高原的高杖滑雪場，也是

著名滑雪勝地，每年１２中月到

４月初開放，提供滑雪、滑雪板

和雪地健行三種方案供旅客選

擇，不論是初學者或是老手，都能找

到適合的課程，在教練帶領之下，體

驗雪中活動的樂趣。

　對於家族旅行或是中高年

齡者，若不想從事滑雪活

動，也可以選擇山頂之旅。

在清晨時分搭乘雪地車，約

２０分鐘就能抵達山頂，欣

賞樹冰和霧冰，也可從高處

眺望風景。下山的時候，可

以選擇繼續搭乘雪地車，或

是以滑雪板從高處滑下，體

驗奔馳的快感。

東日本大震災追悼慰靈祭
恭祝 呂仙祖 媽祖聖誕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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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駿　　興建会長　玄胡明信

敬邀十分善信大德參加安奉禮斗、超拔祖先、嬰靈、解冤釋結、普施等科儀、

共霑法喜、同沐神恩、增添元神光彩、萬事吉祥如意。
無量壽佛 

謹訂於平成２９年４月１５日、１６日、１７日啓建金真

禮斗消災植福陰陽兩利三天大法會·環佛祭七星科儀

【會津／採訪報導】福島縣主要分成濱通、中通和會津地方３部分，其中位於西部的會津
地方，一向以悠久歷史和古蹟著名，２０１３年由綾瀨遙主演的ＮＨＫ大河劇《八重之
櫻》，就是以幕末會津為背景的故事。冬季的會津時常下雪，被白雪覆蓋的會津美景，讓
遊客不停按下快門，本期的《台灣新聞》向您介紹冬季的會津。

觀音沼森林公園 雪中健行日本夜景遺產 雪月火

會津高原 滑雪 

▲高杖滑雪場

▲

主辦單位今年準備了 2017 個小雪洞，佈滿整片山丘

▲觀音沼森林公園雪地健行

▲搭乘雪地車約２０分鐘可以到達山頂

會
津

冬季遊

江戶風情 大 內 宿  

▲被雪覆蓋的大內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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