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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裕玲當選第五屆日總總會長　松田振興出任監事長

【東京／採訪報導】日本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於３月１８日舉行第５屆

總會長和監事長選舉，現任日本千

葉台灣商會會長林裕玲當選第５屆

總會長，監事長則由日本關西台商

協會松田振興出任。同日舉行的交

接儀式中，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代表謝長廷和副代表郭仲熙以及

日本內閣府內閣官房政策參與濱野

京受邀出席，而亞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總會長長李天柒、監事長林啟

明、秘書長陳家達及世青會長邱臣

遠、亞青會長吳國本也特別抵達日

本，見證交接過程。

　林裕玲在交接儀式中，先以一鞠

躬感謝與會來賓的光臨與指導，並

接著提到目前台日間在政府和民間

交流頻繁，但日本主流社會對台商

總會的認知度仍然不夠，因此要加

強與日本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連結，

創造商機。同時她也表示台商會的

未來就看年青人，未來將培訓青

商。

　第４屆會長新垣旬子感謝過去一

年間各界所給予的指導和協助，並

稱讚新任總會長林裕玲具有行動

力，將可帶領日總往前邁進。在她

擔任總會長的這一年，很高興能與

各位副會長和理監事共事並感到驕

傲。

　駐日代表謝長廷則表示，由於加

入ＴＰＰ區域性經濟組織難度較

高，因此對台灣來說國與國之間的

雙邊結合顯得更為重要，台灣和日

本間已有基礎，希望今年能夠重啟

談判締結ＦＴＡ，將對經濟幫助很

大，他也表示除了租稅協定之外，

將透過各項協議的簽署，讓日本投

資更容易、更有保障。最後並期待

未來的會長和理監事能夠再創高

峰，讓日本商會發光發熱。

　李天柒則表示，台灣政府正推動

南向政策，他提議日本也同時加

入，往日本南方也就是台灣發展，

若能集結日本和台灣的力量，定能

更加成功。

　當日稍早舉行第４屆第３次理事

會議和４屆第３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並由選務委員會舉行總會長及

理監事選舉。選舉結果出爐後，隨

即召開第５屆第１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除了由東京、橫濱、關西、九

州和琉球各區副會長報告會務狀況

外，並討論新任執行團隊和新人事

聘任案。新任總會長林裕玲也說明

兩項會務發展計畫，包含加強各地

區青商活動，以及建立日總的網路

平台。

　第５屆理監事會也已訂出本年度

將召開得常務理事會及理監事會議

日期，並計畫於６月與南投縣政府

舉辦南投之旅、１０月國慶返台致

敬並呼籲理監事積極參與世總和亞

總年會。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全體理監事與當日來賓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４屆總會長新垣旬子（左）交接給新任總會長林裕玲（右），

並由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李天柒（後）監交

卸下日總總會長職務的新垣

旬子表示，日總僅成立四

年，由於成員分布日本各

地，會務內容與溝通部分

尚有加強空間，因此她在

任內全力建立日總組織體

系，上任後立即成立會長會，

並運用現代科技ＬＩＮＥ，加強會內聯絡與

溝通。同時考慮到各地區的會長及理監事平

日公務繁忙，難以頻繁聚會溝通會務，因此

運用ＬＩＮＥ群組召開常務理事會等，使會

務推動更順利，成功結合日總組織聯絡網。

另外，新垣旬子在第４屆總會長任內中，為

使日總發展為全國性組織，全力支持各區地

域性活動，加強各地區商會間溝通互動，並

廣泛參與主流性經濟團體之活動。此外，致

力使台灣商會作為台、日間商務橋樑，成功

擔任世界台商會亞洲區窗口的重任。相信這

一年對第４屆的成員來說，是會務充實且緊

密聯繫的一年。

   對於新任總會長林裕玲，新垣旬子表示，

林裕玲一直參與第四屆會務運作，行動力十

足，並了解目前總會最需推動的會務，期待

總會在她的帶領下，持續加強各地區商會間

的合作，拓展海外機會，增加與全球各地企

業的商業契機。

回 顧 第 ４ 屆 會 長 新 垣 旬 子

　１９８９年開始參與僑會

活動的林裕玲，曾參擔不

少僑界職務，如日本中華

聯合總會副會長、千葉中

華總會副會長，也是日本

千葉台灣商會的創會會長。

這次參選角逐第５屆日總總

會長，林裕玲表示她希望能藉此回饋台灣

社會，為大家服務。

　對於總會長任內的發展計畫，林裕玲首

先提到希望加強日總與日本各地政府的連

結。她表示，台商會需要和日本主流社會

連結，她在擔任千葉台商會會長期間，已

促成南投縣政府和千葉縣政府和縣內五市

交流，因此她希望藉由之前的經驗，帶領

日總與日本當地政府結合，提高日總在日知

名度，成為台日間的橋樑，繼而帶動台灣企

業和縣市政府與日本交流。

　除此之外，林裕玲也提出了日總網路平台

建置計畫，藉此加強宣傳，以創造更多商

機。對於日總會務和制度，她則希望能更加

組織化與系統化。林裕玲也將落實日總各項

工作委員會，包含章程委員會、新生代委員

會、出版資訊委員會、會務推動委員會和紀

律委員會，目前已邀請各地區台商會成員出

任，希望藉此提高對日總的向心力。此外，

她計畫加強培育青商、傳承經驗，尤其加強

青商與日總母會間的溝通和互動，提供青商

更多商機。

展 望 第５屆會長林裕玲（濱田裕子）

【三重／綜合報導】身兼三重縣對外發展

部門審查委員和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４屆總會長新垣旬子，偕同亞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多位幹部組成「日本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視察團」，於３月１９日和２０日

至三重縣經濟交流，並拜訪當地多家企業，

業種包含科技農產、水產加工，珍珠精品、

烘焙業、精密機械工業、綠能環保木業和

零售市場等。

　由三重縣知事鈴木英敬帶領三重縣企業

界，於今年２月前往台灣參與在台灣立法

院所舉行的「２０１７國際經濟論壇：台

日經貿發展趨勢」。此次新垣旬子在一個

月後率團訪問三重縣，希望以三重縣作為

交流的基點，與台灣中小企業建立多角企

業交流，結合各地區優勢，並透過世界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與台灣企業共同打造出雙

贏、甚或是多贏的局面。

　１９日晚間，三重縣副知事石垣英一和

公益財團法人三重縣產業支援中心理事長

山川進，邀請當地５０名企業代表與會，

台日雙方積極交流，希望促進商機。當日

三重縣知事鈴木英敬因要公赴北海道不克

出席，但仍錄製影片表達歡迎之意。

　此次日總視察團由第４屆日總會長新垣

旬子率團，成員包括第５屆日總會長林裕

玲、亞總總會長李天柒賢伉儷、監事長林

啟明、秘書長陳家達賢伉儷、資深理事郭

吉安賢伉儷、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謝明輝賢伉儷、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榮譽顧問陳宗文賢伉儷和世界青商會會長

邱臣遠等人。

　三重當地政府輔導地方產業不遺餘力，

企業與學校密切合作，充分展現產、官方、

學三方成功合作模式。李天柒表示，台灣

目前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若能透過日本政

府與東協台商合作，便有機會可以達到更

全面的南進成果，結合三方的力量，共同

找出日總能夠協助之處，並結合台灣政府

政策，必能為台日經貿交流推往國際與世

界接軌。

　以過去台日企業合作的經驗，日總此次

三重縣企業考察，對於臺灣政府所推動的

新南向政策，將可産生積極而正面的作用。

我看到日本台灣商會一片融洽，開會有效

率，團隊一年比一年進步，新的林裕玲會

長有企圖心，又年輕、又敢衝，有擔當，

所以我相信第五屆林裕玲所率領的團隊，

會更上一層樓，期望日本台灣商會能夠更

加茁壯。

日總偕亞總來賓前往三重縣訪問

日總偕亞總訪三重 籲台日攜手推動南向政策

第５屆日總團隊啟動

亞總總會長李天柒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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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招生中！現正招生中！
２０１７年４月建校２０１７年４月建校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中華總會婦女會

於３月８日國際婦女節當晚在中華料理「大

東洋」舉辦慶祝活動，駐大阪辦事處處長

陳訓養夫人藍靜枝、副處長洪英傑、眾議

院議員左藤章夫人、大阪市議員辻淳子、

東大阪市議員野田彰子、大阪府議員松本

利明及多位關西地區僑團僑領應邀到場，

與會員共１６０多人歡度佳節。

　會長黃煜宜表示，慶祝國際婦女節懇親會

至今已是第２２回，目前該會會員人數高達

三百多名，感謝駐館及大阪中華總會多年來

的支持與指導、以及所有幹部及會員的熱心

參與及協助。國際婦女節是１９７５年女性

為追求性別平等制定的紀念日，希望婦女同

胞能夠積極走出家庭，服務人群、造福社會。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夫人藍靜枝代表陳處

長問候大家，表示２１世紀女性的社會地

位更加提升，環觀世界女性元首輩出，台

灣亦在去年５月誕生史上首位女性總統，

蔡英文總統的舉手投足不僅受到全球矚目，

其為人處事也是女性效仿學習的對象，祝

福到場所有女性都能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活出精彩人生。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勝信贈活動基金，期

待婦女會為僑界女性帶來更多福利。沖繩三

線歌手「瑞慶山海」以獨特的樂音、歌聲炒

熱會場氣氛，會員來賓隨著音樂手舞足蹈，

全場歡樂融為一體，隨後獎品精彩的摸彩活

動登場，最後在副會長楊淑如致閉幕詞後，

將近三個小時的慶祝活動圓滿落幕。

　大阪中華總會婦女會本年度接下來的活

動有夏季聯誼及秋季旅遊，黃煜宜表示婦

女會將繼續為聯繫僑界婦女情誼盡力。首

次出席慶祝國際婦女節活動的四國華僑總

會理事黃雪媚表示，很榮幸也很開心能代

表會長朱家儀到場與鄉親們交流，四國華

僑總會會員以女性居多，希望以後也能在

四國舉辦類似的交流活動，增進會員彼此

聯繫，也推動台日民間交流。

大阪中華總會婦女會慶國際婦女節
籲 女 性 貢 獻 己 力

大阪中華總會婦女會理監事與陳處長夫人

藍靜枝 (左 4) 合影

【東京／採訪報導】為慶祝國際婦女節，

中華民國留日東京華僑婦女會在３月８日

於新大谷飯店舉辦懇親大會，台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伉儷、副代表郭

仲熙、參議院議員魚住裕一郎，一般社團

法人亞東親善協會會長大江康弘、台灣協

同組合理事長莊海樹以及多位僑領和僑界

人士皆出席共同祝賀。

　留日東京華僑婦女會會長吳淑娥在致詞

中提到，婦女會於３５年前在各界期待下

成立，受到代表處和各界鼓勵，每年婦女

節舉辦活動是為了感謝在座各位陪著婦女

會走過這一段路，也感謝全體會員無私的

奉獻，她並在致詞中懷念前輩羅王明珠。

　駐日代表謝長廷當天特別帶著夫人出席，

他特別稱讚婦女會是僑界的模範團體，是

一個穩定的力量，並感謝婦女會平常對代

表處的幫忙。他也提到近期台灣犯罪數字

提高，希望大家加倍努力製造更好的形象。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因適逢立法院

會期，改以影片祝賀國際婦女節。他除了

感謝東京婦女會支持政府之外，也提到去

年台灣選出蔡英文總統，是民主政治跨出

的一大步。吳新興也表示，蔡總統曾經說

過當台灣社會有一天能對出現女總統以平

常心看待，以及不再強調擔任政治人物或

專業人士的女性，就是台灣性別平權時代

的來臨。最後他呼籲在場來賓緬懷已故的

羅王明珠女士，希望大家發揮她的精神為

僑界服務，協助政府推動僑務工作。

　當日由大江康弘帶領乾杯，開始當晚懇

親大會，僑界人士也藉此互相交流、聯絡

感情，主辦單位也邀請音樂家張瑞銘演唱

歌曲，並安排抽獎活動。

　吳淑娥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未來希望把

婦女會擴大，打造出僑界的婦女集會，所

以現在與每個僑會的婦女組織有所聯繫，

也鼓勵婦女會成員參加不同僑團。

東 京 婦 女 會 慶 國 際 婦 女 節
吳 新 興 跨 海 影 片 祝 賀

留日東京華僑婦女會會長吳淑娥感謝

各界對婦女會的支持

二 二 八 時 局 演 講 會
７ ０ 週 年 籲 早 日 公 開 真 相 

華航福岡支店長訪問福岡縣中華總會

【東京／採訪報導】發生於１９４７年的

二二八事件，今年已屆７０週年，台灣獨

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於３月５日在東京都

內飯店舉辦「二二八時局演講會」，邀請

了早稻田大學博士生葉亭葶和擔任台灣

之聲編輯長林建良發表演講，現場超過

１５０位來賓參加，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代表謝長廷也受邀出席演講會。

　謝長廷在致詞中表示，總統蔡英文提到

要繼續追求二二八真相，因為沒有真相無

法確認責任，而他個人也認為儘管二二八

事件發生至今已過了７０年，還是要讓世

界知道曾經有這個事件，避免再次發生。

　講者葉亭葶目前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社會

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主要研究日台關係

史、近代台灣史等領域，她以「追求台灣

人自治和二二八事件」為題，從戰後開始

談起，再分析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社會與政

治背景，以及台灣人民所追求的運動。

　另一位講者林建良則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日本本部中央委員，也同時擔任台灣之聲電

子報編輯長，他以「蔡英文政權下的台灣」

為題，從蔡英文在選舉時到近期支持率的變

化談起，討論台灣政局和國際情勢的變化。

　當晚同時也舉行懇親會，台灣獨立建國

聯盟聯盟顧問和委員，以及協辦團體如在

日台灣同鄉會會長岡山文章和在日台灣婦

女會會長杉山文代等人皆到場支持並致詞。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王明

理在訪問中表示，二二八相關活動每年舉

辦，已超過４０年歷史，最早的時候是以示

威的方式進行，１９７５年左右則轉為演

講會的形式。另外，她也提到因為二二八

相關人士年事已高，希望相關的歷史物證

能趕快能保存下來，並早日公佈事件真相。

台灣之聲編輯長林建良當日以

「蔡英文政權下的台灣」發表演講

講者葉亭葶，目前就讀於早稻田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

【福岡／綜合報導】原任中華航空福岡支

店長陳中民因轉任大洋洲地區社長，與新

任支店長葉進福，於３月１６日一同前往

福岡縣中華總會訪問。

　當日中華航空一行包含前後任支店長陳

中民和葉進福，以及主任秘書井上敏惠，

福岡中華總會方面則有會長吳坤忠、副會

長海澤洲、事務長林柏津、資深理事增田

兼光和事務員笠直子，以及僑務委員王子

昇出席，雙方就飛機的相關話題交換意見。

　陳中民此次在福岡任職約１０個月，雖

然較之前的支店長任期短，但是熱心華僑

事務，葉進福在接任福岡支店長前，原擔

任企劃發展室副本部長。

　目前中華航空在九州地區共有福岡、鹿

兒島、宮崎和台北間每周２１個航班，以

及熊本和高雄每周３班，另外華信航空的

大分和台中航線，也提供每周２班包機。

【東京／採訪報導】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

與梅友會二度共同舉辦懇親會，於３月

１３日在六本木舉行，今年參加人數較去

年增加２０位，共９０位台日不動產及相

關業者人士到場參加。

　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代表理事錢妙玲在

致詞時表示，希望協會作為台日間的橋樑，

平常致力於促進雙方交流。她也邀請大家

參與今年６月在台北世貿一館舉辦的台灣

國際不動產理財投資展示會。

　梅友會發起人梅野義信現擔任ＭＯＬＡ

　ＨＯＩＬＤＩＮＧＳ不動產部門部長，

他說最初成立梅友會是希望聯繫工作上的

夥伴，因而建立網路群組，提供交流平台，

最初只有約２０人左右，現在加入的成員

已超過１３０人。

　去年梅友會開始與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

交流。梅野義信說，梅友會提供

大家一個可以自由聯絡、互相交

換資訊的平台，他希望成員能夠

好好利用，對工作上有所助益。

　ＭＯＬＡ　ＨＯＩＬＤＩＮＧ

Ｓ代表取締役同時也是在日台灣

不動產協會理事鄭光男表示，外

國投資者多屬於買方，日本方面

則多為賣方，因此這樣的交流可

以促進成交率。他並希望能包含

銀行和不動產相關業界，如司法書士、建

築士等納入兩會中，能提供外國投資者更

多媒合。

　參加者都認為梅友會能提供成員交流管

道，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事務局長棚岡麗

去年便加入梅友會，她認為透過梅友會的

平台能與日本業者交換很多不動產物件資

訊，對工作上有所幫助。

　育誠不動產代表取締役木村成德則提到，

透過梅友會能交換訊息、彼此合作。以他

自己公司來說，台灣、中國的客戶較多，

日本業者則有較多的不動產物件，希望將

梅友會做為一個平台來促進成交。

　首次參加的長谷川旅館和度假中心代表

取締役社長阿部夏樹則表示，他對於台灣

和日本不動產業者的未來的交流很期待，

並希望雙方能有所合作。

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與梅友會兩會交流
互 助 合 作 提 高 成 交 率

現任中華航空支店長陳中民（左 3）和新任支店長葉

進福（右 2）及訪問福岡縣中華總會，右 3 為福岡縣

中華總會會長吳坤忠（照片提供：福岡縣中華總會）

在日台灣不動產協會代表理事錢妙玲致詞 ( 左 ) 與梅友會發起人

梅野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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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中華學校  ６２名畢業生迎向人生新階段

三 僑 校 畢 業 典 禮

東京中學校畢業典禮　畢業生齊聲感謝師恩

橫 濱 中 華 學 院 校 長 勉 畢 業 生 持 續 學 習

日 本 國 際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首 度 在 日 慶 祝 全 球 客 家 日

橫 濱 媽 祖 祭　 中 華 街 遶 境 遊 行

留日台灣同鄉會２０屆懇親大會
致 力 推 動 台 日 交 流

【大阪／採訪報導】大阪中華學校於３月１１

日舉行中學部第６７屆、小學部第７０屆、幼

稚班第５０屆畢業典禮。駐大阪辦事處副處長

洪英傑、秘書羅國隆、大阪府議日華親善協會

前會長川合通夫、大阪日華親善協會理事長四

方修、大阪中華學校理事會會長代行洪勝信、

副會長蔡伸雄等蒞臨觀禮。

　校長陳雪霞表示，畢業生在大阪中華學校度

過青少年的黃金時光，相信將來不管走到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在校所學的華語必能對同學有

所助益，也希望同學勿忘歷代創校辦校先進的

精神，不管將來在社會上成就如何，大阪中華

學校永遠是大家的娘家與後盾。陳雪霞也特別

提到，台灣高等教育辦的非常好，很多同學在

日本高中畢業後回來請校長推薦到台灣留學或

升學，未來可列入選擇。

　洪英傑勉勵同學牢記師長教誨作為人生未來

的指南，未來在各個領域有所成就時，將是母

校的驕傲與榮耀。他也提醒同學，處於全球化

的時代，勿忘培養國際觀，積極學習，勇於接

受考驗，求學做事若能抱持對人感恩、對事用

心、對物品珍惜的態度，將來必能成功。

　洪勝信以「失敗為成功之母」勉勵畢業生，

不怕挫折，積極進取，多結交朋友。家長會長

鄭淳心以校友的經驗告訴畢業生，在學期間沉

重的書包、中日英三語繁重的課業、多國籍學

生的校園生活，都將成為同學們將來實現夢想

的根基。

　隨後畢業生一一上台由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

書，並頒發大阪府知事獎、處長獎、校長獎、

理事長獎、大阪中華總會獎等獎項嘉勉成績優

異的畢業生。副處長洪英傑代表駐日代表處頒

贈畢業賀禮「圖書禮卷」給全體畢業生。中二

雷千尋代表在校生致歡送詞，畢業生代表則武

利鷹致答詞後，驪歌聲響，中學部１９名、小

學部３４名、幼稚班９名畢業生帶著滿滿的祝

福，踏出校門，邁向人生另一旅程。

【東京／採訪報導】東京中華學校於３月１８

日在校內舉行畢業典禮，歡送小學部７０屆、

中學部６８屆和高中部５８屆共９２位畢業

生。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也

受邀到場祝賀。

　東京中華學校校長劉劍城致詞時特別以河的

意象來勉勵學生。他提到人生求學就像一條河

流一樣，小學、中學就像小河，而高中就像大

河，在流向大海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崎嶇的地

形，但希望畢業生們不要放棄。儘管今年高中

部升學情況不錯，但也不要因為進入大學就放

鬆，不然河流將成沼澤。

　劉劍城也要求畢業生不要忘記中文

外，也要好好加強英文。他也鼓勵學生

擁有良好的品德和行為，並希望學生在

人生中不斷學習，不要滿足自己的現況。

　副代表郭仲熙表示，當日對畢業生來

說是個閃亮的日子，即將踏上人生新的

旅途，他希望畢業生向校園裡的櫻花樹

一樣，健康茁壯的成長，將來開出美麗

的花朵。

　東京中華學校畢業生共包含小學部３９位、

中學部３４位、和高中部１９位，共９２位。

校長劉劍城受訪時表示，今年高中部學生留在

日本升大學的比較多，另外也有學生回台和赴

美升學，同時近年小學部和中學部留校就讀學

生也越來越多，如今年各約有３０位，學生對

學校有信心和並肯定老師教學。

　全體畢業生致贈學校電腦維修基金，並在典

禮的最後邀請全體老師上台，獻上深深一鞠躬，

並齊聲表達心中的感謝之情。

【橫濱／採訪報導】橫濱中華學院於３月１７

日在橫濱關內會堂舉行畢業典禮，小學部、中

學部和高中部共７４名畢業生，在師長和父母

的祝福，迎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駐橫濱代表

處處長粘信士、橫濱市議會議員福島直子和伊

波俊之助，以及橫濱市立港綜合高中校長鹿島

覺和橫濱市立港中學校校長木村獎和多位橫濱

地區僑領也到場祝賀，杜國輝教育基金會並致

贈教育基金給橫濱中華學院。

　校長馮彥國勉勵畢業生不要忘記就學期間所

學習到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和異文化適應，除了

學科外，同學還學習了中日英三種語文。在全

球化的時代，具備的多語言溝通能力，必能活

躍於國際社會。同時學生也在學校到學習正體

字以及中華傳統文化如舞龍舞獅民族舞蹈，培

養了團結心，馮彥國希望畢業生活用所學知識，

持之以恆學習。

　粘信士致詞時提到，橫濱中華學院在這幾年

與台灣多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和友好協定，畢

業生返國升學環境良好。去年也在辦事處牽線

下與神奈川大學簽訂高大聯盟，希望未來能與

神奈川縣內更多學校簽訂高大聯盟，提供學生

高品質的教育環境。粘信士說，橫濱中華學院

家長會提供防災帽、電子白板和音響設備，藉

此感謝家長會對學校教育環境所做的貢獻。

　校長馮彥國訪問時表示，因高大聯盟簽定，

神奈川大學協助高中部學生了解未來將就讀的

科系，而和台灣的交流有助於提升橫濱中華學

院教學品質，尤其在這幾年和國內接軌後可看

出效應，吸引高中部學生回台升學，同時小學

部和中學部留校就讀意願也有所提高。

　今年橫濱中華學院共有７４位畢業生，包含

小學部４７位、中學部２２位和高中部５位，

其中三位高中部畢業生，獲頒在校就讀１２年

的獎項。幼稚園畢業典禮則在３月１８日於橫

濱中華總會會館舉行，今年３５位幼稚園畢業

生中２７位將繼續就讀小學部，人數較往年稍

微增加。

【東京／採訪報導】日本國際客家文化

協會首度於日本慶祝「全球客家日」，

在２月１８日於池袋東明飯店舉行懇親

大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

郭仲熙、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日

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毛利友次、書法

家陣內伯臺和多位僑界人士到場共襄盛

舉，日本方面則有參議院議員西

田實仁和板橋區議會議員長瀨達

也受邀出席。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長邱

泱棟表示，「全球客家日」是客

家委員會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

日依據客家基本法所訂定。訂定

前徵詢了全國各界的意見，為了

保存獨特的客家文化，選定農曆

１月２０日客家「天穿日」定為「全球

客家日」。

　邱泱棟除了感謝在場來賓出席外，也

特別提到客家人愛好和平、尋求平安，

自古以來就有男女平等的觀念。他也希

望透過慶祝客家日，讓在場來賓能更加

理解客家文化。

【橫濱／採訪報導】位於橫濱中華街的

橫濱媽祖廟於３月２０日舉行媽祖祭，

上午舉行祭神儀式並為新生兒祈願，下

午則在中華街舉行繞境遊行，吸引許多

華僑和觀光客到場參與。

　橫濱媽祖廟於２００６年創立，今年

已邁入第１１年，每年固定在春分之日

舉辦媽祖祭。理事長林兼正表示，橫濱

媽祖廟建立之初曾到台灣台南大天后宮

訪問並參加遶境，因此不單是祭祀過

程，遶境遊行的方式也是先向台南天后

宮學習，再改良為適合橫濱媽祖廟的方

式。

　林兼正說，橫濱媽祖廟遶境遊行不但

保存了華僑傳統文化，儀式也成了橫濱

中華街的特色，吸引觀光客參觀。

　祭神儀式在當日上午１１點開始，由

理事長林兼正擔任主祭，帶領理事們虔

誠地向媽祖祈福，新生兒由父母抱在懷

中來參加，並由林兼正致贈紀念品，希

望他們平安健康成長。

　下午３點鞭炮聲響起，繞境隊伍從媽

祖廟出發，舞獅、舞龍作為前導，沿途

燃放鞭炮，參與遶境的除了中華街的僑

團之外，也有來自神戶的高中生團隊共

襄盛舉。遶境隊伍中可以見到來自台南

天后宮的月下老人和童子神偶，媽祖的

護駕千里眼將軍和順風耳將軍，則走在

媽祖神轎前開路。中華街內也有商家，

在店門口擺設香案，迎接媽祖聖駕。

　媽祖祭當天適逢假日，吸引了許多遊

客駐足觀賞，遶境隊伍沿著橫濱中華街

內街道行進，在近兩個小時間回到橫濱

媽祖廟內，順利完成遶境儀式。

【東京／採訪報導】有７２年歷史的中

華民國留日台灣同鄉會，於３月２６日

在東京都內飯店舉行第２０屆懇親大

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

仲熙、一般財團亞東親善協會會長大江

康弘賢伉儷、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專務理

事舟町仁志，多位僑界會長和僑領也到

現場祝賀。

　留日台灣同鄉會會長尹世玲在致詞時

表示，自２０１５年５月接任會長職務

以來，為同鄉會竭盡所能，希望讓這塊

７２年歷史的招牌繼續發光發亮，同時

她提出兩項約定，希望會員組織化和會

務Ｅ化。最後則再次感謝在場來賓和

台灣同鄉會的名譽會長、顧問、理監事

等，讓懇親大會順利圓滿。

　副代表郭仲熙則表示，去年台日旅客

互訪達６２０萬人次，台日雙邊貿易總

額也超過６百億美元，象徵台

日兩國間深刻的聯繫。櫻花盛

開的季節即將到來，郭仲熙希

望台日關係就像櫻花般，綻放

更美麗的花朵。

　大江康弘和舟町仁志也分

別向留日台灣同鄉會懇親大

會的召開表達祝賀。舟町仁志

也提到，今年一月起，原來的

交流協會更名為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未來將持續宣傳，提高交流協

會名稱的知名度。

　主辦單位在會中安排多項表演節目，

包含東京中華學校和在日台灣商工會名

譽會長李茂鑌的舞獅表演，以及日本演

奏家里地歸演奏二胡。留日台灣同鄉會

全體理監事，也上台演唱歌曲《我們都

是一家人》，表現出團結力。

　會長尹世玲表示，留日台灣同鄉會的

４項目標其中之一便是推動台日交流，

她希望藉由文化交流訪問，讓台灣同鄉

會持續發光。今年２月已前往新潟交

流，４月也將因工作原因，率領東京高

圓寺阿波舞振興會前往台灣，與台北市

慈惠宮、新北市慈寧宮和國立台灣戲曲

學院交流，因此當日懇親大會中，特別

邀請阿波舞振興會到場表演，邀請現場

來賓一同參與舞蹈。

大阪中華學校全體畢業生與師長來賓合影

東京中華學校全體畢業生和師長及來賓在校園中留下紀念照

橫濱中華學院全體畢業生與師長合影

日本國際客家協會為慶祝天穿日舉行會員懇親大會

遶境隊伍回到橫濱媽祖廟

會中帶領乾杯的留日台灣同鄉會名譽會長莊海樹 ( 左 4) 和

多位名譽會長及現任會長尹世玲 (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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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採訪報導】為將台中文

心蘭和百合推廣至日本市場，台

中市政府牽線市內花卉合作社與

日本經銷簽署合作備忘錄，簽署

會議於３月７日在千葉ＴＰＫ會

場舉行，台中市長林佳龍、台北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

廷、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黃

志芳和經濟部貿易局副局長徐大

衛都出席見證這場簽約儀式。

　這次簽署的合作備忘錄主要針

對台中的文心蘭和百合兩種花卉，

由中華文心蘭產銷發展協會與翠光

ＴＯＰ　ＬＩＮＥ公司，以及保證

責任台中市墩南合作農場和ＧＲＥ

ＥＮＰＡＣＫＳ公司分別簽定ＭＯ

Ｕ，未來將合力拓展日本市場。

　林佳龍在簽約儀式致詞中表示，

台中是花卉生產的重要產地，５項

花卉產量佔全台灣第一，尤其這次

簽訂ＭＯＵ的文心蘭和百合兩種花

卉，台中的產量佔全台產量

將近一半。林佳龍在現場展

示有著跳舞女郎之稱的文心

蘭，他也提到，文心蘭去年

已經出口１億５千萬新台

幣，希望未來可以倍增。當

日簽約為台中最有代表性的

的兩種花卉，並希望ＭＯＵ

的簽定能讓台中的花農帶來發展。

　翠光ＴＯＰ　ＬＩＮＥ社長上

条昌輝表示，去年日本文心蘭的

進口量為２千７百多萬支，其中

９成以上來自台灣，尤其是台中

地區。目前翠光的業務佔日本文

心蘭市場的３分之１，是台灣切

花界具指標性的公司。上条昌輝

說，今後將和台灣文心蘭業者一

起擴大市場需求，增加需求。

　貿易公司ＧＲＥＥＮＰＡＣＫＳ

社長小林邦威則說，該公司的花卉

事業在３年前開始起步，但目前已

經從２０多個國家進口花草於日本

國內販賣。日本百合市場多來自國

內和韓國，台中百合是在近一兩年

才流通於日本市場，但因為品質高

而在日本打開知名度。小林表示，

作為唯一進口台中百合的公司，未

來將和台灣農民一起努力，將台中

百合推向日本市場。

台日簽訂ＭＯＵ共同拓展
文 心 蘭、 百 合 日 本 市 場

在台中市長林佳龍(左 3)和駐日代表謝長廷(左 1)

的見證下，中華文心蘭產銷發展協會與翠光ＴＯＰ　

ＬＩＮＥ公司簽訂ＭＯＵ

【神奈川／綜合報導】神奈川縣伊勢

原市議會日台友好議員連盟於３月８

日舉行成立大會，是繼２０１４年川

崎市、２０１５年靜岡市和２０１６

年鎌倉市，橫濱辦事處轄區內第４個

成立的日台友好議連。伊勢原市長高

山松太郎、議長越水清和橫濱辦事處

處長粘信士皆出席見證。

　當日成立大會由發起人伊勢原議

員國島正富擔任議長並主持議事，

會中討論議連規章、役員和顧問名

單，並選出議連會長國島正富、事

務局長館大樹，並邀請高座日台會

會長佐野ＴＡＫＡ和駐橫濱辦事處

處長粘信士擔任顧問。

　高山松太郎表示，自己曾於擔任

神奈川縣議員期間，曾經隨團訪問

台北縣議會，並見證台北縣議會與

神奈川議會締結姐妹議會。他也表

示，樂於見到台日雙方頻繁交流，

期待往後能增進各項交流。

　粘信士在致詞時先對促成這次日

台友好議連成立的相關人士表示感

謝，並提到伊勢原市與台灣間的交

流。伊勢原高中女排已連續兩年和

新北市高中進行交流，有助於增進

台日青少年交流。同時去年神奈川

縣和新北市簽訂高中生教育協定，

再加上此次友台議連的成立，粘信

士希望伊勢原議連組團拜訪台灣，

與地方自治體交流。

　粘信士並於當日再次拜會伊勢原

市長高山松太郎，針對台日地方交

流交換意見，並和友台議連全體議

員一同出席高座日台會新春演講會

和懇親活動。

伊勢原市友台議連成立 增進台日地方交流

伊勢原市友台議連成立大會，駐橫濱辦事

處長粘信士（中）與伊勢原市長高山松太

郎（左）受邀出席見證。右為友台議連會

長國島正富（照片提供：駐橫濱辦事處）

【大阪／綜合報導】台灣第一高樓

台北１０１於３月９日與大阪市阿

倍野海闊天空大廈舉行友好協議締

結典禮，典禮地點就選在阿倍野海

闊天空大廈。駐大阪經濟文化

辦事處副處長洪英傑、公益財

團法人大阪觀光局專務理事野

口和義和台灣觀光協會大阪事

務所所長王紹旬都受邀出席見

證這場簽約典禮。

　 阿 倍 野 海 闊 天 空 大 廈 於

２０１４年開幕，是大阪地區第

一高樓。當日締結典禮中，由台

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德

宇和近鐵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社長赤

坂秀則代表雙方簽約。

　周德宇在致詞中表示，兩棟高樓

有許多相似之處，希望透過這次的

簽約和後續的具體合作，相互分享

經驗並提升雙方觀光客互訪。赤坂

秀則表示，希望透過這次雙方合

作，提升阿倍野海闊天空大廈在台

灣的知名度。

　配合此次雙方的友好結盟，台

北１０１也從３月９日到４月４日

於阿倍野海闊天空大廈內舉辦最高

友好台北１０１攝影展和活動ＬＯ

ＶＥ　Ｔａｉｗａｎ邂逅在高空，

鼓勵民眾與此次攝影展中的台北

１０１合影或是與台灣相關的合照，

都可上傳活動網頁，還有機會抽中

台北大阪來回機票和住宿卷等獎品。

台北101董事長周德宇(左 )和近鐵不動產社長
赤坂秀則(右 )

（照片提供：駐大阪辦事處）

台日高樓友好結盟共推觀光

【千葉／採訪報導】世界三大食品展

之一的ＦＯＯＤＥＸ　ＪＡＰＡＮ，

今年共有７７個國家、３千２百多家

廠商參與。今年台灣參展規模為歷年

來最大，８位台灣正副縣市長到場為

台灣館開幕剪綵，一同推銷台灣的農

特產品。

　台灣館在３月７日上午開幕，由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副局長徐大衛，駐日代表

謝長廷、農委會主委林聰賢，以及

來到日本宣傳的高雄市長陳菊、台

中市長林佳龍、嘉義市長涂醒哲、

嘉義縣長張花冠、屏東縣長潘孟安、

新北市副市長葉惠青、台南市副市

長張政源、雲林縣副市長丁彥哲共

同剪綵。

　徐大衛表示，今年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委託外貿協

會，將在海外舉辦

１３個場次的食品

展， 除 了 日 本 以

外，也在將新南向

國家、韓國和中東

等國繼續拓銷台灣

食品，他希望各地

方政府和業者能與

外貿協會一起開拓

海外市場。謝長廷則希望大家要

到台灣旅行，親自品嘗台灣美食。

　林聰賢則表示，農委會站在

第一線扮演好生產履歷和品質的

管理，雖然這次是ＢｔｏＢ的展

示，但是農委會和經濟部會扮演

好後援的角色，建構相關平台和

系統。

　高雄市從２０１２年起參加

東京食品展，市長陳菊表示，

過去都是和南部縣市一起參展，

今年農委會號召了台灣八個縣

市共同參與，是參加東京食品

展以來規模最大。她也提到，

這次到日本參展，高雄市政府

還邀請型農代表和農業專業人

士共同參與。

　ＦＯＯＤＥＸ　ＪＡＰＡＮ大

會開幕也在３月７日上午舉行，

駐日代表謝長廷和各國大使一起

為開幕剪綵，為期四天的展覽正

式展開。

　今年台灣館規模為歷年來最大，

面積超過１千５百平方公尺，在所

有參展國家中為第四位，參展廠

商中，包含８個縣市政府展區、

１０個公協會和農產食品廠商，共

１２９家。展出產品包含農產品、

漁產、農產加工品、冷凍產品、零

食等各類產品應有盡有。

　新北市、台中市和嘉義市為首度

率團參加，各自展現地方特色，新

北市以茶葉和特色糕餅為主，台中

市則號召了６家伴手禮糕餅類，以

及農產品和農產加工品如果醬、味

增、啤酒等。棒球的原鄉嘉義市，

則以 KANO 作為意象，帶領８家

業者參加，展出內容從糕餅、茶

葉、蔬果乾到火雞肉飯和碗粿。

　為了打進日本市場，參展廠商無

不展現出自家特色，有些強調是以高

品質的台灣農產品所做出的農產加工

品，做出或是針對日本市場打出健康

養生牌，希望能獲得消費者青睞。

　這次展出近３成為新參展廠商，

同時台灣館中也有不少知名食品業者

參展，如日正、乖乖、牛頭牌等台灣

消費者常見品牌。牛頭牌參展代表表

示，目前沙茶醬在日本的消費族群多

以中華料理業者或華人為主，希望未

來可以改變日本民眾的口味。

１２９家台灣廠商參展　台灣館歷年最大

台灣館開幕剪綵儀式

台灣館今年面積超過１千５百平方公尺，

在所有參展國家中為第 4大

台 灣 館 展 出 多 元 
搶 攻 日 本 市 場

【千葉／採訪報導】亞洲最大食品

展東京ＦＯＯＤＥＸ於３月７日起

至１０日在千葉幕張國際展覽館舉

行，看準台日農產品市場的商機，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和台灣８位縣市

正副首長親自來到日本宣傳，為歷

年來規模最大。開幕前一天所舉辦

聯合記者會中，邀請了台灣桌球王

子江宏傑擔任代言人，以台灣蔬果

料理愛的沙拉。

　前兩年皆由南部５縣市一同來日

參展，今年則擴大到８個縣市，包

含高雄市長陳菊、台中市長林佳

龍、嘉義市長張花冠、嘉義市長涂

醒哲、屏東縣長潘孟安、新北市副

市長葉惠青、雲林縣副縣長丁彥

哲、台南市副市長張政源，其中台

中市、新北市和嘉義市都為首次參

展。駐日代表謝長廷和外貿協會董

事長黃志芳也出席記者會。

　為行銷台灣農特產，這次特別邀

請桌球王子江宏傑擔任代言人，在

記者會中現場展現手藝，把各個縣

市的農特產品都放進沙拉裡，和高

雄市吉祥物高通通一起推銷「愛的

台灣味」。　

　黃志芳表示，台灣和日本的農產

品有互補性，每年外貿協會組織台

灣代表團到日本參展，相對的日本

ＪＥＴＲＯ也會組織超過百家以上

的代表團到台灣參加台北食品展，

台日在農產食品貿易上從官方到民

間都有合作。

　作為執行單位的高雄市市長陳菊

表示，這次８個縣市一同行銷，各

縣市的農、漁產品都附有生產履歷，

安全優質，希望能夠得到買主青睞。

　駐日代表謝長廷致詞時表示，日

本在上個月剛開始實施超值星期五

的政策，假期增加，而據ＪＴＢ統

計願意利用假期前往台灣享用美食

為第一位，因此這次縣市長來日宣

傳正是時候。

《 ２ ０ １ ７ 東 京 食 品 展 》
８ 縣 市 首 長 推 銷 台 灣 農 特 產 江 宏 傑 助 陣

台灣８位縣市首長和江宏傑一同宣傳台灣農特產品

桌球王子江宏傑和高通通一起推薦台灣

台灣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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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為了保值或遺產

稅對策等種種因素而購買

不動產，基本上這個方向

是很正確的，然而，個人

名義購買的不動產，在真

的遇到要辦理繼承遺產登

記時，卻常常會碰到當初

意料不到的障礙。

　由於日本制度規定，繼

承遺產的時候必須回頭追

溯被繼承人從出生到過世

整個人生所居住過的地址，

以防遺留掉任何可能存在

的繼承人，所以在辦理繼

承之前要先蒐集所有相關

的戶籍謄本、住民票等資

料，而這個過程很可能相

當漫長。

　尤其是因為老人家活過

戰爭動亂的時代，若曾經

住過台灣、韓國、樺太群

島等地方的話，戶籍以及

住址資料的取得就更加困

難。

　另一方面，在繼承遺產

的時候，基本上所有遺產

稅都要用現金繳納，遺族

可能必須出售不動產變現，

才能繳納遺產稅。這時候

若因為繼承遺產登記的手

續耗時，無法立即買賣不

動產，就可能發生現金周

轉不靈的問題。

　即使還不到遺產繼承的

時機，擁有不動產的人逐

漸年老，頭腦也會不如以

往那麼清楚、靈活，因此

最好能未雨綢繆、提早規

劃，盡快著手設立管理不

動產的法人，一方面能夠

節稅，另一方面，在遇到

萬一的事情發生，需要支

付遺產稅的時候，也能夠

靈活運用法人名義來縮短

所費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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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與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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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採訪報導】第４４屆關西棋院賞

表彰儀式於３月２０日在大阪新大谷飯店

舉行，台灣出身的棋士余正麒七段繼去年

再度榮獲「最優秀棋士獎」，吳柏毅三段

首度獲頒「連勝獎」。駐大阪辦事處處長

陳訓養偕秘書黃美燕出席觀禮，期盼透過

圍棋促使台日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友好。

　表彰儀式上，余正麒另獲頒交流戰最多

勝的「吉田賞」，吳柏毅另獲頒具有將來

性、未滿３０歲的「永井賞」。余正麒代

表全體得獎棋士致詞時表示，將更加精進

努力回報圍棋界及支持他各界人士。

　陳訓養在親睦餐會中致詞時恭喜余正麒

七段連續兩年榮獲最優秀棋士的榮耀，對

台灣也是一大榮譽，相信這榮譽經歷辛苦

及努力得之不易，台日圍棋交流行之多年，

希望透過圍棋的文化交流加深台日間的往

來及友好關係。

　現年２１歲的余正麒出生於台北市，年

僅１０歲便取得職業棋士資格，８年前未

滿１４歲時來到日本，進入關西棋院拜同

樣來自台灣的張呂祥六段為師。張呂祥表

示，余正麒非常用功，１８歲就進入本因

坊循環圈，從三段跳到七段，打破了六冠

王井山裕太２０歲史上最年輕的紀錄。

　同為２１歲的吳柏毅出生於苗栗縣，

２００９年國中一年級時獲苗栗縣政府贊

助到日本東京棋院深造，今年初晉升為三

段棋士，此次以連１９勝成績首次勇奪「連

勝賞」及「永井賞」。

　談到平常每天的作息，余正麒說除了下

棋用功，也喜歡運動，喜歡流汗，下棋的

空檔會去打球、上健身房，運動的時候心

情很好，能夠忘記圍棋上的壓力。他也提

到有時會下網路棋與中韓高手切磋。問及

今後的目標，余正麒說，「不是很喜歡定

目標，就是盡量下好每一盤棋就好」。吳

柏毅則表示，希望能夠進入循環圈或棋聖、

名人賽。

　旅日長達５０年的張呂祥認為，兩位棋

手的表現都非常好，相信將來必有更大的

發展，他促成關西棋院與台灣棋院的交流

長達３０年，未來有機會也樂見台灣的年

輕棋手到日本發展。

【東京／採訪報導】台灣旅日棋士謝依旻

獲得第２０屆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杯優

勝，達成５連霸的紀錄並獲得名譽女流棋

聖頭銜。女流棋聖就位典禮於３月１４日

在東京都內飯店舉行。

　目前謝依旻共獲得２６個頭銜，並同時

獲得名譽女流名人、名譽女流本因坊和名

譽女流棋聖三項名譽頭銜資格，是目前日

本女棋士中獲得頭銜的最高紀錄，也是唯

一一位獲得三項名譽頭銜的棋士。

　就位典禮當日，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

代表取締役社長吉澤和弘、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棋院理事長團宏明和棋士會長武宮正

樹，以及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

長廷皆出席，並由她的師匠台灣旅日棋士

黃孟正獻上花束。

　駐日代表謝長廷在致詞中表示，謝依旻

達成五連霸的紀錄鼓勵了台灣投入圍棋的

年輕一代，他並稱讚謝依旻是台灣的驕傲，

能有這樣的成就，除了謝依旻自身的才能

和對圍棋的熱情之外，也感謝棋院的支持。

　黃孟正則提到，謝依旻在這次的防衛戰

中，和年輕的挑戰者經過一番苦戰才贏得

最後勝利，值得誇獎。儘管上週謝依旻挑

戰女流名人戰十連霸失敗，但仍希望謝依

旻繼續挑戰十連霸的紀錄。

　謝依旻致詞時也表示，這次比賽是一場

硬戰，對手雖然年輕，但在第二戰時能感

受到對方的實力。她說在決賽前每天都感

到緊張，但也獲得很多的鼓勵，尤其支持

者鼓勵她如果贏得勝利就可以在就任式中

穿上漂亮的和服出席，也帶給她力量。

　對於前一週挑戰女流名人十連霸失敗，

謝依旻表示雖然感到心情有點低落，但看

到典禮中的大家很高興，並希望能在３３

年後（名譽頭銜能使用時）能夠再次看到

大家。

　謝依旻的父母和哥哥當天也出席了就任

典禮，父親謝瑞斌表示，雖然十連霸挑戰

失敗很可惜，但是也因此讓大家注意到圍

棋。勝敗乃兵家常事，在頭銜戰中謝依旻

已經屬於勝率高的。謝爸爸也認為需要大

家一起競爭才會有所進步，並帶動新秀共

同努力。

余正麒、吳柏毅獲頒關西棋院
最優秀棋士賞、連勝賞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訓養 ( 左 3) 與余正麒七段 ( 左

2)、吳柏毅三段 ( 右 3) 及張呂祥六段伉儷 ( 右 2)、

吉田賞設立人東和藥品社長吉田逸郎 (左 1) 合影

謝依旻獲得第２０屆 NTT Docomo 優勝，達成５連霸

紀錄獲得名譽女流棋聖

謝依旻與駐日代表謝長廷（右）合影

【那霸／綜合報導】第１３屆總務大臣杯琉

球泡盛雞尾酒大賽於３月１２日在那霸市

內飯店舉行，由社團法人泡盛調酒協會主

辦，駐那霸辦事處等單位則擔任後援團體。

台灣選手湯騏意奪得長飲組總務大臣獎，

潘建村等４位選手則分別獲得那霸市長獎

等獎項。

　這次比賽分為短飲組和長飲組，台灣１４

名參賽選手由台北市調酒協會理事長張增

鵬率團來日，和來自日本、韓國和新加坡

等３６位選手相互切磋。

　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於懇親會中致

詞時表示，泡盛雞尾酒調酒大賽已舉辦１３

屆，今年越南調酒協會會長更是首度參與觀

摩。蘇啟誠也提到，近年泡盛銷費量日減，

透過泡盛調酒大賽的舉辦，應該有助於消

費止跌，他也藉此機會感謝泡盛調酒協會

會長新垣勝信協助台灣４所大學開設泡盛

學講座，培育出２７６位泡盛調酒師。

【東京／採訪報導】台灣知名的繪本作家

幾米，於３月１７日受邀在台灣文化中心

舉辦演講，他以「台灣成人繪本：故事是

這樣產生的」為題，與現場百位觀眾分享

他成為繪本作家的經過和心路歷程。

　幾米提到，自己的書早在２００２年便

在日本出版，但是直到今年才有機會受邀

到日本演講，不過自己和家人已多次到日

本旅遊。

　幾米說，他從小就喜歡繪畫，而他會變

成幾米和日本也有關係，大學畢業後他進

入台灣電通工作，期間他接觸了廣告插畫，

也將自己的插畫創作投稿到報社。

　１９９５年一場大病，影響了幾米的創

作。幾米說，他原本所畫的圖顏色都很鮮

豔、活潑、可愛和自以為是，但是生病之

後風格有所轉變，畫中人物越來越小，顏

色愈來越弱。以前他拒絕友人將作品出版

的提議，但在生病之後，因為希望可以留

有一本作品在世上，所以決定出版。

　幾米提到，原本計畫結集作品出版畫冊，

但是在收集作品的時候，發現作品集無法

呈現當時所想說的話，和想說的故事，於

是重新畫了一本書，成為幾米的第一本作

品《森林裡的秘密》，也是於２００２年

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書。

　演講中，幾米也分享了其他作品的創作

歷程，包含後來改編為電影和舞台劇的《向

左走，向右走》和這次在日本出版的《星

空》。他說最初的幾年創作很順利，但是

在創作《星空》時卻前後花了５年時間，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作品。

　幾米也在現場朗讀了《星空》的內容，

並開放讀者問答。當日演講會後，也舉行

簽書會，日本讀者依序請幾米簽名、拍照。

儘管幾米是第一次到日本演講，已經在日

本累積了一群讀者。

台灣選手湯騏意獲泡盛雞尾酒大賽總務大臣獎

作品在日出版１５年 幾米首次東京演講

駐那霸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前排左 2）與台北市調酒

協會理事長張增鵬（前排左 3），以及台灣雞尾酒調

酒選手（照片提供：駐那霸辦事處）

幾米首次在東京演講，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

謝依旻達成５連霸獲名譽女流棋聖
首位３項名譽頭銜女棋士



2017年 4月 3日發行（毎月第1月曜日發行No:240)6 台日交流

【大阪／採訪報導】薪傳獎得獎者 

、旅日二胡演奏家魏麗玲與台灣

二胡之王溫

金龍於３月

１０日在大

阪府吹田市

五月劇場聯

手舉辦二胡

演奏會，吸

引了許多愛

好音樂的僑

胞及日本民

眾到場，將

近五百個席位座無虛席。

　僑居吹田２０多年的魏麗玲，不

僅是吹田市文化交流大使、也是嘉

義市市政顧問，用音樂文化來推動

台日交流、聯繫兩國情誼，是她畢

生的心願。她很高興能在日本與國

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弟溫金龍同台

演出，她認為溫金龍的二胡光明活

潑且現代感的演出，應該帶給內向

的日本民眾很大的震撼。

　演奏會的第一部，除二胡演奏

外，魏麗玲還邀請太鼓集團「疾

風」、篳篥演奏家坂下一治、大正

琴演奏家小川博美同台演出，讓觀

眾感受中國傳統樂器二胡融合日本

傳統樂器帶來的全新感受。魏麗玲

門生大阪中華學校國樂社及玲子樂

坊也輪流上台展現平日所學，獲得

熱烈掌聲。

　第二部由溫金龍二胡樂團擔任，

團員以動漫Ｃｏｓｐｌａｙ裝扮手

持二胡站立演奏，琴音時而抒情浪

漫、時而華麗激情，「武當」一曲

溫金龍演奏時兩旁搭配曼妙舞姿及

拳術詮釋，從西洋經典歌曲到日本

的「千本櫻」、中國風味的武當、

再到日本民眾耳熟能詳的鄧麗君組

曲、最後台灣流行音樂組曲，曲曲

驚豔全場。台下民眾或屏息聆聽、

或手打拍子，沉醉在琴音當中。以

演奏家波多野晶子為首的津輕三味

線，也應邀到場演出。

　溫金龍說，每一年都會帶學生到

不同的國家表演，希望推銷台灣的

文化音樂，雖然二胡較傳統，他用

比較流行通俗的方式將台灣的美麗

音樂介紹給外國朋友，也希望帶給

僑胞新的感受。

　前吹田市長，同時也是現任吹田

日台友好協會理事長阪口善雄表

示，在與日本傳統樂器的競演中，

發現二胡的柔軟、包容及深邃，驚

訝之餘也再次領悟二胡琴音之美。

魏麗玲的門生間宮佳世子表示，日

本民眾平常難得有機會到台灣欣賞

專業的二胡演出，溫金龍二胡樂團

在髮型、服裝上的變換，在視覺上

也是一大享受，她會勤加練習，期

待他日能再次同台演出。

魏麗玲 & 溫金龍日台友情演奏會
古 典 琴 音 震 撼 日 本 民 眾

魏麗玲與溫金龍在安可掌聲中同台演奏賽馬，推動台日交流與推廣二

胡的心意，讓演奏會圓滿成功。

【沖繩／綜合報導】東亞國際論壇於３月

１４日在沖繩國際大學舉辦，來自東京、上

海、木埔、台中和沖繩五地的學者齊聚一

堂，針對會議主題「迎向國際化時代東亞地

區活絡地方產業之因應方案」進行討論。台

灣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率

領商學院行銷系陳冠宇、顏荷等６位學生與

會。

　這項論壇是由分處於五個不同城市的大學

輪流舉辦，今年則輪到沖繩，當日論壇由沖

繩國際大學名譽教授大城保擔任主持人。來

自台灣台中逢甲大學的副教授黃煇慶、日本

東京大東大學教授渡部茂、中國上海國際問

題研究院副主任吳寄南，韓國國立

木浦大學校教授申順浩以及沖繩國

際大學經濟環境研究所長名嘉座元

一，就東亞各國如何促進地方產業

議題，分別進行報告和分析。

　研討會後，黃煇慶一行前往參訪

沖繩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由校長

宮城隼夫和華裔教授林文彬接待，參觀校園

教學設施和學生優良作品，也拜會了日本沖

繩縣觀光教育研究會會長東良和，以及沖繩

縣立藝術大學榮譽教授岩崎節子。

　此外，黃煇慶等人此行中也拜訪了沖繩當

地僑界團體，包含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新垣旬子、琉球台灣商工會會長吳啟源

和幹事長大林千乃、琉球台灣醫師會會長洪

柏清。

　黃煇慶一行最後在參觀了玉泉洞和首里城

等世界遺產文化古蹟後，轉往拜訪駐那霸辦

事處處長蘇啟誠，和久米崇聖會理事長國吉

克哉，商討文化學術交流等計畫。

【東京／綜合報導】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

稱中信銀行）東京分行於３月２３日在東

京都內飯店舉行喬遷開幕典禮。台北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理事長今井正、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創辦人辜濓松夫人

辜林瑞慧、中國信託銀行董事長童兆勤、

總經理陳佳文、中國信託金控日本事業執

行長陳允進、跨國金融執行長蕭仲謀等來

自來台日政商界超過２百位來賓出席。

　童兆勤於致詞時表示，中國信託積極拓

展海外版圖多年，東京分行因有客戶的支

持和員工的努力，業績穩定成長。未來希

望憑藉長期在日本各產業耕耘的經驗，提

供客戶更完整的金融服務。

　東京分行經理谷村明政表示，東京分行

於２０００年５月成立，已邁向１７周年，

在東京地區提供放款、現金管理、和交易

融資等服務，也可依據客戶籌資和財務規

劃需求，提供客製化融資理財服務。為配

合業務擴展，東京分行搬遷到紀尾井町，

能提供客戶更舒適的環境和便捷的服務。

　中信銀行在日本除了東京分行外，也在

２０１４年併購東京之星銀行，提供各種

優惠及便利的存款產品、ＡＴＭ和網路銀

行服務，以及多種企業和個人放款產品，

並針對目標客群提供理財規劃諮詢服務及

基金和保險。

　目前中信銀行在海外１４國共設有

１０８個分支機構，是台灣最國際化的金

融機構。

中信銀行東京分行喬遷典禮 逾 2 百位來賓同賀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煇慶率領行銷系學生，前往沖繩

參與東亞國際論壇

中國信託東京分行喬遷典禮 (照片提供：中信銀行 )

逢甲大學黃煇慶訪沖　參與東亞國際論壇

不動産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お任せください

＜販売価格＞

5,490万円
税込み

＜販売価格＞

7,990万円
税込み

＜販売価格＞

4,190万円
税込み

＜販売価格＞

44,800
＜販売価格＞

16,360
＜販売価格＞

19,990 万円
税込み

万円
税込み

万円
税込み

＜販売価格＞

4,190万円
税込み

＜販売価格＞

4,390万円
税込み

2LＤＫ

マンション VIP 西池袋大黒ビル 301 号室マンション文京小桜橋 205 号室飯田橋第一パークファミリア 1202 号室マンション VIP 新宿御苑 704 号室 アルス勝どきコモーネ

徒歩 分4新 宿 三 丁 目 駅東京メトロ線

JR 線 新 宿 駅 徒歩 分13
徒歩 分10田 端 駅JR 線

JR 線、東京メトロ線 駒 込 駅 徒歩 分　11

徒歩 分4千駄ケ谷駅
JR 線

都営地下鉄

国立競技場駅 徒歩 分3
徒歩 分4勝どき駅

都営地下鉄

都営地下鉄、東京メトロ

月島駅 徒歩 分12 2LＤＫ

徒歩 分9江戸川橋駅
東京メトロ線

JR 線、東京メトロ線

飯田橋駅 徒歩 分15
徒歩 分8池袋駅

JR 線

東京メトロ線

要町駅 徒歩 分43LＤＫ

徒歩 分2落合南長崎駅都営地下鉄

アビラス新宿シンファースト（田端）アイレスト新宿西落合

表面利回り　6.00％ 表面利回り　4.06％ 表面利回り　5.65％

※月額賃料 （参考） 1,519,000円

※月額賃料 （参考）　941,800円

新耐震基準一棟ビル 新耐震基準　共同住宅 新耐震基準一棟ビル

投 資 用 物 件

居 住 用 特 選 リノベーションマンション

土地

●住所 /東京都新宿区西落合 1丁目

●面積 /116.56m2（約 35.25 坪）

●土地権利 / 所有権

●地目 /宅地

●接道 /北西側幅員約 6m の公道に約 8m 接道

建物

●築年月 / 昭和 59 年 12 月●種類　店舗、居宅●構造 /鉄筋コンクリート造陸屋根 5階建

●建物面積 /1 階 74.94m2　2 階 79.31m2　3 階 81.37m2　4 階 78.31m2　5 階 68.31m2 合計

382.24m2（約 115.62 坪）●総戸数 /11 戸

法令上の制限

●都市計画 / 市街化区域●用途地域 /近隣商業地域●建ぺい率 /80％●容積率 /400％

●防火規制 / 防火地域●現況 /賃貸中

設備等　

●東京電力、公営水道、公共下水●引渡し /即可

●建築確認 /昭和 59年 5月 11日　第 1255 号●検査済証 /無●固都税年額 /411,900 円（平

成 27 年度）

●レントロール有 / 平成 28 年 6 月　大規模修繕工事実施済　外壁・鉄部塗装（一部）、屋

上防水、集合ポスト交換

●取引態様 / 仲介

土地

●住所 /東京都北区田端 2丁目●土地権利 /所有権●面積 /170.38 ㎡（約 51.53 坪）

●地目 /宅地●接道 /西側幅員約4m公道

建物

●築年月 /平成 8年 3月●種類 /事務所、居宅●構造 /鉄骨造陸屋根 3階建●建物面積

/1 階 111.54m2　2 階 111.54m2　3 階 111.54m2　合計 334.62m2（約 101.22 坪）

●部屋 /1 階 1DK×2 室＋事務所　2階 1DK×2 室＋事務所　3階 2K×2 室＋事務所

法令上の制限

●都市計画 /市街化区域●用途地域 /商業地域●建ぺい率 /80％●容積率 /600％●計画

道路有り●現況 /賃貸中

●取引態様 /仲介

土地

●住所 /東京都新宿区新宿 5丁目

●面積 /145.97m2（約 44.15 坪）（セットバック 2.23m2 含む）（実測）

●土地権利 / 所有権●地目 / 宅地●接道 / 東側幅員約 3.7m の公道に約 11.62m 接道

建物

●築年月 /平成 17 年 5 月●種類 / 共同住宅●構造 / 鉄筋コンクリート造陸屋根 6階建

●建物面積 /合計 414.98m2（約 125.53 坪）●総戸数 /15 戸

法令上の制限

●都市計画 / 市街化区域●用途

地域 /商業地域●建ぺい率 /80％

●容積率 /600％●防火規制 /防火

地域●駐車場整備地区●現況 / 賃

貸中●引渡し /即可

その他

●管理条件付●確定測量済

●固都税年額 /845,122 円

●レントロール有

●取引態様 /仲介

●物件種別/中古マンション

●住所 / 東京都新宿区大京町 ●専有面積 /104.90m2（31.73

坪）●所在階/7階●総戸数/63戸●現況/空室 ●建物構造

/ＳＲＣ造 地上 11 階建て●土地権利 /所有権●管理形態 /

全部委託●築年月 /昭和 54年 8月●用途地域 /第 1種住

居地域、近隣商業地域 

●引渡日 / 即時●管理費 /22,100 円 / 月 ●修繕積立基金

/22,100円/月●駐車場/空有（敷地内）18,000円/月 

●設備、条件 / システムキッチン カウンターキッチン 食

器洗機 浄水器 シャワー フルオートバス 独立洗面台 洗浄

便座 洗濯機置場 バストイレ別 追焚き給湯 照明器具 

LDK15 帖以上 全室フローリング 浴室乾燥機 インターネッ

ト対応 Ｗクローゼット トランクルーム バルコニー 2 面

バルコニー ＴＶインターホン 人感センサーライト ダウン

ライト エレベーター 駐輪場 角部屋 外観タイル張り 防犯

カメラ ペット可 ペット相談 陽当り良好 バイク置場 眺望

良好 前面棟無 

●備考/平成28年10月　内装リフォーム済・キッチン・浴室・

トイレ・壁・床・全室・洗面所●取引態様/仲介

●物件種別/中古マンション●住所/東京都中央区勝どき３

丁目 ●専有面積 /55.27 ㎡（16.71 坪）●所在階 /8階 ●建物

構造/ＲＣ造 地上8階建て●総戸数/74戸 ●築年月/平成

15年3月●用途地域/第2種住居地域 ●土地権利/所有権

●現況/空室●管理形態/全部委託  ●引渡日/即時●管理

費/9,800円 /月●修繕積立費/8,900円 /月●駐車場/空有

34,000～38,000円/月 ●設備、条件/システムキッチン 食

器洗機 浄水器 シャワー フルオートバス 独立洗面台 洗浄

便座 洗濯機置場 バストイレ別 追焚き給湯 全室フローリン

グ 照明器具 エアコン 浴室乾燥機 ＣＡＴＶ ＢＳアンテナ 

インターネット対応 ＣＳアンテナ Ｗクローゼット トラン

クルーム バルコニー オートロック ＴＶインターホン 人感

センサーライト ダウンライト アルコーブ エレベーター 宅

配ボックス 駐輪場 外観タイル張り 防犯カメラ ペット可 

ペット相談 陽当り良好 バイク置場 管理人日勤 最上階 平

坦地 

●備考/平成28年6月　内装リフォーム済・キッチン・浴室・

トイレ・壁・床・全室・洗面所

●取引態様/仲介

●物件種別/中古マンション

●住所/東京都新宿区新小川町 

●専有面積/54.60㎡（16.51坪）●所在階/12階 

●建物構造/ＳＲＣ造 地上12階建て●総戸数/180戸 ●築年

月/昭和54年11月●用途地域/準工業地域 ●土地権利/所

有権●現況/空室●引渡日/即時●管理費/10,300円/月●管

理形態/全部委託●修繕積立費/12,200円 /月 ●駐車場/空

有（敷地内）30,000円/月 ●設備、条件/都市ガス システムキッ

チン 食器洗機 浄水器 シャワー フルオートバス シャンプー

ドレッサー 独立洗面台 洗浄便座 洗濯機置場 バストイレ別 

追焚き給湯 照明器具 フローリング 全室フローリン

グ 浴室乾燥機 ＣＡＴＶ ＢＳアンテナ ＣＳアンテナ 

インターネット対応 Ｗクローゼット トランクルーム 

バルコニー ＴＶインターホン 人感センサーライト 

ダウンライト エレベーター 駐輪場 外壁吹き付け 防

犯カメラ バイク置場 最上階 眺望良好 

●備考/平成28年11月 内装リフォーム済・キッチン・浴室・

トイレ・壁・床・全室

●取引態様/仲介

●物件種別/中古マンション●住所/東京都文京

区水道１丁目●専有面積/51.90㎡（15.69坪）

●所在階/2階●建物構造/ＲＣ造 地上5階建て 

●総戸数/23戸●築年月/平成元年6月●用途地

域/準工業地域●土地権利/所有権●現況/空室 

●引渡日/即時●管理費/22,300円 /月●管理形

態/全部委託●修繕積立費/10,900円 /月●駐車

場/空有（敷地内）33,000円 /月●設備・条件/

都市ガス システムキッチン 食器洗機 浄水器 

シャワー フルオートバス シャンプードレッサー 

独立洗面台 洗浄便座 洗濯機置場 バストイレ別 

追焚き給湯 照明器具 全室フローリング 浴室乾

燥機 ＣＡＴＶ インターネット対応 Ｗクロー

ゼット バルコニー ＴＶインターホン 人感セン

サーライト ダウンライト エレベーター 駐輪場 

角部屋 外観タイル張り 防犯カメラ 陽当り良好 

閑静な住宅街 管理人日勤 ●備考 / 平成 29 年 1

月 内装リフォーム済・キッチン・浴室・トイレ・壁・

床・全室●取引態様/仲介

●物件種別 / 中古マンション●住所 / 東京都豊島区西池

袋５丁目●専有面積/62.34㎡（18.85坪）●所在階/3階 

●建物構造/ＳＲＣ造 地上10階 地下1階建て

●総戸数/23戸●築年月/昭和56年11月

●用途地域/商業地域●現況/空室

●引渡日/即時　 

●管理費/18,150円/月●管理形態/全部委託 

●修繕積立費/10,350円/月●駐車場/無

●設備・条件 / 都市ガス システムキッチン 食器洗機 浄

水器 シャワー フルオートバス シャンプードレッサー 

独立洗面台 洗浄便座 洗濯機置場 バストイレ別 追焚き

給湯 照明器具 全室フローリング 浴室乾燥機 ＢＳアン

テナ インターネット対応 バルコニー ＴＶインターホン 

人感センサーライト ダウンライト エレベーター 駐輪場 

角部屋 外観タイル張り 防犯カメラ 事務所可 管理人日

勤 平坦地

●備考/平成29年 2月　内装リフォーム済・キッチン・

浴室・トイレ・壁・床・全室

●取引態様/仲介

徒歩 分10飯田橋駅
JR 線、東京メトロ線2LＤＫ

+S 2LＤＫ
+S

山手線内側

資産価値大

土地 50 坪

外観タイル張り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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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採訪報導】由一群愛好音

樂的志工組成的ＦＥＬＬＯＷ交響

樂團，在３１１東日本大地震屆滿

６週年這天，於東京多摩文化中心

舉辦他們的第一場慈善音樂會，曲

目包含西城故事的交響舞曲、馬勒

第５號交響曲第４樂章和德佛札克

的新世界交響曲，吸引４６０位觀

眾到場聆聽。

　ＦＥＬＬＯＷ交響樂團在去年

正式成軍，但是３０位團員早在

３１１地震發生後，於２０１３年

起每週輪流由東京前往震災區的福

島縣相馬市和岩手縣大槌町，輔導

當地的孩子學習音樂，希望透過音

樂來幫助他們找到新的力量。 

　這項志工活動其實是屬於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ＪＡＰＡＮ計畫

的一部分，最早的概念來自委內瑞

拉的音樂教育運動，希望透過音樂

來協助兒童改善生活。ＦＥＬＬＯ

Ｗ交響樂團的團員在這幾年下來，

已經輔導超過１５０位當地小學和

國高中生參與這項音樂活動。

　這次除了３月１１日在東京演出

之外，隔日也在福島縣相馬市民會

館舉行演奏會。樂團代表八木澤佑

理子表示，希望透過這次的演奏會

將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的理念讓

更多人知道，

她也提到參與

這 個 計 畫 的

３０位志工團

員多為大學生

和社會人士，

而且所擅長的

多為弦樂器，

為了成立交響

樂團，也招募

了其他樂器演

奏者一同參與。活動已經維持了６

年，希望能讓志工保持興致，持續

到東北輔導小朋友。

　相馬市的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

Ａ計畫，也曾和新故鄉文教基金

會所成立的台灣埔里Ｂｕｔｔｅ

ｒｆｌｙ樂團互相交流。來自埔

里７位青少年演奏者，曾在去年

１１月１６日於東京三得利音樂

廳演出，之後在東北地區舉行演

奏會，最後一站則前往相馬市與

當地學生共同練習。

　當時的雙方是以共同練習、一

同演奏的方式進行交流，而不是

單純舉辦演奏會。在交流當天擔

任法國號輔導員的神展彥則說，

因為語言不通，練習剛開始時台

灣的團員表情比較僵硬，但是透

過音樂的力量，讓雙方的距離因

而更靠近，而當時擔任台灣團員

翻譯中野ＫＵＭＩ惠，因而了解

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計畫並加

入ＦＥＬＬＯＷ交響樂團，則希

望藉由自己兼顧翻譯工作與音樂

興趣的例子，讓這些台日的小演

奏家能了解工作也能有不同選擇。

　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ＪＡＰ

ＡＮ將在４月２９日於東京涉谷區

舉辦演奏會，屆時將由ＦＥＬＬＯ

Ｗ交響樂團，相馬和大槌町的兒童

交響樂團和ＨａｎｄｓＯｎ交響樂

團共４個團體參與演出。

【會津／採訪報導】２３９期的《台灣新

聞》介紹了冬季的會津，但是當地的歷史

文化也不容錯過，這一期將要繼續帶您同

遊會津。

　會津地方的中心區會津若松市，過去是

會津藩的城下町，市內保存不少歷史景點，

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於６百年前的鶴城，

它曾歷經了地震、戰爭，而現在我們所看

到的鶴城，是於１９６５年重建的。鶴城

（天守閣）內部開放參觀，館內有各種歷

史文物展示，若是爬上最高的第５層，能

遠眺城下町風光。

　會津若松市內保存不少歷史建築物和老

店，如位於七日町大道上的渉川問屋，創

業於明治初年，過去專賣海產，現在則提

供會津鄉土料理和住宿服務。在充滿歷史

風位的建築物內用餐，就像回到了大政時

代一般。若是提前預約，店內還提供以白

虎隊事蹟改編的表演，能邊用餐邊欣賞。

值得一提的是，被視為夢幻的會津鹽川牛

肉，絕對不能錯過。

　說到祇園祭，或許大家會直接聯想到京

都，但是每年於７月２２日至２４日舉行

的會津田島祇園祭，擁有８百年以上的歷

史，並以日本唯一的新娘七行器遊行隊伍

而出名。祭典舉行時間每年只有三天，若

是在這段時間之外來到會津，可以前往會

津田島祇園祭會館，館內展示了祭典用的

｢ 屋台 ｣。這個屋台結合了４個屋台的特

徵，並以等比例製作，讓參觀者在館內也

能體會祭典的盛況。

　會津有不少著名工藝品，如漆器會津塗、

陶瓷或花燭。３００年前創業的白木屋漆

器店，曾在２０世紀初期參與歐洲博覽會

並獲獎。現在店內也設有漆器展示和小型

博物館，開放給遊客參觀，介紹漆器的製

作過程。

　另外，拜美味的福島越光米所賜，會津

日本酒相當出名，也有不少歷史悠久的酒

造。１８５０年創立的末廣酒造，現在提

供觀光客免費參觀行程，跟著導覽人員的

腳步，了解日本酒的

製造流程，最

後還能在

販賣店內

試 喝， 親 自

品嚐會津獨

特風味。

講中文也會通
讓ＲｏＢｏＨｏＮ陪你遊日本

FELLOW 交響樂團於 3月 11 日在東京多摩文化中心演出

▲擁有６百年歷史的鶴城 ▲涉川問屋內可享用會津鄉土料理 ▲參觀完末廣酒造，能在店內試喝，品嘗會津風味的日本酒

▲以漆器所製的會津名產紅牛，當

地方言稱紅牛為Ａｋａｂｅｋｏ

▲會津田島祇園祭會館所展示的屋台，和

祭典中使用的大小一樣

【 東 京 ／ 採 訪 報 導 】 為 迎 接

２０２０年東京奧運舉辦所帶來

的外國觀光客人潮，京濱急行電

鐵、夏普、Ｖｉｓｉｏｎ和Ｆｕ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ｍ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４間公司，共同

推出日本首見的觀光導覽機器人

ＲｏＢｏＨｏＮ租借服務，於４

月２５日起在東京羽田機場國際

航廈提供出租。

　ＲｏｂｏＨｏＮ租借服務發表

會於３月２２日在羽田機場國際

航廈舉行，東急電鐵羽田機場國

內線航廈站站長市川秀雄、Ｖｉ

ｓｉｏｎ機場事業部統轄奧山

亘、Ｆｕｂｒｉｇｈｔ　Ｃｏｍ

ｍｕｍ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代表取

締役居山俊治以及夏普ＩｏＴ通

信事業本部溝通型機器人事業部

課長景井美帆皆到發表會現場介

紹ＲｏＢｏＨｏＮ的各

項功能和即將上路的租

借服務。

　目前ＲｏＢｏＨｏＮ

可提供中文、英文和日

文三種語言，當觀光客

帶著它一同造訪各地，

就像帶著一個隨身導遊

在身邊，可以掛在胸

前，能透過聲控發出指令，除了

導覽外，還能提供照相、照片和

動畫投影功能，當旅客需要休息

或感到無聊時，還能唱歌跳舞提

供娛樂。

　從４月２５日起，羽田機場國

際航廈Ｗｉｆｉ租借櫃台針對外

國觀光客提供租借服務，並能在

成田、羽田、中部、關西和福岡

機場歸還。租借服務也提供給日

本觀光客，能夠先利用租借方式

了解Ｒｏ

Ｂ ｏ Ｈ

ｏＮ的功

能， 再 考

慮是否購

買。

ＲｏＢｏＨｏＮ具備聲控照相功能

ＲｏＢｏＨｏＮ租借服務

將於 4月 25 日上路

用 音 樂 幫 孩 子 找 回 力 量

ＦＥＬＬＯＷ交響樂團３１１六周年首場公演

東日本大震災追悼慰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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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邀十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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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日青少年演奏者交流
以 音 樂 代 替 語 言

歷史遊
會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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