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 1999 – 2000 (第二十四屆) 

 
登記會員人數﹕337 (六名新會員參加) 

協會重要紀事： 

 

 創立”贊助會員”: 分列鑽石 , 金牌 , 銀牌 , 鉰牌榮譽榜 , 反應良好 

 強化州代表功能作橫向聯繫 , 會務通訊登綠區間會員動態 , 增進聯誼 

 九二一台灣南投集集百年震災 , 傷亡慘重 , 本會捐款賑災 , 並發動會員響應解

囊 

 會長應邀參加於五月七至十一日假台北舉行之海外華人社團負責人聯誼會 , 邀請

千禧年年會主講貴賓  

 首創年會青少年活動節目假僑教中心舉行: 由江明億夫婦主持 , 報名熱烈 

 增設大學博士侯選人論文發表 , 並開放年會論文發表會與時事座談會給大學學生

與僑界人士自由參加 , 盛況空前 

 年會增設林遵瀛醫師會前針炙漫談與實習活動 , 參與者眾 

 

工作幹部: 

會長﹕ 黃耀文 Alabama 州代表﹕ 鄭義為 

副會長﹕ 任紀新 Florida 州代表﹕ 林遵瀛 

秘書﹕ 林憲明 Georgia 州代表﹕ 莊正楠 

思源主編□﹕ 陳新助 Kentucky 州代表﹕ 周清光 

思源副主編□﹕ 張典熙 Mississippi 州代表﹕ 陳存傑 

年會論文總召集人： 毛玉鳳 N. Carolina  州代表﹕ 衛高榮 

年會會員報到註冊： 王祥瑞 S. Carolina  州代表﹕ 毛玉鳳 

青少年活動策劃： 江明億夫婦 Tennessee 州代表﹕ 盧博榮 

 

會務顧問: 李小恩祕書                         法律顧問: 邱培堯律師 

年會主題﹕ 迎接千禧年, 展望新世紀 

年會日期﹕ 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二 OOO 年 

年會地點﹕ Holiday Inn Select  Atlanta, Perimeter,  Atlanta, Georgia 

 

致辭:  會長黃耀文致辭 

總統致賀電文: 由蔣萍媛恭讀 

台北經濟文化處長高振群 

 亞特蘭大高等法院法官黃子文 
 



專題演講﹕ 司儀任紀主新 

 

 台北市長馬英九「打造世界級的首都 – 我的台北經驗」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徐正光「新政府蒙藏政策」 

 大陸委員會港澳處長蔡之中「近期兩岸關係之發展」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長陳樹功「國內食品衛生現況與管理」 

 

午餐演講:  僑選立委關沃暖「當前之僑務現況」  

 

論文發表會： 主持人毛玉鳳 

 

 醫藥保健組: 何智達 (分組主席) , 錢天佐 , 何佩玉 , 彭增鴻 , 顏秀朗 , 陳百

陽 , 張世杰  

 人文社會組: 詹歷堅 (分組主席) , 王維芳 , 謝復生 , 華莉莉  

 財經組: 黃國樑 (分組主席) , 鄭義為 , 邱培堯 , 時繼民 

 自然科學組: 周清光 (分組主席) , 王令雋 , 莊建楠 , 鍾金湯 , 華渝玉  

 電腦資訊組: 洪枝成 (分組主席) , 朱子宇 , 陳啟川 , 陳新助 , 杜榮珠  
 
時事座談會﹕ 華僑文教中心 

 

司儀： 詹歷堅 , 何智達  

 

 主講人：台北市長馬英九「兩岸關係 , 城市外交」 

 主講人 :  作家辛灝年「誰是新中國」 

o 國大代表: 彭錦鵬 

o 僑務委員: 陳博中 

o 教授:  黎建彬 

o 校長:  趙增義 

 

 
會長黃耀文致開幕歡迎詞 

 
專題演講會場 



 
頒贈市長馬英九榮譽會員 
 

 
頒贈委員長徐正光榮譽會員 

 
市長馬英九主講 
 

 
蔣萍媛恭讀 總統賀文 

 
委員長徐正光主講 
 

 
法官黃子文致賀辭

 
處長高振群致辭 

 

 
處長陳樹功演講 

 
處長蔡之中演講



 
立法委員關沃暖午餐會主講 

 
醫葯座談與義診 

 
清晨亞特蘭大機揚接機 

 
午餐盛景 

 
分組論文發表會一景 

 
歡迎酒會 
 
 

 
鑽石榮譽榜會員彭增鴻 

 
鑽石榮譽榜會員何智達 

 
會務顧問:秘書李小恩 

 



 

 

 

 

 
晚會中介紹貴賓 

 

 
晚會中精彩節目 

 

 
時事座談主講辛灝年 

 
黃會長夫婦及小兒與馬市長合影 

 

 
會務會議 

 

 
時事座談 

 

 

 

 

 

 

 



時事座談會上馬英九市長演講與會後與會員及僑胞合照盛況剪影 

                   

 
 

 

 
 

 
 

 
 
 

 
 
     



 

 
千禧年年會憶往與協會成立三十週年慶有感 

 

黃耀文 
 

 三十年漫長的光陰對人生來說是個重要的一段日子. 子日”三十而立,” 這又何嘗

不是意味著人總要走向自立更生, 脫離依賴父母呵護供養的日子嗎? 時光荏苒,協會己從

初創期成長到壯年期. 事實上,早在跨越千禧年之時就提早給本協會一個成長的契機; 過

去五年來原本之經費支援在逐漸消失的情勢下更使本協會學會了開源節流,自立更生之道.   

 

 本協會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成立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是由歷年參加國建會

成員組成的一個聯誼會.  之後,協會擴大成一個學人及專業人士的社團,為旅居美東南華

人提供了更多的聯誼與建言之機會. 一九七八年, 個人參加了在台北市召開的小國建與馬

英九市長為同期學員.  十年後,任教位於雅典市的喬治亞大學,應邀參加了協會成為會員.  

 

在逾十五載的會員經歷中,深覺協會讓旅居海外的會員們有著一個歸屬感. 由於在

資深會員之有形與無形的薰陶下,促使自已感到從別人處”取得”之同時更應盡一份心

力 ”給予.”  參與協會初期或任年會中分組召集人,或應邀作專題報告.  對協會的實際

參與乃在一九九六年應蔡山慶會長之邀擔任祕書及翌年續任康薇會長之祕書.  這兩年之

工作使個人對會務有了進一步瞭解. 協會的功能除了有目共睹的’年會’外,就是縱向地

與政府相關部門的聯繄建言與橫向地與其他社團及會員間之聯誼. 因之在此期間就往這兩

方面思考.  

 

一九九九年自廖廣信手上接下會長一職後便發行會訊報導會員近況與行蹤. 為便於

編輯,我們決定以英文打字發行. 我們將稿源分由州代表負責.  由於協會財務困難,與前

會長何智達商計決定設立”贊助會員”榮譽榜,鼓勵內外雙向開源.初次實施後反應良好.

如今,這項計劃仍一直被沿用,為熱心的會員所支持. 在增加財務自立之道上是值得一提的. 

 

協會的重頭戲就是安排豐富的節目邀請熱門的專題演講貴賓. 如此方可吸引會員前

來與會. 為慶祝二 OOO 年的開始,本次年會主題訂為 “迎接千禧年,展望新世紀.” 在籌

備會議上一致認為如能邀請台北市長馬英九前來將可完成本協會多年來之宿願.因之在經

過努力安排與返台親訪後達成了任務.馬市長的蒞會使會員及僑胞有機會第一手聽取他的

從政理念與治市經驗,以及他如何將台北市打造成世界級城市的方針. 全體與會會員對馬

市長從政所採取高道德標準,且不為金錢與權勢所迷惑的作風,咸認這是在當今物慾橫流,

世風日下的環境裡, 是一股十分難得的清流. 

 

千禧年正值總統改選,年會為配合新內閣上路而延至八月才舉行. 承蒙 陳總統的賀

函,法官黃子文與處長高振群之致辭為年會增光不少. 年會主講貴賓還包括了蒙藏委員會

徐正光委員長, 他的演講使會員能瞭解當前之蒙藏政箂. 這年年會上特頒馬市長及徐委員

長榮譽會員.專題主講還包括了蔡之中處長的兩岸關係與陳樹功處長的食品安全,個個都是

精彩動人的演說. 而僑選立委關沃暖在午餐中的精彩報告,使會員感受立委在質詢官員之

景象. 



 

 

年會分了六組進行論文發表會. 與其他專業社團不同是本會論文題目包羅萬象,使

會員有不少的選擇是為特色.  醫葯組熱門的景象與義診人活動為年會增加不少熱鬧.  為

讓父毌會員能安心與會,今年特地在僑教中心安排了青少年活動. 在江明億夫婦的組織下,

十分成功. 此外,年會中不能少掉晚宴,以美食佳餚加上精彩的節目,使會員在一整天的會

議後得以輕鬆.  晚會中個人特頒獎狀以感謝工作幹部及贊助會員為協會的盡心與盡力.  

 

週日上午的時事座談在僑教中心舉行並分兩時段進行. 馬市長作第一時段主講兩岸

關係. 由於開放僑胞自由參加,許多為親睹馬市長風釆而來的僑胞使得僑教中心空前爆滿. 

會後,會員與僑胞相爭與馬市長合影達半小時之久,亦為年會難得的現象. 第二時段座談

由  ”誰是新中國”作者辛灝年主講,講員國大代表彭錦鵬,僑務委員陳博中,教授黎建彬,

及校長趙增義依答問式進行座談.引起不少聽眾之熱烈發問. 年會在近中午時笥會務會議

中美滿結束. 

   

     擔任協會會長任內的時光,深覺 ”團隊合作”之重要與 ”友誼” 的可貴. 年會的

成功全體工作團隊努力及會員的熱心參與. 值此慶本會成立三十週年之際,深感新血的重

要. 希望能擴大招收會員. 對年青及新進的會員期許能及早主動參與會務提供新思維,傳

承本會的光榮歷史並發揚光大. “而立之年”的本會己在轉型中,個人深深認為本會既然

設在美國,將來的運作的方向應朝向 ”本土化” – 就是要更加融入美國之主流社會及加

強協會在財務上自給自足.  

 

最後藉著特刊一角要在次向當年全體幹部深深致謝外,個人尤其對何智達與蔡山慶

兄多年來的鼎力協助與經驗傳授,永遠銘記於心. 此外,對內人蔣萍媛無怨無悔的愛與支持

正是個人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