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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節
葉理事長拜訪梁灼名譽理事長 葉理事長贈聘書給

謝建東名譽理事長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6月 16日召開理監
事聯席會議，特別邀請謝建東名譽理事長
出席並贈聘書。

赴鄭安國名譽理事長府上 
葉理事長親贈名譽理事長證書

6月 17日台北市廣東同鄉會葉烱超理事長、
葉傑生常務理事及黃治雄總幹事，赴名譽理事
長鄭安國府上，致贈名譽理事長證書。每次去
看他，每次都有進步，上次看他只是手指可以
移動，這一次看他，手腕已經能夠輕輕抬起，
每一次都有進步，令人欣慰，鄭名譽理事長現
在思慮清楚，關心時事，更常提筆為文。

端午佳節，本會葉烱超理事長、蕭世雄常務理事、黃治雄
總幹事前往拜訪梁灼伉儷。

葉理事長邀請各同鄉會以在台發展撰文
及推薦各重要人物由本會安排做專訪

尊敬的鄉親先進，大家好！

政府遷台，粵籍（廣府、潮州、客家、海南等）四大族群菁英，

為聯絡各同鄉情誼、延續各鄉里文化，以及發揮守望相助精神，紛紛

成立各同鄉會；據統計僅台北市就有近 20所各籍貫同鄉會，在其他市

縣地方相信也不在少數。

而各籍貫同鄉會各有特色，並設獎學金獎勵各鄉子女勤學，以發

揚賡衍各鄉香火；這些特色大者就可以成為各同鄉會之間相互觀摩，

所以就本會而言，均敦聘各同鄉會現任理事長為本會顧問，即藉聯絡、

團結來促成成效。玆為廣大鄉親，更為認識各籍貫同鄉會及其菁英，

特邀請各撰文稿：

（一） 各同鄉會在台成立及發展情形，以及近年來大陸各地家鄉發

展近况。

（二） 在台發展期間，各同鄉會之重要人物介紹報導，或推薦知名

鄉賢長者。

後者可由本會安排人物專訪，以口述歷史方式，將鄉賢的事蹟做

成記錄，提供年輕鄉親分享及學習，見賢思齊，使廣東精神得以薪火

相傳。

來稿請寄本會或mail：tpe.ktca@msa.hinet.net本會電子信箱。甚為感荷。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 葉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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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廣
東話 揸大葵扇 梁雪華

酷暑，人們喜愛使用的降溫方式各有不同，隨著時代進步，現今已稀少人使用扇子搧風納涼。說到扇子，不得不提到廣東省新會縣的

特產之一「新會葵扇」。新會產蒲葵，故有「葵鄉」之稱。「新會葵藝」手工十分精湛高超，在歷史上最為有名，且享譽國際。

據《新會縣誌》記載：1600多年前東晉時期，上至朝廷大官，下至黎民百姓，皆愛用「新會葵扇」取風納涼；明朝且列為貢品。「新
會葵藝」於 2008年為中國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廣府話有句俗語：「揸 ja1大daai6葵kwai4扇 sin3」，即替人做媒的意思。因 劇舞台上媒人的形象，就是頭梳「竹筍髻」、手揸「大葵扇」、

「巧舌如簧」，造形特徵顯得分外有趣。因此，廣府人戲稱替人撮合者為「揸 ja1大 daai6葵 kwai4扇 sin3」也。＊註：「揸 ja1」：拿 /握的意思。

廣東文獻社第十六屆第一次社務委員會議全體合影，前排中：葉烱超理事長。

廣東文獻第十六屆第一次社務委員會議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第十六屆 第一次廣東文獻社社務委員會議

台山籍黃永阜「彩虹眷村」入選世界最絢麗前5名

（本刊訊）台北市廣東同鄉會廣東文獻季刊社，聘

任知名教授、學者與作家擔任社務委員。6月 5日上午
十時於本會三樓會議室召開社務會議，由發行人葉烱超
理事長主持，社務委員及常務理監事踴躍出席，會議圓

滿完成。

由於是第一次的社務會議，先請諸位社務委員及常

務理監事自我介紹，俾大家彼此熟悉認識。會中主要討

論廣東文獻季刊關於每季主題內容及收稿方式。另外也

就本刊的傳承、徵稿取材方向，諸位委員交換意見，討

論熱絡。會議於十二時十分結束，會後全體委員合影留

念，感謝各位委員的出席與對本會刊物的貢獻。

暑假將屆，世界知名旅遊雜誌《旅行癖》（Wanderlust），近推
薦了世界 15個色彩最絢麗地方，台灣台中的「彩虹眷村」入選為前 5
名，堪稱台灣之光。

《旅行癖》內文介紹：退役老兵黃永阜在待拆除的老屋上作畫，

以防止房屋被拆毀。多年來，他為眷村大多數房屋繪上了色彩繽紛的

圖畫，包括鳥類、動物和人，從而為該村贏得了“彩虹村”的美稱，

也引發了“搶救彩虹村”活動。如今該村已變成台灣最受歡迎，色彩

最豐富的旅遊景點之一。

入選名次依序為：印尼喬迪潘的彩村、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大棱鏡

溫泉、南非開普敦上開普省（The Bo-Kaap）、埃及紅海、台灣台中彩
虹眷村、秘魯彩虹山、哥倫比亞瓜塔佩（Guatapé）、毛里求斯查拉梅
爾七彩大地、義大利五鄉地、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博卡區、荷蘭庫肯

霍夫鬱金香園、美國查爾斯頓彩虹排屋、印度馬杜賴米納克西神廟、

巴西裏約聖馬爾塔、義大利威尼斯附近小島布拉諾。

註：退役老兵黃永阜，廣東台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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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台電、台灣中油、台水、台糖

新進職員甄試 簡章預定 7月 15 日網站公布

今夏可以出國旅遊嗎？

媒體 5月 29日報導，為加速人力新陳代謝、改善人力結構
並傳承核心技術及經驗，經濟部表示「台糖」、「台電」、「台

灣中油」、「台水」等四家國營事業，將舉辦一○九年度所屬

事業專科以上層級新進職員甄試聯招。招考總名額暫定九四五

名，起薪三萬六千至三萬九千元不等，筆試預計於十一月十五

日舉行。

經濟部表示，本次甄試招考類別及招考名額為企管一二○

人、人資十一人、財會五十人、國貿五人、資訊卅九人、統計

資訊七人、政風廿九人、法務三人、地政廿三人、土地開發三人、

土木五十四人、建築十四人、機械一七二人、電機二一二人、

儀電四十八人、環工廿人、職業安全衛生十八人、畜牧獸醫七

人、農業五人、化學十九人、化工製程六十九人、地質三人、

石油開採四人、地球物理七人、食品加工三人，合計九四五人。

國營事業聯招預計十一月十五日舉辦考試，簡章則預定七月

十五日公布在經濟部甄試網站及各事業機構網站，將不另販售

紙本簡章。甄試網站 https://exam.taipower.com.tw/
據悉，報名日期：預定 109年七月十五日公告簡章。考試日

期：預計 109年十一月十五日。應考資格：一、見簡章。二、國籍：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不得兼具外國國籍。三、學歷：（一）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符合各甄試

類別所訂之學歷科系者，學歷證書載有輔系者得依輔系報考。

（二）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其科別

符合甄試類別所訂之學歷科系者。（三）複試前須繳驗符合上

列規定之畢業（學位）證書正本或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

證書正本，否則不得參加複試。 

其他：（一）參加本甄試合格錄取者，分別依業務需要進用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糖）、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台電）、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灣中油）、台

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水），進用後依勞動基準法規

定，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一律投保公教人員保險，

退休金之給與標準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

辦理（目前同勞動基準法規定）。（二）本甄試錄取人員如經

發現有所列不得進用為國營事業人員情形之一者，各事業機構

將不予進用或立即終止勞動契約。（三）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

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規定，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年滿 65歲者應
即退休。

甄試內容：一、共同科目：國文、英文，配分各佔初（筆）

試總成績 10％，合計 20％。二、專業科目：各類別考試科目見
簡章，所列科目均

為考試範圍，合計

佔初（筆）試成績

80%。
（以上應詳閱

簡章）

※相關甄試類

科、名額及工作簡

述，以正式簡章為

準。
資料來源（參考用）→
（以正式簡章為準）

隨著肺炎 (COVID-19) 疫情逐漸趨緩，各國也陸續解禁，儘可能的恢復原本的生活，國與國之間的班機也會逐步開放。整

理台灣的旅遊禁令與解禁國家資訊，期盼世界各國疫情都能獲得控制，期待能和以往一樣出國到世界各地看看。
台灣國際旅遊禁令

日期 內容

預計

2020/10/1

起（評估）

逐步開放國際觀光旅遊及邊境管制

按當地主要客源市場的邊境管制，及台灣直航航班的狀況，逐步

放寬各邊境管制措施。

＊在這之前都暫不開放國外旅客來台
對台灣解禁 14 天隔離之國家

國家 解禁日期 內容

新加玻
6/17 

23:59 起

澳洲、紐西蘭、汶萊、日本、澳門、韓國、台灣、越南、

中國大陸與香港。

凡入境前在上述國家和地區連續停留不少於14天旅客，

不必在指定地點履行居家通知。

關島 7/1 起 開放台灣、日本、韓國三個國家，入境不必隔離。

＊�就算該國已開放台灣民眾可以免隔離入境，但還是要考慮回台灣後是否尚需隔離
14天的問題。
國人最關心的「日本」→想去還要再等等，尚未開放旅客入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5/25宣布，解除各地區的緊急事態宣言，目

前已全日本解禁，但目前還是限制包含台灣等多國外籍人士入境，包
含具「永住者」、「日本人之配偶」、「永住者之配偶」及「居留者」
等資格者。(等於只要是外國人就不能入境的意思 )
各國目前邊境管制一覽

亞洲

台灣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禁止過境轉機

中國大陸 入境須隔離 14 天

日本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韓國 暫停免簽證入境措施

菲律賓 禁止所有外籍旅客入境

泰國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越南 所有外籍及越籍旅客皆禁止入境

新加坡 禁止外籍人士入境、禁止過境轉機

馬來西亞 除新加坡、汶萊、紐西蘭與澳洲國民，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印尼 持長期居留證、工作證的人才能入境

歐洲

法國
除申根區、歐盟國家、英國之公民暨其眷屬及具法國永久居留權

者外，其餘外國人無法入境，可不入境轉機。

荷蘭
除歐盟國家、英國、申根國家之國民及其家屬、持居留證之第三

國國民，其餘人士禁止入境

西班牙
除歐盟國家、英國、申根國家之國民及其家屬、持居留證之第三

國國民，其餘人士禁止入境

德國
除歐盟國家、英國、申根國家之國民及其家屬、持居留證之第三

國國民，其餘人士禁止入境，可不入境轉機。

義大利
6/3 起開放與鄰近國家邊境管制措施，包括歐盟會員國、申根區、

英國、安道爾、摩洛哥、聖馬利諾及教廷

美洲

美國 大陸歐洲旅遊史禁止入境

加拿大 外籍人士禁止入境（工作簽除外），可不入境轉機。

大洋洲

澳洲  外籍人士禁止入境、禁止過境轉機

紐西蘭 外籍人士禁止入境、禁止過境轉機

＊申根區是指履行 1985 年盧森堡《申根公約》26個歐洲簽約國組成的區域
其他國家可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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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鄉村風景

廣東省“鄉村振興看茂名”
據媒體茂名 6月 8日電，廣東省“鄉村振興看茂名”采風團到茂名

市金塘鎮牙象村。這是一個位於藝術公園裏的村莊。接地氣，又充滿文

藝的獨特氣質，讓其成為茂名新晉網紅打卡點。

穿行在牙象村，看著周邊一棟棟統一了外立面的村舍，還有那從 4
米拓寬到 7.5米的村道，並見條條村路乾淨整潔，座座建築白牆紅瓦。
道路兩側及村民庭院，一面面圖文的“文化牆”將牆體變成了傳播視窗。

隨處可見的綠化苗木隨風搖曳，以千畝稻田為背景創作的“愛我中

華”“冼夫人嶺南聖母”等巨型藝術鄉村新美景次第入眼。

這是廣東首個田園綜合體—茂名“好心湖畔”田園綜合體，帶給牙

象村的改變，據介紹，作為“好心湖畔”田園綜合體的首期示範區，牙

象大地藝術公園的建設僅用了 91天時間。牙象大地藝術公園、田園綜
合體豐收廣場、牙象農舍美術館等，正賦予牙象村新的生命。

牙象村屬茂名市金塘鎮 24個鄉村之一。

立夏後的廣東深圳氣溫攀升，街頭的鳳凰

花又開了。城市部門表示，如果天公作美，天

氣晴朗，今年鳳凰木的花期有望持續到 7月份。 
看到許多鳳凰木花朵壓滿枝頭，紅彤彤的

一片，看不到樹葉，有的花枝垂墜下來，在陽

光的照射下，如火一般耀眼。據廣東媒體報導，

深圳從2017年開始部署打造“世界著名花城”， 
2017-2019年，全市種植觀花喬木 13.9萬株，
建成花景道路 60條、花漾街區 222個、街心花
園 444個，全市公園總數達到 1090個。

深圳 鳳凰花開

廣東、台灣遍地荔枝香
廣 東

荔枝主要分佈於北緯 18-29度範圍內，廣東栽培最多，福建和廣西次之，台灣中南部等地也有栽培生產。 
廣東是中國分佈荔枝最多的省，遍及全省 80多個縣市，重點產區為茂名、廣州市郊的從化、增城、花

都區及新會、東莞、中山等，其次為新興、惠東、深圳、惠來、普甯、高州、電白、瓊山等縣市。品種有

三月紅、玉荷包、妃子笑、黑葉（烏葉）、桂味、挂綠、糯米糍、尚書懷等。據悉近年廣東全省荔枝種植

面積 411萬畝、產量 131萬噸，面積和產量均占全國的五成以上；茂名荔枝種植面積 139萬畝，產量 52.8
萬噸，產量占廣東的五分之二，全國的四分之一，是世界最大的荔枝生產地運區。

台 灣
台灣荔枝主要產地在中南部地區，產期由南向北逐漸採收，最早者在 4月初即可採收，不同品種陸續成熟，到 7月底都還能吃到香甜的荔

枝；目前以中部地區產量最多，其次為台南、高屏等地。品種「艷麗」產期：約每年 4月初∼ 4月底，產地：台東太麻里；「玉荷包」可以說
是最有名的品種，產期：約每年 5月初∼ 6月初，產地：高雄、屏東；「黑葉荔枝」產季：約每年 6∼ 7月，產地：高屏、嘉南、南投、彰化
和台中等；「糯米糍」產季：約每年 7月初∼ 7月底，產地：中部地區為主。

「黑葉荔枝」又名烏葉荔枝，是台灣栽種面積最廣的荔枝。「黑葉荔枝」屬於中熟品種，高屏地區約在 5月底至 6月初開始成熟，6月初
至 6月中為嘉南地區，6月中至 7月中則是南投、彰化、台中地區成熟期。黑葉荔枝的果實呈心臟形狀，在外皮慢慢轉成平
滑時最適合摘採；外觀呈現暗紅色的果實才是完全成熟，雖然果核大，但入口肉質 Q彈多汁、香味濃郁且甜度高，深受
歡迎，許多荔枝加工品（冰品、甜點）也多使用「黑葉荔枝」來調味。

「糯米糍」球狀的果形較小，但果肉吃起來爽脆有彈性、香氣足，加上擁有獨特的焦核（果核小，有些甚至無核），

可以吃到飽滿脆口的果肉，說是晚熟品種中的極品也不為過！因為糯米糍成熟時酸度就會快速降低，建議在果皮微紅、帶

點橘黃食用更美味，若呈暗紅色已經過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