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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來台統領開山政績最有功
廣東英德吳光亮冥誕 123 年紀念

先賢吳光亮（1834—1898年），廣東英德黎溪鬆崗村人。歷任多處要鎮
總兵和台灣鎮總兵、記名提督等職，既是開台功臣，又是守台的抗日名將。

清同治十三年六月，辦理台灣等處海防事宜的沈葆楨，福州將軍文煜，

閩浙總督李鶴年等以吳光亮打仗勇敢，會銜奏調台灣，統領開山事宜，尤其

對台灣東部（後山）地區開發，並對沿途居民安撫教化。《天下雜誌》的台

灣人物專輯，標舉吳光亮為「影響 200」人之一。
吳光亮曾回原籍招募軍勇一千名，至七月成軍，光緒元年（1875年），

他率部開通了南投林圮埔至後山璞石閣道路。《台灣先賢先烈專輯》載，光緒元年，清政府因需要，由前南澳鎮總

兵吳光亮率領「飛虎軍」開拓穿過鳳凰山至東部花蓮縣璞石閣（今玉里鎮）的「八通關古道」，打開了鳳凰、永隆

地區交通的新局面。自八通關古道，中部東西橫貫公路開通之後，漢人到大水窟屯殖的人越來越多，先後有劉、張、

林、陳姓墾民到此開墾定居。大水堀台地位指包含今南投縣鹿谷鄉永隆村、鳳凰村、凍頂等地區。

1879年頒布了＜化番俚言＞ 32條。沈葆楨奏獎，請以記名提督簡放。光緒三年調任台灣鎮總兵。

吳光亮古道（長 152 公里）

佛山市和園
嶺南園林係廣府優秀文化之一，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當屬四大名園：順德清暉園、佛

山梁園、番禺餘蔭山房、東莞可園。近時又

有歷時四年建成、位於順德北滘的佛山市和

園，在造園藝術中呈現通透和精美華麗的獨

樹一幟。

紐西蘭來鴻
得知疫情再次肆虐，對台灣朋友的

景況感同身受，在此謹向各位鄉親好友

送上祝福，祝願各位好友平安是福。

司徒達盛

民國 110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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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光復台灣六甲子祭祀大典
伍世文主祭、林齊國暨其他社團負責人陪祭

4月 29日，由松濤社在台南延平郡王祠舉辦的「延平郡王鄭成功光復台灣六甲
子祭祀典禮」，是日上午十時十分祭祀典禮開始，由前國防部長（本會名譽理事長）

伍世文主祭（見圖），僑協總會林齊國理事長暨其他社團負責人等陪祭。

鄭成功光復台灣六甲

子祭祀典禮獻祀文，並朗

讀「不忘遷臺初心，奉三

民主義為圭臬，秉聖賢道

統為依歸，⋯⋯，再創自

由民主均富之新運」等，

以及祈神靈顯赫，萬古常

新，佑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全體致祭團體與個人

並繞行內殿一週，向共同

享祀的寧靖王、監國鄭克 、延平王生母翁太妃，甘輝、萬禮兩位將軍與東西廡的

部將們表達敬意，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聲中圓滿完成祭典。

1661年 4月 30日，鄭成功大軍經由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與荷蘭軍艦展開
海戰，擊沉荷軍艦，同時擊敗荷蘭陸軍，以優勢兵力包圍普羅民遮城 (今赤崁樓 )。
1662年 2月 9日，荷軍遞降書。360年前的 4月 30日是為鄭氏光復台灣紀念日。

鄭成功光復台灣六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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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特訊」創刊第 4 0 週 年

王雲五先生自學精神

編輯室
本會「嶺南特訊」創刊於民國七十年三月廿九日，迄今年四十週年、

於本期則已發行了第 450期！ 
「嶺南特訊」為每月一日出版的本會會員刊物，宗旨除了聯繫、溝通

本會與會員之間的通訊和情誼外，亦係與海外粵籍僑胞聯絡感情、鄉情的

橋樑。自創刊以來均是動態報導的；「嶺南特訊」創刊號（即第 1期、見
圖），版面雖係黑白的，但內容呈現出多彩多姿，而「發刊詞」第五屆劉

平理事長已指出，本刊的任務在聯絡海內外粵籍社團和鄉親，報導各項活

動與成就，同時竭盡所能提供各項服務，促進文化和工商貿易的交流，希

望各地粵籍社團多多報導各地社團活動暨個人成功奮鬥史新聞稿，以充實

篇幅。  
此即闡明：除了報導本會會務重要活動之外，更希望海內外各粵屬社

團包括各同鄉會、宗親、文藝、學術、經貿等團體的重要活動，以及各粵

屬社團之「名人」、「要人」的重要動態，喜慶婚喪，多多提供通訊報導。

本屆葉烱超理事長在去（109）年 7月「嶺南特訊」第 439期亦曾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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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是歷屆重視承緒傳遞發揚我優良的廣東精神！

110年王雲五先生自學獎學金於 9月開始申請，截止
日期為 11月 30日，申請辦法摘要見「嶺南特訊」前期
（448期）第 2版。

王雲五（1888.7.9－ 1979.8.14），廣東香山人，著
作等身。王雲五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19巷的故居現為
王雲五紀念館。

王雲五只受過五年私塾教育，其後在五金店當學徒，

晚上學習英語。十七歲時進入同文館學英語，並兼任助

教，在校內圖書館廣泛閱讀西方著作，遂能精通。十八

歲後，在上海各校任教英文、史地等。

十九歲時，購得《大英百科全書》，以三年時間將

全書 35巨冊閱覽一遍，後來又修完土木工程及數學、物
理、機械各種課程。二十至三十歲之間，先後加入兩所

美國函授學校：於萬國函授學校主修土木工程全科，獲

得許多高等物理、數學知識，後加習化學；又於函授學

校主修法學專科，取得美國法學士預備資格。

二十四歲時，應聘北平中國大學講授政治學、英美

法學概論等課，又通德語、法語，《紐約時報》報導他

為「活的百科全書」。

1912年民國成立後，受國父孫中山賞識，受聘為臨
時大總統秘書。1921年代，經胡適推薦王雲五任商務印
書館編譯所長，後任總經理。王雲五主理商務時期，出

版多種詞典、百科全書及叢書，並發明「四角號碼檢字

法」，更以此法編印「王雲五大辭典」。

1946年任經濟部長，1948年轉任財政部長，1949年
來台後，歷任行政院設計委員、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

副院長。1964年後，繼續掌理商務印書館。
自學成材

王雲五之所以如此努力向學，一開始是希望不甘落

人後，後來漸漸養成習慣，「不肯一日不讀書」。只要

有不懂，就想方設法找相關期刊書籍來讀，才肯干休。

就是這股熱忱，造就王雲五自修博通古今中外學問。

王雲五談讀書

王雲五認為，談讀書這個問題，大抵上可細拆為五

個問題：第一、為何讀書；第二、讀什麼書；第三、怎

麼讀書；第四、何時讀書；第五、怎麼讀書而不生厭。

為何讀書？

王雲五認為，透過閱讀，可以盡情享用這世界把上

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人類所有優秀份子，窮年累月、

殫精竭慮所煉製而成的精神產品。

該怎麼精讀？

王雲五認為，字辭典必不可缺。有了字辭典，碰到

不懂，才能夠馬上翻查（如今有網路搜尋引擎，查資料

就更方便了）。其次是編製卡片（王雲五自創的做筆記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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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客委會「2021 後生文學獎」
徵文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2021後生文學

獎」徵文活動；今年續辦「2021後生文學獎」，徵選

短篇小說、散文、小品文及客語詩，規劃以「關於我

家，是客家」作為主軸，期望後生由自身經歷出發，

書寫下他們最真實的日常，自然地架構出客家文化精

神與鏈結客家族群之間的情感，甚至能感染非客家族

群的情緒、協助一般社會大眾能夠更深入瞭解客家精

神之意涵。除了期望讓客家族群在閱讀時產生共鳴外，

更對想探索自我身分認同的後生人以及對客家文化感

興趣的閱讀者，建立一個接觸客家文學的橋梁。

一、 徵文資格：參賽者年齡須在 40歲以下（民國

70年 1月 1日（含）後出生者），族群、國

籍不限。

二、 徵文主題：針對客家故事、性別議題與文化

特性進行書寫。

三、徵選類別：

（一） 短篇小說：主要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

不限，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象，字數以5,000

至 10,000字內為原則。

（二） 散文：主要以華語書寫，以實地尋訪或跨

世代訪談方式搜集題材方式為佳，字數以

1,200至 5,000字內為原則。

（三） 小品文：主要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

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象，字數以600至1,200

字內為原則。

（四） 客語詩：以客語進行書寫，並標明腔調，

輔以華語語釋，行數在 30行以內為原則。

獎金禮券分配：※以下獎金以等值禮券發放※

（一） 短篇小說 1、首獎 1名，獎金為新臺幣 8萬

元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為

新臺幣 3萬 2千元禮券，獎狀乙幀。3、佳

作 3名，獎金為新臺幣 1萬 6千元禮券，

獎狀乙幀。

（二） 散文 1、首獎 1名，獎金為新臺幣 7萬元禮

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為新臺

幣2萬8千元禮券，獎狀乙幀。3、佳作3名，

獎金為新臺幣 1萬 4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三） 小品文 1、首獎 1名，獎金為新臺幣 2萬元

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為新

臺幣 8千元禮券，獎狀乙幀。3、佳作 3名，

獎金為新臺幣 5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四） 客語詩 1、首獎 1名，獎金為新臺幣 2萬 4

千元禮券，獎狀乙幀。2、優選 1名，獎金

為新臺幣 1萬元禮券，獎狀乙幀。3、佳作

3名，獎金為新臺幣 6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作品收件期間：110年 5月 1日至 110年 8月 31

日止。評審結果公布：依照實際評審作業期程，預計

為 110年 10月中公布。有意參賽者請於報名截止日

前至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 https://reurl.cc/

ZQL1aM下載報名表。

（摘自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21後生文學獎」

徵文活動簡章，並以網站所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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