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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以下簡稱本會 )為獎勵本會
會員 (含贊助會員 )及其子女，在國內各中等學
校、大專院校及碩、博士研究所就讀之學生，敦

品勵學，力求上進，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會員入會滿一年及繳納會費者，其本人及子
女，經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高中 (高職 )及國中
學校之日間部及夜間部 (進修推廣部 )正式生、
大專院校大學部 (不含空大 )、碩士班及博士班之
學生 (不含在職進修人員、公費生及交換學生 )，
該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平均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

且該年度未享有任何公費，操行甲等或八十分以

上，體育成績及格者；得申請本會學年度獎學金；

家境清寒平均學業成績七十五分以上，操行乙等

或七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合格者，得申請本會學

年度助學金。

第三條  申請日期，自每年九月一日開始，至十月卅一日
止，逾期恕不受理。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下列文件，送請本
會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一、申請書一份 (以本會印發格式 )。
二、 上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學業、操行及體育成績報
告單正本全份。

三、自傳乙份 (三百字以內 )。
四、 申請人年滿二十歲，尚未成為本會會員者，需
須於申請時提出入會申請書 (本會女性會員與
非粵籍丈夫所生子女從母姓者得申請為會員 )；
申請人未滿二十歲，須於申請時提出其直系血

親為本會會員證明文件。

五、 申請助學金者，另需檢具家境清寒證明書乙份
(請村里辦公處所查明出具 )，或低收入證明正
本一份。

第五條  本會會員子女獎 (助 )學金，係由本會每年提撥
之專款發放。獎助學金名額國、高中生各三十

名、大學 (含五專四∼五年級 )碩、博士研究生
共三十名。經本會核定之學生，依學校、科系及

成績高低綜合評比 (獎學金、助學金名額比例8:2，
如無人申請助學金時，其名額併入獎學金 )。研
究所 (含碩士、博士生 )以上者，每名發給獎 (助 )
學金新台幣一萬元及獎狀乙紙。大學生 (含五專
四∼五年級 )以上者，每名發給獎 (助 )學金新
台幣八仟元及獎狀乙紙，高中生每名發給獎 (助 )
學金三仟元及獎狀乙紙，國中生每名發給獎 (助 )
學金二仟元及獎狀乙紙；每年獎 (助 )學金名額，
本會得視專案基金之財力情形予以調整。

第六條  本會核定受獎學生後，將分別通知各受獎者前來
參加頒獎典禮，領取獎 (助 )學金及獎狀 (不得代
領 )。台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學校之受助學生，報
到時本會酌發交通補助費。典禮當日未來領者，

限於兩週以內，親自來會具領，但不發交通補助

費；或填具 "補發申請書 "述明未能到會領取的
充分理由，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掛號函送本會審

理。逾限未領者，或未提出申請書者以棄權論，

並將其未領獎學金退回本會獎 (助 )學金專戶。
若有特殊情形，本會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專案處理。

第七條  受獎學生如為本會會員，應踴躍參加本會各項活
動。

第八條  申請本會獎 (助 )學金各級學位期限：博士班四年、
碩士班二年、大學部及國、高中依其正常修業年

限 (延長年限不得申請 )。
第九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會員子女獎 ( 助 ) 學金發給辦法

據《嶺南特訊》 第 284期（2007-08-01出版）報導，台灣粵劇聞人呂壽琰（呂茵）於七月十八日下午病逝，
享年九十餘歲。呂氏年輕時在廣州市銀行界服務，隨國府遷台後追隨監察院長于右任服務直到退休。呂氏公餘

全力投入粵劇活動，編導唱簧掌板樂器，樣樣精通。1980年間，由越南歸僑界熱心粵劇人鄺少真、謝杏、施亦
珍傾力協助下，組織凱旋業餘劇團，鄺少真任團長。呂茵一手調教下，施亦珍反串小生，演唱出高水準，在臺

灣迄未見第二人。謝杏擅演花旦，入木三分。

 呂茵，畢業于廣東國民大學，散文、遊記、鄉土小說，常見於報刊、文筆灑脫，莊諧並重。生長戲迷家庭，
少時，投師學戲，唱做宗「薛」派，亦伶亦票。來台後，致力傳承粵劇，任勞任怨，桃李盈門。數十年來，對

旅台粵劇，興起盛衰，曾親身體驗。

台灣早期粵劇聞人呂茵 逝世 15 週年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西元二○二二年）七月一日第 一 版

http://w
w
w
.tpektca.org.tw

/

月
刊463

發行人

社 長

主 編

：

：

：

葉 烱 超

黃 治 雄

鄭 弼 儀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施良貴常務理事辭世
葉烱超理事長率常務理事、總幹事代表行禮悼念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施良貴常務理事於民

國 111年 5月 21日與世長辭，享年 88歲。
施先生民國 23年 9月 6日生於廣東省潮

陽縣棉城鎮。早年歷經抗日和古寧頭戰役。

政治作戰學校畢業，23年的軍旅生涯為國家
犧牲奉獻。退伍後，曾在黎明文化公司擔任

編輯、主編 16年。53歲退休後，成為自由
作家繼續寫作。

晚年心繫鄉誼，曾分別在潮州同鄉會及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擔任總幹事、理事及常

務理事等職務，盡心盡力為鄉親服務。

其為人耿直，凡事只問是非黑白，常力排眾議仗義直言，其精神令人佩服。

施先生經常提示後進，不能忘記粵籍鄉賢前輩出錢出力，為凝聚鄉誼創立同鄉

會的宗旨，更常勉勵後進：上不負祖宗，下可教育後輩。在同鄉會奉獻服務的日子

裡，也是他生平中最感光榮與成就的美好歲月。

施先生囑家屬不發訃聞，不辦公祭，一切從簡。謹留言朋友，願來世再做好友。

6月 2日上午，葉烱超理事長率常務理事及總幹事代表全體理監事向施先生行禮致
哀，表達至深的追思及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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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廣 東 同 鄉 會 勵 學 愛 心 捐 款 徵 信 錄
一、 本會歷年頒發本會會員就學子弟獎助學金之來源，
皆蒙鄉親前輩、善心人士捐助款項，及本會撥設獎

學專款，合以獎助學基金名義存放銀行逐年取息支

應，惟近年公定銀行孳息低微，年入不敷獎學所需，

而另由義者樂捐彌補，今本會為賡續獎學宗旨力圖

以涓滴成河之誠，歡迎鄉親您力能所及不限金額隨

時踴躍樂捐，以勵後進奮學，感謝您之德意！

二、 郵政劃撥帳帳號：01022155，戶名：台北市廣東同
鄉會

（捐款劃撥時請於劃撥單之通信攔註明「此款為獎助學

金愛心捐款」，謝謝！！）

三、如您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電話：(02)2321-7541

111 年 6 月愛心捐款者芳名
葉烱超理事長 1,000元 李南賢教授 1,000元

林文先生 1,000元 曾魏茂蘭女士 1,000元
東莞蘇式嚴 900元 蘇友祥 500元
善心人士 200元 蘇念賢 600元
蘇智育 500元 蘇坤輔 1,200元

合　　　計 7,900元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會員子女獎 ( 助 ) 學金
會員子女代表淡江大學張家榮致詞

我是會員子女的代表張家榮。目前就讀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的預計研究生，家鄉

是在廣東茂名。感謝台北廣東同鄉會提供這

樣的場地與活動，讓我們更認識青年朋友與

了解更多他鄉的文化。也非常感謝台北廣東

同鄉會提供豐富的獎學金，讓我們可以投資

自己，使自己變得更好。增進自己的博學，

俗話說機會只留給準備好的人，我將更加努

力好好把握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吧。

父母親來自廣東，與他們同住將近ㄧ甲子，因父親很早就自行退伍，所以未住在眷村，住家左鄰右舍都是本省

人。在讀小學時期，家裡都是以粵語為主，這是我學習粵語的啟蒙，也同時學講閩南語。

父母親可能鼓勵我能多講粵語，所以從未糾正我的發音，只希望我多聽多講，他們就很高興。到了念初中後，

家裡粵語溝通減少，而由國語取代，出外就全為國語或閩南話。在家與父母講粵語也多是日常寒喧用語，很少用粵

語來深入討論，能學到的大多是聽父母親之間的對話。民國 72年起，因陪父母親返大陸探親路過香港多次，才有機
會與親戚用粵語溝通，那時候才驚覺我的粵語發音及用詞很差，有很多國語直翻粵語，親戚能聽懂的就ㄧ笑置之，

不能聽懂的就滿頭霧水。但他們還是很鼓勵我，說在台灣出生的能講如此粵語算是不錯了。

幸蒙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籌設了粵語班課程，趕緊報名上課，經由梁老師認真與獨創之教學方式，使我領會到粵

語的發音方式及技巧，以及學會以前從未聽過的各種事物的名稱，並大量傳授日常生活上用語，教導學聽唱粵語歌

來增強粵語記憶，同時讓學生編組並全程用粵語來會話，最讓我領悟到的是，改正了我數十年來的錯誤發音，當然

還需要假以時日來密集練習才能熟練，所以希望同鄉會能繼續籌辦此粵語課程，讓同鄉們能講標準粵語，並使粵語

與文化傳承不息。

【粵語課程學習心得】 劉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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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文獻」專訪本會名譽理事長 國防部前部長伍世文

據陸媒報導，當前正值“龍舟水”關鍵期，連日來廣東省多地出現強降雨，西江、北江、韓江出現了編號

洪水。根據研判，未來幾天廣東省部分地區仍持續有暴雨到大暴雨，致災風險非常高。

由於連日暴雨，東江上游楓樹壩水庫（廣東第二大水庫），自 12日下午 6點六閘全開洩洪，6月 14日起，
梅州、河源等多個村鎮出現洪災。陸媒報導，6月 14日至 15日，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受連續強降雨影響，發
生洪澇災害，最深水位達 2.5米。

據廣東省水文局消息，我省正處於「龍舟水」關鍵期，已連續多日出現暴雨並將持續，西江、北江、東江、

韓江四大流域的洪水氣象風險極高，山區市縣山洪和地質災害風險極高，內澇和洪水風險疊加，需繼續加強做

好：1.目前江河底水水位較高，又正值天文大潮期，上游來水明顯，需注意防禦流域性洪水和中小河流域洪水，
中小型水庫注意安全度汛。2.我省大部份土壤含水量高，其中粵北、珠江三角洲中北部市縣地質災害風險極高，
需重點防禦山區山洪、山體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災害。3.需注意防禦城鄉積澇和雷雨大風導致的災害。

官方 13日晚通報，連日暴雨已造成河源市上坪、內莞、元善、高莞、陂頭等鎮不同程度受災。

廣東6月中旬強降「龍舟水」
梅州、河源等地出現洪災

「成功絕非偶然，將才的成長路」，本會「廣東文獻」季刊社務委員

林少雯近專訪廣東鄉親中的佼佼者－國防部前部長伍世文鄉長（圖左）。

廣東鄉親中有成就者不少，但在軍中官拜海軍上將、海軍總司令並擔

任國防部長的唯獨一人，即是伍世文鄉長。伍世文先生，民國二十一年生，

廣東台山人。八十九年擔任國防部長並獲頒中華民國軍人最高榮譽青天白

日勳章，現任本會名譽理事長。一個人是否有成就要從小看起。尤其一位

將才的養成，更非一蹴可幾。伍世文先生在成長過程中，得自伍父根華先

生嚴格家教。伍根華鄉賢曾任本會第七屆理事長。

伍世文先生全家人曾逃難香港，開始分擔家計，白天他去打粗工，押

運木材到九龍新界，夜間繼續高二下的學程。不久父親到台灣履職，伍世

文先生得以順利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前與幾位好友討論升學，投考海軍官

校僅他一人上榜。⋯⋯⋯⋯⋯⋯⋯。以上專訪全文，將在 7月「廣東文獻」
發表。在伍世文部長府上專訪

林少雯女士，7月 2日將在台北陽明山一項

文學系列講座發表演講，節目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