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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 

        二十六年來大事記 
    二十六年，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而本會辦過的慶祝會、演講會、座談會、新書發表會、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雅敘會、餐會……等等，不知凡幾，要把本會所有大小事都予以刊登出來

不太現實，只能選擇性地刊出。但因資料收集不易，難免會有遺珠之憾，謹在此先致上歉意。若

有重要大事遺漏，請備妥資料與編輯部聯繫，下期補刊之。 

    本大事記以年月日順序排列，以年分做區隔，方便大家查找，是本會和華文文壇非常珍貴的

史料。                                                        —編者謹識 

一九八七年 (本會成立第一年) 

五月十六日 

    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籌備會擬訂會章章程，召開會員大會通過「組織章程」，

以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中美文化交流，聯繫華裔作家，以文會友為宗旨。並選舉

第一屆理監事，曹旭東、郝亦塵、張之元、周腓力、胡國材、王聯懿、方心豫、

楊華沙、黃昌國、余國柱、陳作文等十一人當選理事，吳玲瑤、陳漢帄、張俊為

候補理事，王康、文少可、趙天水當選為監事，許亞伯為候補監事。 

    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宣告正式成立，是南加州地區第一個成立的愛好寫作人

士團體，也是洛杉磯第一個華文作家協會。 

六月十三日 

    舉行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推選曹旭東為會長，郝亦塵、胡國材為副會

長，王康為常務監事，張之元為秘書長。 

七月二十九日 

    接待台北作家郭良蕙及丹扉女士，約定兩位作家下次再來洛城時，安排演講、

座談會。郭良蕙此行是參加次子孫大程於富樂神學院博士學位的畢業典禮。 

八月二十八日 

    在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本會第一次文藝座談會，吳玲瑤主持，琦君、丹扉、王

藍、郭明橋主講，談「如何提昇藝文及讀書風氣」。 

 

一九八八年 (本會第二年) 

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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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申辦僑團登記，拿到僑委會發給「僑台管字第一四三

九號」證書。 

四月九日 

    舉行學術演講會，請前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先生及聖地牙哥藝術館宋宇教授

演講。中午本會招待午餐，晚上北美事務協調會劉達人處長宴請。 

五月十二日 

    出版本會第一期《文苑》雜誌，由方心豫理事主編，為手寫影印本，每本收

取二元贊助費。 

五月十四日 

    在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文藝節紀念會及本會成立一週年會員大會，請勞榦教授

主講「五四運動的感想」。 

六月十七日 

    端午詩人節紀念會在文教中心舉行，本會與梅花詩社、華僑文教中心聯合主

辦。節目多采多姿，包括吃粽子、國樂演奏，情況熱烈。 

十一月二十六日 

    參加冬令救濟義賣展覽，出售書畫得款五百元，全部捐獻，並當場請白宮助

理轉贈台灣名畫一幅給雷根總統。十二月十七日收到白宮謝函。 

十二月二日 

    出版《文苑》雜誌第二期，方心豫理事主編，手寫影印本。同時舉行會員吳

玲瑤、王紹志頒獎演講會。 

 

一九八九年 (本會第三年) 

三月四日 

    中午在彭園舉行藝文人士春節聯歡會，會員及賓客百餘人參加，包括羅蘭、

紀剛、陸鏗、吳驚鴻、劉獅、鄭佩佩、高光勃、朱興邦、楊華沙，及北美事務協

調會駐洛杉磯處長陳錫蕃夫人，副處長陳錫燦等貴賓。 

五月四日 

    出版南加《文苑》雜誌第三期，由周腓力理事主編，改用打字印刷，並增加

發行量，十六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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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 

    舉辦「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會暨本會成立二週年慶祝會，請黎東方、勞

榦、黎錦揚、王東原、吳俊升等學者演講。 

六月三日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改選第二屆理監事，選舉結果：周腓力、曹旭東、楊

華沙、方心豫、胡國材、張之元、吳玲瑤、黃國昌、郝亦塵當選理事，王聯懿、

許亞伯、王艾倫為候補理事。張帅妹、文少可、張俊當選監事，湯子炳為候補監

事。大會並通過聘請余國柱為顧問。 

六月二十二日 

    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改選會長、副會長，曹旭東以多數票連任會

長，張之元、楊華沙為副會長，周腓力任秘書長。 

十一月十五日 

    徵求劇本舉行評審會，由王藍、周腓力、康威、許引經等擔任評審委員，選

出劉寒山的「普通人家」，楊強的「漂亮的中國人」，楊華沙的「四海同心」，和

田芬的「他們留在天安門廣場」四劇本，各頒獎金五百元。楊華沙副會長立即將

獎金捐作本會經費。 

十二月十六日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四期，打字印刷版。 

 

一九九零年 (本會第四年) 

一月十六日 

    舉辦文藝座談會，請王生善教授演講，講題是：「戲裡乾坤看人生」。周腓力

在會中報告台北之行，紀剛、楊華沙都在會中發言。 

三月二十日 

    舉行「文藝活動的發展及其影響」文藝座談會，北美協調會洛杉磯處長張慶

衍到會致詞並頒獎，詩詞、書畫、國劇、音樂、雜劇各專業社團，都有代表在會

中講述近況。 

六月十九日 

    收到三民主義大同盟馬樹禮主任委員捐助「媽媽您好」電視劇攝置費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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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捐一千元，僑界聞人盧茂吟、王程鵬各捐五百元。 

 

一九九一年 (本會第五年) 

五月四日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五期，發行人曹旭東，內容和封面設計都有進步，

內容增加至四十頁。 

六月十五日 

    舉行第四次會員大會，改選第三屆理監事，修改會章。選出楊華沙、周腓力、

郝亦塵、曹旭東、王聯懿、李宗倫、張文驪、許亞伯、余裕宗、余國柱、張帅妹

等十一人為理事，伍倫、王藍、陳漢帄為候補理事。另選出文少可、張之元、白

狄兒為監事，李仁勇為候補監事。 

    曹旭東婉辭理事，推薦陳漢帄補其理事缺，經大會一致通過。 

六月二十三日 

    舉行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選舉會長、副會長。楊華沙當選會長，周腓

力、郝亦塵當選副會長。楊華沙提名張帅妹擔任秘書長，李宗倫為副祕書長。 

七月二十一日 

    舉行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第三屆會長楊華沙從卸任會長曹旭東手

中接下印信，她強調身在海外，要吸收西洋文化，同時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用筆

寫出人生的真，用畫畫出人世的美，並用心譜出人性的善。 

一九九二年 (本會第六年) 

二月一日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六期，總編輯楊華沙，副總編輯郝亦塵、周腓力，

共六十頁，打字印刷本。 

五月三日 

    在蒙市市政府舉辦「由五四到六四談中國現代文學」演講會，由杜維明教授

和萬潤南主講，演講內容在世界日報專頁刊出。 

五月二十九日 

    舉辦「與文共舞」籌款聯歡晚會，好萊塢華裔明星王羅素、吳漢章等人出席，

有四百多人參與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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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一日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七期，楊華沙總編輯，五十二頁，首次由世界日報

圖書部發行至各書局。 

 

一九九三年 (本會第七年) 

三月十五日 

    製訂本會會徽，由郝亦塵副會長設計，理事會通過。 

    製訂本會會歌，由郝亦塵副會長作詞，理事會修正通過，由顏文雄理事作曲。 

四月一日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八期，內容增加至一百一十六頁。由楊華沙會長組

團攜帶二百冊到中國大陸，贈送各大城市文友閱讀，得到很大迴響和讚揚。 

四月十三日 

    本會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組織訪問團，由會長楊華沙擔任團長，副會長郝

亦塵為副團長，團員有：楊隆生、胡國材、張之元、張天心、余裕宗、許亞伯、

鄒森、王克難、殷佩霞。今日起程赴中國大陸，訪問北京、山東濟南、濰坊、青

島、陝西西安、蘇州、杭州、上海等八大城市，並與北京、西安、蘇州、青島等

地作家舉行座談會，交換寫作心得，於五月四日返回美國，收獲頗豐。 

五月八日 

    舉辦「由五四經六四到七四」座談會，由唐紹華、周舵、王若望演講。 

六月十五日 

    舉行第六次會員大會，選舉第四屆理監事，並互推會長、副會長，均連任一

次。 

七月三十一日 

    在華僑文教第二中心舉行「仲夏夜之夢」籌款晚會，暨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

禮，為本會作家創作編排的文學性化裝舞會，有四百餘人參加。 

 

一九九四年 (本會第八年) 

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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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磯中國文化服務中心，舉辦農曆甲戍年團拜及新春「書香茶會」聯誼

活動，展出會員個人創作、書籍、文章、詩詞、書畫、攝影等作品，參加會友近

百人。 

五月四日 

    本會創辦的第一屆文苑文學獎頒獎大會，在僑二中心舉行，作品來自世界各

地，得獎作品如下，散文組：施及的「故鄉的房」、星輝的「飛機夢」、彭梅健的

「洛杉磯華埠掠影」、韓秀田的「認墳記」、何森的「旅遊奇遇記」；詩詞組：張

慈涵、謝毓儂的古詩詞，高乃福、易殿選、林錦的新詩；小說組：丁曙的「我的

美國芳鄰」、林力的「蠱」、易殿選的「小戈」。 

    同日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九期，是「第一屆文苑文學獎特刊」，六十八

頁。 

六月二十四日 

    邀請中國作家協會組團來美訪問三週，訪美代表團一行九人今天抵達，由小

說家浩然擔任團長，團員有：焦祖堯、叢維熙、吉地馬加、趙大年、李玲修、劉

玉民、鈕保國、汪曉藍。此行舉辦二場學術座談會。 

十月十二日 

    中國作家協會邀請本會第二次組團訪問中國大陸，由楊華沙擔任團長，團員：

楊隆生、范培林、王克難、蔣非非、李余燦琰、羅思凱等七人，十月十二日出發，

訪問西安、蘭州、酒泉、敦煌、廣州等地，與各地作家舉行座談會，於十月二十

四日返美。 

 

一九九五年 (本會第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舉辦《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新書學術座談會及有關活動，前後舉行三天。

特邀請原著作者李志綏醫師、英文版《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譯者戴

鴻超教授，分別從芝加哥及底特律來洛杉磯主講。此次活動是全球首次正式介紹

該書及作者。座談會在羅斯密喜來登旅館舉行，到場聽眾五百餘人，甚多學者、

作家、僑界領袖及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甚至有從美東華府、舊金山、聖地牙哥

趕來參加，中外新聞媒體包括美國之音，均爭相訪問報導。本會特製「春秋史筆

流傳萬年」獎牌贈送李志綏醫師，另製「譯壇翹楚譽滿全球」獎牌贈送戴鴻超教

授。 

    此項活動影響層面非僅當天數百人而已，而是擴及世界各地萬千華人。不幸

李志綏醫師於三星期後的二月十三日猝逝，使此一集會成為空前絕後，極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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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術價值。 

 (必登) 

  ↑本會舉辦《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新書學術座談會，原著作者李志綏醫師

(左三)從芝加哥來洛出席，由本會前會長楊華沙(站立者)主持，到場聽眾五百餘

人，座無虛席。 

三月十五日 

    郝亦塵副會長應美國之音邀請，與名記者陸鏗同往華府，接受現場訪問，談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對億萬亞洲聽眾廣播，介紹該書的歷史價值，

和原作者寫作本書的意義和影響。 

五月四日 

    紀念五四文藝節，舉辦「中華文化統一中國」座談會，請長堤加大教授李三

寶、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本會顧問唐紹華等三位主講，希望海內外同胞

重視，以中華文化來化解海峽兩岸歧見，促進和帄統一中國，以創造中國人的世

紀。 

    郝亦塵副會長榮獲中華民國八十四年榮譽文藝獎章，前往台北出席全國文藝

節慶祝大會，從行政院長連戰手中，接受獎章和證書，表楊郝副會長數十年來獻

身文化事業，致力海外文藝工作的傑出表現。 

六月十八日 

    配合海華文藝季活動，在巴莎迪那市立學院大禮堂演出大型歌舞劇「美夢」，

由楊華沙會長總策劃，耗資一萬五千餘元，綜合音樂、舞蹈、歌唱、朗誦等形式，

動員南加州各中文學校及愛好戲劇、音樂的文藝界人士百餘人合力演出，吸引觀

眾近千人。 

九月一日 

    時值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本會會刊《文苑》雜誌第十期出版，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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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利紀念特刊，七十四頁，內容中文為主，但刊出部分英文文章。 

九月二十四日 

    名作家張愛玲近在洛杉磯病逝，本會特舉辦「張愛玲作品讀者座談會」。本

會顧問唐紹華曾在寫作上與張愛玲有幾次交往，對張相當瞭解，特發表追思感想，

為文壇提供珍貴史料。 

    當日同時舉行會員大會，選舉第五屆理監事，選出理事：郝亦塵、周腓力、

余國柱、楊隆生、陸鏘、范培林、顏文雄、余裕宗、王聯懿、王之一、王艾倫、

王玉傑(王以)、周祖彭、范仲等十四名，監事：張俊、張之元、伍倫、何森等四

名。理事互推郝亦塵為會長，周腓力、楊隆生為副會長，監事互推張俊為常務監

事。 

 (必登) 

  ↑本會舉行第五屆會員大會，選出第五屆理監事，並推選郝亦塵(右二，站立

者)為第五屆會長。左一為顧問唐紹華教授，左二是楊華沙前會長，右一是楊隆

生副會長。 

十月二十一日 

    舉辦「林語堂百年紀念座談會」，由本會顧問名教授黎東方、名作家王藍及

唐紹華擔任共同主講人。他們三位都與林語堂生前有過交往和淵源，三位文壇大

老齊聚一堂，以親身經歷追思林語堂大師，極為難能可貴。 

十月三十日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頒發華文著述獎，本會郝亦塵會長榮獲新聞評論佳作獎，

會員丁曙等人獲新聞寫作報導及小說佳作獎。 

一九九六年 (本會第十年) 

一月十四日 

    舉辦新年聯歡餐會，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歐陽瑞雄處長出席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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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黎東方、王藍、紀剛、楊隆生、吳宗錦、范培林等，捐出書畫和古董，在會場

義賣，所得款項捐作本會經費。 

二月十三日 

    舉辦「情人節漫談情人、愛人與文人」座談會，由《先友後婚》小說作者，

也是本會副會長的周腓力主講，他以一貫幽默詼諧風格，細數千古風流人物，獲

得在場文友鼓掌不斷。 

五月四日 

    慶祝文藝節暨本會成立九週年，特請資深外交家沈錡博士自北加州前來主講

「國際文化交流」，勞榦教授主講「從五四運動展望中國文化前景」，黎錦揚主講

「文化歸根」。演講後，作家戴文采詠頌、獻唱當年領導五四運動的學者胡適、

徐志摩、李叔同所作的詩詞、歌曲多首，以紀念五四青年愛國精神。 

 (必登) 

  ↑本會成立九週年慶祝大會，沈錡大使(前排中)與夫人(前排右二)從北加州前

來，勞榦院士(前左二)與夫人(前右一)，黎錦陽(前左一)，郝亦塵(後排左一)，黎

公超(後左二)，戴文采(後排右二)等人與協調處副處長李世明(後中)等官員合影。 

五月二十日 

    出版會刊《文苑》第十一期，彩色封面，厚八十四頁，包括慶賀李登輝、連

戰就任首次民選總統、副總統專輯，郝亦塵總編輯，楊隆生、周腓力副總編輯。 

六月八日 

    美華團結自強協會授與本會「榮譽致敬狀」，表揚本會對僑社的貢獻。這是

該會從南加州四百五十五個社團中，根據帄日活動績效，評選出十六個績優社團，

頒給獎狀。 

六月二十一日 

    北美華文作家年會在德州休士頓召開，本會由會長郝亦塵、副會長周腓力、

楊隆生、前會長楊華沙代表本會前往出席，這次會議中正式通過本會加入「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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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作家協會」，成為北美作協九個分會之一。 

八月十日 

    舉辦「書香茶會」暨會員大會。會員大會通過修正會章第四條及第十條等相

關條款，以融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體系。本會的名稱從「南加州華人寫作協

會」正式改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以示加入「北美華人作家協會」的

大家庭。 

    書香茶會有百餘位會員及文友出席，展出本會作家最近出版的十三本新書，

並請電腦網路專家袁瑋博士，介紹如何運用電腦寫作，及將新著放到國際電腦網

路，改變傳統寫作和出版發行方式。亞洲商聯總裁石峻峰介紹他的新書《新文化

大革命》。 

十二月十一日 

    舉辦聖誕節聯歡餐會，並對本會顧問唐紹華巨著《文壇往事見證》致敬。這

本八百多頁珍貴文獻，唐紹華耗時十年時間才寫成，王藍花三年時間校訂始成，

是珍貴的文壇「經典巨著」。 

 

一九九七年 (本會第十一年) 

一月九日 

    本會顧問、知名英文小說《花鼓歌》作者黎錦揚，八十壽辰，出版第一本中

文小說《旗袍姑娘》。晚間，本會文友王藍、唐紹華、紀剛、會長楊隆生、副會

長周腓力、前會長楊華沙，以及新聞界文友張成勳、尹祧、王艾倫等多人歡宴黎

錦揚，切蛋糕為他祝壽。本會特致贈「中英著作跨世紀、國際文壇美名揚」紀念

獎牌。 

二月二十日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十二期。正是鄧小帄逝世第二天，最後補進一篇有

關鄧小帄的文章。厚一百一十六頁，共約十萬言，總編輯是郝亦塵。 

三月十日 

   設宴歡迎「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黃石城會長及夫人陳照娥女士。黃會長等一

行五人由台北前往華府出席「東亞主導者會議」，並將前往康乃狄克州橋港大學，

接受頒與「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今抵達洛杉磯，本會會長郝亦塵、副會長楊

隆生給予熱情接待，當晚為黃會長一行設宴洗塵，出席晚宴者有：經文處李世明

副處長、前蒙市市長陳李婉若、以及本會理監事和顧問孫英善、許引經、黎錦揚、

唐紹華、紀剛、余國柱、楊華沙、吳宗錦、周祖彭、陸鏘、吳劍雄、范培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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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余裕宗、顏文雄、李宗倫等。 

三月二十九日 

    舉行「青年節文友學術座談會」，談讀書心得、寫作經驗及如何使用電腦寫

作。 

    同日舉行第六屆會員大會，選舉第六屆理監事，選出理事十三位：周腓力、

郝亦塵、楊華沙、楊隆生、余國柱、范培林、陸鏘、王以、李宗倫、余裕宗、吳

宗錦、顏文雄、周祖彭，監事三位：范仲、張俊、張金翼。 

四月二十二日 

    舉行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推選楊隆生為會長，吳宗錦為副會長，范仲

為常務監事，范培林為秘書長。 

五月三日 

    慶祝本會成立十週年、五四文藝節及第六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北美華文作家

協會會長馬克任專程自紐約來洛主持盛會，並發表「作家與心靈改革」為題的演

講。本會特出版「十年大事摘要特刊」，分贈與會嘉賓和會員，同時舉行本會作

家新書展覽，並有餘興節目與茶點、蛋糕分享與會人士，晚間另有聯歡餐會。 

 (必登) 

  ↑慶祝本會成立十週年及第六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全體理監事上台合影。 

 

一九九八年 (本會第十二年) 

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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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張純如英文版新著《The Rape of NanKing》(中文書名《被遺忘的大屠殺：

一九三七南京浩劫》新書發表會，作者在現場呼籲日本要坦白承認半個世紀前所

犯下的罪行，並誠心道歉。作者說她用英文寫作，是要西方世界勿蓄意 忽略這

段屠殺的史料。 

    本會與南加州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均頒贈表揚狀給作者。當天本會楊隆生會

長、吳宗錦副會長、秘書長范培林、前會長楊華沙，中文學校聯合會許笑濃、向

日索賠委員會王崇敬、黃廷樸、劉冰、劉雅雅等貴賓二百多位出席，當日該書中

英文版都被搶購一空。 

八月一日 

    出版本會會刊《文苑》第十三期，由楊隆生總編輯，吳宗錦副總編輯，厚一

百一十二頁。 

八月二日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今起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六

天，來自五大洲三十個國家與地區的代表齊聚台北開會。本會由楊隆生會長、郝

亦塵理事和羅思凱代表出席。 

 (必登) 

  ↑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參加世界作協「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時，楊隆生會長和

郝亦塵前會長贈送《文苑》會刊給連戰副總統。 

 

十月二十日 

    舉行十月份四四午餐會，慶賀汪忠長、林中山、楊強、丁曙等會員榮獲華僑

救國聯合總會華文著述獎，張金翼榮獲聯合報徵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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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第四屆年會今起舉行三天，本會由楊隆生會長、李宗倫、

張金翼、楊強代表出席。 

 

一九九九年 (本會第十三年) 

一月二十八日 

    為提高會員寫作興趣與寫作技術，請文席謀教授演講「電腦時代的寫作變革」，

並講解電腦寫作的技術。 

五月十三日 

    召開會員大會開啓通訊投票，公佈選舉結果，楊隆生、陸鏘、范培林、楊華

沙、郝亦塵、余國柱、李宗倫、周祖彭、王以、余裕宗、顏文雄、伍倫、羅思凱

等十三位當選第七屆理事，蕭正訪、許益銘、周帅良等三位當選第七屆監事。 

    第七屆理監事推選楊隆生連任會長，陸鏘為副會長，蕭正訪為常務監事，並

通過楊華沙、郝亦塵為榮譽會長，唐紹華、黎錦揚、王藍、紀剛、黎東方為本會

顧問。 

九月二十二日 

    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本會發起捐款救災，並致函慰問國內文藝界人

士，包括中國文藝協會及人正在台灣的王藍顧問。 

十月二十八日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民國八十八年華文著述獎發表，本會楊強、王克難、丁曙

獲得佳作獎，本會特為他們舉行慶賀餐會。 

 

二○○○年 (本會第十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 

    為本會羅思凱理事兩本新著《七彩陽光》和《永遠有新鮮》，舉辦新書發表

會，各界人士一百五十餘人到場，盛況空前，是一次成功的文壇活動。 

六月三日 

    本會與偉博文化公司合辦的「千禧年母親節徵文比賽」，今天頒發獎金和獎

狀，兒童組第一名：江岱霖、第二名：梁恩徽、第三名：梁倩聰。青少年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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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方治中、第二名：葉曜寧、第三名：張牧。成人組第一名：簡繁、第二名：

楊美卿、第三名：陳愛華。這次徵文比賽，由台灣日報與中國日報副刊主編董桂

因總策劃，由本會顧問、理監事和文友共十二位擔任評審，偉博文化全力協助，

圓滿成功。 

 (必登) 

 ↑世界作協在洛杉磯舉行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時，楊華沙榮譽會長(左)與從華

府飛來出席的貴賓陳香梅女士(右)合影。 

十一月五日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今起在洛杉磯舉行五天，本會由

楊華沙、楊隆生、陸鏘、郝亦塵、羅思凱等五位代表本會出席。 

    出版會刊《文苑》雜誌第十四期，分贈出席世界作協代表大會人士，本期為

銅版紙印刷，八十四頁。 

十二月十二日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主辦「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華文著述獎」，由台北駐洛杉磯

經文處袁健生處長頒發獎金、獎狀給得獎者。本會會員楊強作品《天葬—阿媽》，

獲文藝創作詩歌類第一名，楊強另一作品《記得當時年紀小》，獲文藝創作散文

類佳作獎，楊強小說《靜靜的伊犁河》，獲小說類佳作獎。會員丁曙的《一九九

九玫瑰公主宋思慧》，獲新聞寫作報導類第一名。理事羅思凱作品《七彩陽光》

獲散文類佳作獎，理事顏文雄作品《顏文雄歌曲、國樂曲集》，獲詩歌類佳作獎。 

二○○一年 (本會第十五年) 

五月十二日 

    召開第八屆會員大會，選出理事：陸鏘、顏文雄、羅思凱、楊華沙、郝亦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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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隆生、范培林、余國柱、李宗倫、王以、余裕宗，監事：蕭正訪、周帅良、許

益銘。理事推選陸鏘為會長，顏文雄、羅思凱為副會長。 

五月二十五日 

    舉行第七屆會長與第八屆會長交接，及第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楊隆生會長

將印信與檔案移交給陸鏘會長，經文處袁健生處長出席監交。 

十二月三十日 

    本會與長青書局聯合主辦，名記者陸鏗新著《別鬧了，登輝先生》新書發表

會。 

 

二○○二年 (本會第十六年) 

四月四日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馬克任會長，從紐約飛到洛杉磯訪問文友，本會在蒙市新

地餐廳，舉行歡迎會及記者招待會。 

五月四日 

    在龍苑海鮮酒家舉行紀念五四文藝節，及本會成立十五週年慶祝餐會，由陸

鏘會長主持，理監事和會員出席非常踴躍。 

九月五日 

    為本會會員、名記者丁曙新著《十年風雲洛杉磯》，在龍苑海鮮酒家舉行新

書發表會。 

十二月三日 

    為本會顧問、名作家黎錦揚新著《天之一角》舉辦新書發表會。 

 

二○○三年 (本會第十七年) 

五月三十一日 

    在蒙市金華園舉行第九屆會員大會，選舉第九屆理監事，選出：楊隆生、陸

鏘、郝亦塵、汪忠長、王以、李宗倫、楊華沙、顏文雄、范培林、余裕宗、王少

嵐、梁書劍、羅思凱、王之一等十五位理事，另選出許益銘、張玉池、蕭正訪等

三位為監事。 

    當天新當選理監事推選正、副會長及常務監事，結果王以當選會長，顏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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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倫當選副會長，蕭正訪當選常務監事。理監事會並通過聘請黎錦揚、唐紹華、

紀剛維顧問。 

七月二十五日 

    在蒙市長青書局舉行第九屆會長、理監事就職儀式，新任會長王以從第八屆

會長陸鏘手中接下重任，由經文處龔中誠副處長和蒙市市長劉達強監交。 

九月二十七日 

    舉辦易經講座，由易經權威汪忠長主講：「天地萬物的變化與人生關係」，出

席會員與文友非常踴躍，台上台下問答交流熱烈。 

 

二○○四年 (本會第十八年) 

六月十三日 

    舉辦「古今詩歌吟唱會」，將文學與國樂融合，令人耳目一新，演出成功。

王以會長在湘園餐廳顏文雄副會長及國樂團員，及詩人遠方、陳銘華、王露秋等

人，慶賀演出成功。 

十月四日 

    台灣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詩人綠蒂抵達洛杉磯，會見歷年海外得獎人：心

笛、李宗倫、遠方、舒憲波、及楊隆生、王以。爾灣詩社負責人舒憲波在蒙士敘

香園擺四桌酒席，宴請綠蒂、各詩人、及新聞記者。 

 

二○○五年 (本會第十九年) 

三月十四日 

    在長青書局舉辦名人新書發表會，資深報人陸鏗的《大記者三章‧記者的精

神與作法》，印刷出版界先進劉冰的《漫談寫作與出版》。 

四月三十日 

    為中國時報新聞編譯張嘉琪女士舉辦新書《崢嶸歲月》發表會，書中記述葉

公超、黎東方、王藍、白先勇、王鼎鈞、哈金、盧燕等名人的璀璨人生，書中靈

活刻劃人物，敏銳分析事理。 

五月二十四日 

    在蒙市海珍海鮮酒家舉行會員大會，選舉第十屆理監事、會長、副會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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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王以、顏文雄、李宗倫、余裕宗、汪忠長、楊隆生、陸鏘、余國柱、范培林、

郝亦塵、遠方、朱興邦、陳 有為、楊華沙、王少嵐等十五位理事，許益銘、張

玉池、李德蓉等三位監事。王以會長、顏文雄副會長、李宗倫副會長，都獲得連

任。 

七月七日 

    日本侵華六十週年，王以編著的《春秋歌》出版，該書記述抗戰時期的中學

教育、青少年的愛國熱情言行、日本人的殘暴惡行，是抗日時期中華兒女血與淚

的縮影。 

二○○六年 (本會第二十年) 

二月十一日 

    本會與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聯合為本會第六屆副會長、華商年鑑電話簿

創辦人吳宗錦最新著作《雲遊神州萬里行》，在蒙市長青文化沙龍舉行新書發表

會，由本會王以會長、洛杉磯作家協會王娟會長共同主持，本會前會長陸鏘擔任

引言人，吳宗錦親自講述寫作本書的心路歷程。共有文友及來賓近百人出席，出

售新書九十餘本。 

三月十五日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於三月十五日至

十八日，在澳門新世紀酒店舉行四天，由澳門大學協辦，來自世界各地的華文作

家代表約二百餘人出席。本會由會長王以與理事遠方代表參加。 

九月十三日 

    本會與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合組十二人「贛文化旅行訪問團」，今起前往中

國大陸江西等地訪問十四天。受到江西作家協會、南昌大學及江西省文化界的熱

情接待。 

 

二○○七年 (本會第二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會刊《文苑》雜誌第十五期出版，共分十大欄目，收錄文章四十二篇及附錄，

全書共一百頁。 

五月二十三日 

在中華之聲會議室，選出本會第十一屆理監事及正副會長。理事當選人：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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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長、余裕宗、余國柱、范陪林、王以、陸鏘、王少嵐、朱興邦、遠方、陳有為 

、李德蓉、顏文雄、張燕、李宗倫、楊隆生。候補理事：汪德培、營毓瑛。監事：

張玉池、楊綺真。 

    當天並選出第十一屆會長、副會長，會長：遠方，副會長：王少嵐、李徳蓉。

也通過聘請黎錦揚、紀剛為顧問，王以、陸鏘為榮譽會長。 

六月十六日 

    為本會第六屆副會長吳宗錦最新力作《台灣關鍵時刻—在獨立與統合的分岔

路口》舉行新書發表會，由本會榮譽會長陸鏘、現任會長王以、候任會長楊遙(遠

方)共同主持，特邀著名政治評論家湯本博士，主講兩岸關係發展，及對本書提

出深入評介。 

    《台灣關鍵時刻》是吳宗錦第一本討論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的著作，與他以

前的幾本著作完全不同，本書詳細紀錄了台灣自公元二千年政黨輪替以後的政治

變遷、重大政治事件，並回顧台灣四百年來與中國大陸的分合，並探討海峽兩岸

未來的可能發展。吳宗錦在台大讀書時，擔任校刊「大學新聞」社長，第十三任

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當時是他的工作夥伴，擔任「大學新聞」總編輯。 

 (必登) 

  ↑《台灣關鍵時刻》新書發表會由王以會長(右一)和楊遠方會長(左一)共同主

持，特邀湯本博士(左二)作介紹講評。 

 

二○○八年 (本會第二十二年) 

二月十二日 

    在海珍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戍子年新春聯歡會，本會作家羅思凱將新著《海隅

看雲起》贈送給大家。顏文雄副會長以召集人身份，首次主辦本會活動。 

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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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慶祝馬英九、蕭萬長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及本會成立

二十一週年活動，以詩詞朗誦、歡慶聚餐來慶賀，並由楊隆生、楊華沙兩位前會

長，就本會歷史、成立經過、舉辦過的活動，做了詳細說明。 

六月八日 

    在阿市中華之聲活動中心舉辦遠方新書《白雲一片去悠悠》發表會，本書是

詩人遠方新近出版的文集，這是他的第十本著作，也是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南加

大著名教授張錯說：「《白雲一片去悠悠》寫來行雲流水，異鄉故國，一路走來，

有艱辛難言，亦有豁達雋語，是一本很好讀的散文集子。」發表會由本會前會長

王以主持。作者遠方也簡單介紹了新書的創作、出版過程，與大家一起分享生活

的點滴，心路的長短。 

七月三十一日 

    為迎接第二十三屆奧運會八月八日即將在北京開幕，舉辦「同一個世界，同

一個夢想」雅敘會，顏文雄展示二十四年前洛杉磯奧運會時，他所收集的紀念冊

和專輯，今年八十八歲高齡的余國柱，歡慶他的四個八的生日(二零零八年八月

一日八十八歲)，今年九十三高齡的楊隆生吟唱他為北京奧運所作的七言絕句：

「鯉魚跳躍龍門上，燕子飛來把客迎，黑白熊貓揚世界，羚羊體壯出場贏」，贏

得滿座熱烈掌聲。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台北救國團海外青年

活動中心，舉行「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來自全球的二百多位作家齊聚一堂，

文建會主任委員黃碧端參加開幕式，國民黨祕書長吳敦義以「台灣政經情事及兩

岸關係展望」為題在會中做專題演講，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主持閉幕典禮。會中頒

發「終身成就獎」給司馬中原、余光中、趙淑俠，「文化貢獻獎」給李忠民。本

會由副會長顏文雄、前會長楊華沙代表出席與會。 

 

二○○九年 (本會第二十三年) 

五月二十九日 

    在蒙市新港城海鮮酒家舉行會員大會，慶祝本會成立二十二週年，並選舉本

會第十二屆理監事，選出顏文雄、郝亦塵、朱興邦、范培林、楊隆生、余國柱、

楊華沙、李德蓉、陸鏘、陳有為、楊綺真等十一人為理事，朱永寬、曾吉林為候

補理事，羅思凱、張玉池、梁書劍等三人為監事。 

    午餐後舉行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推選出第十二屆會長、副會長，會長顏

文雄，副會長范培林、楊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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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 

    舉行會長交接及第十二屆會長、副會長、理監事就職典禮，由駐洛杉磯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龔中城處長親臨主持及監交，第十一屆會長楊遠方將本會印信，

移交給第十二屆會長顏文雄。 

  
  ↑第十一屆會長遠方(前右四)將印信移交給第十二屆會長(前左三)顏文雄後，

與監交的龔中誠處長(前左四)及理監事、來賓合影。 

 

九月十七日 

    舉辦九月份雅敘會及第二次理監事會，由余國柱理事講中國詩詞，楊綺真副

會長介紹茶道文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劉克裕副處長應邀與會。 

二○一○年 (本會第二十四年) 

二月十一日 

    舉行虎年新春團拜及「書香與茶香」活動，由楊綺真副會長為會員講解品茗

四藝，並為陳有為、楊綺真新書《E 世紀最新抗老觀念》舉行發表會。 

九月十八日 

    九月十八、十九日，本會與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在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

聯合舉辦「藝文交響聯展」。從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展出兩天，共有四十一位

作家展出作品，羅省中華文化學院展出四十幾件樂器，南加州中華國樂團演奏本

會會歌，由名聲樂家黃其嘉演唱。 

十二月二十日 

    本會與南加州音樂學會聯合舉辦「慶祝聖誕及迎新年聯歡會」，余國柱朗誦

詩詞，曾吉林口琴獨奏，音樂節目由顏文雄、黃其嘉、馮盈、郭穀華、劉懿漫、

王麗珊、馬張莉禮等文友擔任演出，節目精彩，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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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 (本會第二十五年) 

一月二十五日 

    舉辦迎接兔年雅敘會，以及會員梁柳英五百餘頁作品合刊的《藝文薈萃》新

書發表會。 

二月二十一日 

    舉行兔年新春團拜及聯歡雅敘會，正逢美國總統紀念日，顏文雄會長特別在

會中介紹美國第一任華盛頓總統的生帄，次日正是他的 279 歲生日，也介紹第十

六任林肯總統解放黑奴的偉大成就。 

五月三日 

    舉行慶祝文藝節及本會二十四週年雅敘會，由郝亦塵前會長、游芳憫顧問、

方心豫精彩演講。由余國柱理事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詩詞「百年頌」，交

由顏文雄作曲。 

六月二十八日 

    舉行六月份雅敘會迎接美國國慶，由本會顧問蔣洪寬教授主講「中華民國在

台灣的展望」。 

八月二十三日 

    舉行會員大會，由第十二屆會長顏文雄主持，選舉第十三屆理監事，選出理

事：顏文雄、楊綺真、范培林、楊華沙、吳宗錦、余國柱、梁柳英、李佩蘭、田

文蘭等九位，候補理事：曾吉林、李鶴昆，常務監事：郝亦塵，監事：郝亦塵、

陳有為、羅思凱，候補監事：張玉池。隨後推選會長、副會長，由吳宗錦當選會

長，楊綺真、范培林為副會長。 

十月四日 

    在華僑文教中心舉行第十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及會長交接，顏文雄會長把本

會印信交給第十三屆吳宗錦會長，由台北經文處劉克裕副處長監交，華僑文教中

心簡許邦主任、前主任許引經、李冠白、北美洛杉磯作家協會陳十美會長、董國

仁副會長、前會長周愚、本會顧問黎錦陽、蔣洪寬、劉遐齡及其他貴賓五十餘人

出席觀禮，電視和報紙等新聞媒體都派員採訪。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與中國世界華文文學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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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共享文學時空：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本會會長吳宗錦、

副會長楊綺真、理事楊華沙、顧問游芳憫等應邀出席與會。會後應華僑大學之邀，

移師到福建廈門、漳州、泉州考察訪問。 

十一月二十八日 

    繼廣州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後，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

日，在高雄佛光山舉行「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頒發終身「榮譽會長」給

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以感謝他對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支持與貢獻。本會由吳

宗錦會長、楊綺真副會長、楊華沙理事、游芳憫顧問出席與會。 

 

二○一二年(本會第二十六年) 

一月二十八日 

    在阿罕布拉市合和海鮮酒家舉行新春團拜及會員大會，慶祝馬英九、吳敦義

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副總統，會中通過會章第十九條修正案，增設「永

久會員」和「終身榮譽會員」。 

二月二十日 

    舉行二月份雅敘會，由曾吉林理事主講「氣功與養生」，在新港城海鮮酒家

舉行，有會員及來賓二十餘人出席參加，多位高齡但身體仍健康的會員，九十二

歲的余國柱、九十歲的游芳憫也紛紛講述自己的私人健身秘訣，給大家做為養生

的參考。 

五月五日 

    舉辦慶祝五四文藝節暨本會成立二十五週年慶祝大會，包括演講會、書展、

畫展、茶藝展等，由台北駐洛杉磯經文處龔中誠處長，與蒙市、阿市等多位地方

民選議員共同剪綵，地點在蒙市長青文化廣場。活動時間從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

時，有會員及來賓一百三十餘人出席，活動熱鬧，展出成功。 

    本會會刊北美南加州《文苑》第十六期隆重出版，也是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厚達一百八十頁，全本彩色印刷，內容精美紮實。有甚多名作家供稿，中華民國

駐美代表袁健生大使，還特為本刊撰寫了「美台關係之演變、現況與未來」的專

文。 

五月十八日 

    五月份雅敘會在新港城海鮮酒家舉行，特請羅思凱監事報告她車禍復元的經

過與心得，並由大家發表對本會 25 周年慶與文苑會刊的意見，有會員與文友三

十餘人參加，並有多位新會員首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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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 

    在華僑文教中心舉行「詩詞與新詩欣賞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