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MUNITY社區
公平．公正．公信

超過50年的教學經驗。

 各小組活動時間如下:

乒乓球組 

週一：10:00am -12:30pm 

週五：10:00am - 12:30pm

太極組 

週二：10:00am - 12:00pm

粵劇卡拉OK組 

週三：10:00am - 5:00pm

舞獅組 

週六： 兒童: 3:30pm - 4:30pm 

學生： 4:30pm - 7:00pm

武術組 

週六: 12:30pm - 3:00pm

舞蹈組 

週日: 12:00pm - 3:00pm

龍舟組 

週二: 6:30pm - 8:30pm 

週四: 6:30pm - 8:30pm 

週六: 9:30am - 12pm

籃球訓練 

週六 9.30am - 10.30am （at 

Prince Alfred Park, Chalmers 

Street Surry Hills）, 請聯繫: 

Huang Ping (0405 674287)

康樂組 

每週兩次，工作日選擇一天氣最

好的日子，通常為週三， 周日將

重複

工作日路線-比較強壯的步行者：

每隔一個週日舉行。請聯繫：楊

廣釗（04112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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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師活動上周六假華埠八樂居酒樓舉

行，由台灣在雪梨的兩位僑務委員葉義深

及林柏梧分別報告詳情。

綜合兩人指出，2022年1月澳洲聯

邦參眾兩院外交國防暨貿易聯席委員會

「CPTPP擴大成員」公聽調查報告獲跨黨

派一致支持，建議鼓勵促成台灣入會，並

考慮同步啟動台澳FTA談判。為呼應此一

正面進展，雪梨台灣僑界自主發起「澳洲

雪梨全僑支持CPTPP & FTA for Taiwan」

活動，表達對台灣加入CPTPP及台澳簽

署FTA的支持，邀請駐雪梨台灣經濟文化

辦事處范惠君處長偕雪梨華僑文教中心施

博祥主任、雪梨台灣貿易中心蘇莉莉主任

出席，會中宣讀已故的澳洲聯邦國會議員

Kimberly Kitching生前挺台賀函並播放公

聽會主席Ted O'Brien議員支持影片。

雪梨僑務委員林栢梧感謝僑商各界

在去年公聽會上並肩作戰，支持台灣加入

CPTPP，並分享經驗表示在聽證會呼應台

灣政府立場，向主席Ted O'Brien建議澳洲

可參考與英國的模式，與台灣展開CPTPP

與FTA的雙軌談判，以優先享受台灣市

場的利益，並有利推進CPTPP；樂見調

查報告亦作出此一雙軌建議。公聽會主席

O'Brien以及澳洲聯邦參議院外交國防暨貿

易委員會主席Kimberly Kitching分別透過

影音及賀函重申公聽會建議，支持台澳深

化雙邊關係；這兩位議員均是澳洲國會對

外貿易決策的關鍵人物，也一直與台灣駐

外單位保持良好關係。

僑務委員葉義深表示，本次榮獲澳

洲政府邀請與多位雪梨僑界領袖出席公聽

會，為台發聲並宣介台灣經貿優勢，背後

包含雪梨僑界的支持；雙邊關係的推進需

要許多人共同努力，去年澳洲前總理Tony 

Abbott順利訪台，以及聯邦國會「CPTPP

擴大成員」公聽調查案出現有利台灣的結

果，台澳關係正面進展絕非憑空而來，駐

外單位長期耕耘累積功不可沒。

范處長致詞表示，加入 CPTPP 是台

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台灣政府去年9

月正式提出申請後積極推動相關法規調整

及產業布局，駐外單位則同步與會員國非

正式溝通爭取支持。去年澳洲聯邦國會的

「CPTPP擴大成員」公聽調查案，感謝

澳洲台商會、大洋洲商會、澳洲台灣同鄉

會、澳台工商委員會(ATBC)與台商企業

及工協會提交意見書並出席公聽會說明台

灣優勢，調查結果獲得澳洲國會外交國防

暨貿易委員會全體30位參眾議員作出「鼓

勵並促成台灣入會，及考慮同步啟動台澳

FTA談判」之建議，這是

邁向CPTPP的重大進展，

也正是全方位匯聚僑胞力

量，共同壯大臺灣的最佳

典範，後續將在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帶領下，繼續攜

手僑界，爭取澳洲等各成

員國的支持，加速台灣與

國際接軌。

范 處 長 最 後 特 別 感

念早前離世的Kimberley 

Kitching參議員對台灣的

支持與友誼，為本次活動

所書信函為支持台灣的最後遺作。范處長

表達對Kitching參議員的敬意，現場僑胞

亦起立向Kitching參議員默哀致敬。

駐澳大利亞坎培拉代表處常以立代表

特別就本次會議致函，肯定雪梨僑界出席

公聽會協助推動台灣加入CPTPP，並推崇

Ted O'Brien主席與Kitching參議員對本案

貢獻，也對乍然驟逝的Kitching參議員表

達緬懷與不捨。

Kitching參議員賀函中推崇台灣是經

濟成功的光輝典範，也是澳洲的盟友，及

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有權享受民主多

元社會而免受衝突威脅，期待台澳關係持

續深化。

O'Brien主席透過影片肯定台灣具備開

放、透明與穩定的貿易環境，有意願與能

力達成CPTPP的高標準，並能經由協議提

供可信的市場准入，並再次明確表達支持

澳洲政府和其他的會員國共同合作來促進

並協助台灣進入CPTPP，並同時進行台澳

FTA談判。

本次活動出席踴躍，共計100餘人參

與。在范處長及兩位僑務委員說明下，包

括僑務榮譽職、社團領袖、台商代表及銀

行界等雪梨僑界人士對台灣加入CPTPP相

關進展均獲得進一步瞭解與鼓舞，後續將

全力支持推動促成。

██ 積極推動之台灣僑務委員葉義深發表參會後的講話。

██ 早前因病逝世之澳洲聯邦參議員Kimberley█Kitching。

██ 僑務委員林柏梧宣讀Kimberley█ Kitching在當時的支持
函件翻譯本。

██ 在場出席者向Kimberley█ Kitching參議員遺照鞠躬
和默哀。

██ 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范惠君發言。

雪梨台僑上周舉行誓師大會 

【本報悉尼訊】雪梨僑界，台灣駐澳機構，台商代表及社團領袖等在澳台胞逾百人於上

周六晚共同舉行誓師大會，推動台灣加入CPTPP及台灣簽署FTA。席間並對積極參與支持

台灣這項活動，早前逝世的澳洲聯邦參議院參議員Kimberley Kitching肅立默哀致敬。

推動台灣加入CPTPP及台澳簽署FTA

██ 出席誓師大會之主要嘉賓、台商台僑及社團領袖。 ██ 范惠君處長(右二)、施博祥主任(左二)，葉義深委員(左█一），林柏梧委員（右一)。

澳洲僑青社熱忱歡迎大家的參與
【 本 報 訊 】 澳 洲 僑 青 社

（CYL）已經走過了八十三年的歷

程。自1939年成立以來，僑青社一

直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服務社區

和社會，積極組織多項文化，社會

和體育活動，為促進澳洲華人社區

的多元文化，福利和慈善事業做出

了積極的貢獻。

僑青社近年來先後開設了大家

喜歡的學習班：書法國畫班，太極

初級班，粵劇啟蒙班，瑜伽班和排

舞班，並下設有多個活動小組：乒

乓球組，太極組，粵劇組卡拉OK，

武術組，舞龍舞獅組，龍舟組和康

樂組。

但是自去年以來由於新冠病

毒在澳洲的廣泛傳播，僑青社不得

不暫停了各班級授課和小組活動。

現在，在澳大利亞全體人民的努力

下，肆虐一時的新冠病毒得到了很

好的控制。在渡過二年來的宅家，

隔離和限制的生活後，隨著新州防

疫令的放寬，很多人計劃著開始重

新融入社會，參加各種文化和體育

活動。因此，僑青社決定滿足廣大

華人華僑的願望，重新啟動各項課

程和活動。

為了豐富大家的業餘生活和促

進各個年齡階段人們健康和積極的

生活態度，我們熱忱地歡迎大家的

參與！

 3月開始開設課程如下:

書法國畫班

書法班 （3月28日開始上課）

上課時間 ： 星期一：13.00pm- 

15.00pm 學費 ：10次課 - 會員

$200, 非會員$220 

教師: 徐澐老師，研習中國書畫

六十多年，具有四十餘年書畫教學

經驗。現任澳洲中國美術家協會主

席。國粵語授課。

國畫班：正在籌備中

太極初級班 -A 班 （4月5日開

始上課） 

上課時間; 星期二 ：12.30pm - 

14.00pm 學費: 10 次課 - 會員$60 

非會員$75 教師: Cyril Loa師父從小

習武，並練太極拳多年，曾參加西

安及泰國比𡧳，榮獲冠軍，具有豐

富的教學經驗。英語授課（有學員

翻譯中文）

粵劇啟蒙班 （已開課）

上課時間：星期四 : 11:00am-

18:00pm 

學費：每堂課, 會員：$12 (4

堂月費：$48) 非會員：$15 (4堂月

費：$60) 教師 : 何慧清老師練唱粵

曲26年，有多次舞台演出經驗，近

以深入淺出方法授粵曲

課一年，學生們學習效果良

好。

排舞班（3月25日開始上課）

上課時間 ：星期五15·00pm 

- 16·30pm 學費：10次課 - 會員 

$100, 非會員 $120 教師: 蘇珊娜老

師畢業於藝術學院舞蹈專業，曾擔

任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專業舞蹈和

編導工作，有著豐富的教學和

實踐經驗。

瑜伽 - A班 和B班 （已開課）

上 課 時 間 ： 星 期 二 A 班 

14·00pm -15·00pm 星期六 B班 

10·00am-11·00am

 學費 ：10節課 - 會員 $150, 

非會員 $170 

教師：劉延玲老師，從事瑜伽

長達30餘年，持有台灣，新加坡和

美國証書。國語及英話授課，具有

豐富的教學經驗。

太極初級班 - B 班 

（3月25日開始上課）

上課時間 : 星期五： 13:00pm 

-2:30pm 學費 :10次課 - 會員$60 非

會員$75 

教師: 李方 大師，是澳洲最受

尊敬的武術（功夫）和太極拳教練

之一，擅長中國武術和太極拳，有

 僑青社決定在中國完全開放國境後，

將組織中國觀光之旅，去觀賞祖籍國的大

好河山，去領略祖籍國古老的文化和輝煌

的成就，去品嚐各種不同風味的美食！

 報名或查詢: 

僑青社社址： 10 Dixon Street， Sydney

電話： 92673166 

郵箱 ： office@cyl.org.au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學費付款轉賬賬戶：

BSB: 012 – 071 Account: 0086 - 46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