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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因
應全球化的競爭時代，臺灣唯有主動
出擊，延攬國際專業人才，加速帶動國
內企業導入國際化腳步，幫助臺灣產
業推向全球，與國際產業供應鏈接軌。
由經濟部投資處副處長楊宏所率領的
「2015年臺灣攬才訪問團」，於10月17
日，在芝加哥城中心的希爾頓雙樹飯
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Magnificent
Mile)，舉辦企業與人才一對一媒合洽
談會，並推出了海外人才赴台工作坊，
讓與會人士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台
灣，吸引海外人才到台服務。

經濟部投資處副處長楊宏在接受
訪問時表示，「行政院延攬海外人才訪
問團」自2003年起舉辦，10幾年來共吸
引超過 26,000 位海外人才參與此項
產、學、研等單位的求才媒合活動，也
成功延攬5,479位海外人才回台服務，
成為一個連結國內企業與海外人才求
才與求職的重要平台，除有效發揮攬
才服務功能外，也有助於凝聚海外僑

界對政府的向心力。
此次參與攬才的單位計有30家，

除工研院及資策會等法人機構外，包
括台積電、聯發科、友達光電、鈺創科
技、日月光、岱稜科技、上銀科技、陸聯
精密、眾信法律、中國信託、兆豐商銀
及台新金控等知名廠商也都積極參團
攬才，預計將提供國際人才包括徵求
高階技術研發主管、具跨國經營經驗
之高階管理主管、因應新產品開發之
各類工程師、市場研究人員、專利外國
律師與行銷人員等人才。政府相關部
門如國家發展委員會、外交部、內政部
役政署、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及本處等單位派員參與。

今年攬才團也首度辦理「海外人
才來臺工作坊」，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國
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工業技術研究
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資策會技
術長陳明義、外貿協會組長郝代源包
括介紹臺灣創新、創業與工作環境，臺
灣職涯生態、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及

經濟部HiRecruit全球人才入口網，廣
邀國內企業及海外人才登錄成為會
員，透過媒合之平台，協助國內產、學、
研各界延攬海外人才，及產業職缺與
我國今年7月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等
之第一手資訊。

楊宏副處長繼續表示，台商在海
外投資最多的地方，除了大陸，還有東
南亞。如果將來金融機構要打「亞洲
杯」的時候，需要許多了解海外金融市
場的人才，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芝
加哥有許多知名科研機構和很好的大
學，希望在芝加哥這一站能夠找到廠
商所需要的人才。這次除了訪美實地
徵才之外，政府也透過企業人才媒合
網站，提供全年無休的服務，並預計在
今年年底推出Contact Taiwan網站，做
進一步加強網站媒合的服務。

最後楊宏副處長說，人才是企業
發展的核心、經營的資源，也是提升國
際競爭力的關鍵。透過延攬國際化人
才的帶動效應，有助臺灣將產業推向

全 球，與
國際產業
供應鏈充
分 接 軌。
我們竭誠
歡迎海外
產、學、研
各 界 人
才，加 入
回台工作
的 行 列，
共創台灣
經濟的未
來！

剛畢
業於北伊
大化學及
電腦學位
的臺灣留學生崔平、段代偉及 Steven
度，在接受訪問時都一致表示，感謝臺
灣政府提供尋找工作的機會，也從當
日的活動中深入瞭解到臺灣發展的情

形。
主辦芝加哥攬才活動的台灣貿易

中心主任梁芷菊表示，外貿協會受經
濟部委託辦理本活動，這次攬才除了

美國和臺灣總共有
20家顧主來到當天
的會場，提供超過
100個工作職缺，除
了有許多臺灣的留
學生之外，也有美
國人士，甚至中國
大陸的留學生也一
起參加，現場總計
大約超過 150 位來
到會場參加這次的
攬才活動，目前媒
合 的 面 試 已 超 過
100場以上，這項活
動對正在求職的人

才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
也可增進海外華人對國
內產業發展及人才需求
的了解，也帶動台灣產業
與國際接軌。

有意求職和求才的
個人和企業家們，請到
hirecruit.nat.gov.tw 網 站
登記成為會員，經由網站
自動謀合後，廠家會通知
會面以及做進一步的洽
談。

「2015年臺灣攬才訪問團」於芝加哥舉辦攬才會
歡迎海外各界人才 回台工作 共創台灣經濟的未來

台灣攬才訪問團代表在芝加哥會場合影

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中華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

工業技術研究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工業技術研究院北美公司總經理王韶華,,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

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芝加哥臺美商會芝加哥臺美商會
會長陳聰能會長陳聰能,,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副處長楊宏,,
前青商會會長郭正雍前青商會會長郭正雍,,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向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向
大家介紹大家介紹「「連繫臺灣連繫臺灣，，職涯和事業與臺灣共榮職涯和事業與臺灣共榮」」

外貿協會組長郝代源介紹外貿協會組長郝代源介紹
「「臺灣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臺灣新通過之創業家簽證」」 攬才活動會場一景攬才活動會場一景

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合影左起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美國許氏參業美國許氏參業
集團總經理林維章集團總經理林維章,,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

僑營臺灣美食標章僑營臺灣美食標章
美南美南1515家餐廳榮獲家餐廳榮獲

（休士頓/秦鴻鈞）喜愛文學的人

對荊棘必不陌生，她早年以一篇「南

瓜」崛起於文壇。台大園藝系畢業的

她，這次將以「文學中的生命」為題

，發表演說。她的「荊棘與南瓜」一

書，更以深情，飽滿的筆觸，娓娓敘

說有情植物天地裡的生命奇蹟。她將

來自不同源頭的生命，在孤寂的旅程

，以千手千腳相纏相扣，揉合成一條

，一起滾向不可知的未來。

荊棘原名朱立立，英文名 Lily

Chu ；湖北省黃岡人，在台灣大學畢

業後留學美國，畢業於新墨西哥大學

心理系，獲實驗心理碩士和教育心理

博士。執美國醫技士及諮商心理家執

照；在美國蘇比略湖州立大學、新墨

西哥州立大學任教25年，並任德州大

學及加州大學訪問教授。執行美國

“少數民族及婦女研究計劃“三年，

曾在在非洲、中美洲各國作過教育發

展工作，足跡踏遍世界各大洲。現任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執行副會長，聖

地牙哥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荊棘走上文藝寫作緣於興趣。在

大學讀書時因在台灣《現代文學》和

《文星》雜志發表《南瓜》等而受到

重視。出國後專心教學，受到台灣爾

雅出版家隱地的鼓勵才又重新提筆以

中文寫作。說到創作目的，荊棘說是

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

她的中文創作以散文和短篇小說

為主，也有遊記和地方性的風俗小品

，常以荒郊野外一般人不大駐足的地

方為主題。著有散文小說集《荊棘裡

的南瓜》、《異鄉的微笑》和小說集

《蟲與其它》，散文集《金蜘蛛網 —

非洲蠻荒行》。近年來，她從事健康

心理的寫作，出版了《身心健康在於

我》，並多年在《華人月刊》發表同

名的專欄，為華僑社區服務。她的簡

體版《南瓜與荊棘》被中國三聯出版

社於2014年發行，她為音樂家吳蠻寫

的傳記《吳蠻琵琶行》將於2015年底

由上海音樂學院發行。

有評論家認為她的創作“善於運

用象徵手法，加上觀察人物心理的敏

銳眼光，使作品達到一種哲理的層次

。”中年之後，因遠赴非洲地區幫助

發展國家，她的作品轉入表現異鄉人

的心態；白先勇在他的《鄰居的南瓜

》一文中說：“堅韌的生命力來自兩

大泉源：其一是她對文學的熱愛，其

二是對土地和大自然的一種出於天性

的親近。” 她的《荊棘裡的南瓜》尤

其廣受到好評，還有不少評論家在台

灣報刊對其散文集發表過評論。

荊棘自認冩作的內容和格式寬濶

無限，她自己出道於英文的科班科學

論文，冩到中文的抒情散文，進而發

表健康心理的大眾化作品，還有些是

描述發展地域的風土人情；有的枯燥

純粹理論化，有的富有感性和思想，

也有的充滿諷刺幽默，還有的是爲了

促進個人對自己身心健康的主掌；都

不過是生命中千貌萬相的一些表態。

荊棘將於十月三十一日（週六）

下午二時至五時，在僑教中心203室

發表演說。

作家荊棘應美南華文作協之邀
十月三十一日前來演說： 「文學中的生命」

（本報訊）為推廣臺灣美食在主流社會的
知名度，僑務委員會從2013年開始在北美大城

市舉辦僑營台灣美食餐廳評選活動，經過嚴格
書面以及來自臺灣會同本地評審團隊，菜

餚、服務及環境等3大指標的嚴格審核
，休士頓明星冰谷(Star Ice & Teriyaki)
、國芳園(Chang's Chinese Restaurant)、
奧斯汀 Coco’s Cafe 、達拉斯 Royal
China Restaurant 、 台 北 小 站 ( Taipei
Station Café) 等 5 僑營餐廳，獲得 「僑
營台灣美食標章」，2013 年獲僑營美
食標章之休士頓 Café 101、Café Gin-
ger Sushi Bar & Chinese Cuisine、可口
小 吃 (Coco’ s Café)、 東 來 居 (Boba
Lounge C Tea Café)、長江餐廳(YAN-
TZE RESTAURANT)、 頂 好 小 館
(Yummy Kitchen)、 達 拉 斯 仁 記 飯 店
(Jeng Chi Restaurant)、 安 東 莊 (Chien
Garden)、梅子和漢(UMEKO SUSHI &
GRILL)，再次通過複評授予 「僑營台
灣美食標章」殊榮。

休士頓僑教中心於 10 月 25
日舉辦公開授證儀式，由主任莊
雅淑代表僑委會頒發獎章，莊主
任表示僑委會自2013年開始推動
「僑營臺灣美食餐廳評選」，希

望讓國際友人及僑民可藉由美食
標章的認證，識別具優質臺灣風
味美食的店家，品嚐到優質的臺
灣美食，迄至今年已第三屆北美
地區有97個僑營餐廳獲得美食標
章，美南地區成為北美之冠，有
20家餐館獲得美食標章。美食評
審團評審特別從奧斯汀前來出
席姚東權僑務促進委員表示，旅
遊到陌生城市美食標章是最好的
美食保證，感謝僑委會幫助僑營
餐館，推廣臺灣美食文化，評審
委員 AM1050 美食節目主持人張
紹華回想當初評審過程，一天吃
了好幾碗牛肉麵，但各家僑營餐
廳料理實在令人驚艷，鼓勵大家趕快嚐鮮，會
場更設置 「台灣美食標章獲選餐廳展示專區」
讓獲獎餐廳分別展示招牌菜餚，吸引許多平面
媒體、電視媒體記者爭相照相， 「頂好小館」
王老闆說 「三杯雞」重在火侯的控制以及醬料
的比例，糖城Coco’s Café老闆則透露 「炒米
粉」要炒香配料後用筷子拉高米粉拌炒15分鐘
以上，同時要選擇來自臺灣的新竹米粉才有Q

勁。
莊主任表示，僑委會編印僑營臺灣美食餐

廳指南中英對照版，方便愛好美食僑胞以及外
國友人按圖索驥，歡迎休士頓僑胞到僑教中心
免費索取，達拉斯僑胞可到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免費索取，奧斯汀僑胞可向姚東權僑務促進
委員免費索取，發完為止。選對位置吃好料，
跟著 「僑營臺灣美食標章」走就不會錯。

獲獎餐館代表合影獲獎餐館代表合影（（左起左起））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評委評委
僑務促進委員姚東權僑務促進委員姚東權，，奧斯汀奧斯汀Coco's CafCoco's Caféé東主東主JoyceJoyce楊楊，，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休士頓 「「頂好小館頂好小館」」 王老闆王老闆，，糖城糖城
CocoCoco’’s Cafs Caféé東主東主，，評委張紹華評委張紹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圖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中中））頒獎給今年得獎的頒獎給今年得獎的
奧斯汀奧斯汀 Coco's CafCoco's Caféé東主東主 JoyceJoyce 楊楊（（右二右二），），旁為旁為
（（左起左起））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評審團評委姚東評審團評委姚東
權及張紹華評委權及張紹華評委。（。（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