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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廣播電台(簡稱央廣)董事長路平、節目部副理黃佳山與日語節目召集人

王淑卿、日語節目主持人駒田英，應九州聽友組織「九州聽友會」、大阪聽友組

織「玉山會」、東京聽友組織「玉山俱樂部」之邀，出席了 7 月 15 日在九州福岡

HOTEL CENTRAZA HAKATA 舉行的聽友見面會、16 日在大阪城堡酒店（HOTEL OSAKA 

CASTLE），以及 17 日在東京千代田區正則學園高校所舉辦的 2017 年聽友會，與

眾多聽友相見歡。我駐日代表處的朱文清顧問兼台灣文化中心主任、大阪辦事處

新聞組黃美燕課長皆蒞會指導。 

 

央廣為擴大宣傳台灣，讓更多日本友人認識台灣，今年 3 月甫與日本神奈川

縣藤澤市的地區電台—「藤澤 FM83.1(RADIO 湘南)」電台締結合作備忘錄。路董

事長特於 7 月 18 日赴湘南電台參訪，受到藤澤市議會議員北橋節男及「RADIO 湘

南」台長楢原亮太熱誠接待。路董事長除實際視察央廣日語節目在日本播出現況

外，並就今後合作事宜與楢原台長交換意見。目前日本聽眾可以透過該台固定聽

到來自台灣的日語節目。以動畫「灌籃高手」中的經典畫面平交道名聞遐邇的當

地私鐵-「江之電鐵」，是「RADIO 湘南」的最大股東。路董事長 18 日也拜會了

「江之電鐵」社的今野泉社長，盼透過央廣日語節目在日落地發聲，切實促進兩

國文化交流。另外，由於今年央廣西班牙語節目，獲全球西語短波聽友俱樂部會

員票選為全球最受歡迎短波節目及電台，此行日本唯一的短波廣播電台「RADIO 

NIKKEI(日經集團旗下電台)」特別專訪路董事長介紹此殊榮。 

 

日語節目此次專訪了駐日代表謝長廷，暢談就任一年心得、台日交流現況、

第二年的目標等等，也專訪了朱文清顧問，介紹台灣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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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出國目的：應「九州聽友會」、大阪「玉山會」、東京「玉山俱樂部」之邀，參加 

          於日本九州、大阪、東京所舉辦的 2017 聽友大會。 

 

央廣日本九州聽友組織「九州聽友會」簡介： 

 

2007 年對央廣日語節目而言，是個豐收年。繼 27 年前成立的東京、大阪聽

友會之後，第三個聽友會終於在九州的福岡成立，名稱為「九州聽友會」。  

 

2004 年央廣在日本九州的福岡舉行了首次聽友見面會，兩年以後的 2006 年

又在北海道舉行了北海道第一次聽友見面會，並在福岡舉行了第二次聽友見面

會。福岡聽友會席上，收聽台灣日語廣播數十年的資深聽友酒井武治先生建議籌

組九州地區聽友組織，獲得大家一致通過，並推舉酒井先生為首任會長，熊本縣

的中村讓先生為副會長。會後九州地區各縣的聽友代表 10 人與日語節目資深編

導王淑卿、編導上野重樹在福岡市的「KKR Hotel 博多」舉行籌備會議的會前會，

訂出了第一次籌備會議的時間與各縣代表的工作執掌等。九州地區聽友代表並決

定在 10 月初正式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為九州地區的聽友組織催生。 

 

九州地區的聽友組織在幹部們的努力之下終於在2007年 7月 29日於福岡正

式成立，事隔 27 年 RTI 日語節目的第三個聽友會誕生，象徵著日語節目人員的

努力沒有白費，也象徵著央廣與聽友的聯繫將更形緊密。 

 

九州聽友會的幹部特別為 RTI 製作了專屬的網頁，裡面有九州聽友會從催生

到誕生的點點滴滴，以及歷年聽友會的實況影音，網址為： 

http://park.geocities.jp/rti_kyushu_liste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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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日本東京聽友組織「玉山俱樂部」及大阪聽友組織「玉山會」簡介： 

 

央廣日語節目係1949年10月10日在台復播﹐至今有68年歷史。37年前(1981

年)，央廣日語節目的前身「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自由中國之聲」日語節目熱心

聽友，為了表示對台灣以及當時的日語編導卓菁湖先生及任職於「自由中國之聲」

日語節目的日本資深廣播人稻川英雄先生的支持，於 2 月 22 日在東京舉行了第

一次聽友會，這可說是日語節目聽友會的濫觴。當年參加聽友會的熱心聽友都是

年輕學生，如今這些聽友都已成為日本社會的中堅，但他們對短波的熱愛及對台

灣的支持卻絲毫未減，其中很多人仍繼續收聽央廣日語節目，或是在事業有成後

又再次收聽央廣。有些聽友還鼓勵家人一起收聽，帶家人到台灣觀光旅遊。 

 

    日本關西地區熱心聽友為了不讓關東地區的東京聽友專美於前，除了同年

(1981 年)以外，亦於 1982 年 7 月 10 日正式於大阪梅田阪神電鐵總公司舉辦了關

西地區首次聽友會，會中聽友一致通過以「玉山會」為名組織聽友會，台灣海外

廣播日語節目第一個聽友組織終於誕生了。輸人不輸陣，隔年 1983 年 2 月關東

地區熱心聽友亦在東京正式成立了「日本聽友聯盟」，也就是目前的聽友組織「玉

山俱樂部」前身。 

 

    從 1981 年東京聽友自發性地在東京舉行第一次聽友會至今，一幌 30 幾年過

去了，熱心的日本聽友在這 30 幾年當中，未曾中斷過聽友會的舉行，毎年夏天

大家固定聚會，談談喜愛的短波廣播及台灣，同時也邀請央廣的長官及日語節目

人員與會，當面向央廣訴說他們對節目的需求及意見。放眼海外各國際廣播電

台，能像央廣日語節目這樣，30 幾年來一直擁有聽友熱心支持的確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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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聽友會大致流程 (以東京聽友會為例) 

 

2017 東京聽友會流程 

1. 司儀介紹 

2. 宣布開會 

3. 播放 RTI 日語節目片頭 

4. 聽友會會長致詞 

5. 介紹來賓  央廣董事長 朱文清顧問 黃佳山副理 日語人員    

6. 來賓致詞  央廣董事長 朱文清顧問 黃佳山副理 日語人員 

7. 玉山俱樂部致贈央廣董事長紀念品 

8. 央廣董事長致贈聽友組織紀念品 

9. 聽友聯誼   中途休息 10 分鐘 

10. 聽友聯誼   (由央廣董事長答覆聽友有關廣播等問題) 

11. 摸彩 

12. 宣布散會 

13. 拍紀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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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岡聽友會 

 

   時間： 2017 年 7月 15 日中午 12 時至 14 時 30 分 

    地點： 福岡市博多區 HOTEL CENTRAZA HAKATA 

說明：     

    東京、大阪聽友自發性舉辦聽友大會今年正式邁入第 37 年，九州的聽

友大會也堂堂邁入第 11 年。今年 7 月初福岡地區豪雨成災，路董事長特別

赴福岡慰問聽友。 

 

    九州聽友組織「九州聽友會」在九州福岡市 HOTEL CENTRAZA HAKATA 舉

行聽友見面會，歡迎路董事長。去年因為經費的緣故，央廣未能派員與會，

今年又逢九州水災，很多聽友無法出席，但是遠道而來的聽友也不少，例如

擔任教職的西村青兒先生，從山口縣搭了兩個半小時的車才到福岡。另一位

資深聽友廣島縣的土井英明先生正在韓國旅遊，特別搭了一個半小時的船趕

到福岡參加聽友會後再搭船回去韓國繼續旅程。 

 

    還有一位很特別的聽友—山本綾香小姐，她第一次參加九州聽友會時才

小學，媽媽帶著她跟弟弟遠從佐賀縣搭巴士到福岡，一晃 10 年過去，如今

已經大學畢業順利就業，從事的還是代理台灣商品的電子商務。山本綾香小

姐就是因為收聽央廣才勤學中文，出社會後販售的也是台灣的商品，央廣日

語節目至今還是她獲取台灣資訊的最佳管道。今年她除了自己出席外，還力

邀好友參加，推廣央廣日語節目不遺餘力。 

 

    與會者發言踴躍，建議央廣多報導台灣的地方新聞等等，提供了很多寶

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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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阪聽友會 

 

   時間： 2017 年 7月 16 日 13：00~15：00 舉行聽友大會 

                           15：30~17：30 舉行聯誼餐會 

    地點：大阪城堡酒店（HOTEL OSAKA CASTLE） 

說明：     

        日本行第二站是大阪， 大阪聽友會前會長河上聖德先生是創會會員，

長年致力於台日交流，照顧台灣留日學生不遺餘力，因年事已高，去年交棒

現任會長松本章先生，松本先生為日本著名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亦是日本

著名大學蘆屋大學兼任講師，忙碌之餘還致力於會務推廣。今年是松本會長

上任後首次舉辦的聽友會，松本會長為吸引更多聽友與會，除了與央廣日語

節目密切合作，從 3 月起透過節目、網頁、臉書大力宣傳外，還特別情商日

本短波組織「短波俱樂部」加強宣傳。此外，去年還透過業餘無線電專家松

尾泰二先生向日本總務省申請了以「台湾国際放送リスナーズアマチュア無

線クラブ（台灣國際放送聽友業餘無線電俱樂部）」為名的業餘無線電台，

盼能吸引更多業餘無線電玩家與會。松尾先生還自製了有台北 101 圖像的

QSL (收聽證明書)發給業餘無線電玩家，在在都是為了宣傳台灣，拉近日本

與台灣的距離。 

      

    會場上有遠從東京、和歌山、名古屋來的，也有從九州最南端鹿兒島來

的。其中有一位嫁給日人的台灣留學生，雖然目前在東京事業有成，但為了

感念河上前會長的照顧，也特別從東京趕來參加。大家齊聚一堂，交換意見，

交流熱絡。與會者對日語節目人員人才難覓，希望早日覓得良才，也希望現

有人員能繼續堅守岡位，為提供台灣最新資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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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京聽友會 

 

   時間： 2017 年 7月 17 日 13 : 00~16：00 舉行聽友大會 

                          17：30~19：30 舉行聯誼餐會 (國士館紅樓夢廳) 

    地點：東京正則學園高校大禮堂 

說明： 

        日本聽友會最後一站是東京聽友會，前會長鳥光勝昭先生去年交棒現任

會長谷內高志先生後於七月底仙逝。今年是谷內會長與富永祥光副會長主辦

的第一次聽友會，兩人無不全力以赴，谷內會長還動員全家到場幫忙，連八

十幾歲的老母跟新婚的大女兒都帶著女婿來幫忙。 

 

         鳥光前會長的遺孀除親自與會外，還特別致贈紀念品給路董事長及央

廣同仁，感謝央廣長年對聽友會的支持。鳥光前會長任內的副會長—川田勝

美先生，因年事已高已於去年卸任，但為了表示對央廣及新任會長的支持，

今年還特別遠道而來。 

         

        承蒙日本短波組織「短波俱樂部」的大力宣傳，東京會場也熱鬧非凡。 

    「短波俱樂部」將於最新出版的短波雜誌中介紹央廣聽友會。聽友會中第一

位發言的是 17 歲的高中生佐伯佳紀，能與主持人面對面，興奮之情溢於言

表。與會者不乏收聽 4、50 年資深聽友，老幹新枝，互動熱絡。 

        

        路董事長致詞時表示，透過聽友會發現，除資深聽友外，還有很多年輕

聽友對新科技及台日未來發展表達高度興趣。央廣各外語節目除了持續製播

好聽、具質感的內容外，也將著重與兩地文化脈絡相關的內容，希望透過聲

音傳遞，更深入聯繫台灣與各國聽眾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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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每年參加聽友會看到收聽日語廣播數十年的年長聽友日見凋零，總有

許多感觸，感謝他們數十年來支持日語節目，這是驅使日語節目求新求

變，努力向前的原動力。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鼓勵，一個聽友會很難持

續 37 年，一個海外廣播節目很難持續播音 68 年，聽友每年召開大會未曾

間斷，這更是其他國際廣播電台望塵莫及的。 

 

今年三地的聽友大會都有跨縣、跨區遠道而來的聽友，也有一些熱心

聽友因病無法出席，特別拜託常連絡的聽友跟主持人致意。在台復播 68

年的日語廣播，聽了 40 年、50 幾年的聽友大有人在，這些聽友可說是看

著日語節目茁壯、長大的。相較於這些資深聽友，最近幾年新聽友也逐漸

增加。特別是在 311 大地震後，廣播及收音機的重要性再度蔚為話題，很

多日人對給予他們巨額善款的台灣也展現高度興趣，再加上短波廣播這些

年在日本亦有復甦趨勢，以前短波廣播全盛時期熱衷收聽廣播的中小學

生，現在都已經是日本社會的中堅，他們正值壯年，或快要退休，這些人

紛紛歸隊，再度打開收音機收聽短波，或改用網路收聽，為日漸式微的短

波廣播注入強心劑。有這些聽友的熱情參予，海外廣播還是很有可為的！

尤其是部分知名電台紛紛停掉海外日語短波廣播，只留網路廣播。在這種

情況下，本台的短波廣播被視為至寶，聽友一再拜託央廣持續短波播音。 

 

台灣在國際社會地位特殊，海外廣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唯有不斷的

努力宣傳，才能吸引更多外國朋友關心台灣、支持台灣，這也是海外廣播

從業人員不變的使命。近年，央廣除廣播外，尚致力於網頁、臉書、YOUTUBE

影音平台等的經營，希望透過多元化的服務吸引更多日人來支持台灣、喜

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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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礙於經費，央廣無法每年派員參加日本聽友會，東京聽友會前會長鳥光勝昭

先生跟九州聽友會長酒井武治先生都認為這樣會影響到聽友組織的凝聚力，他們

建議：每年還是應該在日本舉行聽友會，但可以在各地輪流舉辦。將來央廣或可

結合各外館在日活動，擴大參與，讓更多日人認識央廣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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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福岡聽友會 

  

路董事長與福岡聽友相見歡 路董事長致贈紀念品給酒井武治會長 

  

小學就開始收聽央廣的山本綾香(中) 原田種雄(右三)長年致力於台南交流 

  

高齡 80 幾的酒井武治會長是資深聽友 土井英明希望多介紹台灣地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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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大阪聽友會 (一) 

路董事長(中)在大阪聽友會致詞 路董事長率央廣同仁出席聽友會 

 
路董事長致贈紀念品給松本章會長 路董事長謝謝河上聖德前會長多年辛勞 

 

大阪辦事處黃美燕課長蒞會指導 大阪聽友會 聽友踴躍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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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大阪聽友會 (二) 

加藤隆副會長帶領大家乾杯 台灣留日學生(右)亦蒞會交流 

  

業餘無線電玩家松尾泰二自製 QSL 支持 RTI 路董事長與聽友把酒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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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東京聽友會 (一) 

路董事長歡迎聽友蒞會 路董事長致贈朱文清顧問(左)紀念品 

 

節目部黃佳山副理致詞 路董事長感謝谷內高志會長 

  

富永副會長(左)長期協助會務備極辛勞 鳥光前會長夫人(右)亦前來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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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東京聽友會 (二) 

 

谷內會長 80 高齡老母(右)率全家挺央廣 黃副理感謝川田勝美前副會長(右)蒞會 

 

長野縣小松喜市郎抽中紹興酒喜出望外 大阪今井薰副會長亦出席東京聽友會 

 

日短波俱樂部幹部大武逞伯(右)蒞會採訪 收聽央廣 50 餘年的測聽員山田充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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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東京聽友會 (三) 

  

勤學台語的海老原利行(右)抽中紹興酒 路董事長謝謝正則學園高校無償提供會場 

  

17 歲的高中生佐伯佳紀第一個發問 路董事長接受 RADIO NIKKEI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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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其他參訪・採訪 

  

路董事長拜會江之電鐵社長今野泉(右) 路董事長致贈紀念品給藤澤 FM 楢原台長 

  

路董事長參觀藤澤 FM 錄音室 藤澤市議會議員北橋節男(右)熱誠接待 

  

日語節目召集人專訪謝長廷駐日代表 致贈禮物給謝代表 

照片提供：駐日代表處、大阪玉山會、今井薰先生、小林哲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