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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中央廣播電臺(簡稱央廣)董事長曠湘霞與日語節目召集人王淑卿應

東京聽友組織「玉山俱樂部」、大阪聽友組織「玉山會」之邀，參加了 7月 20 日

在東京千代田區正則學園高校，25 日在大阪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新

大阪所舉辦的聽友會，與眾多聽友相見歡，兩地聽友會各約 40 多人與會。我駐

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顧問兼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顧問及夫人、臺北駐大阪經濟

文化辦事處黃冠超組長皆蒞會。駐日代表處新聞組許國楨組長、臺灣觀光協會東

京事務所江明清所長皆致贈抽獎禮品。 

 

今年適逢日本東京、大阪聽友會創會 35 週年，東京「玉山俱樂部」鳥光勝

昭會長、大阪「玉山會」河上聖德會長都是創會會員，兩會在今年歡慶創會 35

週年同時亦完成世代交替，東京由目前擔任千葉縣船橋市計程車營業所所長的谷

內高志先生出任會長，大阪由松本章公認會計士事務所的松本章先生出任會長。

 

今年在東京「玉山俱樂部」鳥光前會長、川田勝美副會長熱心安排下赴神奈

川縣藤澤市「江之島」及當地私鐵「江之電鐵」採訪，「江之電鐵」跟台鐵平溪

線於 2013 年締結姊妹關係，共推車票互換交流活動，旅客持護照及「江之電鐵」

車票或「平溪線」車票，就可到對方車站免費換一日乘車券，實施至今成效斐然，

共有一萬多人次參與換票活動。尤其「江之電鐵」的「鐮倉高校前」車站東側的

平交道在台灣知名度頗高，這裡是同名漫畫改編的電視動畫《灌籃高手》（スラ

ムダンク）主題曲的場景之一，吸引不少該作品的台灣愛好者到此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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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出國目的：應邀參加日本東京、大阪聽友組織--「玉山俱樂部」、「玉山會」

所舉辦的聽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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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年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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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事業有成，或退休後重新打開收音機或利用網路繼續

收聽央廣日語節目。有些聽友還鼓勵家人一起收聽，或到台灣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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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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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年過去

了，熱心的日本聽友在這期間，幾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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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向央廣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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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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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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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兩國國旗行禮致敬 

5. 聽友會會長致詞 

6. 介紹來賓  代表處貴賓   央廣董事長    日語人員    

7. 來賓致詞  代表處貴賓(朱文清顧問)  央廣董事長  日語人員 

8. 玉山俱樂部致贈央廣紀念品 

9. 央廣致贈聽友組織紀念品 

10. 聽友聯誼 (由央廣董事長答覆聽友有關廣播等問題) 休息 10 分鐘

11. 聽友聯誼   (答覆聽友有關廣播等問題)   

12. 摸彩 

13. 宣布散會 

14. 拍紀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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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京聽友會 

 

   時間： 2015 年 7 月 20 日 13 : 00 起舉行第 35 屆東京聽友會 

                  17:30 起假學士會館紅樓夢廳舉行聯誼餐會 

    地點：東京正則學園高校大禮堂 

說明： 

        日本行第一站--東京聽友會，鳥光勝昭會長循往例精心設計了主舞台，

有兩國國旗及象徵希望的彩虹(請參照圖片集)。會長在致詞時指出，2010 年

第 30 屆聽友會時，因曠董事長大力支持，得以順利開會，特致謝忱，他期

許將來也能透過日語廣播繼續深化台日交流。 

 

        會長特別舉鄭成功(母親為日籍)、日據時代八田與一等日人在台建設、

鄧麗君、311 大地震台灣對日本的援助、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台

灣文化中心喬遷虎門為例，說明台日關係之密切，也祝福台灣像玉山在國際

社會屹立不搖，與各先進國並駕齊驅。 

 

        朱顧問在致詞中詳細介紹了台灣文化中心以及台日交流現況，顧問也呼

籲聽友多加利用文化中心，親近台灣文化！ 

 

        曠董事長在致詞時表示，很榮幸能二次與會，見到闊別多時的聽友。此

次回任央廣董事長之前任職公共電視，日本遭逢 311 大地震時公視集團帶頭

兩次舉辦募款活動。看到國人踴躍捐輸，董事長非常感動。每次到日本旅遊，

當日人知道董事長來自台灣時，都會說：謝謝台灣！也讓董事長熱淚盈眶！

    董事長希望台日間的這種誠懇的友誼、熱情能長長久久，也期許日語節目能

透過廣播，將聽友想知道的台灣的一切介紹給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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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聽友聯誼時間，很多聽友提出寶貴意見，針對去年剛改版的網頁發言

特別踴躍。新任會長谷內先生認為新網頁太花俏、複雜，不如舊網頁清楚、

明瞭、好用。也有聽友反映舊網能收聽過去 45 天的新聞、節目，而新聞的

部分，在新網只保留一週，選擇變少了，希望能恢復舊機制。 

 

        有一位聽友喜歡收聽主持人上野重樹先生數年前製播的「吃在台灣」街

頭報導，希望能復播。他也建議台灣文化中心安排新節目時，可考慮請上野

先生介紹台灣的美食。 

         

    住在埼玉縣川越市的熱心聽友「Tamagoro」除了送日語節目主持人一堆

日本有名的喉糖外，還在一張 A4 紙上寫滿了意見。他說：BS 電視跟女性雜

誌等日媒，最近紛紛製播介紹台灣的特別節目，中央社日文網頁、「なるほ

ど・ザ・台湾」等日文雜誌，也都每天刊登與台灣有關的日語新聞，強敵環

伺，央廣日語節目優勢何在？有無因應之道？ 

 

        董事長回答：央廣除了新聞外還有文化、台灣的活動訊息等等，我們都

會詳實報導。此外，央廣也透過與中央社等其他媒體簽約、結盟的方式，增

加露出平台，擴大影響力，創造雙贏。 

           

         「Tamagoro」先生曾經在收聽報告中寫道：央廣日語節目最大的優勢

就是「聲音」，其他媒體或許會報導相同的新聞，但大多是文字及照片，都

是平面的。可是央廣卻能用聲音去「原音重現」，傳遞新聞的原貌，是立體

的。儘管其他媒體也有影音頻道，但最多只有數十秒或數分鐘，像央廣長時

間播音的還不多見，所以他們喜歡收聽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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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阪聽友會 

 

   時間： 2015 年 7 月 25 日 13：00~16：00 舉行聽友大會 

                           17：00~19：30 舉行聯誼餐會 

    地點：大阪市內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新大阪 

說明：     

        日本行主要任務第二站是大阪，大阪的河上會長是「玉山會」的創始會

員，他在致詞時表示，資深會員年事已高，相繼辭世，雖有台灣留日學生參

與聽友會活動，但畢業後不是回台，就是到外地就業，經營會務備極辛苦。

    今年適逢聽友會活動開始 35 週年，在此畫下完滿句點，宣布交棒松本章先

生，松本先生也允諾會全力以赴。 

         

        董事長在致詞時，提到央廣新方向。董事長說：剛剛會長提到因為新平

台出現，聽短波的人變少了。其實，央廣目前除原有的短波外，還利用智慧

型手機等新平台，希望所有平台都能成為載具，服務更多聽友，提供更即時

資訊。電視出現時大家說廣播、電影必會式微。但事實上是所有平台融合在

不同地方，做不同服務，各展所長，節目有了不同形式的轉變。最終目標是

讓不同平台上所有聽眾都變成好朋友。今後也會透過廣播，讓台日間情誼更

長更久！ 

 

        大阪聽友發言踴躍，有聽友關心機場捷運是否能如期於今年內通車？三

重縣聽友中川時男表示，最近晚上時段短波收聽狀況不錯，但與大陸中國國

際廣播電台相比，電波清晰度遜色許多，希望能改善！針對這一點董事長說

明了分台整併計畫，下半年計畫完成後可望改善。中川先生也覺得舊版網頁

較好用，可收聽 45 天新聞，相較於目前的只能收聽一週新聞，多很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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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聽友感想 

 

姓名；尾形友信(福島縣郡山市，參加東京聽友會)   

 

感想摘要： 

 

    好幾年沒給貴台寫報告了，因為我要準備司法書士(台灣的代書)的考試，沒

有時間收聽廣播，最近因為考完了，所以接下來收聽貴台廣播的次數應該會增加

吧！ 

 

    我 7 月 20 日參加了東京的”玉山俱樂部”所舉辦的聽友會，我特別從福島

縣郡山市趕到東京去參加（福島縣郡山市到東京搭新幹線要 2 個多小時），結果

不遠千里是值得的！ 

 

    下午的聽友大會大家盡興地交換意見，抽紀念品時，我抽到心中想要的紹興

酒。接下來的聚餐，我一邊品嘗美味的中華料理，一邊聽同桌的聽友談台灣的各

種話題，非常有趣。 

 

    踏上歸途前，我先帶電台的曠董事長跟王召集人回到下榻的飯店後才去搭

車，最後我搭晚上 8 點 20 分的新幹線回福島縣，回到郡山的家中已經是晚上 10

點多了，我可愛的貓咪迎接我的歸來。聽友會非常有意義，值得千里迢迢去參加，

下次不知道甚麼時候舉行，只要有空我一定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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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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策，一個聽友會

很難持續 35 年，一個海外廣播節目很難持續播音 65 年，聽友們每年召開

大會未曾間斷，這更是其他國際廣播電台少見的。 

 

每年都有跨縣、跨區遠道而來的聽友，今年也不例外，在東京聽友會

上我們遇到了東北地方福島縣來的尾形友信先生、抱病出席的田中和子小

姐夫婦，在大阪我們見到了從東京來的今井薰先生、從靜岡縣來的原一男

先生、小山敦史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東京的鳥光會長也是抱病策畫聽友會，回家時還必須拖

著氧氣瓶，看了著實心疼。會長夫人也全程參與，新任會長谷內先生的夫

人也是，一早就到會場幫忙，像這樣全家出動的聽友還不少。誠如朱顧問

夫人張女士所言，聽友們在她日本舞蹈公演時，全程情意相挺，當然夫人

對聽友會也是肝膽相照。這不正是台日情誼的 佳寫照嗎？ 

 

有聽友才有 RTI 日語節目，儘管我們的電波清晰度、強度不如對岸，

人力不到對方十分之一，物力也不寬裕，他們還是不離不棄，長年守護 RTI

日語節目，一路走來 65 年！ 

 

在聽友會活動 35 週年，日語節目在台復播 65 週年的今日，欣見日本

東京、大阪聽友會老幹新枝齊聚一堂，順利世代交替，聽友組織得以延續，

真乃 RTI 日語節目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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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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樣會影響到聽友出席聽友會的意願，畢

竟聽友是為了直接跟央廣溝通、反應意見而來的，不能派員參加，吸引力就少很

多了。所以鳥光會長強力建議：明年聽友會，如果公司不派員，請主持人利用到

日本旅遊之便，出席聽友會。或是一年關東地區加北海道，下一年關西地區加九

州，或是關東關西結合在第三地舉行亦可。這樣除了可以讓聽友大會延續下去，

亦可促進各地聽友間的交流。 

 

    每次聽友會都有聽友對日語節目人力問題表憂心，長期的人力不足與人才難

覓，在在皆挑戰著日語節目人員體力、能力的極限，長期下來可能會造成日語節

目人員流動性高、經驗傳承困難等問題。 

 

    反觀國外國際廣播的日語節目，人力充足。根據東京聽友會長所言，以色列 

國家廣播電台日語節目都有 10 幾個人，大陸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日語節目人員

更高達數十人，還有兩位資深人員派駐日本。台日之間因為歷史、地理因素，向

來關係密切，可是身為國家廣播電台的央廣日語節目，卻長期為人力問題所困。

礙於預算，薪資福利無法提高，有能力者紛紛求去。建請政府相關單位體認央廣

國際廣播存在的必要性，給與更多資源，讓我們能找到更多優秀的工作夥伴，一

起為台灣發聲，為聽友提供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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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東京聽友會鳥光勝昭會長致詞 央廣曠湘霞董事長致詞 

台灣文化中心朱文清主任致詞 朱主任及夫人蒞會指導 

曠董事長朱主任相見歡 曠董事長致贈故宮水晶文鎮 

 



 

 12

照片集 

曠董事長致贈感謝狀給鳥光會長 川田勝美副會長致詞 

曠董事長朱顧問夫人協助摸彩 朱夫人贈禮聽友田中和子 

新任會長谷內高志薪火相承 曠董事長朱主任及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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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聯誼聚餐聽友相談甚歡 朱夫人感謝聽友一路相挺 

神奈川縣藤澤市江之電鐵彩繪車廂 江之電鐵彩繪列車宣傳台日觀光交流 

曠董事長致贈天野泉社長故宮瓷器 董事長致贈金野祥治常務董事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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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董事長致贈中澤俊之部長鳳梨酥 江之電採訪圓滿結束大合照 

董事長拜訪台灣文化中心 台灣文化中心展演廳 

董事長致贈大野一敏會長故宮瓷器 大野會長鳥光會長把酒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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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大阪聽友會正副會長宴請董事長 大阪聽友會河上聖德會長致詞 

曠董事長致詞感謝聽友長年支持 曠董事長致贈河上會長故宮水晶文鎮 

曠董事長致贈聽友會補助款 新任會長松本章先生表示將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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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集 

 

董事長與新舊會長及聽友交換意見 與會聽友大啖美食暢談台灣 

董事長與聽友把酒言歡 聽友特別示範日本茶道並奉茶 

大阪聽友會圓滿結束大合影 董事長與新舊任會長及貴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