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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分享菲律賓分會的榮耀與喜悅。

超級強颱「海燕」幾攪局

就在出發前夕，適逢世界氣象紀

錄史上的超級強烈颱風「海燕」襲擊菲

律賓，直憂心無法成行，向航空公司查

證，確認馬尼拉不在颱風暴風範圍內，

而卸下心中大石。但是這顆大石，在新

聞報導「海燕」蹂躪中部城市塔克羅班

後，卻更為沉重，當地滿目瘡痍，猶如

人間煉獄，幸賴世界各國伸出援手，

即時救濟，稍減災民苦難於萬一。我

們台灣也不落人後，菲國當局雖待我漁

民極不人道，然秉於人溺已溺的文化底

蘊，不計前嫌，慷慨援助，也贏得菲國

總統艾奎諾三世稱讚「台灣是夠意思的

朋友」，希望他把這句話也化為實際行

動，讓我們的漁民不再有被「莫須有」

逮捕的恐懼，也讓我們能稱讚「菲律賓

是個文明國家」。

11月9日，一下飛機，菲律賓分會

特別囑咐之長榮航空地勤人員引導通

關，領取行李。出海關即見甄炳興、李

九壽、常務顧問黃勝雄、副秘書長周台

鶯、總務主任蔡聰敏等人接機，至感溫

馨熱誠。中午，李九壽會長作東，為我

們接風。

參觀菲華博物館

當天下午，甄炳興安排參觀菲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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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菲律賓分會第二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路華平

甄炳興卸任 李九壽接任

本會菲律賓分會第二屆會長暨理監

事就職典禮，102年11月10日，在具有

百年輝煌歷史的馬尼拉大飯店舉行，以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為背景悠美旋

律，理事長陳三井分別致送新任會長李

九壽當選證書及卸任會長甄炳興感謝卷

軸，一以期勉李九壽，承先啟後，繼往

開來，更上層樓；一以感謝甄炳興，白

手創會，厚實根基，揚名僑界。

回溯102年10月，甄炳興率團回國參

加國慶活動，專程來會拜訪，邀請總會

組團出席會長交接典禮。感於菲律賓分

會的熱誠，嗣經常務理事會議同意，請

陳三井偕同常務理事黃海龍、趙麗屏、

秘書張國裕及組長張明玉等出席盛典，

▲以「茉莉花」揭開序幕，以「We Are The World」謝幕劃下句點，一群大朋友小朋友精彩演出，令人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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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會場馬尼拉大飯店

舉行典禮的馬尼拉飯店位在馬尼

拉灣，歷史相當顯赫，它奠基於1910
年，由當時的美國戰爭部建蓋的，曾是

麥克阿瑟住家，二戰時成為他的軍事

指揮所，日軍入侵菲律賓，麥帥乘船離

開，日軍佔領後亦是以此為指揮所，三

年後，麥帥率軍反攻，實現他離開菲律

賓曾說「我將回來」承諾，在菲人心目

中，它是馬尼拉的地標。

也因為有如此輝煌歷史，進入車輛

檢查嚴格，不僅由警衛以探照鏡檢查底

盤，還配有狼犬聞嗅有無炸藥。進入室

內時，大件行李要X機檢查，隨身包包

也要搜一搜。

就職典禮熱鬧隆重

典禮會場，首見國父遺像，兩旁擺

置22個分會會旗，巨大看板貼滿各大僑

社諸如菲華商聯總會、工商總會、文經

總會、善舉總會、中正學院校友總會在

報紙刊登書有「德才兼備」、「任重道

遠」、「深慶得人」等等祝賀版面。

中山中學樂隊奏起「梅花」輕快打

擊樂，歡迎三百餘位嘉賓，人聲鼎沸，

氣氛熱烈，直如嘉年華。

一曲「茉莉花」揭序幕

司儀由周台鶯擔綱，首由中正學

院幼稚園小朋友演出「盈扇飄花香」，

一曲「茉莉花」揭開典禮序幕，稚女獨

唱出「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後，帶出

數十位小朋友大合唱，活潑舞姿隨樂擺

動，歡樂氣氛從舞台灑向整個會場，台

上台下歡樂融合在一起。

孫中山與菲律賓革命話劇

緊接由分會青年組的七位成員陳

良達、邱宏中、施鑫棋、洪嘉駿、蔡季

翰、許嘉榮、楊少森，演出中菲革命歷

史上一段故事「孫中山與菲律賓獨立運

▲菲律賓分會青年組演出「孫中山與菲律賓革命」話劇。

博物館，也就是華裔傳統文化中心。菲

華歷史博物館的籌建始於施振民先生

（1938-1986），他是著名菲華人類學

家、華人研究專家。他認為建立一座永

久性博物館，展示生活在菲律賓各地華

人的文化與傳統，以增進菲華民族瞭

解，促進民族融合。他的設想得到了菲

華各界積極回應，捐資出力，終把散逸

在民間的菲華人文資料、珍貴實物收集

起來，在他去世後的13年，菲華歷史博

物館於1999年開館，迄今已有數十萬訪

客。我們參觀之時，剛好有一所學校近

百名小朋友參觀，頓時博物館化作教

室，栩栩如生的臘像人物作為教材。

施振民的另一半洪玉華女士，也

是海外華人研究的專家，曾任世界海外

華人研究學會會長。此行原本只是參觀

而已，想不到逛到二樓辦公室時，陳理

事長輕推開門一瞧，竟見到洪玉華正與

其同仁討論事情，這個不期而遇，令人

驚喜。因為這是22年來他們兩人再次碰

面，22年前陳三井率團參訪馬尼拉，與

洪玉華結識，那次參訪恰巧碰到皮納圖

博火山爆發，機場關閉，而在馬尼拉多

待了好幾天，此行前來又碰到海燕強

颱，直說碰到兩次超級大天災真是難以

置信。

故友重逢，話匣一開，當然離不開

菲律賓華人問題，尤其是十幾年前綁架

華人勒贖之風盛行，洪玉華帶領菲人及

華人作為被害人後盾，不與綁匪妥協，

並向政府陳情施壓。由於她不畏權勢，

敢於向罪犯宣戰，被菲華社會喻為「菲

律賓花木蘭」，也因為她的堅持，綁架

事件大為減少。

離開前，陳理事長致贈洪玉華菲華

博物館贊助金，聊表我們的鵝毛心意。

當晚，菲律賓分會全體理事監事

設宴歡迎，經由分會秘書長李偉欽的介

紹，一一認識隔日即將就職的理監事

們，俱是事業有成、熱心公益的僑界知

名人士。

▲拜訪華裔傳統文化中心，理事長陳三井（左四）致贈洪玉華主任（右四）贊助金，餘右起：
菲律賓分會總務主任蔡聰敏、創會會長甄炳興、本會常務理事黃海龍、菲律賓分會常務顧
問黃勝雄、本會常務理事趙麗屏、組長張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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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為了培養年輕一輩接班，分會已

成立青年組，同樣在今天就職。

宣誓就職典禮，陳理事長監誓，誓

言曰：「余誓以至誠，遵守本會規章，

盡心竭力為華文教育事業而服務，不徇

私，不逆職，不妨礙公眾利益，如有違

背誓言，願受本會嚴厲處分。」

隨後印信交接、致送當選證書一

氣呵成。此外，陳理事長分別致送甄炳

興、李九壽書有「開創新局，展佈鴻

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卷軸。

菲律賓分會全體理監事則致送甄炳興

「熱愛僑社」匾額。

李九壽永續經營

新任會長李九壽致詞表示，感謝大

家推舉他擔任會長，深感責任重大，甄

炳興會長兩年任內，認養中山中學，發

揚中山精神；成立青年組，培養後進；

設置清寒僑生助學金等都將全力進行，

他將秉持國父「做大事不做大官」理

念，遵循總會宗旨及規章，在甄炳興建

立基礎上，永續經營。

李九壽的父親李丹白，在1949年7月
先總統蔣公出席碧瑤會談時，擔任侍從

官，全家曾與蔣夫人合照。在當時，可

說是極大殊榮。

副會長馮永恩簡要介紹陳理事長學

經歷後，邀請陳理事長致詞。

陳三井上一堂菲華歷史課

陳三井首先對小朋友演出的「茉莉

花」舞蹈及青年組演出的「國父與菲律

賓革命」舞台劇，讚不絕口，由此證明

分會籌劃力以及僑界團結力。他說，菲

律賓曾經是他22年前舊遊之地，此次菲

律賓分會會長交接盛典，總會一行五人

從台北應邀前來參加，至感榮幸。菲律

賓分會是總會的第21個分會，認養中山

中學的義舉，總會與有榮焉。

接著他從史學家的角度，為大家

上了一堂歷史課。他說，菲律賓的華僑

多來自廈門、晉江一帶，富冒險進取精

神，兼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同時重商、

務實，大商家輩出。與世界其他國家的

華人相比，菲華的命運堪稱最為悲慘，

▲菲律賓分會全體理事、監事合照。

動」。這齣短劇係由黃珍玲老師編劇、

黃俊圖、吳淵源導演。故事大綱為1896
年菲國革命先驅彭西，在日本橫濱經由

犬養毅的介紹，認識孫中山。孫中山表

明願助菲國革命，俟菲獨立後，再協助

中國革命。彭西向孫中山提出購買軍火

要求，孫中山透過好友平山周及宮崎寅

藏（即宮崎滔天）購買軍火，運回菲

國，無奈遭遇暴風襲擊，船觸礁沉沒。

俟再購第二批軍火時，遭日本禁運，遂

轉成孫中山第二次惠州起義軍火，最後

以國父紀念歌結尾，並向國父遺像行三

鞠躬禮。這一段歷史短劇雖僅短短30分
鐘，卻排練了四個月。這樣的短劇安

排，在僑界活動中算是空前創舉，同時

也為再過二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日11月

12日獻上最敬禮。

他們的傳神演出，博得滿堂喝采，

不僅為今天典禮帶來高潮，也為大家上

了一堂精彩的歷史課，增進大家瞭解

一百多年前中菲兩國的革命情感。

甄炳興卸任感言

創會會長甄炳興以主席身分主持今

日盛典，致詞前播放他率團回國訪問僑

委會及總會的影片暖身。他說，兩年前

接任會長很高興，今天卸任會長也同樣

高興，兩年來最大成就，就是在吳民民

及全體理監事支持下，協助有將近九十

年歷史的中山中學免於關門的命運，大

家常說「招兵買馬」他們則是「招學生

買老師」，經過兩年的努力，現在學校

董事會就是分會理事及監事，等於就是

分會在辦學。他特別感謝僑委會，除了

派替代役教師來中山中學教書外，也派

麵包大師吳寶春到馬尼拉，教導華人學

習製作天然發酵麵包、蛋捲、牛軋糖及

鳳梨酥技術，幫助華僑創業及就業；此

外，對於總會舉辦活動，諸如聯誼大會

及大陸參訪等，都是全力支持。總會若

對今天話劇有興趣，亦當樂意回台表

▲印信交接，理事長陳三井監交，左為卸任會長甄炳興，右為接任會長李九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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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說，菲律賓分會成立於2011
年11月，雖然年輕，但充滿朝氣，而且

組織完善兼具創意，規劃周詳而分工明

確，足為各分會之楷模。在創會會長

甄炳興的卓越領導下，已經奠定了良善

的制度和基礎，功績彪炳、會務興隆，

相信在李九壽會長接棒下，必能承先啟

後、繼往開來，使會務蒸蒸日上，使我

會長命百歲、壽比南山，一方面扮演

好為總會「廣泛蒐集資訊、反映會員心

聲」的任務；另一方面，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實踐總會「服務僑胞、造福僑

社、團結僑團」的宗旨。

贊助中山中學

為了表示總會對中山中學的支持，

陳理事長特別致贈二千美元，由董事長

馮永恩代表接受。同時也對中正學院畢

業學生曾詩貽回國就讀政治大學，成績

優異，頒給獎學金，曾母黃秀容女士表

示感謝。正式頒獎，將於12月21日在總

會鐵城堂舉行。

駐菲公使張泰來讚譽菲律賓分會

在服務僑胞、造福僑社及團結僑界的努

力，有目共睹；而台灣與菲律賓關係，

在互信互諒基礎上，穩定開展，這都有

賴代表處與僑界同心協力。菲前副總統

銀虞那則是高喊加油。副會長郭振強感

謝大家參加，讓今天就職典禮有聲有

色，這都要歸功於甄炳興夫人許美緻女

士籌劃，才有豐盛成果。

接下來是分會對僑社的回饋，李九

壽、甄炳興聯袂致贈中正學院及菲華文

化中心贊助金，分由潘露麗院長及洪玉

華主任接受；而工商總會前理事長黃卿

賀，則是致贈贊助金給青年組。

典禮結束前，中正學院大朋友及

▲菲律賓分會青年組宣誓就職，會長李九壽監誓。

特別是在西班牙殖民統治菲律賓的四百

年期間，經歷了多次幾乎滅族的大屠

殺。近代以來，中華民國與菲律賓的關

係，值得一提的有三點：

一是孫中山以軍械幫助菲國的獨立

革命。剛才表演的舞台劇就是敘說這段

歷史。

二是總會創會理事長吳鐵城與菲國

政要的交往。民國29年（1940）8月，吳

鐵城任中央海外部部長，以蔣委員長代

表身分，銜命組團到南洋宣慰僑胞。此

行有兩大任務：1.在加強華僑必勝必成

的信念暨擁護領袖的忠貞；2.在獎勵華

僑以往對祖國抗戰大業的貢獻，鼓勵其

加強團結奮鬥、出錢出力，同時訪問當

地政府首腦，促進同盟國陣線的緊密連

結。吳鐵老前後在菲逗留二星期，菲總

統奎松待為上賓，奎松早在民國13年到

廣州訪問，由吳引見孫中山。吳任上海

市長時，奎松與議員羅哈爾均曾到滬做

吳市長之貴賓，算是舊識。兩人多次交

談，涉及菲化法案移民額及華僑地位等

問題。吳鐵老提醒菲國友人，對日本的

南進政策早做準備。

三是蔣中正總統與菲律賓總統的

碧瑤會談。大陸淪陷後，東南亞各國的

安全亦遭受威脅。蔣中正總統高瞻遠

矚，當時深知中共為亞洲的禍源，早有

組織遠東國家聯盟以遏阻共產侵略的構

想。另一方面，菲國獨立後，內有虎克

黨叛軍的騷擾，深受共產危害，其處境

與中華民國正復相似。菲總統季里諾

（Elpidio Quirino）鑒於中菲兩國休戚相

關，一再邀請蔣總統訪菲，共商大計。

蔣素抱倡導東亞反共聯盟宏願，遂欣然

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於1949年7月10
日率王世杰、黃少谷、張其昀、沈昌煥

等人訪菲，於碧瑤避暑山莊與季里諾總

統舉行會議，歷時二日，會後，雙方發

表了倡議組織太平洋聯盟的聯合聲明。

李九壽會長尊翁李丹白先生，當時擔任

蔣介石侍從官，表現出色。

▲菲律賓分會會長李九壽（右二）、副會長馮永恩（左一）、郭振強（右一）
致贈理事長陳三井（左二）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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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灣區分會
歲末藝術與音樂饗宴
由華僑協會總會舊金山灣區分會與

世界台灣同鄉聯誼總美西分會聯合舉辦

之「2013歲末藝術與音樂饗宴」，2013
年12月23日在舊金山南灣華僑文教中心

舉行，數百多位熱情僑胞，擠滿了會

場，以貴賓身分出席的南灣華僑文教中

心吳郁華主任、駐舊金山台貿中心李哲

欽主任、南灣苗必達市長艾和諧（Jose 
Esteves）、中國醫藥大學校長王英秋

等，與僑胞同樂，在耶誕節前夕，歡度

「獨樂樂不獨眾樂樂」的美好時光。

舊金山灣區分會吳毓苹會長說，這

是首次以賞心悦目的軟性內容來回饋僑

社，節目有芙蓉花坊俞梅妮贊助及花藝

老師沈文琪設計約二十種花藝秀，並當

場示範編製聖誕花籃，樣樣令人讚賞。

芝外，有歐陽冰儀設計的婚紗禮服走

秀、陳曉荔提琴教室的小提琴演奏、王

躍進的一氣呵成「連筆空心書法」表演

等。尤其是由王玉玲老師帶領育音音樂

教育基金會打擊樂團演出的壓軸戲，贏

得全場觀眾起立鼓掌造成轟動，演奏內

容有歡樂振奮的跳躍曲、悠雅怡人的台

美民瑤綜合曲及大家喜愛的聖誕曲，令

全場觀眾耳目一新，並欣喜地認識了打

擊音樂的寬廣度並非僅限於鼓類。特別

是團員大多數是一群在美國長大的僑胞

子弟。打擊樂器陣容壯盛、隊員組合隨

曲而變，非常令人驚艶。

世界台灣同鄉聯誼總會美西分會會

長也是舊金山灣區分會副會長吳睦野表

示，這是聯合社團共同回饋僑社的免費

▲前排李哲欽主任(左二)、艾和諧市長(左五)、吳毓苹會長(左六)、吳郁華主任(左七)、
王英秋校長(左八)、丁維平主持人等。。

小朋友們，合唱「國家」、「Heal the 
world」及「We are the world」，五顏六

色彩帶可謂落櫻繽紛，四個小時典禮就

此落幕。

降下帷幕之時，正是第二屆會長及

理監事們啟動會務之時，無縫銜接，令

人刮目相看。

拜會代表處

翌日，拜會駐菲代表處，馬尼拉市

區交通之亂，頗令人無奈，從下榻飯店

到代表處短短不到七公里，竟耗費了一

個小時。

公使張泰來率領經濟組、新聞組、

政務組、僑務組及行政組等主管與談，

聚焦於海燕颱風造成的災損，當中提到

宿霧鳴遠中學替代役教師曾星瀚下落，

當即請甄炳興打電話給當地人士聯絡，

獲知平安，請僑界人士安排接他離開

災區。此外，分會也請代表處在辦理簽

證時，能按僑胞健康情況，在合法情形

下，酌予彈性變通。

結束拜會，在甄炳興帶領下，先

遊馬可仕渡假別墅，殘破荒涼，已成廢

墟，昔日強人亦有落魄之時。再遊大雅

台風光，猶如世外桃源，不用說這是華

人開設的渡假勝地。

當晚，逛馬尼拉最大的購物中心，

馮永恩在其經營的「南嶺」餐館招待我

們，隨後參觀甄炳興開設的糕餅銷售

點，人潮洶湧，生意均不惡。

典禮節目獨運匠心

菲律賓分會第二屆會長暨理事監

事就職典禮在具有百年歷史的馬尼拉飯

店舉行，又精心籌劃小朋友「茉莉花」

舞蹈、「國父與菲革命」短劇及大朋友

合唱「四海一家」，可謂匠心獨具，令

人讚不絕口；而第二屆職員可說是老幹

新枝，咸信在甄炳興創立基礎上，李九

壽一定能夠發揚光大。（作者為本會會

員）

▲拜會代表處全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