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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弓

本會年度壓軸盛事，菲律賓分會成

立大會，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11月

12日國父146歲誕辰紀念日，於馬尼拉

隆重舉行。三百多位嘉賓見證下，理事

長伍世文授予會長甄炳興當選證書、圖

記、會務發展基金及會旗，本會在亞洲

第三個分會、全球第廿一個分會於焉誕

生，加入華僑協會總會的大家庭，共同

踐履創會宗旨。

2011年11月11日清晨，從台北飛抵

馬尼拉機場。僑務委員吳民民偕同會長

甄炳興、顧問邱于民於海關接機，在他

們三位協助之下，36位團員集體順利通

關，否則以本團簽證有團簽、個簽及免

簽，各有通關管道，勢將極爲耗時。

駐菲代表處

出機場，在他們三位陪同下，理事

長伍世文、常務監事召集人黃海龍、邁

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秘書長謝國樞及

組長張國裕等五人，分乘車輛前往我國

駐菲代表處，禮貌性拜會代表李傳通。

其他31位團員，則乘大巴遊覽市區景

點。

駐 菲 代 表 處 位 居 馬 尼 拉 金 融 區

MAKATI，沿途大巴士、轎車、人力三

輪車、吉普尼、行人叫販交織糾纏，交

通號誌僅供參考，且不連鎖，交通擁

塞，直如噩夢，原訂11時的拜會，延遲

至11時30分才抵達。代表處位在馬尼拉

在馬尼拉高唱國父紀念歌
記菲律賓分會成立之行

最高樓RCBC廣場45樓的第41樓，進入大

樓必須安檢，警衛人員亦是荷槍實彈，

隨時應付突發狀況，首善之地的金融區

是如此，其他地區治安可想而知。

李傳通對於我們的到訪表示熱烈

歡迎之意，他說代表處在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年舉辦30多項慶祝活動，尤其是國

慶餐會席開178桌，將近1800位僑胞出

席，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僑胞們揮舞

國旗，高唱中華民國頌，這種場面令人

感動。但是舉辦活動愈是盛大，大陸使

館便會抗議，像是元旦升旗典禮，便指

控說是搞「一邊一國」，他認爲兩岸關

係要融洽，一定要雙方對等尊重。他強

調，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穩

定，值得吾人肯定。

伍世文表示，雖然兩岸達成「一

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原

則，但是並非所有中共高層均認同胡錦

濤的溫和作風，中層公務人員甚至低

層，仍秉持只有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才能代表中國，因此對於僑界稱代表爲

大使、舉行升旗典禮等，即有大動作的

制式反對動作，因為關係到他們未來的

升遷，所以兩岸更應該繼續交往交流，

消除隔閡，兩岸的穩定和平才能永續。

離去前，伍世文致贈李傳通金門鎏

金壺及紀念會旗，合影後結束拜會。

中午，僑務組長梁崇禮安排午宴。

梁崇禮原任僑委會第一處處長，赴菲上

任僑務組長將屆半載，月後榮調洛杉磯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

下午，拜會五個重要的僑團，分別

是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工商總會、菲律

賓華僑善舉總會、菲律賓中華總商會及

菲華文經總會。

菲華商聯總會

菲華商聯總會成立於1954年，目前

是菲華僑界最高領導機構，吳民民父親

是創會理事之一，甄炳興曾任副理事

長，有回娘家的味道。理事長莊前進偕

名譽理事長黃禎潭，副理事長施文界、

張昭和及秘書長顔長江等人接待。

莊前進表示，他們接待團體以大

陸居多，臺灣來拜訪的團體很少，他們

也很想瞭解臺灣近況。華僑協會總會有

華僑二字，跟海外華僑是同一陣線的，

感覺上很親切。華僑到菲律賓的奮鬥歷

史有五百多年了，在西班牙統治期間，

曾遭遇到數次的大屠殺，死亡僑胞都在

一、二萬人以上。美國統治期間，與菲

律賓人民一起抗日。後來的菲化案上，

爲了保護華僑的權益與福祉，向當地政

府抗爭，得到國民政府的奧援，國民政

府對菲華的關照他們銘記在心。中國大

陸的強盛與臺灣的富裕，兩岸能夠和平

相處，密切交流，最終還是要回到中國

歷史統一鐵律的軌道上，中華強盛，海

外華僑才能揚眉吐氣。他很佩服蔣經國

總統在臺灣創造的經濟奇蹟，引領中國

大陸走向改革開放，大陸發展起來了，

全球華人都受惠，蔣經國總統是中華民

族一等一的大人物。最近舊金山市長由

華人李孟賢勝選，證明了華人不僅會經

商，更有政治領導才能，菲國總統艾奎

諾三世具有華人血統，延攬華人入閣，

有助澄清菲國吏治，振興菲國經濟。

伍世文1955年他還是海軍官校學生

時，隨著艦隊來到馬尼拉，接送返國參

加青年救國團活動的華僑青年，那時吳

民民也一起乘艦到臺灣，而甄炳興的大

姐、二姐也因爲與海軍官校交流而嫁給

了海軍軍官，也因爲這一層關係，拉近

了將近六十年的情誼。滿清時期來到菲

律賓奮鬥的華僑，爲了脫離貧窮，離開

祖國，未受朝廷統治，而被稱爲棄民，

每每遇到災難總是求救無門，像是西班

牙統治期間的六次大屠殺，而爲了統治

管理華人，西班牙統治者劃定八連一地

集中華人限居。但是華僑的勤奮與刻苦

耐勞，終能在僑居異域發展出自己的一

片天，中華民族團結合作強盛，在海外

的華僑就有依靠。臺灣今天能有如此的

經濟發展，也是得助於全球華僑的協

助。結束前，簡介本會歷史。

離開前，吳民民將兒子結婚禮金十

萬元菲幣，捐獻商聯總會，濟助僑胞。

菲華工商總會

菲華工商總會成立於1980年，理事

長黃卿賀偕同榮譽理事長胡炳南，名譽

理事長蔡漢業，執行副理事長黃燁烽，

副理事長留玉照、蔡自然、韋炳念，董

事郭樹垣、蔡景璿、曾煥眉、施養炳、

陳友民及秘書長洪莉莉等人接待。 

伍世文除簡介本會歷史外，向他們

說明11月12日成立的菲律賓分會是本會

在亞洲的第三個分會，也是本會在全球

的第21個分會，成立分會的目的在於以

民間力量，協助政府服務僑胞，作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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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僑胞之間的橋梁。他以1965年兩艘

軍艦來馬尼拉，接運大批返國勞軍的僑

胞及參加救國團活動的青年學生，證明

了菲華對中華民國的熱愛與支援。在那

個年代，菲華回國投資，帶動了臺灣的

經濟發展與工作機會，菲華對臺灣的貢

獻，功不可沒。

黃卿賀以「華僑都是希望中國早

日統一」表達他們的心聲，目前臺灣選

舉讓人眼花撩亂，大陸現在走的是孫中

山的路線，建設大陸發展經濟，是華僑

可以接受的，他們也認爲若是大陸繼續

走共産主義的路線，並不會爲華僑所接

受。

華僑善舉總會 中華總商會

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及菲律賓中華

總商會分別成立於1877年及1904年，兩

個都是百年老店，均具輝煌歷史。善舉

總會顧名思義，即是從事慈善濟助義舉

事業，舉凡有關人生大事，諸如就醫、

安養及殯葬等都是善舉總會的工作，其

下有醫院、養老院及義診處，而最爲我

們所熟知的就是華僑義山。而爲發展華

僑事業而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曾經一度

是僑社的最高領導機構，從事社會公

益，增進華社福利，維護華社團結，貢

獻卓著。這兩個僑社位於同址，李逢梧

先生爲兩會的名譽理事長，中華總商會

理事長吳榮祥先生代表兩會以「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悅乎」歡迎我們到訪，他

逐字念出本會宗旨時，表示大家的目標

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尊崇國父孫中山先

生。他說，過去兩會支援國父革命、北

伐抗日，現在則融入菲國主流社會，促

進菲華民族和諧，維護華人合法權益，

積極向菲國政府提供建設性的意見，發

展菲國經濟。

伍世文對於他們在百忙之中撥冗接

待表示感謝，也更瞭解他們服務菲華僑

社及僑胞的善舉事業，的確令人欽佩。

同時向他們說明本會成立過程及現況，

並借機推銷《僑協雜誌》。提倡正體字

維護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傳統僑社重

任，他舉東京中華學校爲例，堅持採用

正體字教學，因爲學會正體字後，再來

認識簡體字就容易多了。

吳民民委員以發揚中華文化、支

援僑校教育，闡明成立菲律賓分會的目

的，希能拋磚引玉，引起僑社共鳴。

菲律賓分會秘書長李偉欽，不僅是

中山中學校長亦是善舉總會的董事兼秘

書長，在他的引領下，參觀會所。

菲華文經總會

菲華文經總會係中國國民黨在菲律

賓總支部，始於1919年。1975年，菲律

賓與中共建交，爲適應當時政治環境，

遂易名爲「菲華文經總會」，並向菲國

政府登記成爲合法社團，以服務僑社，

推展中華文化爲工作重點。自由大廈係

屬菲華文經總會，除一樓出租外，二至

六樓分由各委員會運用。

常務委員莊漢香、王家鵬、李鈺

汞、委員許少滄、秘書長蔡錦郎等人接

待全體團員。

常務委員莊漢香以「集黨商學一

體，黨務支援僑務」，說明作爲民主自

由精神堡壘的自由大廈，乃是團結僑

社、領導僑社的中心，他期望菲律賓分

會成立後，秉持總會宗旨，支援中華民

國，致力服務僑社，爭取僑心。

伍世文以「理念相同，精神加盟」

闡明成立海外分會，在於推動總會宗

旨，支援中華民國，發揚中華文化，此

與文經總會的理念是一致的，以民間力

量，協助政府，聯繫僑社，服務僑胞，

推展僑務。同時，簡要介紹本會歷史。

當晚，文經總會於六樓中山堂宴請

祝賀團全體成員並致贈每位團員建國百

年T恤衫，賓主盡歡。

華僑義山獻花致敬

11月12日上午，在僑務委員吳民民

及菲律賓分會秘書長李偉欽陪同下，前

往華僑義山，向抗日英雄楊光泩總領事

暨殉職館員烈士碑（碑文係本會創會理

事長吳鐵城親書）、菲律賓華僑抗日義

勇軍殉難烈士紀念碑、菲律賓華僑抗日

烈士紀念碑獻花致敬。吳民民講述當時

的慘烈，1942年1月，日軍佔領馬尼拉，

拘捕楊光泩總領事暨七位館員，飭令集

中所有華僑不准抵抗，遭拒後，於被捕

三個月後，集體遭槍殺於義山。他們從

容就義，壯烈成仁，亮節忠貞，乃中華

民族之真英雄。

蔣經國圖書館

車過抗日烈士英雄門，離開義山，

前往有四百年歷史的聖托瑪斯大學圖書

館，參觀蔣經國圖書館，進館銘文寫

道：「蔣經國，他是偉大的政治家，和

平、民主、自由的捍衛者，國家發展

的總設計師，一生奉獻的中華民國總

統。」寥寥數語，道盡蔣經國一生的事

蹟，自然而偉大。館藏有文淵閣四庫全

書、國父全集等等。

下午，參觀華裔文化傳統中心，係

由華僑慈善家龔詩貯捐建，1999年1月正

式對外開放，其內的菲華歷史博物館，

完整詳盡地展出了華僑與菲律賓的關係

可追溯至15世紀的明朝。數百年前華人

塑像及服飾，或工匠，或商人，或代書

人，或販夫走卒，或剃頭者，個個栩栩

如生，猶如置身時光隧道，站在那裡，

似乎融入當時華僑刻苦生活情境中。

當晚，分會成立大會是此行的重頭

戲，成立大會地點位在馬尼拉灣畔的六

福海鮮酒樓，全體團員盛裝出席，下午

五時抵達，即見到酒樓入口處高懸「華

僑協會總會菲律賓分會舉行成立暨首屆

職員就職典禮」橫幅，夕陽照耀下，顯

得特別醒目。

▲華僑義山楊光泩總領事暨殉職館員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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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會

進入會場，分會服務人員為我們

一一佩帶由茉莉花串成的花圈，以示隆

重歡迎之意。成立大會之前，舉行僑團

首長座談會，吳民民委員主持，出席僑

領有僑務組長梁崇禮、文經總會秘書長

蔡錦郎、中山學會前會長施秀珍以及菲

律賓分會理監事等七十餘人出席。出席

人員分唱菲律賓及中華民國國歌，並向

國旗行三鞠躬禮。

經由吳民民委員的口述，讓我們瞭

解到菲國僑界融入菲國主流社會所做的

努力，那就是菲國僑界的三寶「義消、

義診及農村學校」。1964年，華埠大火

燒掉了十二棟大樓，包括當時文經總會

自由大廈，因為消防不足造成生命財產

損失，於是從那時起，華僑自動於街頭

組成義消大隊，保護僑民。菲國每年有

200萬新生兒，校舍不足而需分早、午、

晚三班輪流上課，於是廣設農村校舍解

決上課教室不足，教育是基礎事業，社

會要安定，非得從教育著手不可。

而在未來分會工作重點上，甄炳

興會長大聲地說，擔任會長一職並不是

簡單工作，但是他將以他在商聯總會20

年的工作經驗，有信心做好會長一職，

一起跟理監事們打天下，不管藍（國民

黨）、紅（共產黨）、綠（民進黨），

一律平等。不可否認的，華裔當中也有

窮困家庭，為了協助他們擺脫貧窮，他

將以他在食品及烘焙的專業，教導他們

創業，但不做法國麵包之類東西，而是

中華傳統美食饅頭、包子及年糕，僑社

正在做的三寶，不需要再錦上添花，必

須從另一面向協助我們華裔，以提高他

們的生活品質。

請梁崇禮組長到中山中學走一趟

菲律賓分會秘書長李偉欽，則是

為中山中學的存續請命，因為金融海嘯

後，很多學生付不起學費，造成校務難

以為繼，建請由文經總會來接辦，而僑

務組長梁崇禮來菲快半年了，都未到中

山中學實地瞭解情況提供協助，下個月

就要離開菲律賓到洛杉磯任新職，他希

望梁組長在離開菲國前，能到學校走一

趟，將實況反映給政府，也希望得到總

會協助向僑委會反映。僑教是僑務的重

點工作，若中山中學消失了，要再恢復

就很難了。中山中學校舍係屬廣東會館

所有，大陸來訪的僑務單位則要求校方

拿下黨徽，即可提供援助。

李偉欽身為校長，殷切求助之心，

令人印象深刻。

聽到此處，伍世文建議僑界辦理的

農村學校，撥給中山中學部份經費，並

應允回國後即向僑委會反映。

七時，成立大會隆重登場，會場四

周懸掛21個分會會旗，典禮台上，右掛

國父遺像，左掛菲律賓分會會旗，均是

用保麗龍製作，在燈光照射下，呈現極

佳的立體感。

筵開30桌，300多人，鼎沸人聲營造

出熱烈歡愉的氣氛，菲華重要僑界僑社

俊彥菁英均出席，而最特別的貴賓要屬

菲律賓前副總統兼外交部長金可那（H E 

Teofisto TiTo Guingona Jr.）了。大會主席

吳民民，司儀李偉欽，高唱國父紀念歌

後，揭開序幕。先播放本會簡介影片，

復以投影片逐一介紹世界各地分會。

吳民民表示，成立菲律賓分會籌備

工作，要從四年前伍世文訪問馬尼拉僑

社後，認為有成立必要，而在當時，甄

會長任商聯總會副理事長，至為忙碌，

甄會長卸任後，他三顧茅廬，甄會長應

退而不休，始接掌會長。而選擇在今天

舉行成立大會有雙重意義，一是國父146

歲誕辰紀念日，一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

年。隨後吳民民以英語簡介本會歷史，

讓不諳國語的外賓瞭解。

職員就職宣誓儀式，理事長伍世文

監誓。隨後，伍世文授予甄炳興當選證

書、分會圖記、會務發展基金並授旗，

甄炳興揮舞會旗，本會第21個分會菲律

賓分會正式成立。首屆職員名錄如下：

指導員吳民民、馮潤枝、邱于民；會長

甄炳興；副會長李九壽、馮永恩；理事

黃勝雄、江桂珠、廖明炤、周台鶯、蔡

聰敏、朱小鳳、黃揚振；監事長郭振

強；監事施秀珍、何見開；秘書長李偉

欽；副秘書長周台鶯；財政王鼎福。

伍世文表示，在國父146歲誕辰紀念

日舉行成立大會，尤具殊意，僑界社團

林立，每個僑社都有其特色，但是我們

分會的包容性強，一定可以和僑社團結

合作，服務僑胞，只要是認同中華民族

都是我們的朋友。台灣能夠成為亞洲四

小龍之首，菲華僑界的投資台灣，功不

可沒。他也舉例，他在1950年代隨艦隊

來馬尼拉接運回國青年僑胞以及菲律賓

良友籃球隊，說明菲律賓與台灣的密切

關係，最後他期許菲律賓分會秉持海納

百川包容心，廣納僑界人士，共同發揚

中華文化，實行創會宗旨。

甄炳興以20年商聯總會副理事長

工作經驗。接任菲律賓分會會長可以說

是駕輕就熟。他說，菲華三寶「農村校

舍、義消、義診」是其專長，曾經走遍

菲國，但分會工作重點在華裔身上，協

▲律賓分會成立大會典禮主席吳民民委員致詞。 ▲菲律賓分會全體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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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世文
首先，本人宣佈：華僑協會總會亞

洲區第三個分會－菲律賓分會，今天正

式成立。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今

天，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146歲誕辰，

華僑協會總會菲律賓分會在此時此刻成

立，尤其具有特別的意義。

僑委會吳英毅委員長因公忙，亦

無法趕來出席指導，深感遺憾。馬尼拉

市區的僑社領袖、菁英，社會名流，在

百忙中撥冗蒞臨，共襄盛舉，尤為大會

增添無限光彩。欣逢菲律賓分會成立，

總會也組成祝賀團，成員包括理事、監

事、會員以及海外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

福先生、日本分會謝偉秘書長及代表，

展現包容 海納百川
菲律賓分會成立典禮致詞

與本人從台北、美東、東京等地，趕來

參加此一盛典，充分展現僑協大家庭團

結與情誼，令人欽佩。本人能率領祝賀

團參與盛典，感到十分榮幸，無比高

興！謹代表華僑協會總會與各分會，除

向各位貴賓、女士、先生表達熱烈歡迎

之外，也特別向各位敬致誠摯的謝意！

近幾個月來，在吳民民、邱于民

兩位先生推動，甄炳興會長熱心參與，

促成菲律賓分會成立，再加多位幕後工

作人員，為籌備分會成立，付出辛勞。

在他們精心擘劃下，使各項工作進行順

利。今晚當我步入會場，看到會場佈置

與熱情的氣氛，聽說是甄會長夫人精心

傑作，昨天與工作人員忙到半夜，才告

助華裔就業創業，照顧我們華裔子弟，

也希望吳民民委員賡續大力支持。

菲國前副總統金可那致詞時，大力

推崇國父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他舉數十

年前艾奎諾明知有生命危險，仍堅持返

菲，因為他是菲律賓人，這與孫中山的

理想是一樣的。最後，他高呼國父孫中

山、中華民國萬歲，菲律賓與中華民國

友誼萬歲。

菲華工商總會理事長黃卿賀代表

僑界致詞，他期盼甄會長發揮菲律賓僑

界的優良傳統，服務僑胞，增進僑胞福

祉，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團結合作，並為

菲華友誼作出貢獻。

為了感謝吳民民委員及邱于民委

員，對成立菲律賓分會勞心勞力，伍世

文致贈紀念水晶牌，以表感謝。

餘興節目由副秘書長周台鶯主持，

她是中正學院國文老師。而節目安排、

燈光、轉播則是由甄炳興夫人籌劃，親

自指揮，為大會增添變幻七彩，博得大

家熱烈掌聲。餘興節目由醫學院學生楊

佩芳打頭陣，曲曲動聽。

十時，大會劃下句點，我們沿著

海濱大道走回旅館，沿途露宿街頭者甚

多，令人背脊發涼，未敢逗留，速速趕

回旅館。

11月13日，前往大雅台休火山口觀

賞火山湖，騎馬攀頂，風景極佳，惟疏

於規劃，既髒且亂。11月14日，前往鄉

野水莊乘牛車，欣賞菲國傳統舞蹈，不

虛此行。當晚，吳民民委員、甄炳興會

長設宴歡送，高歌「梅花」、「明天會

更好」，盡興而歸。

11月15日上午，參觀菲律賓國父黎

剎紀念公園、馬尼拉大教堂及聖地牙哥

古城堡。餐後，參觀位在馬尼拉灣的椰

子宮，欣賞馬尼拉灣風景。下午五時，

搭華航班機回台北，全員平安返家。

結語

菲律賓分會經過多年籌備，在吳

民民委員奔走協調下，力邀商聯總會資

深副理事長甄炳興出任會長，並網羅菲

華僑界菁英擔任職員，咸信在他們兩位

重量級人物領導下，以協助華裔創業就

業，作為服務華僑重點，擲地有聲，令

人耳目一新。成立大會典禮規劃周詳，

會場布置溫馨，音響燈光絕佳，餘興節

目可圈可點，令人讚賞。大會貴賓除了

邀請菲華僑界領袖出席外，菲國前副總

統金可那親自出席，顯見分會人脈寬

廣，未來會務將是大有可為。（作者為

本會會員） 

▲理事長伍世文授予會長甄炳興分會會旗。 ▲甄炳興會長夫人（左二）掌控會場音
效及燈光，博得熱烈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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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更加令人佩服和感動。

僑胞移居菲律賓，年代久遠，初

期以帆船裝載銅質工藝品、布疋等物

資，從福建運到呂宋島，與土著以物易

物，從事交易，往返頻繫。根據文字記

載，明代萬曆年間，西班牙統治菲律賓

時期，已有華人留居呂宋經營餐廳、

布店、鞋店、手工藝品等，甚至從事醫

生、藥劑師等職業，均懸掛漢文招牌，

西人亦常光顧。1582年，西班牙總督龍

基利洛在馬尼拉東北、巴西格河畔劃定

區域（後稱八連Parian），興建店舖、房

屋，成為華僑居住及商業活動中心，此

應為華埠之起源。爾後，工人、農民亦

陸續到達，由於手藝精細、工資低廉，

大受歡迎。不過，在西班牙佔領時期，

菲律賓華僑曾經有過一段血淚史。由於

華僑人數不斷增多，殖民政府心生顧

慮，自1593至1762年，華僑曾有6次遭受

西班牙人屠殺的紀錄。1603年，發生第

一次屠殺，受害僑胞達到24,000人。爾

後，菲律賓當局也曾多次對華僑人數加

以限制，甚至徵收居留稅。至1952年，

更有「禁僑案」、「華人逾期居留案」

及「零售業菲化案」等，對旅菲僑胞造

成很大的影響。今天下午参觀「華裔文

化傳統中心」，對這段悲慘的史實得到

印證。僑胞在僑居國受到不公平的待

遇，因而激發出强烈的愛國情操。

回憶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初期，

經濟極為艱困，菲國華僑毫無保留地展

現對政府熱烈擁護與支持，更積極來臺

投資，從事經濟建設，對發展工業、商

業，貢獻很大。1953年，海軍總司令馬

紀壯上將率艦隊到馬尼拉港訪問，掀起

僑胞愛國熱情，臨別依依不捨。1955年4

月，當我還是海官校學生時，有機會隨

艦隊到馬尼拉，迎接僑生回國勞軍及參

加反共青年救國團暑期活動。雖然艦隊

在馬尼拉停留僅有三天，已讓我有深刻

的感受。此外，早年菲華籃球隊、良友

女籃隊到臺北訪問，不僅掀起旋風，對

臺灣的籃球活動，更有深遠影響。

華僑協會總會前身係「南洋華僑協

會」，由吳鐵城博士與馬超俊先生等52

位黨國元老發起，1942年5月10日在重

慶成立，恭請蔣委員長中正出任榮譽理

事長。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更名為「華

僑協會總會」，再隨致府播遷臺北市，

繼續為創會宗旨，為海外僑胞服務。明

年，將要慶祝創會70週年。

華僑協會總會創會宗旨：「尊崇國

父孫中山先生，奉行三民主義，支持中

華民國，聯合海內外同胞，互助合作，

協力發展華僑事業，並協和各民族、各

友邦。」目前在海外設有20個分會，分

佈美、亞、歐、大洋等各洲大都市。各

分會秉持「理念相同，精神加盟」的原

則，與總會携手，共同努力為僑胞服

務。趁此時機，本人特別代表本會及各

分會，熱烈歡迎貴會加盟華僑協會總會

的大家庭，成為本會第21個分會。

期盼貴分會秉持寬闊的胸懷，接納

僑界各方人士，擴大組織，共同為弘揚

中華文化、為僑胞謀褔祉而盡力。貴會

創會會長甄炳興先生，在菲國多年，建

立了堅實的事業基礎，成就卓越，平日

熱心僑社公益活動，本人與總會全體會

員深表欽佩，如今榮膺首屆會長，預見

將與各位會員攜手合作、加強與僑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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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聯繫，為貴會創會宗旨盡心盡力。

曾經有人提問，海外各地華僑社團

衆多，是否還有必要成立分會？誠然，

海外僑胞為聯絡感情，加強情誼，早年

即成立了公所、會館、同鄉會、宗親會

等社團，均具有悠久光榮歷史和卓越成

就。華僑協會總會在海外各地的分會都

具有極大包容性，我們期盼也歡迎，凡

是炎黄子孫都能加入各地的分會。這

正與僑委會吳英毅委員長在2008年所提

「大僑社」的理念相符合。

期盼今後與各僑社、團體加强聯

繫，和睦相處，一同為支持中華民國盡

力。預見大會順暢圓滿，本人要向各

位，表達衷心欽佩與感謝之意。

最後，祝福菲律賓分會會務昌盛；

各位貴賓事業順遂，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美滿！謝謝！（作者為本會理事長）

人生百歲不是夢
▓王   炎

西江月─遣興

飲酒微醺恰好，看花半放方妍。

打牌快樂自延年，九十而今尚健。

根據人口專家的調查報告，「百歲

老人」是目前世界上增加最快的族群。

美國現在百歲以上的老人，有四萬多

人，其中最高齡的，已達120歲。

由於醫藥的發達、公共衛生的進

步，尤其是飲用水的清潔安全，死亡率

大幅降低，只要保養得好，已是「人生

百歲不是夢」的時代了。

很多人總以為愈老病會愈多，其實

反過來想一想，健康如果有問題，又怎

能夠「老」？既然能「老」，就證明健

康沒問題。所以不是「愈老病愈多」，

而是「愈老愈健康」。

長壽無秘訣，除了遺傳基因，就是

靠健康。健康是來自正確的人生觀念與

良好的生活習慣。

一顆善良的心、微笑與幽默感

首先，要有「一顆善良的心」。

一顆善良的心使人如沐浴在和煦的

春風中，感到無比的溫暖。

其次，是「要歡笑，要快樂」，抱

持樂觀，不憂不懼，充滿希望和進取的

精神，使人覺得生命更加充實，是長壽

健康的基本泉源，是每個人應該具有的

生活態度。

微笑是沒有副作用的鎮定劑，大

笑是免費的興奮劑，「一笑天下無難

事」。

真正的快樂，不是用金錢可以買得

到的，不是用名位可以換得到的。它存

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只要我們去發掘，

它就時時刻刻的伴隨我們，呼之即來。

看一看日出，望一望遠山。喝幾杯

老酒，打一場橋牌。看一本好書，觀賞

一場球賽。到處都能找到快樂的意境，

只要去尋找，就能感受到「快樂」的存

在。

再次，是要有「幽默感」，詼諧風

趣的幽默，使人得到會心的一笑，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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