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織綿密 薪火傳承
活力旺盛 創意無限

菲律賓分會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路華平

就職典禮  視聽覺饗宴
就在國父誕辰150週年前夕，2015

年11月3日，本會菲律賓分會舉行盛大熱

烈的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在

理事長陳三井監交及會場四百多位嘉賓

的見證下，現任會長李九壽將印信交給

新任會長馮永恩，陳三井並帶領全體理

事、監事、婦女組、青年組共同宣讀誓

言，儀式按部就班，至為隆重。同時，

穿插菲律賓傳統舞蹈表演、男女高音飈

唱、螢光圖幕手影演出25個分會的城市

意象，最後秀出「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

會第六屆聯誼會 2017年10月 菲律濱馬尼

年來無數僑胞出錢出力，犧牲奉獻，拋

頭顱，灑熱血，用身家性命換取得來的

肯定和榮耀。他謹代表華僑協會總會獻

上真誠的祝福，祝福在座嘉賓及全球僑

胞健康快樂，走路有風，心想事成。

他接著說，國父總結革命經驗提

出「華僑是革命之母」的名言，這句名

言在在顯示了無論是革命建國，還是北

伐統一，以及抗戰保家衛國的各個艱鉅

階段，華僑始終是支持政府的重要柱

石，拿掉華僑這個元素，一部中華民國

史勢必重新改寫。1949年遷台後，國民

政府在美麗的寶島上，在這個復興基地

上，勵精圖治，推行地方自治，直選中

央民意代表和總統，實施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推動十大建設，鼓勵華僑回國投

資，締造了台灣經濟奇蹟，把中華民國

建設成為一個自由、民主、人人知書達

禮的幸福國家，華僑的貢獻更是一股不

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對於未來的展望，他強調，在世

局擾攘，全球大環境普遍不看好的情況

下，台灣要如何走出經濟困境，解決進

出口倒退的危機，乃至於國會失職、社

會失序等內耗問題，以及如何維持兩岸

現狀，開展良性循環的兩岸和平關係等

等，在在需要大家集思廣益，發揮集體

智慧，共同努力，為中華民國開創一個

更美好、人人安居樂業的未來。

結語時，陳三井呼籲，大家都是

僑社的菁英，僑界的領導，一向熱愛國

家，支持政府，關心國事，愛鄉，愛

群，愛國，從不後人。讓我們大家團結

起來，惟有團結，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屹

立不搖。大家一起來加油。

海外分會臥虎藏龍
在這歡宴場合上，遇到了加西分會

會長鄧華一、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

多倫多分會副會長金聲白以及巴拉圭東

方市中華會館理事長陳傳庚等人，他們

都是僑務委員，這是僑委會對他們服

務僑界的肯定，也證明了本會海外分會

臥虎藏龍，人才濟濟，總會與有榮焉。

（作者為本會會員）

▲華僑協會總會慶祝第63屆華僑節，二百五十餘位會員及嘉賓共襄盛舉。

拉歡迎您」看板，結束典禮晚會。

從節目安排的緊湊，精彩好戲一幕

接一幕，在在顯示出菲律賓分會旺盛的

活力與無窮的創意，令人嘆為觀止。

舞台佈置  別出心裁
位在馬尼拉灣的Sofitel大酒店一樓

大禮堂，11月3日晚，人聲鼎沸，氣氛熱

烈，因為今晚就在這裡，菲律賓分會舉

行第三屆會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穿過酒店大廳，走進會場長廊，本

會25個分會會旗分立兩旁，建構成一條

深邃旗海，置身其中，猶如分會展開雙

臂歡迎一般。典禮會場，五人吉他樂團

▲開幕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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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席演奏頗具菲律賓旋律的輕快樂曲，

凸顯了今晚就職典禮輕鬆愉快的主軸。

舞台上，直徑四公尺高的總會會

徽與菲律賓分會會旗並列，其中最特別

的是，立體鏤空的會徽梅花五瓣，綴以

LED燈飾，圍繞之帆船狀似懸浮其中，

營造出帆船浮於海的意象，象徵早期華

僑先輩不畏艱辛，遠渡重洋，前往異

地，奮鬥謀生。這種巧思與創意，可說

是本會成立73年來所僅見，雖不敢說絕

後，但空前絕對是肯定的。此外，高掛

的國父遺像，則是直接陳述了本會「尊

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宗旨。

職員進場 井然有序 
司儀蔡蔚臻以嘹亮嗓音、字正腔圓

說「讓我們以最熱烈掌聲，歡迎華僑協

會總會菲律賓分會職員進場」，現任會

長李九壽打頭陣，他在兩位身著菲律賓

傳統服飾、手持藍綢鑲金亮片華麗洋傘

女士的引領下進場，續為創會會長甄炳

興、指導員吳民民、接任會長馮永恩、

副會長郭振強、胡爾濃、秘書長蔡聰

敏、監事長何見開以及總務、財政、稽

核、文教、福利、康樂、連絡等各部主

任，而最後進場壓軸的則是，婦女組組

長黃美美及青年組組長甄山國。甄山國

體型魁梧，作為進場壓軸，名副其實。

從職員進場順序，可以看出菲律

賓分會組織之綿密，尤其是任務與功能

的涵蓋面甚廣，為僑胞服務的意志與決

心，不言可喻。

正式典禮之前的序曲，以菲律賓國

旗為先導，總會會旗、菲律賓分會會旗

伴隨進入會場，再以菲律賓革命先驅彭

西及國父孫中山兩位為主角，圍繞他們

兩位的是，菲國及中國傳統舞蹈，象徵

兩國在革命道路上的水乳交融，共同抵

抗西方列強，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

民主，最後以國父紀念歌結尾。

今年適逢國父誕辰150週年，菲律賓

分會將職員就職典禮與追懷國父誕辰結

合起來，頗具匠心。

現任會長李九壽話政績
大會主席李九壽說，兩年會長任期

轉瞬即將屆滿，他回顧兩年任內在理監

事同仁共同努力下，得到菲國僑界的認

同與支持，募款成立貧寒僑生助學金，

讓150位貧苦僑生繼續升學，他歡迎各

界加入協助清寒僑生的行列，發揮民胞

物與的愛心，讓清寒僑生家庭，依靠教

育，擺脫貧窮，成為小康。

接著說，兩年前，他接任會長時，

就職典禮上，演出  「國父孫中山與菲

律賓革命」的話劇，深獲各界好評。此

外，舉辦義診，造福僑胞。而在與總會

互動方面，李九壽說，每年雙十國慶組

團回國拜訪總會，隨總會出席廈門兩岸

和平論壇，參加巴黎全球分會聯誼大會

等等，都獲得總會的熱烈接待與支持，

他要特別感謝陳三井理事長的厚愛。

而對新任會長的期許，李九壽說，

在馮永恩會長領導下，會務一定更上層

樓，明天一定會更好。

李九壽兩年前接任會長時，四體靈

活，行走自如，而今拾階步上舞台頗為

吃力，需要他人攙扶，歲月催人老，可

一點都不假啊。

副會長胡爾濃介紹貴賓
在菲律賓僑界活動，介紹出席貴賓

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代表了主辦單位對

出席貴賓的重視。這項重任，即由副會

長胡爾濃擔任。

胡爾濃說，他的國語說得不是很

好，若將名字唸得不好，請多多原諒。

經由他的介紹，方知今晚貴賓有：我國

駐菲代表林松煥、副代表張泰來、菲華

商聯總會理事長張昭和、副理事長謝國

萬等數十人，均是商界聞人，這也表示

了菲律賓分會成立四年來，已與當地僑

社建立起情誼，大家相互支持合作。

駐菲代表林松煥細數馬政府政績
林松煥代表首先恭喜新任馮永恩會

長及第三屆理監事就職，擔任未來兩年

重要職務，也感謝卸任李九壽會長及第

二屆理監事在過去兩年裡，為菲律賓僑

社出錢出力，做出重大貢獻，對他們無

怨無悔的付出，由衷表示敬佩。

他接著說，菲律賓分會成立四年

了，但總會實際上已經成立七十三年，

他對本會宗旨及歷史如數家珍介紹給現

場嘉賓。然後，話鋒一轉，他說他要介

紹台灣經濟發展成就與事實，與大家分

▲左起：李九壽名譽會長、馮永恩會長、陳三井理事長、林松煥代表。

▲菲律賓國旗、總會會旗、菲律賓分會會旗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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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根據澳洲智庫的調查研究，台灣是

僅次於冰島，在生活便利及身家安全等

方面是最適人居的國家，三更半夜走在

台北街頭，不用擔心人身的安全。

台灣對世界的貢獻方面，林松煥引

用馬英九總統的話。他說，台灣在世界

所扮演的角色，是新科技與商機的創造

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中華文化的領

航者、南海和平倡議的提倡者。此外，

對外關係方面，台灣目前已獲得153個國

家或地區免簽證的待遇；在兩岸關係方

面，自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兩

岸已簽署23項協議，每天直航班機超過

150架次，在台就讀陸生超過三萬人等

等，這是兩岸六十餘年來關係最好的階

段。

在與菲國關係方面，林松煥說，台

灣是菲國的第九大貿易國，台灣商人在

菲國有六千多人，開設六百多家工廠，

是菲國第七大投資國，台灣到菲國觀光

客每週超過二萬人。

結語時，林松煥呼籲菲國僑胞大力

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經濟合作協議ECA、

RCEP、TPP等。

宣讀誓詞  交接印信 
今晚重頭戲，第三屆會長暨理監

事、婦女組、青年組的宣誓，四十餘位

職員在陳三井監誓下，大聲唸出誓詞

「余誓以至誠，服膺本會宗旨，維護優

良傳統，爭取團體榮譽，服務僑胞，團

結僑社，造福僑界。如有違背誓言，願

受公評。」

隨後，印信交接，李九壽將印信

交給馮永恩，陳三井致送馮永恩當選證

書。司儀大聲說出「恭喜馮永恩會長榮

任要職」。而為了感謝李九壽兩年來領

導分會的貢獻，大會特致贈書有「啟繼

大業」四個字的銀盤，並敦聘李九壽為

永久名譽會長。

新任會長馮永恩以推展僑教自許
馮永恩謙虛表示，自己才疏學淺，

能獲此殊榮，深感責任重大，他期許任

內以僑社和諧為重，協助困難僑胞。他

說，我們的祖先離鄉背井，遠渡重洋，

來到這裡奮鬥，就是要給家人美好的生

活，現在終於有了成就，代代相傳，異

鄉已為我們新一代的故鄉，從華僑身分

慢慢轉變為華裔身分。雖然環境變遷，

▲陳三井理事長帶領菲律賓分會第三屆職員宣讀誓詞。 ▲菲律賓分會第三屆全體職員合影。

▲印信交接，李九壽會長將印信交予馮永恩會長，理事長陳三井監交。 ▲陳三井理事長（中）致送馮永恩會長（右二）當選證書
指導員吳民民（左二）、郭振強副會長（右一）、胡爾濃副會長（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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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身為華僑或華裔的我們，還是決心要

給後代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會，於是把孩

子送到僑校學習中文，台灣和大陸為了

傳播中華文化，給予僑校的幫助，不遺

餘力。尤其菲華文教服務中心數十年

來，致力於僑校師資的培育，成果豐

碩，有目共睹，功不可沒。

馮永恩強調菲律賓分會願與菲華僑

界配合，為僑教的光明前途，為華僑華

人的尊嚴，為了彼此福祉，一起來共同

奮鬥努力。

馮永恩還特別以英語將剛剛講的話

重述一遍，讓不懂華語的人士瞭解他未

來兩年施政的重點。

馮永恩目前亦是中山中學董事會董

事長，中山中學在菲律賓分會支援下，

免於停辦命運，這亦是李九壽致詞時提

到的「幫助150位貧苦僑生繼續升學」。

陳三井：總會要向菲律賓分會學習

指導員吳民民按菲律賓僑界的慣

例，介紹今晚主講人陳三井。

陳三井說，他率秘書張國裕、組長

張明玉及會員溫淑芬，特於今早從台北

趕來出席盛典，至感高興。看到現場僑

界人士出席踴躍，僑社和諧團結，感受

到菲律賓華僑熱情，令人感動。

他說這是他第四次來到菲律賓，

緣份到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回想1968
年完成巴黎學業攜家帶眷從馬賽搭船回

國，途經西非，繞過好望角、印度，來

到馬尼拉停靠補給。全船的人都可以下

船觀光，只有他們一家被留在船上，因

為當時中華民國風雨飄搖，與菲國無邦

交，被拒入境，當時心情至為沮喪憤

慨。但「天公疼憨人」，二十年後，他

來到馬尼拉參訪僑社和資料中心，卻遇

上了火山爆發，飛機停飛，被迫在馬尼

拉住了一個禮拜。第3次是兩年前出席第

二屆就職典禮，今天是第4次，出席第三

屆就職典禮。菲華不分福建或廣東，個

個經商有成，財力雄厚，服務桑梓，照

顧僑胞，愛鄉愛國，不遺餘力，這就是

僑胞本色。

他簡單介紹本會自2001年起在海外

成立分會，迄2013年止，現有25個海外

分會。分會功能在於服務僑胞，團結僑

社，支持僑教，回饋當地社會，扶貧濟

窮，從事公益活動。菲律賓分會也是一

樣，出錢出力，犧牲奉獻，任勞任怨，

服務僑眾。服務，熱誠最重要，無私擺

中間，其他的考慮擺兩邊。他稱讚菲律

賓分會距離台北最近、年紀也輕但在總

會心目中是個道地模範分會之一，也是

總會學習的對象，他要向全體菲律賓分

會成員表達敬意。

闡述菲律賓分會特色
有關菲律賓分會有幾個特色，陳

三井說，一是愛鄉愛國與支持政府的傳

統，其來有自，他特別要向指導員吳民

民致敬，在成立分會之前，多次到總會

聯繫、協商與指導。二是建立優良、理

性、可長可久的接棒制度，這是有遠見

有智慧的創舉，大家一團和氣，上下無

爭，前後無怨，權責分明，分權，分

工，分勞，大家義無反顧，只講付出，

不求回報。三是分會有情有義，禮數周

到，跟總會互動頻繁，每年都組團回國

參加雙十慶典，總會有任何活動絕不缺

席，尤其今年三月在巴黎舉行的第五屆

聯誼大會上，勇敢承擔主辦第六屆聯誼

大會的重責大任，而且目前已經開始籌

備了。四是成立青年組，培養青年接

班，避免了僑界世代斷層的共同現象。

挫折是給年輕人最好的禮物，但為年輕

人找出路則是上一代的責任。

青年是僑社未來接班者
陳三井勉勵青年組說，以前教育

方式是蔣光超（老師講學生抄筆記）與

貝多芬（背熟了就分數高），成績好的

成為公務員，成績次等的成為政治家，

而成績較差的則成為企業家。據研究，

捐款最慷慨的都是班上成績最差的。他

所要強調的，不是讀書不重要，而是成

績不能代表一個人的成就。出了校門之

後，錯綜複雜、瞬息多變的社會才是人

生的競技場。結語時，他提出一是在大

學求學時，就要做好一切準備好踏入社

會職場；二是具備多種語言能力，創造

成功機會。他提賈伯斯與祖克伯兩位大

企業家為例，一是未讀完大學，另一是

娶中國太太說華語作佐證。

致贈感謝中堂
為感謝菲律賓分會成立以來，服

務僑界，推展華文教育，聲譽斐然，陳

三井特致贈分會贊助金，禮輕意重。此

外，他致贈馮永恩、李九壽、甄炳興、

吳民民等四位他親自題詞的中堂，都將

受贈者名字融入題詞中，中文造詣之

深，由此可見一斑。

給吳民民的是：

民胞物與  五湖聯真情

民意歸趨  四海結同心

給李九壽的是：

傳承香火  僑協稱九壽

功成身退  僑界號十全

給馮永恩的是：

永續發展  僑協棒棒強

恩澤僑胞  僑界聲聲讚

給甄炳興的是：

創會先賢  政聲廣被長彪炳

僑界君子  僑商兩棲皆隆興

馮永恩特與郭振強、胡爾濃兩位副

會長，回贈陳三井「廣增益聞」銀盤。

副會長郭振強致謝詞
副會長郭振強代表分會致謝詞，感

謝今晚嘉賓撥冗蒞臨，他特別提到菲律

賓僑界的大家長菲華商聯總會張昭和理

事長，給予分會的支持與鼓勵，謹致萬

▲左圖：致送吳民民指導員中堂。
右圖：致送李九壽會長中堂。

▲左圖：致送馮永恩會長中堂。
      右圖：致送甄炳興創會會長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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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謝意。

菲華商聯總會成立於1954年，是菲

國最大的華人社團，不僅是菲華社會形

式上而且也是實質上的最高領導機構，

集菲華商界菁英於一身，多年來更被譽

為全球華人社團中最有影響力者之一。

創會會長甄炳興曾任菲華商聯總會

副理事長多年，以他的人脈打下厚實基

礎，團結僑社促進和諧，自不在話下。

餘興節目 專業水準
禮成之後的餘興節目演出至為精

彩，菲律賓傳統舞蹈面具舞代表狩獵豐

收，九歲小女孩柯雅馨連唱「揮著翅膀

的女人」、「天路」兩首歌曲，不僅長

相甜美，聲質清脆亮麗，音域高揚，彷

彿天使之音下凡間，頗有明日之星的架

勢。此外，司儀蔡蔚臻演唱閩南語歌

「春夏秋冬」，中國好聲音入圍歌手李

安安、黃俊雄連唱「屋頂」、「我愛你

中國」、「國家」等數曲，嗓音高吭，

職業水準的演出，讓人聽得如癡如醉。

壓軸演出的是，十餘人聯手演出的

螢光圖幕手影，他們身著黑衣黑褲手持

螢光圖片，在暗黑的舞台上表演，極具

視覺效果。以一艘帆船為主角，航歷25
個分會代表的地標，最後秀出「華僑協

會總會全球分會第六屆聯誼會 2017年10
月 菲律濱馬尼拉歡迎您」，預告兩年後

的全球分會聯誼大會在馬尼拉舉行，盛

情邀請25個分會共襄盛舉。

這些甚具創意的表演，幕後功臣不

得不提，那就是甄炳興夫人Betty許美

緻女士一手策劃的。相信2017年的全球

分會聯誼大會，所安排的節目將更為精

彩，值得期待。

長灘島  2017年全球分會聯誼大會 
翌日一早，在創會會長甄炳興伉

儷、指導員吳民民、副會長胡爾濃陪同

帶領下，南飛至距馬尼拉三百多公里遠

的長灘島，實地看看2017年10月聯誼大

會觀光遊憩之地。

相中的是，HENANN酒店，僅是環

繞酒店的泳池水道，就夠我們偷得浮生

半日閒了。再往海邊走去，仙境般的沙

灘，綿延近四公里，走在柔軟的沙地，

直讓人忘了今夕是何夕。

待上個兩晚，猶如與世隔絕的世外

桃源，只不過沒有良田美池桑竹，亦不

見雞犬相聞，但見遊客日日來，沙灘上

總是人聲鼎沸。白日，乘帆船遊外海、

看夕陽，美景當前，說它是天上人間

也不為過啦。夜晚就更熱鬧了，除了滿

街一攤接一攤的美食之外，現場即席演

唱、火球甩拋、熱舞等等，也是讓人目

不暇給。總之，親走一遭，方知人間難

得此仙境。

創意迭起  精彩可期  僑協之寶
兩年前的菲律賓分會第二屆就職典

禮，演出的「國父孫中山與菲國革命先

驅彭西」話劇，佳話頻頻；今年第三屆

就職典禮，螢光圖幕視覺效果，創意十

足。俱見菲律賓分會人才濟濟，幕後功

臣，創意點子無窮，2017年10月的聯誼

大會一定不要錯過。

菲律賓分會成立雖僅四年，活動力

卻十足有勁，從他們編組中的總務、財

政、稽核、文教、福利、康樂、連絡、

婦女、青年等各部，就可窺知一二，最

令人稱道的是，馬尼拉中山中學面臨關

校之際，在分會大力扶持下，成立董事

會，積極募款，招收學生，留住教師，

這是馮永恩在就職典禮上致調強調的

「要給後代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會，把孩

子送到僑校學習中文」的具體落實。

菲律賓分會真是我們華僑協會總會

的寶貝啊，我們除了要用力按個讚外，

同時以實際行動支持他們，讓中山中學

永遠走下去。（作者為本會會員）▲菲律賓傳統舞蹈面具舞─狩獵慶豐收。

▲右起：演唱歌手黃俊雄、李安安、陳三井理事長、會員溫淑芬、甜美小歌手柯雅馨、
張明玉組長、甄炳興夫人許美緻、司儀蔡蔚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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