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換屆改選 迎接僑協的新時代
黃海龍榮膺本會第19屆理事長

▓水沙連

本會每四年一次換屆改選盛事，105
年4月17日，假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第19
屆第1次會員大會，在親自出席會員278
位、委託出席會員160位積極參與下，順

利選出第19屆理事31名、候補理事9名、

監事9名、候補監事3名。

復於4月22日，在本會會議室，由出

席31位理事、8位監事，分別選出常務理

事9名、常務監事3名。再由理事就9位常

務理事選出一人為理事長，常務理事黃

海龍以過半數17票，膺選本會第19屆理

事長，也是本會創會74年來的第8任理事

長。三位常務監事則是互推李兆民出任

監事會召集人。

4月29日，再假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

第19屆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典禮，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監交，新任理

事長黃海龍帶領第19屆理監事宣讀誓

詞，並從陳士魁手中接下印信，完成交

接儀式，致送理監事當選證書，華僑協

會總會正式邁入由黃海龍理事長領導的

新里程碑。

選務規劃

為公正、公開、公平辦理換屆改

選事宜，按本會法規成立第19屆理事監

事選舉執行小組，縝密規劃選務各項作

業，分七組報到及投開票，除請本會第

18屆理監事參與外，特協商中國文化大

學派僑生21位，由帶隊老師王姿蓉率領

下，協助辦理報到、選票發放、票數統

計及當選排序。為期順利作業，特於4月

16日召開選務講習，明確任務，有條不

紊產生第19屆理事監事。

會員大會

4月17日上午八時未到，三軍軍官

俱樂部正門口已聚集不少會員，等著報

到。這種報到盛況是以前會員大會所不

曾有的，會員關心會務，選出心目中理

想的理監事，自是大家所樂見的。

大會主席第18屆理事長陳三井致詞

表示，今天的會員大會非常重要，因為

要選出第19屆理事31位、候補理事9位、

監事9位、候補監事3位。

他說，此次選舉可用三句話形容，

一是參選爆炸，參選會員高達九十餘

人；二是競爭激烈，如火如荼；三是全

面動員，盛況空前。今早，不到九時，

已經有很多會員等著報到，就足以說明

盛況絕對是空前。也說明了廣大會員對

總會的向心力，展現了高度的熱誠。

陳三井說，有選舉就有競爭，選舉

就如同登山，大家各自努力。選舉是一

時的，朋友是永久的，希望選後，回歸

常態，大家一團和氣，讓僑協成為一個

和樂融融的大家庭。

就在秘書張國裕依據大會手冊報告

選務籌辦經過及選舉注意事項時，陳三

井報告今天出席人數278位、委託出席人

數160位，絕對過半數出席，宣佈停止報

到。

七組僑生發放選票，都依據講習時

規定，先收出席證再發選票，避免重複

混淆。開票時，則先篩選廢票，理事有

效票均分五組，監事有效票均分二組，

分別唱票、記票。

宣佈理監事當選名單

監事當選名單於2時30分首先出爐，

理事當選名單則於4時10分完成，均由陳

三井按得票數高低宣佈當選名單。

理事31位：黃海龍、王能章、黃  
河、夏誠華、林齊國、鄭安國、沈寶

玉、黃宏梓、藺斯邦、高仲源、黃若

瑛、王進宏、李金源、黃東祥、陳三

井、徐梅琴、伍世文、李國坤、戚良

▲第19屆第1次會員大會選舉理監事，圖為會員投票情景。

▲第19屆第1次會員大會選舉理監事，圖為開票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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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程鏡洲、陳樹華、舒立彥、王桂

鶯、符玉鸞、張仲蘭、鄧蔚林、沈大

川、趙麗屏、凌炳志、蔡嘉鈞、朱國

琴。

候補理事9位：李文輝、黃至堯、陳

美珠、劉平衡、陳北機、林庭安、劉本

炎、王應機、黎順發。

監事9位：李兆民、沈發、黎愛珍、

魏三郎、鄧平亮、袁金玉、楊建芳、溫

淑芬、林秀粉。

候補監事3位：沈季嫻、高仁河、黃

福慶。

常務理監事當選名單

4月22日，舉行第19屆理事會第1次
會議暨監事會第1次會議聯席會議，旨

在選舉第19屆常務理事、理事長，並由

出席理事就9位常務理事選出一人為理

事長。監事會議選出3位常務監事，並

由3位常務監事互推一人出任監事會召集

人。

選舉前，陳三井、沈大川、趙麗屏

等三位，表達無意競選常務理事。

常務理監事選舉採秘密投票，理監

事按唱名順序領取選票，分兩個圈票區

圈票及投票。

常務理事當選名單：王能章、伍世

文、夏誠華、黃宏梓、黃海龍、黃河、

鄭安國、王進宏、張仲蘭。

常務監事當選名單：鄧平亮、李兆

民、林秀粉。

競選理事長政見發表

理事長選舉，經主席陳三井詢問九

位常務理事，黃海龍及鄭安國表達參選

意願，並發表政見。

黃海龍說，推動會務的核心原則

是關懷會員、遵守法規章程、提供優質

服務。未來工作方向及願景有十二項：

一是奉行憲法及本會章程，支持中華民

國；二是遵守法規，以溫馨快樂心情推

動會務；三是以九二共識，發展兩岸僑

務交流；四是以務實友好的精神，開

展全球僑務工作；五是推動志工服務，

加強青年與僑生聯繫；六是借重女性會

員及專業人士，規劃會員康樂及旅遊

活動；七是依據章程法規，精實組織架

構，造福會員；八是結合社會資源，舉

辦華僑議題相關活動；九是加強聯繫國

內外華僑團體，攜手服務僑胞；十是

重視及襄助華僑文教及經濟等方面的活

動；十一是強化對年長會員的關懷及慰

問；十二是借重科技，促進會務的現代

化。

鄭安國則表示，將以他在海外服務

僑社三十多年的經歷，來服務僑協，以

公正、無私、正派、誠信的態度，打造

僑協成為和諧、快樂、有意義、有績效

的大家庭。他的做法：一是遵循法規，

推動會務才能和諧；二是贊同黃海龍加

強青年與兩岸關係；三是對海外25個分

會中，屬重要僑區的分會給予特別支

援，成為當地僑社的重要力量；四是經

費運用要更有效率。

政見發表後，隨即舉行秘密投票，

逐一唱名圈票。

開票過程中，黃海龍一路領先，終

以17票過半數當選本會第19屆理事長。

理監事就職及理事長交接典禮

4月29日上午十時，假三軍軍官俱樂

部舉行第19屆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

典禮，邀請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監誓及

監交印信。

首由黃海龍帶領全體理監事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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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違誓言，

願受公評。」

誓詞字數雖不及百，責任卻重於萬

鈞。

印信交接，陳三井將印信交予陳士

魁，黃海龍從陳士魁手中接過印信，華

僑協會總會於焉邁入第19屆的新時代。

陳士魁致詞

陳士魁致詞時，首先感謝陳三井這

四年來推動僑務的貢獻，他表示謝意與

敬意。而對黃海龍接任理事長，則表示

恭喜之意。他說，他與黃海龍是二十多

▲105年4月22日第19屆理事會第1次會議選舉理事長，圖為黃海龍理事長發表政見。

▲105年4月29日第19屆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典禮，圖為陳士魁委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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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老弟兄了，520民進黨即將執政，對

深具傳統色彩的社會團體尤其是僑社，

擔子不可謂不大。海外傳統僑社與台灣

連結，靠的是國父遺像、中華民國國

號、國旗與三民主義，據聞民進黨執政

後，要撤除國父遺像，要區分老僑與新

僑，這些都是新任吳新興委員長要面臨

的重大挑戰。

陳士魁說，在4月22日與吳新興會

面時，吳新興承諾新政府對僑胞服務，

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民進黨政府不會分

老僑、新僑、台僑，一視同仁，手心手

背都是肉，不會有差別待遇。是否如此

呢？我們拭目以待。

致詞畢後，陳士魁致送陳三井獎

狀，感謝陳三井擔任理事長期間，致力

僑務學術研究，熱心服務海外僑胞，傳

承弘揚中華文化，獎掖關照僑生。

陳三井卸任感言

陳三井即將卸任理事長，他說他是

抱著十分愉悅、快樂無比的心情來出席

今天的交接典禮。說是如釋重擔也好，

脫離苦海也罷，總之，他信守四年前競

選理事長時，聲言因個人生涯規劃，只

做一屆的承諾，求仁得仁，對他太太、

對朋友、對關心他的人都有個交待。卸

任之後，人生大快。

陳三井總結這四年來心得說，那美

好的一仗他已打過，在人生的旅途上增

添了美好的回憶，他感謝支持他的人，

給予他鼓勵，也感謝對他有意見的人，

給予他惕厲鞭策。

陳三井說，陳士魁是僑協的常客，

也經常在《僑協雜誌》發表過好幾篇擲

地有聲的文章，520之後也將卸任委員長

一職，希望他能申請加入本會。

對於新任理事長黃海龍的期許，陳

三井說，機會是留給勇敢出手而有準備

的人，他以NBA舉例說，會搶籃板，會

蓋火鍋，會抄截，會阻攻，固然重要，

但不投籃怎會得分呢？

陳三井接著說，「海龍」兩個字，

本就非池中物，更非泛泛之輩。他一表

人才，意氣風發，能歌善唱，口才便

給，是難得一見的麒麟之才，他有闖蕩

五湖的經歷，更有龍騰四海的本錢，相

信僑協在他的領導下，一定能夠大展鴻

圖，開拓出一番新的氣象。選舉是一時

的，朋友之情才是永久的，國共兩黨從

對立到兵戎相見歷經95年的鬥爭，最後

卻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

仇」，才有今天的兩岸和平發展，骨肉

不再相殘。我們的會員及少數員工歷經

多次的選舉，很難避免不會選邊站，也

礙於人情的壓力，心目中自有支持的對

象，但應不致於到深仇大恨、秋後算帳

的地步。有容乃大，慈悲沒有敵人，相

信黃理事長深明大義，大人大量，有海

納百川的氣度，對如何營造和諧團結的

僑協，心中自有定見。

陳三井結語說，至於他個人就像是

滄海一粟、海邊細沙一樣，不在乎任何

名分，不計較任何身分，早就無所爭、

無所求，看得開、放得下，把富貴名利

看作浮雲。只要僑協有需要，願意當終

身志工。現在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

雲彩，跟大家說一聲珍重再見。

黃海龍就任致詞

黃海龍說，今天是個大日子，代表

僑協另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他首先感謝

陳士魁的勉勵以及陳三井的指教，更要

感謝超過一半以上的會員徵召他來為大

家服務，對於在座的親密伙伴們，他期

許今後要一起努力，讓僑協成為一個和

諧、溫馨、快樂、團結的大家庭。

黃海龍說，他德薄才淺，雖然累積

了四十年在國內外僑務工作的經驗，仍

深感領導僑協責任的重大，必須要結合

大家的力量，群策群力，同心協力，共

謀會務。僑協會務經緯萬端，尤其是陳

士魁提到520之後，國家面臨的處境，本

會同樣要面臨不一樣的環境。身為國內

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華僑團體，我們

要感謝先輩們薪火相傳，已經奠定了一

定的基礎，適才陳三井以歷史學者的角

度，把許多會務講得很透徹，因此今後

我們要繼續努力，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

使命，不負僑社僑胞對我們的期望。

▲第19屆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典禮，陳士魁委員長致送卸任陳三井理事長獎狀。

▲第19屆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典禮，陳三井理事長發表卸任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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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龍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

一句話「這是一個晦暗的時代，但同時

也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機會的時代。」今

天國際局勢和國家處境是如此變幻莫測

與艱困險阻，僑胞的身分和地位更形重

要，本會只有義不容辭牽起海內外華僑

社團的手，結合海內外一切可以運用的

資源，加強關心僑胞的福祉，為偉大的

華僑事業繼往開來。

未來會務方向與重點

黃海龍接著說，他受大家的付託，

自當竭盡心力，為本會服務，更希望大

家鼎力支持下列事項，共策會務開展與

進步。

1.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奉行憲法

及相關法令與本會章程，支持中華民國

政府。

2.遵守本會章程，快樂溫馨推動會

務。

3 .以九二共識原則，發展兩岸關

係。

4.以務實友好精神，展開全球僑務

工作。

5.加強聯繫青年和僑生，推動志工

服務。

6.借重婦女和專業人才，辦理會員

康樂與旅遊活動。

7.依據本會章程，精實組織，造福

會員。

8.結合社會資源，辦理華僑相關議

題座談活動。

9.加強聯繫國內外華僑團體，共同

服務僑胞。

10.重視華僑文教及經濟事務活動。

11.強化對年長會員的關懷。

12.借重科技，促進會務現代化。

結語時，黃海龍說，本會是個大家

庭，更是全球華僑的娘家，我們有義務

壯大自己的會務，才有能力來為會員及

僑胞做更多更好的服務。讓我大家一起

來迎接僑協的新時代，共創僑協的新輝

煌。

此次就職典禮的壓軸，乃是致送第

19屆理事監事當選證書，黃海龍一一親

自致送，除雙雙合影留念，同時來個團

體大合照，啟動了第19屆理監事開展會

務的號角。

會員的眼睛是雪亮的

綜觀此次選舉，秘書處的角色就像

是接生婆一樣，在沒有重大的爭議下，

從會員大會、第1次理監事會議再到就

職典禮，短短兩個禮拜，順利選出理監

事、常務理監事、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

人。除了秘書處事前規劃作業的縝密

外，更要歸功於全體會員展現了高度修

養，發揮了民主氣度，再一次完成階段

性的歷史任務。

分析第19屆40位理監事中，連任理

事者21位，連任監事者4位，連任率六成

二。會員的眼睛是雪亮的，若有志於競

選第20屆理監事為會服務，當然就應從

現在開始，而非臨時抱佛腳、唸佛經。

黃海龍簡介

黃海龍係美國波士頓大學財務精算

研究所碩士，歷任物資局秘書室主任、

第三組（國際貿易組）簡任組長、專門

委員兼第一組（財務金融組）組長、民

營企業輔導委員會主委、物資大樓籌建

執行小組負責人、財團法人中華聯合徵

信中心常務監察人。

服務僑務委員會期間，曾任專門委

員兼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及主辦國家慶典

與各項輔導華僑經貿訓練計畫、駐波士

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駐夏威夷僑

務專員兼美國松鶴國際企業公司總裁。

美國Mercy Corps（NGO）組織駐東亞暨

太平洋區大使。

會務更上一層樓

典禮結束後，隨即召開第19屆理事

會第2次會議，通過陳樹華理事擔任秘書

長任命案，陳樹華即辭理事，由候補理

事第一順位李文輝遞補。

我們常說新人新政，新人新氣象，

第19屆理監事有新血輪的加入，復加上

黃海龍理事長四十年僑務工作經驗，定

能活化會務，更上一層樓，一新耳目。

至眇大家永遠沐浴在快樂、溫馨、和諧

的氛圍中，讓僑協成為凝聚僑心的總樞

紐，團結僑社的大本營。（作者為本會

會員）

▲黃海龍理事長主持第19屆理事會第2次會議，通過陳樹華秘書長（右）任命案。

▲黃海龍理事長與部份第19屆理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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