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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陽就職由蔡家安主席
蔡聰妙監誓蔡紫蘇履新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3月26日

星期日，風和日麗，晴空萬里，是極好日

子，本會在十樓宗祠舉行第一百一十五屆連

第一百一十六屆理事就職典礼。一早理事們

即穿深色西裝聚集，個個喜氣洋洋，精神抖

擻，意氣風發。

上午十時吉時一到，就職典礼立刻開

始，先奏菲律濱共和國國歌，再唱濟陽會

歌，（歌詞：大哉濟陽，炎黃世胄，柯蔡連

枝，遍佈全球，分居各地，血源同流，興家

旺族，凝聚俊秀，宗親之誼，情同手足，繼

志述事，緬懷吾祖，承先啟後，光耀族譜，

敦親睦鄰，德佑我福，宗親奮起，團結一

心，勿忘祖訓，齊家修身，淑世濟眾，愛己

愛人，家國和樂，世界大同）。後向本族祖

先行鞠躬礼。

主席是將卸任理事長蔡家安，他說：監

誓員蔡聰妙大使、新屆理事長蔡紫蘇宗長、

諸位副理事長、諸位咨詢委員、諸位社團貴

賓、各位地方宗長、各位理事、各位來賓：

大家好！

今天我卸下理事長重擔，頭一件事是要

向舊屆各位同仁致萬二分的道謝。大家都知

道過去兩、三年疫情很嚴重，很多活動都停

頓。我本人長期居住在新加坡，還好諸同仁

共同負起責任，通過長途電話聯絡、Z00m 

Meeting 讓會務能夠進行，沒有中断，再次多

謝各位。

大家都知道宗親會最近换屆，曾發生

小小的風波，還好祖公有靈，當事者深明大

義，現在可說雨過天晴，風平浪靜。

我希望你們也要幫忙新屆理事長蔡紫蘇

宗長，在他領導下，順利展開會務，再創輝

煌。

我現在雖然已退任，但熱愛濟陽之心

不變，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不推辭，

隨傳隨到多謝各位。語氣誠懇親切，聽者動

容。

蔡聰妙大使是本族傑出族員，華社之

光，被邀請為監誓員並致詞，以示隆重並添

光采。他的訓誨語重意切又勉勵有加，隨即

居中主持移交印信。

新屆理事長蔡紫蘇發表就職演講，大

會主席蔡家安宗長、監誓員蔡聰妙大使、各

位咨詢委員、宗聯的各位代表、各社團的貴

賓、濟陽各地的宗長、各位理事、女士和先

生們，大家早安！

柯蔡宗親是周文王嫡系子孫，曾在河

南建立蔡國，三千年來，人丁興旺，人材輩

出，遍佈全國各地，以至全世界各地。菲律

濱柯蔡後裔也多，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族群。

柯蔡宗親總會成立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五

年，可說歷史悠久，是華社最早的社團之

一，分會遍佈各山頂洲府。其間也曾經過戰

亂，但屹立不倒，表現出先賢們的偉大。我

們可以驕傲的說，東南亞尤其是台灣很多柯

蔡宗親會是先賢協助組織的，真是功在濟

陽，可以記入史冊。

環顧各地，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位於

岷市中心的濟陽大廈，樓高十層，是各宗親

大廈最巍峨雄偉者。我們柯蔡子孫應善加保

管，直至千秋萬世，這是我們應有的責任和

義務。

一百一十五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其間

不免遭到各種風雨的打擊，但祖公的保佑，

難関一一度過，而且更加興旺。

紫蘇才疏學淺，這次被推選為理事長，

是極大的光榮，但也責任重大，以當全力以

赴，不負衆人所托。濟陽宗親會組織健全，

上有咨詢委員監督，下有各理事和各鄉會鼎

力相助，前途是光明的。

宗親會成員都是血濃於水的族人，也許

偶然會發生爭執和糾紛但希望大家能放棄成

見，團結合作，因為濟陽是我們永遠的驕傲

和光榮！多謝各位。他講了過去的歷史，又

提出對未來的期望，相信大家會遵從。

大會攝影留念，並頒發名譽理事長蔡家

長紀念狀、監誓員咨詢委員蔡聰妙大使感謝

狀。

宗聯代表許長安主席受邀在典礼訓誨，

語多溢美之辭，同仁多受鼓勵。本會捐献了

五萬元予宗聯，作為福利基金。

本會全菲各地均有分會，這次就職典礼

怡朗分會-蔡民民宗長、西黑省分會-蔡理世宗

長、宿務分會-蔡世添宗長、棉蘭佬分會-蔡清

民宗長出席，昭示團結，為總會增了無限光

采。

最後副理事長蔡景明致謝詞：大會主席

蔡家安宗長、監誓員蔡聰妙大使、新任理事

長蔡紫蘇宗長、各位咨詢委員、宗聯諸位代

表、各埠頭的宗親代表、各位理事、各位貴

賓

現在疫情還沒完全解除，承蒙各位貴

賓撥冗参加這次就職典礼，使我們感到萬分

的光榮。你們的出席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我們將銘記在心，再三感謝，謝謝！乃告礼

成。

中午全體在九樓大廳用餐，大家傳杯送

盞，笑語盈堂，氣氛融洽。

通知書給當選新屆理事的諸位鄉賢，並

訂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在會所

舉行複選會議，敬請當選新屆理事諸鄉賢屆

時準時參加，以利複選會議順利進行。

東石鎮聯鄉會順利選出新屆理事
 訂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舉行複選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訊：本會第十三

屆理事會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份屆滿，遵章

進行改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十五日舉行第

十三屆理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議決成立選舉

委員會，並於二月初開始分發選票給全體會

員。

三月四日截票，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舉

行選舉委員會議。

進行開票、初選，順利選出新屆理事如

下：

黃金盾、蔡振作、張錦星、蕭永欽、張

百顯、王書侯、蕭烱明、蔡長華、黃天從、

張年習、蔡泉通、黃福安、蔡尚切、溫奕

明、黃奇斌、張朝群、張子超、吳佳景、蕭

文藝、黃美麗、黃奇昭、張明華、蔡沈陽、

王天福、王自強、張百評、曾羅猛、許貽

滿、蔡扶持、陳柏材、蔡長清、陳文明、黃

文藝、王為頌、王天函、曾上海、蔡春長、

吳奕安、蔡金逹、黃良波、蔡長圓、蔡小

兵、黃襄宜、曾淑霞、蔡其猛、黃叔龍、王

仁宏、蔡榮富、王春雷、葉雙馬、蔡崇河、

蔡金堆、黃長沙、蔡振沛、楊式集、蔡長

謀、曾雲集、黃奇順、張幸福、張百宣、張

明惠、蔡敦錦、郭福惠、王世閩、張遠飛、

黃瑞元、黃松茂、黃得義、曾雲松、蔡長

轉、王志德、楊清海、黃清嚴、黃呈焱、蕭

森林、張朝川、蔡煜鋙、黃共衛、蕭文芳、

蔡全益、蕭孟飛、楊位龍、劉梅烈、蔡文

扎、劉坦克、王天祿、楊嘉靖、黃天涯、劉

志強、蔡燦輝、黄輝城、蔡金盾、王宏忠、

蔡文淵、王天界、許天賜、蕭火炬、黃沺

戰、顏滄桑、王成立、蔡崇庚、張貽華、黃

金標、蔡勝利、周慈雲、蔡天賜、楊金旺、

楊金威、王宏旺。

以上獲選理事均熱心會務之精英，本會

即日起已分發通知書給當選新屆理事的諸位

鄉賢，並訂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六日上午十

時在會所舉行複選會議，敬請當選新屆理事

諸鄉賢屆時準時參加，以利複選會議順利進

行。

粵僑李隴西堂訂期春祭
菲律濱粵僑李隴西堂訊：本堂訂於四月二日（星期日）

為春祭行山省墓之期，請各堂員於是日上午九時齊集本堂

（RM 401，745 T. ALONZO ST. MANILA）乘自備專車前往華

僑義山先人公墓，如欲自行前往者也可，九時半舉行祭典，

以慰先人在天之靈，以表追思，祭畢請到香港地酒家（H.K. 

DATE CHINESE RESTAURANT U N SQUARE，U.N. AVE. 

COR. SAN MARCELINO MANILA），敬希各有意參加春祭之

堂員叔伯姊妹，早日掛電話87115064、87115068通知方便工作

之進行為荷。

2023海外青年
語文研習班接受報名

僑聯訊：2023年海外青年語文研習班（實體班）-菲律

濱地區專班（2023 OVERSEAS YOUTH SUMMER LANGUAGE 

PROGRAM-PHILIPPINES CLASS）暑期台灣研習班開始接受報

名。

報名地點：自由大廈402室。

報名日期：2023年3月27日至4月10日止。

報名時間：1：00PM至5：00PM。

（LIBERTY HALL）ROOM 402，820 BENAVIDEZ ST.，

BINONDO MANILA METRO MANILA，PHILIPPINES。

或 手 機 諮 詢 ： 0 9 1 7 3 6 9 1 6 3 5  S U S A N  T A N 幹 事 、

09175720958蔡韻玲理事、09062369858蔡聰敏秘書長。

參加資格：年滿十四足歲至未滿二十歲居住海外之青

年，有高度學習華語文意願者。

招收員額：七十名。

出發日期：二○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本研習班每日以七小時計算，每週五天，四週班總時數

一百四十小時。

本研習班上課時間五月一日至五月廿六日。

課程內容

（一）華語文教學：採密集式課程設計，課程內容循序

漸進以增進學員聽、說、讀、寫能力。

（二）華語選修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商用華語、書信寫

作、華語電影、鄉土語言等主题，可依其意願選擇至少1門。

（三）文化課程、臺灣生活體驗、影片欣賞、晚間活

動、近郊參訪、學校參訪活動及結業旅遊。

（四）中文電腦輸入教學與網路應用課程：課程搭配使

用本會全球華文網之資源與活動使學生透過課堂活動學習華

語及電腦中文輸入。

（五）來臺留學座談：學員報名時選擇1-3所本會僑生専

班學校（含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二年制副學士海外青年

技術訓練班及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讓學員對來臺升學及職涯規劃有初步認識。

研習特點

（一）課程採密集式設計，採雙向交流互動以提高學習

興趣與成效。（二）依華語程度分班授課，小班教學。

（三）聘請華語文、民俗文化專家授課，採用各項視聽

設備輔助教學，以增進學習效果。

（四）參訪臺灣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並體驗臺灣風土民

情及文化特色。（五）教室、寢室均有空氣調節設備，固定

休閒健身活動場所，並提供自助洗衣設備。

（六）學員研習期間，於研習地點統一膳宿。

（七）生活管理：1．研習學員應遵守各班期所訂相關生

活規範，若未遵守相關規範情節嚴重致退營者，未來參與本

研習活動須全額自費。（註：僑務委員會補助給台灣的承辦

單位，非參加的個人。）2．所有學員均須由父母或其指定親

友出具證明始可外宿。

參加洪秀柱國民黨前主席
從」九二共識」談兩岸關係講座感言

蔡扶桑
世局複雜多變 台海危機當頭，2023年3月18曰菲文經總

會假座中正學院，邀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蒞菲專題講座，

為民族大義發聲。

在演講過程中洪秀柱精神抖擻  充滿民族激情，事實論

證 條理清析 可謂精彩絕倫。

從演講內容看 主題明確 立場堅定 感召力強。

從演講宗旨看：體現一個炎黃子孫在民族大義面前，挺

身而出 義不容辭 幗國英雄 勇擔史命的浩宏氣質。

一：回顧80年兩岸恩怨情仇 血肉親情與家國情懷。

從14年共同沐血奮戰 拯救民族危機走向勝利。

從兄弟鬩牆走向內戰延伸分裂狀態，引用老兵呼喚母親

你在何方我要回家，導出兩岸難割難捨的血肉親情，也才有

推動兩岸開放探親的具體行動。

從國民黨退居台灣，中國共產黨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自

力更生 奮發圖強。

儘管意識形態不同 不同階段 不同發展環境 發展理念。

但從國民黨的」一中憲法」與後來的」國統綱領"都從法

律的角度譯敘兩岸同屬且只有一個中國。

在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領土。

聯合國2758決議也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固有領

土。

為緩和兩岸緊張關係順應歷史發展，開啟了九二和談並

通過兩岸官方信函往來，確認為「九二共識」。

二：「九二共識」的核心是兩岸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

都追求最終實現統一。

有了「九二共識」加上「胡連會」連戰先賢的破冰之

旅，開啟了馬英九在台灣執政時期的大交流 大合作 ，也才有

了兩岸人員的大往來，經貿的大發展，大陸釋放善意 實現外

交休兵，予台灣更多更大的經貿發展空間，共同造福于兩岸

人民。創造兩岸良性發展時期。

三：「九二共識」是建立兩岸互信的基礎。

民進黨執政後 意識形態作祟 ，明知台獨行不通，為欺

騙選票操縱民碎不斷去中國化。

更可惡的是缺心缺德參與亂港反中，實施倚美媚日抗中

政策，使當前台海局勢陷入兵凶戰危處境，台灣當局若執迷

不悟將把台灣帶入戰爭災難之中。

「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是兩岸走向和平

發展的前提。

「一國兩制」是統一後的模式，兩岸精英可以且應該坐

下來談，為兩岸共同發展為兩岸人民共謀福祉。

四：當前的態勢。

民進黨當局少數台獨分裂勢力繼續勾結美歐反華勢力。

美國加大打台灣牌，實質性滲透台灣政府中心，實施以

台制華策略，干涉統一事務。

表現形式為配合美國宣播」中國威脅論」，推動建入亞

洲小北約，遏制中國發展。

洪秀柱國民黨前主席明確指出，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

規則現已變質，美國合則用 不合則棄。

美國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實際是打壓他人的工具，為

的是美國優先 美國利益 美國霸權。

台灣民眾目前存在既有期待又害怕的心理狀態。

台灣當局 台灣人民應該清醒認識，不要只當美國棋子 

將終成棄子。

五：「信美」存在逐漸「疑美」的傾向。

面對目前兵凶戰危狀態，美國以支持台灣的美名，實質

推動兩岸走向代理人戰爭的行徑，借鑒俄鳥戰爭局勢，希望

台灣同胞能夠覺醒。

洪秀柱國民黨前主席高瞻遠矚指出，台灣當局應該避戰

而非備戰，兩岸領導人 兩岸人民應運用中國人的智慧，推動

和平統一進程。

在回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書面提問：關于台海危機當

頭，國民黨的定位是什麼，能發揮什麼關鍵作用。

洪秀柱前主席鏗鏘回答：國民黨必須真正知道黨魂是什

麼，明確走什麼道路，執行什麼路線，如果有了黨魂，什麼

問題都迎刃而解。

回答海外華僑能做什麼時，指出國父孫中山說，華僑是

革命之母，在民族大義關頭，應喚醒所有民眾，所有炎黃子

孫共同推動和平統一，推動民族復興大業。

旅菲瀛洲同鄉會
授理族生入學補助、

獎勵優秀生、華文教師
旅菲瀛洲同鄉會訊：育才樹人，教育為本，是一種社

會責任，也是應盡的義務，社會發展的未來總是寄託於新的

一代，用文化知識服務於社會，促進社會發展，消除貧困，

促進共同富裕，為此本會諸多有識之士，熱心資助開展教育

的支持者和貢獻者，多舉措永續投入，逐年開展，補助、獎

教、獎優秀族生，深受支持和鼓舞。

一、族生申請入學補助：首先家庭切實有困難的鄉親，

授理時應帶學生上學期的學業成績表影印件一份。其二是申

請族生學生證（ID）。其三是申請人照片一張。

二、獎勵華文教師：凡屬本會鄉僑及子女，在華社創辦

的華文學校任職，任教，請向貴校辦理，證明書一份，作為

本會備案。

三、獎勵優秀族生：每年獎勵一次，不分年段，不化中

西文教育，或參加國際賽事，獲得首、二、三名次，均給予

獎勵，授理辦法：要提供名次證明依據，如獎狀或證書、成

績表。

四、以上授理時間：A.入學補助自二○二三年三月二十

日起至四月十日截止，逾期不予補辦。B.獎教及優秀族生獎

勵授理於八月底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