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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颱滯菲2天 嘉市替代役男報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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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魯萬 市教中文
［記者 余雪蘭／嘉市 報導］嘉義 市籍替代役 男曾星瀚，今 年八月到
菲 律賓禮智島（Ley te）獨 魯萬市鳴遠 學院服役，擔 任中文老師 ，不

健康醫療

料 遇到「海燕」 颱風侵襲， 學校被摧毀，他住在鋼筋 水泥的宿舍 ，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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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一劫，事發後 ，他失聯兩 天才報平安 ，家長轉憂為喜，表示將 捐款

影視名人

助 學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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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星瀚 的雙親經營皮 包店與花店 。母親黃 惠 琴表示，海燕 重創菲律

圖文萬象

賓 禮智島，從媒 體得知消息 後，透過各 種通訊管道都 連絡不上兒 子，

３Ｃ科技

憂 心到不想開門 做生意，直 到十一日接 到兒子報平安 的電話，才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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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中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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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琴 說，據兒子表 示，事發時 ，他獨自一 人在學校宿舍 ，水淹到
一 樓高，外面狂 風大作，他 爬到六樓求 生，看到整個 學校遭摧毀，驚
悚 不已。
今或明 天返台
曾星瀚 的父親曾寶慶 說，兒子透 過衛星電話 報平安時，只 說「我很
幸 運」，經向學 校修女查 詢 ，確認兒子 很平安，他們 很感謝市府 與僑
委 會的協助。
副市長 李錫津昨帶著 水果慰問曾 星瀚的父母 ，李錫津表示 ，星瀚已
於 十二日飛到菲 律賓首都馬 尼拉，預計 十四或十五日 飛回台灣， 之後
將 留在僑委會服 役。
曾寶慶 表示，兒子是 清大中文系 畢業，為 家 中長子，個性 獨立，菲
國 嚴重受災，他 們感同深受 ，原本想讓 兒子留在當地 救災，但因 家人
擔 心，決定捐款 給兒子服務 的學校，做為災後重建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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