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tober 20 2020 Tuesday    Page15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一一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二） 商報

許施珊璞慈善基金會善捐
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訊：本支部收到許施珊

璞慈善基金會獻捐菲幣肆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許施珊璞慈善基金會是本支部常務顧問許維新大哥為緬懷追

思尊夫人生前相夫教子，賢良淑德，菩薩心懷，樂善好施而設置

慈善機構，每年都向菲華社團及弱勢團體撥款賑災等善舉活動。

在當前新冠病毒肆虐期間，該基金會依舊如期發放善款，仁風義

舉，令人欽佩，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寶樹謝氏宗親總會
召開會議（ZOOM）視頻
理事會議洎慶中秋誌慶

菲律濱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訊：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舉行第十次

理事會議。由於存在COVID-19的風險，該會議於二○二○年九月

二十八日（星期一）通過（ZOOM）舉行下午五時正協會理事、

華文教師、女士和青年委員會一起。

為了慶祝中秋節，理事會決定繼續通過（ZOOM）舉辦月餅

節骰子遊戲的年度傳統。

旅菲西濱同鄉會初選揭曉
並訂期進行複選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本會第六十六連六十七屆理事任期臨

將屆滿，遵章舉行新屆選舉，並於二○二○年十月十八日（星期

日）下午三時，在本會會所議事廳進行初選開票，茲將當選新屆

理事名單公佈如下：

林慶元、林輔照、林友看、林順雄、林玉鵬、林建局、林

國棟、林清初、林忠耀、林超騰、林清談、林清禱、林萬年、林

摩西、林再添、林水真、林輔全、林清海、林彬彬、林孝瑩、林

後況、林長宣、林幼鵬、林文龍、林友勞、林含美、林錦鏢、

林友峰、林振聲、林嘉喜、林阿民、林芳源、林孝森、林楷然、

林國華、林忠仁、林萬璟、林爾玉、林德聰、林銀洛、林子仁、

林桂樹、林光榮、林德來、林嘉耀、林漢強、林榮聰、林振西、

林菘山、林漢民、林楷龍、林普通、林宗輝、林億利、林照良、

林少揚、林慶雲、陳躍鵬、林慶南、林忠、林偉利、林育彬、林

景福、林炳遠、林上飄、林松棋、林火炎、王明巡、林昌、林丹

爾、林菲爾、林是堤、林友昆、林麗穎、林友德、林明樂、林怡

雄、林金象、林七、尤火亮。

本會並擇定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在本會會所議

事廳進行複選，屆時希諸位當選理事撥冗出席參加複選事宜，以

昭慎重。

菲律濱鈔坑顏氏同鄉會
開始接受獎教獎學金申請

菲律濱鈔坑顏氏同鄉會訊：本會為宏揚中華文化，對子弟學

習對族師的授業，十分關切，乃設立獎勵辦法，以資鼓勵。
茲將獎勵辦法分類如下：一、優秀子弟學生：凡本族子弟就

讀於華校，全學成績列首、二、三名者，可攜帶其學業單或證明
書，及其影印本申請獎學金。二、教師獎勵金：凡本會族教師或

本族媳婦或為本族夫婿任教華校，可申請教師獎勵金。

自即日起星期一至星期五辦公時間（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

可致電話（82567989）聯絡。因新冠疫情影響，本年度獎教師獎

學金不舉行任何儀式。請各受獎族師教師及獎學金優秀生或其家

長於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來會領取。

龔詩貯基金會熱心教育
再獻捐育仁中學助學金

北 黎 刹 育 仁 中 學 訊 ： 龔 詩 貯 基 金 會 （ A N G E L O  K I N G 

FOUNDATION INC）最近捐獻菲幣十萬元，供本校二○二○—

二○二一學年度學生助學金用途。熱心教育，殊值欽佩，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龔詩貯基金會從二○一一年開始，即每年向各華

文學校獻捐學生助學金，迄今已連續舉辦九年，每年均惠及本校

學生。從2017-18學年度開始，每間學校受惠學生已由原來的五名

增加至十名，款項也由五萬元增至十萬元。

第五期華文教師證書班成績公佈
三項考試合格者超九成獲得證書

華教中心訊：2019年10月20日至30日，由中國國僑辦主辦，

本中心承辦，大馬尼拉華教協會協辦的「第五期（2019）華文教

師證書培訓班」在大馬尼拉地區的僑中總校舉辦。本期培訓班共

有24所華校的111位華語教師報名參加，95位學員參加了最後的

「漢語基礎知識」、「漢語教學理論與方法」、「中華文化」三

項考試。考試成績現已揭曉，共有87名學員獲得中國國僑辦頒發

的「華文教師證書」，合格率為91.58%。其中獲得高級證書的9

人，中級證書的67人，初級證書的11人。

獲得高級證書的學員有：丁傳美（博愛）、袁靜如（僑

中分校）、劉意（育仁）、梁露（蜂省大同）、張業芸（僑中

分校）、王迎迎（能仁）、劉景林（僑中分校）、劉惠敏（育

仁）、李婕（怡省毓僑）。《華文教師證書》紙質版成績單及證

書雖然尚未寄到本中心，但是主辦單位已將成績發到考生的電

子郵箱。本中心收到紙質版成績單及證書後，將通知考生前來

領取。第一期「華文教師證書」班于2015年10月21至27日在大馬

尼拉地區的僑中學院總校舉辦，共有24所華校的77名華語教師參

加；第二期于2016年10月21日至11月1日在米沙鄢地區的怡朗華商

學院舉辦，共有12所華校的85名華語教師參加；第三期于2017年

10月21日至11月1日在棉蘭老地區的鄢市恩惠學校舉辦，共有8所

華校的60名華語教師參加；第四期于2018年10月21日至30日在呂

宋地區的丹轆新民中學舉辦，共有21所華校53名華語教師參加。

「華文教師證書」是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華文教育專家委

員會對華文教師職業能力認證合格者的證書。本中心與菲律賓中

信慈善基金會合作設立的「中信菲律賓華校華語教師專業獎」認

可該證書，「華文教師證書」獲得者每三年可申報中信華語教師

專業獎。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訂期
   頒發華文學校教職員獎勵金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為傳承中華文化，注重華文

教學水準，提倡尊師重道。獎勵從事教育工作之族親，表彰他們

對華文教育的付出及熱心。

因新冠疫情影響，本年度獎勵族師不舉行任何頒發儀式，

本會訂於二O二O年十月廿六日由(星期一) 至（星期五）上午

八時至下午三時開始頒發。已申請之族師，請於在新常態期

間，攜帶教師識別證，移玉本總會辦事處四樓領取獎勵金。地

址:1036MASANGKAY ST.BINONDO MLA或電話:8244-7746;8244-

7733查詢。

訃  告
陳建平
(晉江溜江鄉)

逝世於十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施吳身沓
(晉江龍湖前港後角)

逝世於九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一日下午一時

吳世民
(石獅松茂)

逝世於十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

許文準
(晉江龍湖檀林)

逝世於十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樓下一號靈堂

出殯於十月廿二日上午九時

許文準逝世
菲律濱成衣紡織廠商會訊：本會名譽會

長許文雅令胞弟，亦即本會名譽理事許文準

先生，不幸於二○二○年十月十四日凌晨四

時三十分逝世於本宅，享年五十有四齡。英

才早逝，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

儀館新廈樓下一號靈堂，擇訂十月廿二日

（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傳統紀

念墓園（THE HERITAGE M. PARK FORT 

BONIFACIO, TAGUIG CITY）之原。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蔡輝燦丁母憂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副理事

長蔡輝燦鄉賢令萱堂蔡府高耀治老伯母，不

幸於二○二○年十月十六日（農曆八月三十

日）中午十一點多安息主懷，享年九十有四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家鄉

永寧本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會聞耗，經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吳世民逝世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家會員世民宗親（三吳松茂）不幸於二○二

○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

壽終於崇仰醫院，享壽七十四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擇訂

於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蔡育民逝世
菲律濱金鵬各鄉聯合會訊：驚悉本會

副獎懲主任蔡育民鄉彥（祖籍石獅玉湖）不

幸於公元二○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

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七十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二一一靈堂211 LILY OF THE VALLEY 
SANCTUARIUM，擇訂十月二十二日（星期
四）出殯安葬。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送賻儀、輓軸，慰
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旅 菲 玉 湖 同 鄉 會 訊 ： 本 會 執 行 副 理
事長蔡育民鄉長，不幸於公元二○二○年
十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壽終正寢，
享壽七十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現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二
樓二一一靈堂211 LILY OF THE VALLEY 
SANCTUARIUM，擇訂十月二十二日（星期
四）出殯安葬。

光啟學校線上博餅慶中秋佳節
光啟學校訊:10月9日，光啟學校家長會

(XSPA)為近4000名幼兒園及高中學生在線舉

辦了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博骰子遊戲，這是本

校新學年實施線上教學(XSEL)以來，又一個

令學生難忘的重大活動。

10月9日下午2:00 ，各班級家長代表進入

班主任的Zoom課堂，主持中秋博骰子活動。 

全體師生一起祈禱拉開了活動的序幕，首先

由光啟學校家長會主席吳超智（George Go）

先生致開幕詞，接著總校長陳孟利神父致謝

辭。 然後給同學們播放了有關中秋節文化習

俗及社會價值的視頻，提升了同學們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認知。

儘管此次慶中秋活動只能通過線上舉

行，但是深受全體師生喜愛的傳統博骰子遊

戲的精髓仍完好地保留下來。學生們在iPad

上利用bo bing應用程序，通過虛擬的六個骰

子，輪流試試他們的運氣。 家長代表記錄了

每個學生的成績，最後宣佈了每一輪的獲勝

者。 本著友好競爭的精神，三輪比賽的每一

輪獲勝者都將獲得一個線上發送的紅包。

總而言之，在線博骰子遊戲對每位同學

來說都是一次有意義的活動，他們可以在繁

忙的線上學習之餘度過輕鬆時刻。 儘管此時

我們無法面對面，相聚在一起慶祝中國的傳

統佳節，但是，秉持傳統創新的精神，此類

有意義的線上活動將進一步加強光啟人的鏈

聖軍中學校友總會熱烈祝賀

岷侖洛華人天主教堂慶鑽禧
聖軍中學校友總會訊：欣逢岷侖洛

華人天主教堂慶祝創立七十五週年暨玫

瑰聖母月雙喜臨門，本會在理事長吳恆

利率領下呈賀函，向岷侖洛華人天主教

堂致以熱烈的祝賀，並感謝各位校友及

教友們踴躍參加系列的線上活動。每年

十月份是天主教玫瑰聖母月盛典，教友

們每年按傳統於十月中旬連續九天舉行

祈禱會，並於每年十月的第三個星期日

沿華人區街道遊行念經祈福。今年因為

疫情而取消遊行，十月九日至十月十七

日連續九天祈禱會改由線上舉行現場直

播，讓教友們雖未能前來，也能各自在

雲端參加，在內心深處感恩天主及聖母

與我們時時同在，保佑大家安度危機，

信心靜待在黑暗中漸露曙光。

菲律濱人民經過將近四百年的西

班牙政府殖民統治，天主教根深蒂固的

影響了菲律濱歷史文化基礎。居住在岷

侖洛區的華人早在上世紀初便開始傳播

使徒的使命，開敞了天主教於社區。

一九四五年光復時，幾位天主教道明

神父聯合一群熱心教友積極發動戰後

重建，終於在華人區王彬街建立了岷侖

洛華人天主教堂，提供一處遮風擋雨的

家，加強華人教友的凝聚力。

一九四六年岷侖洛華人天主教堂為

了進一步宣揚聖教，光輝華夏，創辦了

菲律濱歷史最悠久的第一所天主教華文

學校，就是母校聖軍中學，母校也將於

明年迎來建校七十五週年的鑽禧校慶，

祈望校友們能藉此難得的機會再為母校

盡棉薄之力，貢獻教育，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