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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總週三邀請國會參議院張僑偉參議員
主持線上講座講解其對國家發展抱負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
舉行視頻連線會議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本會於十月
二十五日（星期日）晚七時三十分，通過視
頻連線，舉行理事視頻會議並舉行複選，各
位同仁積極響應，踴躍出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在本國新冠疫情肆虐期間，本會曾于
十月十八日舉行常務視頻會議。
各位領導希望通過視頻會議，讓大家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指示下，由新聞委員會督導副理事長
黃奇昭和主任李天榮董事積極推動安排，訂
于10月28日（星期三）下午兩點十五分，特
邀國會參議院議員張僑偉（ Sen. Sherwin T.
Gatchalian）為商總對華社開放視頻講座主
講人。屆時張僑偉參議員將為大家講解本國
經濟建設、社會治安以及民生大計等國家大
事。
張僑偉參議員是一位華裔立法者，從
政經驗豐富，曾先後擔任描仁瑞拉市第一區
眾議員和描仁瑞拉市市長等職務。他將向大

家分享其對本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全球競爭
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便利營商、基礎設
施建設、財政和貨幣政策、微小中型企業、
出口、公共衛生保健、能源、電信、治安、
教育、旅遊業、農業、外來投資、菲中關係
等一系列暨相關議題的政見和願景。
此次講座將通過Zoom在線舉行，並對華
社各團體開放，會議ID號碼 : 852 2140 4694;
密碼 : 108913 。歡迎本會諸同仁和華社各團
體領導屆時踴躍參加並準時上網參與，瞭解
張僑偉參議員對國家前途的抱負和雄心壯
志。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
八十吉屆換屆就職
捐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校學生流失補助金〞，此一義舉，使眾多喜
愛學習漢語的孩子不致因為環境而輟學，解
決了家長的燃眉之急。感謝商總此項德政,連
續幾年來，本校都有十名學生受益，仁風義
舉，殊堪欽佩，特藉報端，敬申謝悃。

菲律濱中國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 二
0二0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菲
律濱中國洪門聯合總會假座ZOOM視頻會議
室舉行第八十吉屆理事就職典禮，獲得了圓
滿成功，特捐洪門近南校董會菲幣拾萬元
整，充作文教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實堪弘揚，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商總挽救流失學生補助金
惠及近南學校學生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
八十吉屆換屆就職
許天恩理事長捐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菲律濱中國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 二
0二0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菲
律濱中國洪門聯合總會假座ZOOM視頻會議
室舉行第八十吉屆理事就職典禮，獲得了圓
滿成功，洪總第八十吉屆理事長許天恩大哥
特捐洪門近南校董會菲幣拾萬元整，充作文
教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實堪弘揚，
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
惠及計順市菲華學生
計順市菲華中學訊：日前,菲華商聯總
會〝挽救華校學生流失補助金〞已發放到本
校受補助的學生手中，這筆款項幫助十個家
庭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也讓十個有心學習
華語的學生能夠繼續在華文學校升學，助益
良多。
現今許多家長因經濟問題，負擔不起
孩子的學費，特別是新冠病毒持续蔓延，因
而萌生讓孩子休學或轉到公立學校就讀的念
頭，以至於許多學生失去學習漢語的機會。
菲華商聯總會以及許多社會賢達多年來不忍
華校學生流失，因而紛紛撥款捐助〝挽教華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訊：二零二零學年
度我校獲得商總挽救流失學生補助金。菲華
商聯總會歷來為推動華文教育設立挽救流失
學生補助金，該助學金的目的為資助華校清
寒學生完成學業同時為社會培植人才。菲華
商聯總會長期以來不遺餘力，全心全意為振
興菲律賓的華文教育默默耕耘。如此無私的
奉獻、本校以及家長和九位受惠學生謹藉報
端，向商總致以由衷的感謝。

龔詩貯基金會惠捐
近南學子助學金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訊：二零二零學
年度本校學生獲龔詩貯基金會（Angelo King
Foundation）捐助給本校貧困學生愛心助學
金。龔詩貯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一直非常關
心菲律賓華教發展，關愛貧困學子的學習成
長，貢獻巨大，並成立華校學生助學金以獎
勵優秀、家境貧困的學生。如此無私的奉
獻、本校以及家長和受惠學生謹藉報端，向
龔詩貯基金會致以由衷的感謝。

中信慈善基金會惠捐
近南學生助學金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訊：二零二零學
年度本校學生獲得中信慈善基金會與菲律賓
華教中心合作的學生助學金。該助學金由中
信慈善基金會暨菲律賓中信地產建築公司董
事長蔡建立先生所創立，其目的為鼓勵華校
清寒學生學習華文和中國文化、促使他們認
真學習、造福國家。中信慈善基金會長期以
來全心全意為振興菲律賓的華文教育默默耕
耘。如此無私的奉獻、本校謹以此文表達我
們最衷心誠摯的謝意。

有機會聯絡感情，彼此交流、鼓勵，共度時
艱，增進會誼。
當晚出席者有理事長蔡芳坂，名譽理事
長王書侯，諮詢委員王聖惠，候任理事長王
來法，副理事長蔡科典，王培錚，施正昌，
施頓爾，王自德，秘書長黃天貺，王宏忠，
總務主任吳炳輝等理事。

許氏總會訂於十一月十六日開始
頒發英漢文中小學優秀生獎學金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訂於十一
月十六日起開始頒發獎學金和獎狀，請各優
秀族生或家長與本會聯繫將如何領取一事。
本會電話8252-0791、8252-0786。
本年度英文中、小學獎學金，由故許自
欽宗長，自雄宗長賢昆仲為紀念令先尊許書
錶、令先堂黃嫦娥教育基金負責。
本年度漢文小學獎學金由許鍾鑫宗長為
紀念令先尊許志品、令先堂葉雪治教育基金
負責。
本年度中文中學獎學金，由故顧問許佛
然教育基金負責。茲將本年度優秀生芳名公
佈如下：
漢文中學第一名：僑中學院：許文忠、
許真莉，聖公會中學：許瑞元，靈惠學院：
許心怡，計順市菲華中學：許英俊，計順市
基督學院：許晴雯，新生佳音學院：許浣
婷，MERIDIAN：許維忠。
漢文中學第二名：蜂省大同中學：許勇
俊、許美美、許世偉，崇德學校：許培鏇，
靈惠學院：許誠靈，嘉南中學：許靜函、許
玉珊、許雯靜，MERIDIAN：許維枯。
漢文中學第三名：中正學院：許芷綺，
聖公會中學：許自榕、許燕裕、許洧錦，蜂
省大同中學：許霏幾，義德中學：許燕煌，
崇德學校：許錦琪、許怡鎂、許錦燕、許可
欣，培德中學：許惠婷、許海鵬，嘉南中
學：許妮佳、許自豪、許晶晶。
漢文小學第一名：聖公會中學：許
玉顏，崇德學校：許曉雨、許伊晗、許伊
倩，培基中學：許清流、許心妍，培德中
學：許良才，計順市基督學院：許恩惠，
新生佳音學院：許文鼎，靈惠學院：許諆
富、許馨彤、許雯錦，嘉南中學：許如虹，
MEDIRIAN：許炫梅、許丹桂。
漢文小學第二名：聖公會中學：許玉
瑩，巴西市中華書院：許金美、許金玉，基
立學院：許傑強，崇德學校：許以德、許培
林、許雯淑，培德中學：許慧琳，新生佳音
學院：許文瀚，靈惠學院：許美玉，嘉南中
學：許曉南，基立學院：許金銓。
漢文小學第三名：聖公會中學：許炳
文，計順市菲華中學：許麗芬，蜂省大同中
學：許萱萱、許友山，崇德學校：許世源、

許明德、許冠仁、許翔羚，培德中學：許金
財，計順市基督學院：許恩籌，中正學院：
許玉惠，許莉安，嘉南中學：許凱妍、許棋
善、許智翔、許凱琳、許鴻鋆，北怡羅戈華
英小學：許平順。
英文中學第一名：計順市菲華中學：許
英俊，新生佳音學院：許涴婷、SINGAPORE
SCHOOL：許錦澤、DLSU：許靜蕊、
ATENEO：許覺斌。
英文中學第二名：僑中學院：許文忠，
聖公會中學：許燕裕、許自鑫，蜂省大同中
學：許霏幾、許美美，崇德學校：許培鏇，
計順市基督學院：許晴雯，許文仁，嘉南中
學：許玉珊、許自豪，靈惠學院：許心怡，
僑中學院：許真綺，新生佳音學院：許金
銘，中正學院：許嘉雯，DLSU：許杏心、許
瀚文，MERIDIAN：許維枯。
英文中學第三名：聖公會中學：許自
榕、許瑞元，蜂省大同中學：許勇俊、許世
偉，崇德學校：許錦琪、許怡鎂、許錦燕、
許可欣，培德中學：許惠婷、許海鵬，靈惠
學院：許誠靈，嘉南中學：許妮佳、許冠
智、許雯靜，僑中學院：許真莉、許城宏，
尚一中學：許溫美，中正學院：許宏駿。義
德中學：許燕煌。
英文小學第一名：基立學院：許傑強，
崇德學校：許曉雨、許伊晗、許伊倩，培基
中學：許心妍，培德中學：許良才，嘉南中
學：許棋善，計順市基督學院：許恩惠，
MERIDIAN：許炫梅、許丹桂。
英文小學第二名：聖公會中學：許玉
瑩、許玉顏，巴西市中華書院：許美玉，崇
德學校：許培林、許雯淑、許以德，培基中
學：許清流，新生佳音學院：許文瀚，靈惠
學院：許美玉。
英文小學第三名：聖公會中學：許炳
文，計順市菲華中學：許麗芬，蜂省大同中
學：許友山，崇德學校：許世源、許明德、
許冠仁、許湘羚、許錦燕、許可欣，培德中
學：許金財、許慧琳、許金平，計順市基督
學院：許恩籌，靈惠學院：許馨彤，中正學
院：許玉惠，許莉安，嘉南中學：許凱妍、
許凱琳、許曉南、許雅婷、許珊珊、許長
金。

表員職屆三十七第暨念紀年週百一立成祝慶會公商木濱律菲
常務顧問

李天源
李偉順
李鴻儀
蔡自然
李文景 陳純挺
李天嘉 施榮燦 陳本星
曾國賢 陳順強 蔡維欽
陳坤虎

李忠實 邱心平 吳明哲 李毓文
林炳南 范天祝 洪天澤 洪祖建
陳貽速 陳貽族 許友民 楊其仁
蘇僑萍

李子超 蔡文遠 陳長善 李志杰 林瑩鏡 施永華 李毓俊
黃俊堅

常務理事

陳佳獎
李民謀
施鵬穩
施光兒

李偉德
卓光輝
陳德權
龔榮華

名譽理事

王國英
吳鴻內
陳興利
蔡良溝

主 任：林貽良
副主任：蕭國裕
常 務：陳錡桓
吳克復
李志成

王民權
吳德茂
陳子吟
蔡良才

理 事會

名譽理事長：施聰敏 EXCEL WOOD INDUSTRIES
理 事 長：林貽良 SOUTHERN SAWMILLS
執行副理事長：蕭國裕
RATIONAL LUMBER & HARDWARE INC.
副 理 事 長：陳佳獎 WORLD WOOD TRADING
李天源 HIGHLAND LUMBER & CONSTRUCTION SUPPLY
李文景 KB HARDWARE CONSTRUCTION SUPPLY
陳純挺 BAYVIEW MARKETING
秘 書 長：陳錡桓 PANPLY MARKETING
副 秘 書 長：李民謀 NEW BANAHAW LUMBER & HARDWARE
財 政 主 任：李偉順 SAMPALOC LUMBER HARDWARE & CONSTRUCTION SUPPLY
副財政主任：蔡漢生 NEW COSMOPOLITAN LUMBER & HARDWARE CORPORATION
李超彬 DANIEL ENTERPRISES
總 務 主 任：李天嘉 ALONSO LUMBER
副總務主任：林偉利 TOPWOOD LUMBER & HARDWARE COMPANY
莊榮森 DALLAS HARDWARE & CONSTRUCTION SUPPLY
外 交 主 任：施榮燦 GENMART WOO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副外交主任： 歐陽鴻博 RISHING SUN WOOD PRODUCTS
呂子芳 MANLY CONSTRUCTION SUPPLY
經 濟 主 任：陳本星 INTER ISLAND LUMBER & HARDWARE
副經濟主任： 歐陽振興 C.S. RICHWOOD ENTERPRISES
陳國瑞 EMI WOOD
調 查 主 任：吳克復 MATIMCO INC.
副調查主任：林文殊 MAKATI FINEST LUMBER & HARDWARE
陳貽謀 MANDALUYONG LUMBER
調 解 主 任：施鵬穩 ASIA UNITED PINE WOOD
副調解主任：吳彬生 GREAT WOOD CORPORATION
稽 查 主 任：李鴻儀 GLORY LUMBER
副稽查主任：李天註 Q.C. DAPITAN LUMBER & CONSTRUCTION SUPPLY
福 利 主 任：曾國賢 NEW SPRING LUMBER & CONSTRUCTION SUPPLY
副福利主任：蔡炎宏 EVER LUMBER & HARDWARE INC.
聯 誼 主 任：陳順強 P. CASAL LUMBER
副聯誼主任：蔡佳華 EXTENSIVE WOOD PROCESSING CORPORATION
康 樂 主 任：蔡維欽 MACC LUMBER CONSTRUCTION
副康樂主任：林貽鴻 NEW S.Q. LUMBER
組 織 主 任：李志成 TOP ONE TRADING
副組織主任：蔡敦山 REYSAN ENTERPRISES
大 廈 主 任：陳坤虎 BANSON LUMBER CORPORATION
副大廈主任：李振民 GLORY WOOD SUPPLIES
建 設 主 任：施光兒 TOPLITE LUMBER CORPORATION
副建設主任：陳嘉和 DRACO WOOD CORPORATION
獎 懲 主 任：蔡自然 UNION LUMBER CO. INC.
副獎懲主任：黃曉明 PTD LUMBER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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