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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晉江龍玉鄉會複選竣
許澤同鄉賢榮膺理事長

旅菲晉江龍玉同鄉會訊：本會第71連72

屆理監事任期已滿，遵章應行改選。業於八

月初選及複選完畢。現任理事長許健才鄉賢

年青有為，輸財出力，熱心會務，辦事認真

能幹，在其完成兩年任務，功成身退，執意

讓賢，本會敦聘為新屆名譽理事長。

本會許澤同副理事長為人謙虛，熱心

會務，事業有成，豪爽慷慨，獲一致票選為

新屆理事長之職。原副理事長許天降、許龍

程、許天轉、許澤排、許文生、許長安、許

天平，七位鄉賢，輔助得力，貢獻良多，被

推選連任新屆副理事長。

許輝欽鄉賢任期內表現大公無私，處事

公正，連任監事長。許澤周、許澤火、許澤

僑、許天賜、許勝利各位鄉賢處事認真，事

事親力親為，平易近人，連任副監事長。本

會其他各股人事，屆時將刊各華報職員表公

佈。

由於疫情期間，本會決定一切從簡，並

擇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日（星期日）下午

三時，假座網絡視頻ZOOM舉行第73連74屆

職員就職典禮。屆時特請本會名譽理事長許

長城鄉賢為新屆職員監誓，菲律濱許氏宗親

總會理事長許宏達宗長為大會主講人。

敬希各位理監事屆時出席參加典禮，以

襄盛舉。

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的熱心支援者
金豐基金會得到岷尼拉市警察總局

記者會頌贈公共服務獎牌

菲律濱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訊:本會

佰利春于2018年結緣金豐基金會會（Good 

Fellow Foundation Dr。Edurado Tan）誠望熱心

支持，到今已有五年，無任何交換條件，只

是金豐基金會楊金豐博士(現今是本會資詢委

員)泊全體理事，無私的鼎力相助，除了每

期派糧賬災活動，自疫情以來更是除了捐贈

大米罐頭 。泡麵，餅乾咖啡精三合一，蓮花

膠囊藥物，口罩LLP，酒精，維他命丸等並

聯絡好友林天德先生 Sam Lim/W。L。Food 

Mr。Henry Lim(現今是本會質詢委員)捐贈礦

泉水 ，酒精，面罩，餅乾，米粉等物資 另舒

踏國際集會總裁許天助先生捐贈面罩，花園

鞋，濕手巾紙，包大人尿褲，等等我會自從

結緣金豐基金會後，能得到多位善士熱心支

援，才能使我會創出一片天地，今金豐基金

會能得此獎牌，古語善有善報，實是我僑社

的榮耀，希 望僑社的善長們能多多支持佰利

春菲華志願消防會這種有義意的救火工作，

隨時有犧牲生命的神聖工作，為了保障大眾

的生命財產，這種有義意的工作，敬請僑社

多加支持及捐贈，及支持派糧賬災活動。

金豐基金會得此榮譽是岷市總警察局記

者會對金豐基金會的活動非常重視及讚揚，

希望以後金豐基金會能更多關懷幫助菲國貧

苦大眾同胞。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第四區第573描籠涯贈送
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8月13日（星

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區第573描籠涯，贈

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片口罩和30個

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

民眾。

是日岷市第四區第573描籠涯主席Nestor 

Lopez派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

資。移交儀式由商總董事兼社會責任主任呂

安盾、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慶齡基金會稽

核/華助副主任施超權、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

煥燃、福利副主任莊聯祿、柯順慶、外交聘

任委員劉少強、福利聘任委員莊順意; 華僑工

商聯副會長黃國杰、副秘書長陳添地等代表

華社主持。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

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中正學院三名前高中畢業生
再以高榮譽畢業國大和聖大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最近，又有三位中正

校友從各自所讀的的大學畢業，獲得高等榮

譽獎（Latin honors）。

 2017年度高中畢業校友莊淑茹(Janina 

C.Cheng)，於2021年8月29日以第三等榮譽

(Cum Laude）畢業於菲國立大學(UP)馬尼拉分

校，獲得「言語治療學Speech Pathology」理

學學士學位。

 除了莊淑茹校友之外，本學年度畢業於

菲國立大學UP並榮獲大學榮譽獎尚有另外三

位校友，如之前新聞中提到的，榮獲第二等

榮譽(Magna Cum Laude）的王郁崴（Andrew 

Brandon L. Ong）校友、獲得第三等榮譽(Cum 

Laude）的陳嘉全(Calvin Jericsson J. Chung）校

友及黃昱(Lance Dominic M. Pineda)校友。

 另一位校友獲得大學榮譽獎者是陳瓊

玉(Stephanie Joyce J. Chen）校友。她是2017年

高中畢業生獲得聖道頓馬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榮譽獎的第九位。今年八月，

她以第三等榮譽（Cum Laude）獲得「電腦學

Computer Science」理學學士學位。

 在她之前，今年還有八位2017年度高中

畢業生以榮譽獎畢業大學者，其中包括三位

榮獲第二等榮譽(Magna Cum Laude)的黃明明

（Paisley Megan L. Dy）校友、施衍源（Gian 

Searle S. Alkuino）校友及莊瑞程(Alain Kenny 

N. Chong）校友。 另外五位在各自攻讀的科

系以第三等榮譽（Cum Laude）畢業者分別

是劉雅妮(Danielle D. Liu)校友、胡怡芳(Demi 

Louise L. Go)校友、蔡真莉(Janelle Marella C. 

Legarde)校友、黃恩慈(Hazel Isabel F. Ng)校友

及楊金仁(Jeane Ira Genevie O. Yau）校友。

最後是2017年度高中畢業生林文仁校友 

(Lance Alfred T. Quito)也將於 2021 年 10 月以

第三等榮譽成績(Cum Laude)畢業於 Mapua 大

學，獲得信息技術理學學士(BS Information 

Technology)學位。

恭喜你們，母校以你們為榮！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主持的教育講座
『解決衡突是實現良好雇主與僱員關係的必要條件』

潯 江 施 氏 幹 才

研習中心訊：施氏幹

才研習中心學員們於 

2021 年 9月 4日召開

會議時討論的重點是

關於解決工作中的衝

突。每個學員都分享

了他們對該主題的見

解、意見或經驗。

通常在工作場所，我們應該做好自己

的工作，擁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可以與同事共

存，使任何艱鉅的工作變得更容易。有時我

們使用的詞如果意思好的話可以成為鼓勵的

來源，有時它可能會被誤會或誤解。有時候

難免也會有同事，管理層和人員之間，從雇

主到僱員，甚至與我們親密的家人、親戚或

朋友之間因言語産生誤解而發生衡突。所以

在人際關係中，言語溝通很重要。

一位學員分享了他的經驗，他的員工很

少發生不尋常的爭吵，這種爭吵可能會以簡

單的激烈爭吵而告終，最終也可能會對展位

工作人員造成傷害或最嚴重的身體傷害。作

為雇主，他有義務緩和緊張局勢，並通過和

平討論立即引起關注以解決問題。通過化解

爭論，這讓員工們保持冷靜，能解決所有事

情和問題。

另一位學員就為什麼會發生潛在的爭

論提出了見解，據他說，最容易產生誤解的

原因是當企業或公司的管理層或人員經常將

他們的個人問題混入工作中時，被在工作場

所工作的人誤解，就會造成潛在的誤會。他

強調職業道德，因為任何工人或雇主都應始

終專注於手頭的工作，而將與工作場所無關

的個人感受或問題擱置一旁，因為這可能是

問題的根源，可能會給工人或管理層帶來摩

擦。

一位當教師的學員分享了她作為教師的

個人經歷在她的主管和合作教師之間的工作

關係。她分擔了當老師的壓力，以及父母對

孩子成績和班級排名的抱怨所帶來的壓力。

她分享了一個事件，一個本應保密的簡單洩

漏被傳遞給了學校的一些家長，引起了大量

的抱怨和爭論。學校不清楚了解誰真正通知

了家長關於學生的成績和榮譽排名，就通過

老師的上司責罵這老師。最終老師們自己解

決了問題，但老師與主管之間的關係已經被

削弱了。

學員們也分享了另一種情況，是與許多

老闆在工作中發生衝突。

管理層中如有許多決策者往往會造成混

亂，並使員工無法完成工作。上司和下屬之

間沒有適當的溝通渠道，他們的老闆最終經

常會因為被誤導或工作訂單重疊而提出不同

尋常的論點。員工有時也會對他們應該遵循

誰的命令感到困惑。

另一種情況是關於工作責任，他自己

必須減輕這種情況，不管他們應該等待老闆

批准任何商業交易，這往往會導致取消工作

訂單或未交付的物品售出，他有時需要自己

來決定和批准情況，為工程做非正式的決定

來完成他們的工作，因為有時，如果他等待

管理層的批准，這家公司的所有交付都很少

會重新安排或取消銷售。通過做出這樣的決

定，為公司、他們的供應商和客戶節省了工

作，也為他贏得了公司管理層的尊重。

很少有公司或企業在工作場所發生無法

解決的衝突，更好的理解與合作最終會佔上

風。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第一區第25描籠涯贈送
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

金于8月13日（星期五）上

午，向岷市第一區第25描籠

涯，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

麵、2000片口罩和30個面罩

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

給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一區第25描

籠涯主席Roberto Tolentino派

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

批贈送物資。移交儀式由商

總董事兼社會責任主任呂安

盾、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

慶齡基金會稽核/華助副主

任施超權、社會責任共同主

任許煥燃、福利副主任莊聯

祿、柯順慶、外交聘任委員

劉少強、福利聘任委員莊順意; 華僑工商聯副

會長黃國杰、副秘書長陳添地等代表華社主

持。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

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