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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學院泉笙培幼園中、大班幼兒著色活動
菲律賓中正學院訊 舉辦著色活動是培幼
園每年都會有的活動之一，看似是一件簡單
的靜態消遣活動，卻能讓孩子不受約束地自
由發揮，喜歡如何配搭顏色自己做主，所以
著色也是能吸引幼兒及引導他們喜歡畫畫的
最好方式，只需提供工具和圖稿，就能讓他
們投入和樂在其中，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

還可以訓練幼兒的手腕力、專注力和耐性。
因此今年無例外，培幼園仍為中班和大
班的孩子們準備了一場著色活動，趁著聖誕
節即將到來，我們分別準備了兩種聖誕節的
圖案作為本次著色的主題，今年小朋友們依
然無法現場著色，只能將圖稿隨著作業包一
起送到學生家，並為了確保是幼兒自己完成

千島詩社第十一屆即將舉辦慶典
現代詩講堂和新書發行聯袂展開
菲律賓千島詩社訊：菲律賓千島詩社將于2月14日情人節當晚
舉行線上新屆成立典禮，菲華詩人蘇榮超先生榮任第十一屆千島詩
社社長。特邀台灣著名詩人葉莎女士擔任菲華第五屆現代詩講堂主
講人，講堂開幕式也將同時拉開序幕。
在第十屆期間，新冠瘟疫肆虐全球，重災區的菲律賓，日常
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菲華詩人憑借對詩歌的一腔熱情，堅持創作，
成果豐碩，當晚的就職典禮，將同時舉辦千島詩社新詩發行會，展
示近年來千島人的創作成果。書籍如下：
1.《千島詩社截句選》王仲煌主編
2.《岷灣絮語》吳梓瑜著
3.《是我》施文志著
4.《陳默、南山鶴詩選》施文志主編
5.《詩在千島上》施華謹翻譯
6.《奶與茶的一次偶然》蘇榮超著
7. 《遺失》蘇榮超著
1984年，有一群熱愛詩歌的菲華詩人相聚一起，並約定于1985
年情人節這個特別的日子，舉辦結社儀式。在漫長的歲月中，詩友
們有情有義，攜手同行，真誠地愛護這個精神家園。先後加入的詩
友約有六、七十人，幾乎囊括了各個時期菲華較為活躍的詩人，優
秀詩作推陳出新，已經成為海外華語圈富有內涵的詩群。
千島詩社也有「三寶」。在華文報紙每月發行純本土的「千
島詩刊」，至今已經出版1128期；配合月曲了基金會每兩年舉行
「月曲了青年詩獎」，以及聘請兩地著名詩人開辦菲華現代詩講
堂，提攜後進，鼓勵新人，著力未來，盼華校領導師長，鼓勵學生
線上報名參加，並將頒予電子版證書。如今老中青三代整合，千島
詩社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ZOOM 會議號：836-4325-5842
密碼 ：20220214

曾飛虎捐
菲律賓華商經貿聯合會
菲律賓華商經貿聯合會訊：本會曾副會長飛虎先生于2022年1
月16日榮膺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第二十一連二十二屆
理事長誌慶。
曾飛虎先生一貫熱心公益，特捐獻本會菲幣五萬元作為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枕。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善捐菲華婦女養老院
菲華婦女會訊：在年終嵗頭，疫情境況向未平息在疫情，環
境未能恢复正常時期，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繼續關懐菲華婦女
會屬下的菲華婦女養老院老婦人家。於正月十五日由菲華婦女會名
譽會長李淑敏轉交給菲華婦女養老院，另再善捐菲弊壹萬貮仟捌佰
元紅包給于老婦人家及工作人員。在此公報名列：（恕不稱呼）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 壹萬元
李正中理事長 貮萬元：李長城
壹萬元
李輝鵬
壹萬元；李賓竹 壹萬元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一直對菲華婦女養老院的熱心關
顧，深受本會同仁感激與敬佩，其仁風義舉，殊堪欽讚，實堪弘
揚，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華社團體善士熱心關懷
菲華婦女會屬下
菲華婦女養老院
菲華婦女會訊：在年終嵗頭，疫情環境向未平息，每天病毒
感染確診數仍不容樂觀，生意一落千丈。由于此次瘟疫特成績蔓
延，不便踵臨探望，但是擁有社會仁翁賢達力，臨間繼續的鼓勵與
支持來關心菲華婦女會屬下的菲華婦女養老院弱勢無依的老婦人
家。在此公報名列：（恕不稱呼）
菲華商聯總會
拾萬元
菲華各界聯合會
拾萬元
旅菲各校友聯聯合會
拾萬元
菲律賓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
叁萬元
李蔡碧霞家屬捐貮萬元
另送紅包給老婦人及工作人員
壹萬肆佰元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
壹萬元
另送紅包給老婦人及工作人員
壹萬元
江夏總會青年组
壹萬元
江夏總會婦女组
壹萬元
另送紅包給老婦人及工作人員
壹萬伍仟元
以上各團體善心人士對菲華婦女會以及屬下的菲華婦女養老
院老婦人家的愛待，關心的行爲，深受本會同仁感激與敬佩，其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的作品，我們也就請家長幫忙將幼兒著色的
過程錄影下來，連同一張幼兒拿著完成作品
的照片上傳給老師，再由各班的老師篩選出
佳作，獲得佳作的我們將會頒發證書，以茲
鼓勵。培幼園衷心地希望每個孩子們即便是
無法上實體課，只有網課的情形下，仍能自
由自在快樂的學習，同時也特別感謝家長們

寶樹謝氏總會週一召開會議
菲律賓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訉:本總會訂於2022 年 1 月 24日(星期
一)下午八時正,使用視頻(ZOOM)召開第七十四連七十五屆第六次理
事聯席會議,討各項重要會務事宜。屆時希全本名譽理事長、正副
理事長、理事們、婦女組和青年組、撥冗準時出席會議。會議ID
與密碼將務先發出在微信群或別傳訉通知。

潯江訂期召開視頻常月會議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訂於國曆二零二二年元月二十日(星期
四)下午八時，藉Zoom 網絡召開第六十三連六十四屆理監事會暨幹
才研習中心洎青年組、第九次(視頻)聯席會議，報告重要會務活動
及財務收支，恭請永遠名譽理事長，諸位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
長，諸位諮詢委員蒞臨指導，敬請全體理監事暨幹才主任、秘書
長、財政，青年組組長、秘書長、財政務必撥冗出席，共襄商議探
討，以策會務發展進步!

曾飛虎捐曾丘宗親總會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濱校友會
慶祝成立廿六週年暨第廿一連廿二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一月
十六日上午假座巴蘭玉計市東海皇宮酒家舉行。本會宗親曾飛虎理
事榮膺第廿一連廿二屆理事長。曾飛虎宗長歷來熱心會務，關心本
會福利，於慶典在會上捐贈伍萬菲幣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彰。

安總會/總商會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總商會訊：本總會/總商會訂於二○二二
年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八時，召開總會第101-102屆/總商
會第二屆第十六次視頻理事常月會，討論會務進展事宜，屆時敬請
各位理事下載好ZOOM MEETING軟件，預備準時參加，會議編號
及密碼將預先發於微信群裏或個別傳訊通知。

校友聯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訂于二零二二年元月
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八時正召開本會第十二屆理事會第二十七
次會議ZOOM〔視像會議〕，敬請本會名譽主席、主席、副主席、
當然委員、委員、參議委員、理事們撥出寶貴時間，事先下載好
ZOOM軟件，以便準時參與。

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
召開視頻會議
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訊：因受新冠變異病毒疫情的影響，為
保各位會員的安全，本防火會決定以ZOOM綱絡視頻會議室進行
召開會議。訂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在
ZOOM視頻舉行第二十一屆委員會第四次聯席會議，報告及討論有
關會務事宜。屆時敬請各位委員撥出寶貴的時間參加視頻會議。謝
謝！
敬請各位委員下載《Z00M》視頻軟件。會議ID代碼與密碼將
于開會前以信息與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張顏總會周日召開
ZOOM 視訊會議
菲律濱河源張顏同宗總會訊: 本總會訂於一月二十三日(星期
日)上午十時，將召開第七十三，七十四屆第八次理事會會議，討
論有關重要事宜。
敬請全體理事職會員提前下載好 ZOOM MEETING 軟件，屆時
準時参加，會議帳號及密碼將預先發於微信群組裡，或個别傅訊息
通知，屆時務希各位常預顧問，諮詢委員及全體理事撥冗準時出席
参加會議是荷!

毓英中學校友會換屆
曾飛虎慨捐金聯福利
菲律濱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會員員單位晉
江市毓英中學菲律濱校友會于二零二二元月十六月（星期日）中
午十二時，假座東海皇宮酒家舉行慶祝成立廿六週年暨二十－連
二十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本會王文教主任名渠鄉賢榮膺名譽理事
長、曾康樂主任飛虎鄉賢榮膺理事長，多位鄉賢榮膺要職，可喜可
賀。曾飛虎鄉賢熱心社會公益，熱愛本會，就聯慶典現場，獻捐菲
幣伍萬元作本會福利金用途，敬領之餘，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曾飛虎特捐菲華青商會福利金
菲華青商會訊：晉江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于2022年1月
16日慶祝成立二十六週年暨第二十一屆連二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
禮，本會執行副會長曾飛虎先生榮膺新屆理事長！
執行副會長曾飛虎同仁年輕有為，一表人才，事業有成，為
人豪爽，平素熱心社會公益，對本會更是關懷有嘉。是次欣逢榮膺
要職，特別捐獻本會菲幣五萬，作為福利基金用途，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對我們活動給予的支持和配合。
泉笙培幼園2022年一月份已開始接
受新學年2022-23年蒙特梭利及普通班的
新生，歡迎有意報名的家長以電子郵件至
admission@cksc.edu.ph/ lauren.ling@cksc.edu.ph
或以電話82526161--2701/09176506489向李佩
蓉主任(Margaret Salvador) 諮詢詳情 。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眷顧關懷菲華婦女會
屬下的菲華婦女養老院
菲華婦女會訊：在聖誕佳節忙碌
中，又由于疫情持績蔓延，不便踵臨探
望，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總是繼續牽掛和
眷顧菲華婦女養老院弱勢無依的老婦人
家。於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本會
將發起募捐活動而籌集的菲弊六十四萬
善款，存入菲華婦女養老CHINABANK 脹
户。在捐款以内分配送給十一位老婦人以
及两位職員紅包各菲弊壹仟元，還有四位
院工各紅包伍佰元。
以下善心者捐款名列，（恕不稱
呼）：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拾萬元
林水真（玫瑰）		
伍萬元
柯志超（玫瑰）		
伍萬元
婦女组（玫瑰）		
伍萬元
陳文革（玫瑰）		
叁萬元
許自福（玫瑰）		
貮萬元
洪維科（玫瑰）		
貮萬元
王金龍（玫瑰）		
貮萬元
施玉容（玫瑰）		
貮萬元
莊雄彪（玫瑰）		
壹萬元
陳一棟（玫瑰）		
壹萬元
洪聰曉（玫瑰）		
壹萬元
許澤力（玫瑰）		
壹萬元
洪聰偉（玫瑰）		
壹萬元
黄明華（玫瑰）		
壹萬元
顔子少（玫瑰）		
壹萬元
周經偉（玫瑰）		
壹萬元
林阿民（玫瑰）		
壹萬元
黄國傑（玫瑰）		
壹萬元
呂金郎（玫瑰）		
壹萬元
蔡錦銘（玫瑰）		
壹萬元
黄天涯（玫瑰）		
壹萬元
許景森（玫瑰）		
壹萬元
温奕明（玫瑰）		
壹萬元
陳增文（玫瑰）		
壹萬元
孫明强（玫瑰）		
壹萬元
吳飛騰
		
壹萬元
陳建明（玫瑰）		
壹萬元
鄭一鋒（玫瑰）		
壹萬元
余益勤（玫瑰）		
壹萬元
林是堤（玫瑰）		
壹萬元
許友忠（玫瑰）		
壹萬元
吳成發（玫瑰）		
壹萬元
張國共（玫瑰）		
壹萬元
余文提（玫瑰）		
壹萬元
張青雲
		
壹萬元
吳瓊瑶（玫瑰）		
五仟元
施玉婷（玫瑰）		
五仟元
菲華婦女會屬下的菲華婦女養老院
對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不時斷的衷心眷顧
和關懷，並伸出玩援手，熱心公益，樂善
好施的精神，深值本會同仁深感欣佩，其
善行義舉，誠堪欽讚，特藉報端，以予表
揚，並申謝忱。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
關懷善捐菲華婦女會
及屬下菲華婦女養老院
菲華婦女會訊：在疫情環境未能恢
复正常時期，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繼續洋
溢愛心關懐菲華婦女會及其屬下的菲華婦
女養老院。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善捐給本會
及屬下的菲華婦女養老院各菲弊伍萬元。
再有姚莊淑惠紀念基金會由王勇先生轉交
來菲弊貮萬元善捐給菲華婦女養老院當福
利用途。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及姚莊淑惠紀
念基金會，共同關心院裡孤苦無依老嫗，
兢伸暖手，深受本會同仁感激與敬佩，其
仁風義舉，誠堪欽讚，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