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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德總會開始接受申請吳平權全球大專獎勵金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主

辦第二十三屆“吳平權先生全球大專獎勵基

金”獎勵全球大專優秀族青，訂即日開始接

受申請與推薦。（本總會第八十四連八十五

屆理監事會，上世紀一九九九年期間設立，

至今已有二十三載。）

“吳平權先生全球大專獎勵基金會”為

本總會名譽理事長吳輝漢，理事吳輝強賢昆

仲紀念其令先尊吳平權先生而捐設，目的在

藉獎勵品學兼優族青，以鼓勵族中青年，努

力向學，期盼學以致用，服務國家社會，造

福人群。

獎勵基金刻已達八百五十萬元。

依照規定，凡於二○二一至二○二二

年學年度，參加國內外政府任何一項專業會

考，成績在首十名內者，或在國內外之大學

或專科學院畢業成績獲最高榮譽獎（SUMMA 

CUM LAUDE），大榮譽獎（MAGNA CUM 

LAUDE），榮譽獎者（CUM LAUDE），均

可至本總會或各分會申請獎勵金。

茲附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主辦“吳

平權先生全球大專獎勵基金會”獎勵優秀族

青簡章如下：

一、定名：“吳平權先生全球大專獎勵

基金會”（由本讓德吳氏宗親總會文教組主

持）。

二、宗旨：獎勵品學兼優族青，以期鼓

勵青年努力向學，將來學以致用，服務國家

社會。

三、對象：全菲吳氏宗親之子女。

四、入選條件：

1.凡全菲吳氏宗親之子女，均可申請。

2.必須獲得本總會或各分會推薦。

3.二○二一至二○二二年度大學畢業，

獲得SUMMA CUM LAUDE（最高榮譽獎）或

MAGNA CUM LAUDE（大榮譽獎），或CUM 

LAUDE（榮譽獎），或參加政府任何一科會

考獲第一至第十名者。

附註：國外學院畢業優秀族青申請者，

其父母必須有菲律濱永久居留權。最低限度

在菲律濱完成小學學業。獲得本總會或各分

會之理事長或副理事長之推薦。申請有效

期：畢業後兩年內。

五、推薦辦法：

1.由各推薦單位填表並蓋會印與理事長

或副理事長簽蓋。

2.繳交證明其所獲榮譽的證書（繳交正

本，接受核閱影印後即予退回）。

3.繳交正面半身照片六張（護照用二乘

二）

4.本基金擁有最後評選權。

六、獎勵日期：每屆訂今年在本總會舉

行秋祭暨族親聯歡大會中頒獎。惟今年因疫

情關係，屆時將另行登報通知頒獎日期。

七、頒獎地點：讓德堂辦公廳。816 G. 

MASANGKAY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 ： 8 2 4 4 - 0 1 7 1 ， 8 2 4 4 - 8 8 1 2 。 電 郵 ：

office@liongtekgofamily.org。

八、獎勵辦法：在華文報發表加以表

揚，頒贈獎狀，頒贈獎金。

九、接受推薦及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八月三十一日。

十、本會簡章若有不臻善處，由本會修

改。

滎陽鄭氏宗親會
訂期辦理助學金

菲律濱滎陽鄭氏宗親會訊：鑑於教

育乃百年樹人之大計，更是改善民生，提

高國民素質之本，本會歷年來一貫注重族

中子侄之教育，為國家社會培植人材，每

屆理事會均沿襲本會優良傳統扶腑後進，

不遺餘力。

為關照家境清寒之族生，本會理事

會議，決定再度從熱心宗族教育事業的

宗長所捐獻之獎助學金中撥款，輔以本屆

理事樂捐。續辦本年度大、中、小學助學

金。凡學業成績及格，操行列乙等以上，

家境確係清寒者均可接受資助。

助學金辦理方式如下：一、即日起

至七月二十九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三

時受理。二、申請者需繳交申請表格時，

請提供二○二一年—二○二二年度學業成

績單影印本乙份（附原件核對）。及新

學期繳學單（正本及影印本）。三、請

由本會理事壹位認證核准。本會電話：

82439654、82429679。

宗聯理事會召會議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本會訂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五時

正在三樓議事廳與ZOOM視頻會議室相結

合召開第卅五屆第十八次理事會，視訊會

議賬號（ID）和密碼將發到本會各位名譽

主席、法律顧問、資產保管委員和全體理

事的微信、Viber及手機號碼。會議將討論

宗聯運作事項，宗聯理事會一直保持準時

記錄，希望各位名譽主席、法律顧問、資

產保管委員、理事都依往準時參加。

陳增承賢伉儷
捐永寧同鄉總會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會副理

事長增承鄉賢主有位於加洛干之七層大

樓，精心設計，裝潢高檔，美侖美奐。於

二○二二年五月廿日（星期五）新居落成

喬遷啟用儀式，是日佳賓雲集祝賀，氣氛

熱鬧非凡，滿堂喜慶，一派喜氣洋洋，本

會多位領導出席觀禮，並於五月廿八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卅分假座聖亞虞示珍

天主教堂為令長媛藝泳小姐和葉添丁君舉

行結婚典禮，現場嘉賓雲集，親朋齊聚，

熱鬧非凡，喜氣洋洋，新娘美麗高貴，新

郎英俊挺拔，才子佳人，喜締良緣，珠聯

璧合，佳偶天成，令人稱羨，本會多位領

導前往祝賀，欣逢兩大喜慶的好日子，陳

副理事長增承、吳羅絲賢伉儷素來熱心支

持總會會務之發展。特捐本同鄉總會福利

金陸萬元充為本會福利用途，似此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施益群令媛于歸誌喜
捐致公黨第一支部福利金

菲 律 濱 中 國 洪 門 致 公 黨 第 一 支 部

訊：本支部常務理事施益群大哥、施王雅

芳義嫂令媛安怡小姐，於國曆二零二二年

六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一時，與呂許

秀京女士令郎孫印君，假座聖奧古斯丁教

堂舉行了隆重的結婚典禮，天作之合，百

年琴瑟，天賜良緣，婚禮在莊嚴又甜蜜溫

馨的氣氛中，以及在眾親朋好友的祝福聲

中順利進行。是日，本支部眾多昆仲親往

教堂觀禮，並對雙方家長表示了熱烈的祝

賀。喜家並假座東海皇宮海鮮酒樓置設喜

筵，歡宴親友，喜家平時交遊廣闊，親友

眾多，場面熱閙非凡。

施 常 務 理 事 益 群 大 哥 平 素 熱 心 公

益，關心本支部會務，慷慨豪爽，樂善好

施，者番欣逢令媛安怡小姐于歸喜慶，特

獻捐本支部菲幣伍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

會訂于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下午八

時二十分，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

八十九屆第一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

開展及其他重要議題。信息與微信已發

出，今特再發佈新聞告知。屆時敬希本總

會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全體理事及

地區理事撥冗準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推

展洪務為荷。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續辦各項獎助學金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會為鼓勵族

生敦品力學，勤奮進修，特續舉辦本學年度

獎助學金。茲將熱心宗族教育獻捐獎助學金

基金單位芳名列下如左：

〔一〕邱故永遠名譽理事長允愷、王

紅料夫婦紀念基金會舉辦第卅九屆各級優秀

生獎學金，清寒族生助學金十名。〔二〕邱

執行副理事長允堅舉辦令先尊慈邱故常務顧

問季跳、張選治夫婦第廿八屆各級優秀生獎

學金，清寒族生助學金十名。〔三〕曾理事

國強舉辦令先祖慈第十五屆曾故文坦宗長、

蔡淑意夫婦各級優秀生獎學金，〔四〕曾名

譽理事資深、諮詢委員華北、美骨區分會理

事長華揚等賢昆玉舉辦令先尊慈曾故諮詢委

員國忠、蔡沫治夫婦第六屆各級優秀生獎學

金、〔五〕邱故資深理事宗波第卅四屆助

學金六十名，〔六〕曾莊麗英女士第十七

紀念五助學金四十名，〔七〕曾理事長焕

眉第十八屆助學金四十名，〔八〕邱名譽理

事長振忠第十四屆助學金廿名，〔九〕曾常

務顧問國鵬第廿四屆助學金二十名，〔十〕

曾故名譽顧問文堆助學基金會第十六屆助學

金十五名，〔十一〕曾常務顧問國榮創設令

先尊慈曾常務顧問煥端、陳故銀花女士紀念

基金會第十二屆助學金十五名，〔十二〕曾

理事文獅創設令先尊慈曾故顧問景祥、黃碧

允夫婦紀念基金會第七屆助學金十五名，

〔十三〕曾故常務顧問仲遠第廿九屆紀念助

學金十名，〔十四〕邱常務顧問仁文舉辦令

先尊邱故允標宗長第廿九屆紀念助學金十

名，〔十五〕邱常務顧問榮華第廿四屆助學

金十名，〔十六〕曾常務顧問國榮第廿四屆

助學金十名，〔十七〕邱常務顧問亨利第廿

三屆助學金十名，〔十八〕曾常務顧問煥敏

第廿屆助學金十名，〔十九〕曾副理事長自

強第八屆助學金十名，〔廿〕邱副理事長奕

權第六屆助學金十名，〔廿一〕曾副理事長

華揚第四屆助學金十名，〔廿二〕邱名譽顧

問清山第廿五屆助學金十名，〔廿三〕曾理

事鐵鋒第七屆助學金十名，〔廿四〕曾故理

事文團、呂惠卿夫婦第四屆紀念助學金十

名，〔廿五〕曾理事榮權第廿三届助學金六

名，〔廿六〕曾故瑞火宗長、林擔娘夫婦第

廿二屆紀念助學金六名，〔廿七〕曾澎湖宗

親第十四屆助學金六名，〔廿八〕邱故諮詢

委員季樹第十四屆紀念助學金五名，〔廿

九〕邱故顧問于昆、施謙治夫婦第十六屆紀

念助學金四名，〔卅〕邱顧問天祝助學基金

第十四屆助學金四名，〔卅一〕曾理事奮

強第廿二屆助學金二名，〔卅二〕曾故資

深理事德祥、莊淑芳賢伉儷助學基金會第

十七屆助學金二名，〔卅三〕曾理事景隆第

十六屆助學金二名。凡屬宗親子女就讀中西

學校，英漢文大、中、小學、幼稚園（托

兒班除外）成績名列首、二、三名者，品

行優良，大學畢業獲得SumuhaCumLaude，

MagnaCumLaude，CuLaude榮譽或參加政府

會考列首十名者，均在受獎之列，宗親子女

就讀小學、中學、家境清寒者均可申請補

助。優秀生獎學金與助學金中報自五月卅日

至六月卅日截止，請於辦公時間下一時至四

時攜帶學業成績表（優秀生須有學校名次證

明書）與影印本到本會會所辦理登記，逾期

恕不補辦，獎助學金謹訂七月十六、廿三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本會辦公室分

發（須攜帶學生證領取。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主持的教育講座
『工作狂的果汁值得擠壓嗎？』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訊：在這個尋

找生存之道，更別說過上體面的生活、越來

越難的艱難時期，人們往往會付出更多的努

力來賺取額外的現金，以增加他們的固定收

入，譬如通過加班，或者只是兼職。從而達

到兩全其美的需求。人們被生活所逼不得以

成為“工作狂”。

施氏幹才研習中心於2022年6月11日舉行

的一次定期虛擬會議上，討論的中心是關於

“工作狂”的話題，一位長期施氏幹才的學

員在會議上提起―個問題…“在當今嚴峻的

經濟形勢下，由於大流行和世界某些地區持

續的戰爭而加劇，你需要至少有兩三份工作

才能維持你和你家人的日常需求，這種工作

的態度値得嗎”

根據最近的研究，成為工作狂正在迅速

成為當今的常態，而不是例外。考慮到我們

許多人正在經歷的經濟苦難和艱辛，有人可

能會問，我們真的需要成為一個工作狂才能

讓我們成為家庭的好提供者嗎？

所有施氏幹才學員都宣布，被貼上工作

狂的標籤是不好的，因為除了會破壞您與親

人的關係外，還會對一個人的心理、身體和

情感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施氏幹才學員都同意，員工盡最大努力

完成雇主的期望並沒有錯，但變成工作狂是

不應該去想的。然而，有些情況需要一個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來完成一項任務。

但是勤奮的人和工作狂有區別嗎？一

位施氏幹才學員這樣說：“勤奮的人是願意

在一天或一周內加班，但仍有空閒時間與家

人和朋友在一起，並參與各種社交活動的

人。”另一方面，他補充說：“工作狂是那

種強迫性地、不斷地努力工作，而忽視家人

和朋友在心中的地位。”這種行為就是一些

人所說的“消極成癮”。

施氏幹才一位委員強調，一個人所需要

的是懂得管理時間和工作量的技能，並學習

如何分配任務以避免過度勞累並減輕可能對

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的壓力。

另一位施氏幹才學員表示，過於沉迷

於工作，一旦沒有工作就感到焦慮和沮喪，

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和精神不安全

感，他強烈建議人們應該知道如何在兩者之

間取得適當和正確的平衡工作和放鬆自己。

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賺取更多，最重要

的是，一旦你生病了，你的努力就會付諸東

流。無論您從工作狂中節省了多少，都不足

以支付您的醫療費用。

我們應該始終牢記，工作狂遭受重大健

康問題的情況並不少見，其中可能包括壓力

引起的疾病、慢性疲勞和高度焦慮。因此，

施氏幹才學員在討論結束時被提醒，健康和

家庭應始終放在首位，任何過度都是壞事。

必須記住，任何事情都應該適度地做，並確

保保持和維持平衡的生活。所以施氏幹才不

認為『工作狂的果汁值得擠壓』。

旅菲涵口同鄉會
續辦優異獎助學金

旅菲涵口同鄉會會訊：本會將續辦二O二二至二O二三年度本

鄉優秀生獎勵金。凡本會鄉僑子女就讀于大岷區各大、中、小學及

幼稚園；中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為首、二、三名，操行乙等以上者

均在受獎勵之列。本鄉會優秀生獎勵金之申請者，請將有關成績單

連同相關獎狀的正本與副本，于辦公時間內向本會秘書長處登記申

請。本會也關懷本鄉僑成績優異家境卻清寒之子女能順利完成學

業，因此本會將繼續提供幫助。凡就讀于大岷區大、中、小學之吾

鄉學生需要幫助者，請向本會申請補助。申請者必須由本人、家長

或監護人代為申請，並請攜帶申請人的有效學生證、正本及副本成

績單。(成績總平均為八十五分或以上，操行乙等或以上者，兼有

一位本會理事推薦均可申請)。本會獎勵金和助學生之申請由即日

起至六月三十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申請者請在辦公時間撥打：0927-810-0733預約領取申請表格。

會所地址：＃113SolexII1144Solerst.MetroManila

旅菲錦尚同鄉會續辦
獎助學金、鄉僑中文教師獎勵金
本年度旅菲錦尚同鄉會訊：本會為勉勵鄉僑菁莪，勤奮學

業，造就梓里優秀人才，繼續舉辦獎助學金鄉橋從事筆耕生活中文

教師獎勵金。兹將本年度熱心教育鄉彦獻捐資金芳名列下：〔一〕

傑出模範鄉彥邱永遠榮譽埋事長榮華續舉辦令先尊慈邱故模範鄉彥

常務顧問允愷、王紅料夫婦紀念基金會第四十屆優秀生獎學金，

第十八届清寒學生助學金，〔二〕邱永遠名譽理事長允堅續辦令

先尊慈第廿八屆邱傑出鄉彦季跳、張選治夫婦紀念基金會優秀生

紀念獎學金、清寒學生助學金，〔三〕陳名譽副理事長慶藝第六屆

優秀生獎學金，〔四〕邱執行副理事長宗升第四屆優秀生獎學金，

〔五〕邱理事長奕權第六屆助學金，〔六〕邱永遠榮譽理事長榮華

續辦第廿五屆助學金，〔七〕邱常務顧問亨利續辦第廿二屆助學

金，（八）邱常務顧問仁文續辦令先尊邱故允標鄉長第廿四屆紀念

助學金，〔九〕邱常務顧問奕滿續辦第十八屆助學金，〔十〕邱名

譽理事長偉振第六屆助學金，〔十一〕邱諮詢委員茂財續辦令先尊

邱故諮詢委員季樹第十四屆紀念助學金，〔十二〕邱名譽顧問于

昆、施謙治夫婦紀念基金會續辦第廿九屆助學金，〔十三〕邱顧問

奕聰、奕國、監事貽焜續辦令先尊邱故顧問允恭第廿九屆清寒學生

助學金。〔十四〕邱名譽顧問健民續辦第廿二屆助學金，〔十五〕

豪華慈善基金第五屆助學金。邱于沛、于權、宗明賢昆仲續辦第卅

三屆令先尊邱故奕苗、于偉喬梓紀念基金會中文教師獎勵金。獎學

範圍：凡屬鄉僑子女就讀中西學校，英漢文大、中、小學、幼稚園

（托兒班除外）成績名列首、二、三名者，品行優良，大學畢業獲

得SummnaCuinLande，MagnaCumLaude，Cum.Laudc榮譽或參加政府

會考列首十名者，均在受獎之列。助學範圍：凡屬鄉僑子女就讀小

學、中學、大學家境清寒者均可申請補助。登記日期：獎助學金與

教師獎勵金由五月卅起至六月卅日截止，請於辦公時間攜帶就教學

校證明或學業成績表與影印本到本會會所辦理登記（恕不收、發傳

真Fax文件），逾期恕不補辦。頒發日期：獎助學金與中文教師獎

勵金謹訂七月十六、廿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座曾丘總

會辦公室分發，特此公布週知云。

安海內坑曾丘聯鄉會續辦
鄉僑子弟助學金

旅菲安海内坑曾丘聯鄉會訊：本會為關懷鄉僑子女教育事

業、鼓勵努力奮進求學、俾適應新世紀科技時代的需求、歷年由4

會熱心教育領導首長獻捐清寒學生助學金，續由曾名譽理事長煥伴

舉辦第七屆助學金、曾常務顧問國翔舉辦第十三屆助學金，曾常務

顧問煥眉舉辦第十七屆助學金，曾常務顧問鐵鋒舉辦第廿三屆助學

金、曾常務顧問國榮舉辦第廿四屆助學金，曾故前屆理事長南文家

屬舉辦第廿二屆紀念助學金。

凡屬鄉僑子女就讀幼稚園、小學、中學與大學家境清寒者均

可申請補助，申報自五月卅日起至六月卅日截止，請於辦公時間下

午一時至四時攜帶學業成績表與影印本到本會辦事處（曾丘總會）

辦理登記、逾期恕不受理，助學金謹訂於七月十六、廿三日（星期

六）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座曾丘大厦俶曾丘宗親總會同時發給，特予

公佈云。

養正中秋聯歡頒發本年度
華文教師及優秀生獎勵金

晉江安海養正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為鼓勵校友子女勤奮向

學，努力上進，獎勵華文教師諄諄善誘，樂育英才。本年度續頒發

校友教師及子女優秀生獎勵金。茲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四日(星期

日)上午十一時，假座東海皇宮省錢酒家舉行壬寅年中秋校友洎眷

屬聯歡大會，同時舉行頒發獎勵金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