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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各界熱議泉州僑批文化特色夏令營

6月中旬，泉州市僑聯成功策劃、舉辦

了海外華裔青少年「走進世界記憶遺產——

僑批」文化特色夏令營，海內外各界反響熱

烈，眾多海外僑胞通過各渠道為本次活動點

贊，上級僑聯也給予充分肯定，《人民日

報》（海外版）等媒體及多家海外華文傳媒

紛紛予以報道。

《人民日報》（海外版）專訪了此次

活動，採訪了主辦方和授課老師及參加夏令

營的菲律賓、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的海外社

團、僑領，6月20日以《泉州：讓僑批文化煥

發新活力》為題作了專版報道。

人民政協網6月23日以《讓僑批活起來 

把精神傳下去——中國僑聯主辦「僑批」文

化特色夏令營》為題作了報道，評價僑批文

化特色夏令營「推動僑批文化『破壁』出

圈」。

廣大海外華僑華人社團、海外僑胞十分

關注僑批文化特色夏令營，對活動寄予很大

期望，希望孩子們通過學習僑批文化，理解

華僑先輩的家國情懷，激發對中國的興趣和

嚮往。活動成功舉辦後，海外僑胞紛紛通過

微信、電話等方式為活動點贊。《菲律賓商

報》等海外華文媒體也紛紛予以報道。

菲律賓佩蘭舞蹈藝術中心董事長何佩蘭

說，僑批特色營內容非常專業，老師講得非

常好，體現了當年遠在他鄉的華僑對家鄉的

眷戀，他們在外打拼是為了家鄉親人能生活

得更好。這是一段艱辛的故事，僑批特色營

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課堂。

印尼南安同鄉聯誼會陳桂萍老師在點

評營員作業「何謂僑批」時，精闢地概括

「海外來鴻，亦情亦銀，亦事亦理，亦文亦

象……此乃僑批」。

年僅5歲的菲律賓華裔小朋友呂耀輝參加

本次僑批文化特色夏令營後，他的父親呂明

恩幫他拍攝了一段視頻，再現他的高祖父當

年到菲律賓謀生、寄批銀回鄉的場景。連日

來，這段又萌又感人的視頻上了熱搜，在市

民的朋友圈熱轉。泉州廣播電視台、泉州晚

報、泉州網等媒體也紛紛予以報道。

早在僑批文化特色夏令營籌備階段，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菲律賓各校友會聯合

會、菲律賓佩蘭舞蹈藝術中心、吉爾吉斯斯

坦中亞福建總商會、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

國立大學孔子學院、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

明亮小學、巴拿馬孔子學堂等海外社團、華

文學校就十分關注本次活動，積極開展招生

活動。《菲律賓商報》《菲律賓聯合日報》

《菲華日報》《菲僑商》等海外華文媒體紛

紛轉載僑批文化特色夏令營籌備情況和招生

海報。

嘉南中學前董事故陳子健尊夫人李榮珠 
節省壽讌獻捐壹佰萬元

嘉南中學訊：故陳子健董事尊夫人李榮

珠長老於日前歡渡八十壽誕，由其哲嗣陳培

德，培仁及培利以家宴慶祝。

由於在防疫期間不宜歡宴眾親友，但其

兒女遵照其先嚴之遺囑，節省開支特別獻捐

菲幣壹佰萬元，給母校發展學生及教師福利

金之事宜。

對其奉獻之款項，五十萬比索作為嘉

南中學教師福利基金，另五十萬比索響應最

近由嘉南前任董事長林澄滄及現任董事長李

鐘鳴推動的最新「嘉南鑽禧校慶助學金」之

義舉，發揮校友對關懷母校的愛心，故陳子

健前董事及李榮珠長老一生熱心事奉主，母

交，誠為眾校友的楷模，特此表揚，並申謝

忱。

願一切榮耀歸予最高的主宰。

朱倪宗親會複選完竣 朱瑞聰連任理事長
菲律濱朱倪宗親會訊: 本會第廿一屆職員任期

已滿, 遵章舉行改選, 經過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初選, 

並於六月四日進行複選, 理事長朱瑞聰輸財出力, 建

樹良多, 辦事實事求是, 疫情期間關心宗親, 深得全體

職會員愛戴, 獲一致推選連任。副理事長朱新永、朱

克民、倪惟錦、朱金聰、均精明能幹、社會經驗豐

富、深孚衆望、亦獲一致推選連任。年青有為、才

學俱佳之朱文章、朱志偉、朱青彬、朱遠東等則獲

選理事會中之另四位副理事長, 共同輔助會務之推

展。

本會因應疫情防控謹訂訂於二〇二二年七月三

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藉Zoom網絡視訊慶祝四十二

週年暨第廿二屆理監事會洎婦女組、青年組職員就

職典禮, 誠邀貴賓、代表、全體職員屆時歡聚雲端， 

參加盛會，共申慶典。

 雲端會議鏈接碼為Zoom 818 8902 6814, 會議密

碼為 8888。希全體理監事謹踴躍撥冗準時出席是

荷。

菲華志願消防隊總會聯同國際獅子會301A3區

向Aurora Quezon Elementary School
示範防火滅火自護能力方法

菲 華 志 願 消 防 隊 總 會 訊 ： 本 會 于

6/18/2022年（星期六）上午9點聯同獅子會

301A3區向Aurora Quezon Elementary School舉

行示範防火，滅火，地震，自護能力方法.

學校小學學生大約三百人左右參加觀看.

今次示範由消防總監FM Alexander Ong，

指示DRR Jonathan Lim， Pasay Volunteer 

Fire Brigade，Pasay Volunteer OIC Marvin Lee 

Ordiales.及多位員共同負責.

本會出席有會長許有福Henry Tiu 秘書長

王齊利Jerry Ong，副財政主任洪逸銘 Edward 

Hong，稽查主任Ramon Wong，理事Stephen 

Chan，等到場督察.獅子會有301-A3區 District 

Governor Daniel L.K .Ching 3PMJF， FVDG 

Walter Santillan 3PMJF， SVDG Masao Sato 

36PMJF.等光臨，現場觀看示範，內容多姿多

彩。

首先講述在住家要常常檢查電線，電

器，開關，Gas爐，等如何應用操作滅火筒，

緊急施救人工呼吸，手按胸部急救法，如何

手執水喉管噴射水，如何包笠傷口，如何利

用樓梯，雲梯逃生。

遇事一定要鎮定，認清周邊環境，不要

驚忙等鎮定才能應付一切事變，才能由險轉

安，渡過難關.

本總會出動由OMNI Lighting捐贈Nissan 

Urvan ，HAPEE Toothpaste 捐贈Command One 

Foton Toano 及一輛救火車共三輛到場以作示

範之用.

圖示現場情形。

佰利春和GoodFellowFoundation聯同
西黑省描哥律市菲中聯誼會志願消防隊

於菲中友誼日作全菲第72次派糧賑災活動
佰 利 春 菲 華

志 願 消 防 會 訊 ： 佰

利 春 菲 華 志 願 消

防 會 ( B r i x t o n  H i l l s 

Volunteer Fire Brigade 

Assoc ia t ion)  和金豐

基 金 會 ( GoodF e l l ow 

Foundation)聯同西黑

省描哥律市菲中聯誼

會(Negros Occidental 

Filipino-Chinese Amity 

Club,Inc.) 志願消防隊

（Amity Volunteer Fire 

Brigade)于在六月十六

日（星期四）上午十

時，共同準備1000份

救濟愛心包向Barangay 

22 和 Barangay 17的

居所, 以慶祝菲中友

誼曰。愛心包內有大

米,罐頭魚,泡麵,餅乾,

咖啡精三合一,等等物

資。菲中聯誼會志願

消防隊是由菲中聯誼

會全部操盤行政,對當

地政府付出極貢獻每年 出動救火車數千次

另救護車每年有二.三千件之多,給政府當局

節省不少經費,而且受到當地政府重視尤其今

年委以重任替當地政府衛生部授以接種疫苗

重任.並被推選代表為描哥津市參加競選2017

年全菲最佳志願消防隊,因而得首名的光榮佳

蹟.實是我全菲僑社的光榮一面.描哥律市菲中

聯誼會志願消防隊並有間專門訓練消防員設

備先進修訓課程學校.是日由菲中聯誼會志願

消防隊是一隊組織完整,並有各部單位分佩工

作,大家分工合作,團結一致,並由消防總監Fire 

Chief Mike Gorne.Asstant .Fire Chief Jesse Palses.

救護組:EMS Deputy Chief Renato Rumel Rojo, 

.Asstant .Deputy Chief Janbeni Pandan.幾場輔導

組:Fire Service Deputy Chief John Sugon .Asstant 

.Deputy Keith Castro.救災組:Rescue Services 

Deputy Chief Hensley Mombay.Asst.Deputy 

Chief Jesus Atas.青委組:Youth Coordinator Felix 

Alegayda, Clint Ferrer .

這次救濟分發愛心包由消防員們負責

由Felix Alegayda, LR contreras Melkaye Shane 

D.Gallardo, Bianca Felise Pestano,Archie Barbilla, 

Kenneth Gino, Christina Marie,Izhar Remando.等

共同主持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