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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聯諮詢委員曾鐵鋒先生捐贈
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二十萬菲幣

菲華校聯訊：校聯倡議設立「華社尊

師重道獎勵金」的宗旨，在于透過華社「尊

師重道」的優良傳統，集合財力和智慧，共

同為菲律賓華文教育的未來提供資源，也希

望華社浥注的資金能惠及在職和退休華文老

師。本會諮詢委員曾鐵鋒先生積極響應，向

該方案捐贈二十萬菲幣，再次彰顯曾先生關

心和支持華文教育的博大胸懷。

曾鐵鋒先生是世界晉江同鄉總會永遠榮

譽會長和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名譽理事長，

菲律濱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董事長，菲律濱

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名譽理事長，菲華商聯

總會常務顧問。

曾鐵鋒先生是僑界名人，華商精英，對

祖國和社會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曾鐵鋒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目前

是菲律濱偉慶企業董事長。他也為菲律濱經

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他還是一

位慈善家，多次捐資，支持家鄉經濟建設，

投身社會公益事業，尤其是為菲國和家鄉抗

擊疫情輸財出力，不遺餘力。

曾鐵鋒先生十分重視華文教育，為推

動華文教育事業的發展和中菲文化交流竭盡

全力地做著努力和貢獻。曾先生對菲律賓華

教可謂嘔心瀝血，令人由衷欽佩。他從九七

年開始擔任晉總秘書長以來，就一直在積極

推動舉辦華文教師講習班方案和晉總督導方

案，他為這兩項方案的順利實施，積極參

與，輸財出力。2003至2009年他連續六年擔

任商總文教主任，多方聯繫國家漢辦，協調

國內一些院校，派志願者來華校任教。志願

者項目自2003年開始啟動，由最初派到菲律

賓十七人，發展到疫情前達到數百人，有力

地推動了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發展。

他甚至不辭勞苦，親自到遙遠的棉蘭

佬島南部看望志願者，發現有一些人生活不

方便，就風塵僕僕地到商店為他們買了熱水

器、空調等，並請技工為他們安裝。就是為

了確保志願者有良好的工作與生活環境。為

了支持華文教育事業，為了幫助校聯更好地

發展，他曾多次捐資給校聯及華校。自從

2008年校聯屬下的退休教師聯誼會創會後，

他每年教師節都捐款給退休老師，至今已有

14年了。　　

曾先生不僅關心支持華教事業，日夜奔

走操勞，而且殫精竭慮地謀劃著菲律賓華教

的未來。這次，曾先生得悉校聯為了獎勵在

職教師堅守崗位，為了照顧退休華文教師，

喚起社會對老師的關注和敬重，振興菲律賓

華文教育，讓中華優秀文化能夠更好地得到

傳承，而設立了「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方

案，遂慷慨解囊，向校聯熱心捐贈二十萬菲

幣。曾鐵鋒先生行大愛善行,播義舉仁風。今

藉報端，校聯代表全菲華文教師向曾先生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謝忱。

捐款熱線：

商 總 文 教 委 員 會 黃 尚 美 秘 書 ：

09176575052

晉 總 文 教 委 員 會 王 宏 忠 校 長 ：

09175766996

校聯財政主任唐裡沓校長：09176903326

蘇世選先生慨捐
「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十萬

菲華校聯訊：菲律賓著名僑領蘇世選

先生積極響應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倡議設

立的「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方案，慷慨解

囊，捐贈十萬菲幣，以支持華文教育，鼓勵

華文教師，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令人欽佩。

蘇世選先生出生于福建南安，是菲律

賓著名的僑領、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

事、世界蘇姓宗親總會第十二屆理事長、菲

律賓南安同鄉總會名譽會長，菲律濱東方體

育會會長。

蘇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功成名就

以後，他關注教育事業的發展，適時捐輸資

金；主持、組織家鄉及菲律賓兩地的文化交

流活動，構築起堅固的情感橋樑；積極參加

社會活動，敦親睦鄰、聯絡鄉誼……在這些

「不賺錢」且勞心勞力的事務裡，他忙得不

亦樂乎。一舉一動，無不彰顯了出色的人格

魅力。他雖然身居他國，卻情系華夏，心憂

天下，念念不忘祖國、家鄉的各項事業發展

建設，竭盡全力回饋社會，報效祖國。

蘇先生還是一名慈善家。1986年，蘇

世選先生參與了菲律賓南安公會的籌建，是

福建省在菲律賓創建的第一個公會，意義重

大。

他還為玲蘇中學籌集資金，捐建了教學

樓。蘇世選先生始終熱心于家鄉的各方面發

展，多年來，他源源不斷將資金輸送家鄉，

扶持基礎設施建設，捐資助學，關愛老人，

可以說是無所不涉。在他的努力下，南安有

了第一所本科院校——福建師範大學閩南科

技學院，在南安教育發展史冊上寫下了濃墨

重彩的一筆。低調做人、高調做事是社會各

界對蘇世選先生的評價。低調做人說的是蘇

世選先生的樸素、內斂。高調做事，說的是

他對公益帶來的大手筆，他是一個普通人，

他稍有成就，首先想到的是怎樣回報社會，

回報的重點又是在教育，除了慷慨之外，更

有幾分高于一般人的遠見卓識。在他低調做

人、高調做事這個特點的背後也有一種東西

在支撐他，那就是愛國之情。

蘇世選先生聽聞菲華校聯設置「華社尊

師重道獎勵金」項目，便積極響應，獻捐菲

幣十萬，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端，

以申謝忱。

捐款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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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聯財政主任唐裡沓校長：09176903326

中國洪門致公黨中呂宋支部複選竣
蔡榮達大哥眾望所歸榮膺新屆主席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中呂宋支部訊:本

支部第十九屆連二十屆職員任期應在2020年

屆滿，但一場突然而來的疫情風捲全球，給

人們帶來難予接受的痛苦，徹底擾亂了人們

正常生活秩序，現在疫情有了很大的好轉，

開始恢復正常生活工作。本支部于2022年中

旬開始舉行復選，昆仲們積極踴躍參與，一

致推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

現任主席李振勝大哥，在任內積極推

動黨務、輸財出力，多次組團參加祖籍國致

公黨舉辦的活動，並組織捐資助學活動，特

別是在疫情期間，配合地方政府舉行組織打

疫苗並贈送藥品、大米和各類食品給當地民

眾。但因受章程所限，不得連任一致被推選

為名譽主席繼續輔助黨務。

執行副主席蔡榮達大哥，事業有成、熱

心于公益，積極輔佐黨務盡心竭力、辦事認

真、低調禮讓、有著敢于承擔責任與樂于奉

獻的精神，眾望所歸一致推選為新屆主席，

相信中呂宋支部在他的領導下，必定會開拓

創新且能大展宏圖。      副主席許文雅大哥

在任內熱心華社公益，輔助得力，社會經驗

豐富，精明能幹且事業有成,盡忠職守，對洪

門昆仲忠心義氣，一致推選為新屆執行副主

席。

副主席鄭陽明大哥，洪天振大哥、蔡

德強大哥、許宜隆大哥、蔡明曙大哥、鄭騰

煜大哥、陳錡忠大哥、陳華強大哥、吳維才

大哥、陳長堤大哥、蔣錦源大哥、呂榮業大

哥、均為本支部精英，忠心義氣,貢獻良多,輔

助黨務得力均連任副主席。

施江鴻大哥、陳錡立大哥、彭騰濤大哥

曾擔任本支部重要職務，由于貢獻良多且年

輕有為,事業有成,盡忠職守,一致推選為新屆

副主席。

原副監事長陳恩惠大哥為人公正,處事穩

重,是本支部的老大哥晉陞為監事長。

副監事長蔡明祥大哥、蔡再生大哥、李

金帛大哥、許遠輝大哥、陳坤虎大哥、杜健

大哥、王俊杰大哥、熱心黨務，忠厚樸實，

續任副監事長。

溫澤龍大哥、林文彬大哥、施劍鋒大

哥、呂秋生大哥忠心義氣，熱愛洪門，被推

選為副監事長。

秘書長林家雯義姐才華橫溢，遠見卓

識，辦事認真續任秘書長。

陳旭猛大哥、吳家德大哥、蔣振繁大

哥、鄭英俊大哥、彭澤亞大哥、陳華俊大

哥，陳錡銘大哥熱心黨務，年輕有為推選為

副秘書長。

新屆各股職員則選賢任能，是本支部中

堅骨幹擇才而任，另日職員表將刊登公佈于

各報。

本支部謹定于2022年9月25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假邦邦牙省紅奚禮示市克拉克經

濟特區羅伊斯大酒店（ROYCE HOTEL），

舉行慶祝成立二十二週年紀念暨二十一屆連

二十二屆職員就職典禮。為了大會更加隆

重，特邀致公黨總部主席、本支部指導員姚

金鎮大哥為大會監誓並訓誨。誠邀致公黨總

部執行副主席吳啟發大哥蒞臨為大會主講

人。是日，洪門五屬籍此歡聚一堂，暢敘蘭

誼。誠邀各友好團體光臨指導，公囊盛舉，

以增熱鬧氣氛

世青菲律賓聯會會長王榮忠出席「中菲人文之驛·走進世遺泉州」活動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2022年8

月4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福建省泉州市

人民政府、菲華各界聯合會聯合舉辦「根脈

尋蹤 情系桑梓——中菲人文之驛·走進世遺泉

州」活動，在中國泉州市和菲律賓馬尼拉市

分別設立會場。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

泉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蔡戰勝、菲華各界聯合

會主席楊華鴻出席活動並致辭。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會長王榮忠應

邀出席在泉州設立的活動現場，並接受泉州

電視新聞台採訪。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表示，泉州是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曾經名滿天下的

「東方第一大港」，去年憑借「泉州：宋元

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功躋身世界遺

產名錄。此次「人文之驛」雲端聚焦泉州，

不止為了探尋泉州的前世今生，更是意在追

溯菲華群體乃至菲律賓與泉州的不解之緣。

黃溪連大使表示，「中菲人文之驛」定將築

牢中菲友好交流根基，增進兩國人民相知相

親，助力開創中菲關係新的「黃金時代」。

泉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蔡戰勝表示，泉州

與菲律賓的交流往來源遠流長，相信隨著外

派華文教師等交流項目不斷拓展，旅菲僑親

與家鄉的聯繫會越來越緊密。當前，泉州大

力傳承弘揚「晉江經驗」，深入實施「強產

業、興城市」雙輪驅動，

持續深化「抓項目、促發

展」系列專項行動，希望

各位鄉賢繼續發揮橋樑紐

帶作用，持續關注參與家

鄉經濟社會建設，也期待

大家常回家走走看看。

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

楊華鴻表示，此次活動不

僅展示泉州的深厚文化積

澱和豐富藝術內涵，也讓

大家進一步瞭解、傳承和

弘揚廣大旅菲泉籍華僑愛

國愛鄉、勤儉拚搏、回報

桑梓、樂善好施的精神。

經 過 這 次 活 動 ， 旅

菲華僑華人也將通過「雲

端」再次走進泉州這座世

遺之城，進一步領略她的

無窮魅力。 

圖片說明：
1.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黃溪連致辭。
2.泉州市人民政府市

長蔡戰勝致辭。
3.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致辭。

4.泉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蔡戰勝與會長王
榮忠在活動現場。

5.會長王榮忠接受泉州電視新聞台採
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