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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人民服務

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支援內湖敏迎市(Binan Laguna)清掃街道

圖示圖中創會會吳肇新和市長合影,其餘為清洗情形。

菲律濱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訊：本會10/31/2022創會 會

長吳肇新接到明涼市長Hon.Arman Dimaguila Binan Mayor請求支

援,因受巴英颱風去後,做成多少後為症,多處積水成河流,泥巴

士推積成山般,教堂課室街道大街小巷都是呢巴,索動人心,當地

災民處于困難之中,本會會長蔡榮華,特別指示于11/1/2022上午

派出五輛救火車及水車趕到當地,配合當地政府消防局三輛救

火車共同進行清洗泥巴地區.由本會消防隊副隊長Mark Diala 及

文珍俞巴分隊負責人張念順,施青霞,施德華帶領消防員出席,共

同為同胞出力及多出一分力量,但願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中正學院慶83校慶第二天

園遊會外小學有精彩比賽 高中有校友分享創業經驗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為慶祝83週年校慶, 
本校提前於10月25日起，連續三天舉辦精彩
的慶祝活動。繼10月25日的園遊會和初中及
國際文憑班的運動會，10月26日的慶祝活
動，除了大操場擺設的美食攤位和益智遊戲
的攤位外，體育館和大禮堂也進行著小學部
的遊戲活動。

大操場熱鬧哄哄，人頭攢動，體育館也
不外。首先登場的是四到六年級的遊戲，包
括呼啦圈、飛碟射擊和接力賽。隨後是一到
三年級的呼啦圈和飛碟射擊比賽。所有選手
都盡其所能，要為其代表的班級贏得比賽吶
喊加油。最後全體選手合影，並公佈獲獎者
及頒獎。

與此同時，大禮堂上午也舉辦了小學部
以「角色扮演」為主題的比賽。主持人致開
幕詞和作評委介紹後，小一至小六的同學各
自裝扮成迪士尼角色及作自我介紹（每人限
制最多2分鐘）。此外，還有猜迪士尼歌曲題
目的有獎比賽，氣氛熱烈。同樣的，在公佈
得獎名單及頒獎，並向評委致謝後，集體合
影留念。

下午一點鐘，大禮堂又進行了另一場校
友和高中同學會談的「2022年中正學院創業
峰會 Entrepreneurship Summit」。四位事業有
成的校友，向在座的學弟學妹講述他們如何
成就如日中天的事業。四位校友是：

（一）林真真 (Frances Jane Cabatuando)校友
本校中學 2009年度畢業生，拉薩大學

2012年列名榮譽獎Honorable Mention廣告管理
學士。

商業/工作經歷如下：
KROMA Entertainment人才 (2022 年 1 月

至今)
「NYMA Talent Management人才管理」

先鋒人才；新推出的PIE頻道的先鋒電視主持
人；在社交媒體上擁有超過 10 萬粉絲的內容
創作者。「HOME BUDDIES家庭夥伴」 創始
人兼首席執行官(2020 年 9 月迄今)。

2021年「Facebook Community Accelerator 
Participant臉書社區加速器參與者」 籌集到
80,000餘 美元的資金；負責APAC亞太地區最
大的臉書群組和擁有300餘萬會員的最大的菲
律賓家庭愛好者社區。

DENTSU JAYME SYFU副創意總監(2020 
年 11 月 – 2021 年 10 月) 

BBDO GUERRERO高級文案撰稿人 (2017 
年 1 月 – 2019 年 2 月)入圍「坎城國際創
意節Cannes Lions」Johnsons Baby「遊戲街
Playstreet」活動；在菲律賓推出 Aquafina瓶裝
水，率先開展 RCBC Rebranding信用卡重塑活
動。

OGILVY PHILIPPINES數位文案撰稿人 
(2015 年 9 月 – 2017 年 1 月)

在本國推出華為P9、 幫助普及病毒性的 
Milo「精力短缺」運動。

菲律濱McCANN WORLDGROUP文案撰
稿人(2013 年 2 月 – 2015 年 9 月)

憑藉「最快樂的謝謝」影片，使可口可
樂登上 Youtube 廣告排行榜第一名。

（二）曾煥雄(Gilbert Chan) 
本校中學1996年度畢業生、2001年度大

學部市場營銷學士 。
求學時代曾是中學 和大學籃球校隊隊

員和冠軍。曾在家族企業（五金/家具店）工
作、Han Lee餐廳經理（3個月）、BDO財務

經理 （5 年）、從事標牌和廣告業務(2012年
開始迄今)。

（三）陳金竹(Andrew Kentson Tan)
本校中學2003年度畢業生，拉薩 DLS-

CSB  多媒體藝術學士。
2003年中學畢業後即開始自己的運動服

銷售業務，菲律濱運動服裝店Jersey Haven東
主(2012年開始迄今)。

 (四)   施焜棋(Ace Stevenson Olano) —
本校中學2003年度校友，亞典耀大學

企業管理學士。菲華青年企業家商會ANVIL 
Business Club理事。建築器材United Supplies 
of the Philippines會員。METROTECH STEEL 
INDUSTRIES, INC.副總裁 –銷售和營銷(2005 
年 4 月迄今)。

該公司已成立25年，主要從事鋼門、防
火門、捲簾門的製造。在大學三年級時，他
父親就讓他在公司兼職。目前，公司已發展
成全國最大的鋼門公司之一，為所有大型房
地產開發商、賭場、機場、酒店、醫院等提
供產品。

VARLEY CORP 總裁 (2017 年 7 月 迄
今)。

該公司從事進口和分銷嬰兒用品，如韓
國第一品牌Upang UV紫外線消毒器、澳大利
亞沐浴高腳椅Charli、韓國Forppin過濾淋浴頭
等。產品在 SM 和 Mothercare 等主要零售商
處以及通過 Lazada Mall 和 Shopee Mall線上銷
售。

Finance Progress VENTURES 集團公司副
總裁 (2019 年 7 月 迄今)。

該公司從事不同食品概念的特許經營。
迄今為止已有 6 個 浪漫 Baboy Samgyupsal、

7 個 - Cha Tuk Chak Thai Milk Tea 奶茶和 1 個 
- Sweet Ecstasy Burger漢堡。還有，即將開業
的 1-Romantic Baboy、2-Cha Tuk Chak茶 和 
3-Dookki兩餐-年糕火鍋、韓國Topokki自助餐
廳。

EASTDEV CEMENT TRADING副總裁-財
政 (2020 年 7 月 迄今)。

該公司是從越南進口的聯邦品牌水泥的
經銷商。PROGRESS AGGREGATES CORP副
總裁-財政(2021 年 3 月迄今)。

該公司從事碎石業務。碎石骨料是道
路、橋樑、住房和工業建築的施工所不能少
的器材。SAJANG CHICKEN CORP副總裁-財
政(2022 年 2 月 迄今) 。

該公司是一家韓國無骨炸雞概念公司，
它是一個本土品牌，從菜單到商店品牌和佈
局的一切都是從零開始開發的。迄今為止，
他們有 2 家自家公司和3家加盟專營店。

Progress Fresh Eggs Supply新鮮雞蛋供應
商東主(2005 年 8 月 –2020年3月)

大學二年級即開始第一次創業，先是在
Ateneo食堂一角設炒飯攤位，後來顧客擴充
到餐館和濕貨市場的小販。但這幾年，為防
止接觸新冠病毒，已停止營業務。

四位校友就豐富的經驗和高中的同學分
享，展開就業和開業的問答，學生非常認真
的提問心中的疑問，而校友也傾囊相授，給
予正確並有建議性的答覆，一場座談在大家
非常滿意的情況下完滿結束。

王明雄善信樂捐正義廟
菲律賓岷里拉沓摸拉正義廟董事會

訊:馬尼拉利未素惹國際獅子會于十一月

六日中午假座馬尼拉大酒店舉行慶祝成

立四十九週年紀念暨第五十屆職員就職慶

典,本會福利主任王明雄善信榮膺新屆會

長. 王福利主任明雄善信事業有成，熱心

奉獻社會公益，關愛本會，欣逢喜慶，特

捐獻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實堪弘揚,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圖片說明：馬尼拉利未素惹國際獅
子會會長王明雄善信(左)和正義廟董事會
三位董事長之一林世卿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