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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華校聯將舉行第十五屆全菲會員代表大會
暨第八屆行政人員交流會

菲華校聯訊： 為宣揚中華文化，發展

華文教育，加強全菲華文學校合作，交流教

學經驗及改善華文教師福利的宗旨，為菲律

濱華文教育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本會訂於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假商總七樓大禮堂舉

行第十五屆全菲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八屆行政

人員交流會。本次會議的主題為："同心同

德，築夢遠航"。有關會議議程如下：

11月18日上午十點開始在商總報到。

下午一時，本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八屆行政

人員交流會的開幕式將在商總大禮堂隆重開

幕，常務理事李淑慧校長擔任主持人，大會

主席為常務理事黃琬蓉校長，貴賓致辭分別

有：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育慶諮詢委員、

菲華校聯諮詢委員李榮美先生、菲華各界聯

合會主席楊華鴻諮詢委員、菲律濱中國商會

會長洪及祥諮詢委員、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

理事長陳凱復諮詢委員。會上將贈送李榮美

先生新書「杖朝集」與全體貴賓和代表。下

午二時，本會將舉行第一場行政人員交流

會，由秘書長李美副校長主持，常務理事黃

思華校長引言，華僑大學洪桂治博士、光啟

中學余莉莉總主任、光啟中學柳邱華老師、

獨魯萬鳴遠學校韓春暖老師作專題演講，僑

中分校劉曉玲主任作總結。當天午餐由中國

商會招待，晚餐由菲華商聯總會招待。

11月19日上午將舉行第二場行政人員

交流會，由秘書長楊振炎總主任主持，常務

理事黃思華校長引言，中正學院馬儷玲總主

任、美國洪新涵老師、校聯法律顧問曾煥賢

律師、怡朗新華學院吳志超校長作專題演

講，崇德學校吳秀秀主任作總結。結束後，

由菲華各界聯合會招待午餐。下午將舉行第

十五屆全菲會員代表大會，由常務理事陳惠

玲校長主持並監督選舉出臨時主席團，常務

理事吳紫薇校長作會務報告，財政主任唐里

沓校長、蔡山川校長作財務報告，常務理事

林文誠校長主持修改章程，初選、復選並公

布結果。結束後，由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招

待晚餐。

11月20日上午，將舉行本次會員代表大

會暨第八屆行政人員交流會的閉幕式，由常

務理事葉啟明校長擔任主席並致辭，新屆秘

書長主持會議。校聯新屆理事由商總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監誓宣誓就職,宗聯輪值主席吳啟

發先生作為貴賓致詞。新屆理事會代表致謝

詞。午餐由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招待。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讓我們繼續努

力，為了華文教育的美好明天，奉獻精力和

心血。預祝本次代表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附錄：出席代表大會和行政人員交流會

名單如下：聖公會中學1吳紫薇2陳梅梅3李偉

有;4聖軍中學吳建華; 靈惠學院5陳宏濤 6楊

振炎7蔡天送; 培德中學8蔡山川9郭佩芳10王

潔蓮11房嬡麗; 嘉南中學12陳惠玲13許麗玲14

吳麗君15王一明; 計順菲華中學16李淑慧17蔡

景選18林志順19郭巧棉20林素玉;21羅申那振

聲學校林淑珍; 僑中學院22黃琬蓉23蔡美美24

劉曉玲25曾蓮紅;26晨光中學黃思華; 洪門近

南學校27蔡淑華28吳勝順; 光啟學校29余莉莉

30周海燕31吳熾烽;32描戈律華明中學孫麗莉; 

鄢市東棉光華學校33張玲雅34陳金珠; 百閣公

民學校35林文誠36蔡維淩;37馬加智嘉南學校

李溫如; 寶寶樂園38唐里沓39鄭白蓮; 怡朗華

商學院40阮安妮41王秀敏;42蘭佬中華中學薛

芳芳; 中正學院43葉啟明44馬儷玲45方永輝46

郭彩雲47黃小燕;48三寶顏中華中學熊玉琦;49

尚一中學劉憶椿; 怡朗新華學院50吳志超51葉

珊珊;52高倫那達中華學校蔡建英;53鄢市恩惠

學校鄭威廉; 天主教崇德學校54李美55李枝蓮

56莊麗華57吳秀秀; 馬尼剌愛國中學58林美雲

59蔡婷婷; 中西學院60陳瑜美61許小燕;62耀

華中學張慧芬63基中學院莊瑋貞; 能仁中學64

許普華65莊蓉蓉;66培基中學劉昆侖;67三巴樂

中華中學吳良源; 獨魯萬鳴遠學校68張戌花

69牛祥林70韓春暖;71紅奚禮示立人中學蘇志

能; 基立學院72潘布勇73柯雅清;74北黎剎育仁

中學蔡莉莎;75亞虞山培青中學王淑敏; 三寶

顏忠義中學76王賢玲77丁美仁;78密三密斯光

華中學陳敏敏;79納卯佛教龍華學校蔡晶瑩;80

宿務東方學院施能燦81計順基督學院林雨聯

82嗎拉汶文化書院劉家寶83南古島嘉南學校

洪美琴; 北怡羅戈省華英小學84莊漢庭85Ma 

Teresa L. Co; 義德中學86楊碧霜87楊碧珊88許

幼萍89楊珠麗; 那牙嘉南中學90王志超91黎玉

蘭; 義光基督學院92黃惠敏93吳玉傑94林麗麗; 

慧光基督學院95吳真真96黃淑珩;97郎瑪倪地

中國中學費志傑; 描東岸及時紀念學校98曾秀

華99黃世白;100拉允隆文化書院丁重富; 禮智

興華中學101李慧倫102史愛蓮; 景祥愛心幼兒

園103蔡美容104洪珍珠;105碧瑤愛國中學施玲

玲; 巴西中華書院106葉珠容107莊育仁;108加

帛示中山學校朱佩仁; 怡朗中山中學109龔詩

山110倪瓊妹; 英才培幼園111王珊莉112王錦

琪; 怡省仙朝峨眉中華中學113吳海棉114吳禮

娜; 怡朗雅典耀聖母學校115陳瑪莉116蘇美珠

117胡路德;118菲律賓中山中學李煒欽119宿務

建基中學李韻華; 菲律賓普賢中學120邱婷婷

121鄭秋慧; 羅申那同和中學122陳絲娜123陳

卿仁124李珊珊;125羅申那和諧學校洪美蘭; 菲 

律 賓 郊 亞 鄢 南 星 學 校126吳安本127許素

珍128史文仁129馬美莉;130務端信心基督教學

校謝碧英131甲萬那端市中華學校吳珍珍132

依拉岸中華學校葉永清

隴西總會開始頒發本年度優秀族生獎勵金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一向為弘揚中華文化和鼓勵族生勤奮上進為

主要工作方針，每年照例獎勵中文學業成業

首、二、三名的中、小學和幼稚園的優秀族

生，以及在大學部畢業者首、二、三名 成績

傑出的族生。

歷年來已獎勵了無數族生，成為他們追

求崇高榮譽之指標。本年度總會仍然繼續舉

辦此項獎勵活動，即日起由各位優秀族生或

家長代表携帶學校身分證ID，到本總會辦公

室親自領取獎狀及獎勵金。

兹將本總會優秀族生芳名公佈如下：

大學部畢業者：第一名、維財、佳蓉。

第二名、慧秀、祖文、鎧玲。第三名、心

怡、安綿、燕菲。

中學部第一名：1.（計順菲華）美雙。

2.（培德）佳欣、李安。3.（培基）泳鋒、麗

怡、明珠。4.（僑中）錦慧、清豪、松松、

煥年、釧煜。5.（基立）金恩、沛樺。6.（義

德）佳欣。7.（靈惠）靜如、錦祥。8.（新

生）豪傑、寶珍。9.（光啓）傑銘。

中學部第二名：1.（百閣公民）淑敏、

美梅。2.（計順基督）青美。3.（三巴樂中

華）金元。4.（計順菲華）靜美。5.（義光基

督）明思。6.（聖公會）宜祥、重友。6.（培

德）抒凡。7.（能仁）雅詩、羅仁。8.（培

基）吉金、尹元、漢儒。9.（嘉南）金美。

10.（僑中）美娜、曉玲、聖傳、佳妍、雅

鵑、語鑫、亞梵。11.（中正）詩婷、沛潔、

文忠。12.（中山）小安。13.（新生）盛恩、

文傑。14.（靈惠）榮昌、嘉琳。

15.（乘願）佩珊、佩如。

中學部第三名：1.（計順基督）俊明、

健安、明愛。2.（中正）尚煜、民哲、威

城、晶晶、美明、怡雯、永城、堉濱、明

源。3.（培德）偉利、安淇。4.（培基）天

浩、李玟、育輝、金龍。5.（僑中）佳捷、

陽威、昌煥、雪芯、晴慧、天正。6.（崇

德）冠賢。

小學部第一名：1.（百閣公民）開麗。

2.（馬加智嘉南）佳欣、詩涵、雪靈、美

靈。3.（義光基督）明莉。4.（中山）俊良。

5.（愛國）興達。6.（培德）欣吉、佳玉。

7.（培基）統蓉。8.（僑中）埼銘、海美、吉

漢、俊誼。9.（基立）金鑫、昀臻。10.（靈

惠）榮裕、法洋。11.（崇德）俊達、理慧。

小學部第二名：1.（義光基督）宜利。

2.（巴西中華）盛敏、華琳。3.（中正）聖

依、世明、健豪、鎵炘、松峰。4.（中山）

安安。5.（嘉南）美霖、乙華。6.（育仁）

敏志。7.（乘願）師忛。8.（近南）安安。

9.（僑中）雅芸、塏鋆、美安、延楷、語

楨、姗姗、承恩、白雪。

小學部第三名：1.（百閣公民）強福。

2.（中正）心慈、祥祺、維豪、向陽、文

強、雄虎、中華、輝陽、洛施、丁華、佳

佳、瀅玉、佳蒨。3.（中山）美玉4.（培德）

雅琪5.（培基）育慶、彤彤6.（嘉南）卓翰、

尚恩。7.（乘願）幼妮。8.（僑中）儒衡、李

晨、曉寧、燕珊、森森。

幼稚部第一名：1.（百閣公民）金蓮。

2.（僑中）芽莹、海心。

幼稚部第二名：1.（培基）瑪丁。2.（僑

中）培淵。3.（聖軍）東森。

總會住址：1039  BENAVIDEZ ST .5 

FLOOR：電話：8244-8192傳真：8244-8154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時

半至下午五時。

卅五屆宗聯盃保齡球錦標賽落幕
隴西西河太原許氏獲冠亞季殿軍
訂週五舉行頒獎典禮隴西堂宴請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本會主辦的第卅五屆宗聯盃

保齡球錦標賽，自八月廿五日開始至十一月十日已結束。經

過緊張激烈比賽，團體賽冠軍為隴西堂奪得，亞軍西河堂，

季軍太原堂，殿軍許氏，第五名六蘭堂，第六名放勳堂，第

七名媯汭五姓，第八名南陽葉氏。

盟主賽冠軍：林天福（西河堂），亞軍：王傳佐（太原

堂）

            季軍：劉世媚（放勳堂）
個人項目：一、最高平均分：李一安（隴西堂）
                  二、四局最高分：王傳佐（太原堂）
                  三、單局最高分：林佳民（六蘭堂）
特別獎： 一、300分滿分：林佳民（六蘭堂）

二、271-280高分：李聖敏 （隴西堂）、李一安（隴

西堂）、 王傳佐（太原堂）、林天福 （西河堂）、李展隆

（隴西堂）              
       三、261-270高分：陳達文（媯汭五姓）、李一安（隴西
堂）、 林德福（六蘭堂）、許有平（許氏）、李重仁（隴
西堂）、 陳沙波（媯汭五姓）、王太人（太原堂）、王傳
佐（太原堂）、林天福 （西河堂）、劉世媚（放勳堂）
     四、最高分：太原堂  
     五、首三局最高分：王傳佐（太原堂）
      六、初賽滿16分：西河堂
     七、首得200分：王志銘（太原堂）

本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七

時，假座大連商務酒店（Lido De Paris 1036 Ongpin St, Santa 

Cruz, Manila, 1003 Metro Manila）舉行宗聯盃保齡球錦標賽頒

獎大會，依慣例由冠軍隊隴西堂做東，敬請各宗親會首長及

各參賽隊全體隊員踴躍出席，共同歡聚，同申慶祝。

旅菲科任泉峰同鄉會新屆就職
捐獻商總華生流失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 旅菲科任泉峰同鄉會于11月13日（星
期日）中午，假座菲律賓克拉克經濟特區萬豪酒店大會議
廳，隆重舉行慶祝成立七十週年暨第七十一、七十二屆理監
事會職員就職典禮。正值新冠疫情流行之際，一切從簡，典
禮儀式簡單而隆重，另有一番氣氛。
        大會主席名譽主席蔡天寶，新屆理事長蔡振鐵。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是日派遣代表應邀出席參加。
本會名譽理事長張昭和擔任大會主講人。
        旅菲科任泉峰同鄉會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發展，特獻捐
菲幣十萬元，以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並于就
職典禮當天向本會出席代表移交捐獻支票。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律賓洪門致公黨中呂宋支部新屆就職

捐獻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中呂宋支部于9
月25日（星期日）中午，假座菲律賓克拉克經濟特區羅伊斯
酒店大會議廳，隆重舉行慶祝成立二十二週年暨第二十一、
二十二屆理監事會職員就職典禮。正值新冠疫情流行之際，
一切從簡，典禮儀式簡單而隆重，另有一番氣氛。

        大會主席名譽主席李振勝，新屆主席蔡榮達。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是日派遣代表應邀出席參加。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中呂宋支部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
發展，特獻捐菲幣十萬元，以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
助金，並于就職典禮當天向本會出席代表移交捐獻支票。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華泉州公會暨
忠義殿董事會訂期召會

菲華泉州公會/總商會暨菲律濱泉州通淮關聖夫子忠義

殿董事會訊：本兩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廿四日（星期

四）下午七時，假座加佬街富華麗海鮮酒家召開理事會第

十一屆第二十次暨董事會第三屆第十五次董事會常月聯席會

議，共同探討會務事宜。屆時敬希本兩會永遠榮譽會長、榮

譽會長（榮譽董事長）、榮譽副會長、創會會長、永遠名譽

會長、正副名譽會長（正副名譽董事長）、正副會長（董事

長），理監事會及青年委員會全體職員、鄉賢撥冗聯袂出

席。

【附】加佬富華麗酒家Fortune Court Seafood Restaurant

地址：1013-1015 MARIA  OROSA  STREET ERIMITA  

METRO  MANILA

錦埔同鄉會捐
獻錦繡莊氏宗親總會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旅菲晉江錦埔同鄉會於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假座本總會大廈七樓大會堂舉行第

五十六、五十七屆理監事會職員就職暨鄉僑聯歡大會。嘉賓

雲集，場面熱鬧。

錦埔同鄉會為本總會基層會之一，支持及擁護總會是其

宗旨，熱心總會的活動，輸財出力，每逢慶典都不忘獻捐總

會活動金。此番盛典亦捐獻總會活動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潯江訂期召會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訂于國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

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假王彬街大連海鮮酒家(Lido De Paris 

Seafood Restaur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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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次常月聯席會議，恭請永遠榮譽會

長，永遠名譽理事長，諸位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諮詢

委員蒞臨指導，敬請全體理監事同仁積極出席，共襄商議探

討，以利會務進步！確定出席者請在本會微信群接龍報名登

記，以便統計人數，提前預定餐席！

新聯訂期召會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訂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十八日(星期五) 下午六時，在本會所召開第四十一連四十二

屆理監事會暨中呂宋分會、碧瑤市分會、將軍市分會洎婦女

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及民樂團第十一次聯席會議，敬請全體

領導暨同仁踴躍出席，建言獻策，共謀會務發展。確定出席

者請自動在理監事微信群接龍登記報名，以便提前安排預定

晚餐。

晨光中學舉辦聯合國日系列項活動
晨光中學訊：每年的10月24日是聯合國日，是《聯合

國憲章》於1945年生效的周年紀念日。每逢這一紀念日，聯

合國都會在紐約總部及其設在世界各地辦事處或各學校都會
舉行活動。十一月十一(週五)，本校舉行了一場各國服裝比
賽，而此服裝比賽融合了環保概念，服裝設計百分之九十的
素材要以資源回收材料為主。最後，學生自治會的指導老師
Mr. Mark Jayvee Robles宣佈了服裝比賽結果，校長，英文部
主任Mrs. Rosemarie Tobias及三位評審-Mr. Frederick Enriquez, 
Ms. Laureen Montano和Ms. Christine Joy Sacro為各組優勝學生
頒獎，一早上的活動也劃上了圓滿句點。

現將各項的比賽的優勝者的名單公佈如下，以茲表揚。
巾幗設計比賽:
第三名`:SOLIS, BRENTLEY ROYCE ONAS 許根升 (小二)
第二名`: GUILAS, CZAMARA ALI DAGUM 亞利 (小一)
第一名:NAZAL, CHELSEA ELYSE UY 黃仁仁 (小二)
烹飪比賽:第三名`: BARAYA, MATT JACOB RASPADO

張迪權 (小六)
第二名: CHANG, PRECIOUS OLIVIA 張婉香 (小五)
第一名: KAN, BRENT DANIEL LAO潘金龍 (小四)
木偶設計比賽:
第三名:SANTOS, MARIA SOFIA LUINNA REYNOSO 雷

梅花 (初中三)
第二名: CRUZ, SAMANTHA MINDANAO 菲美珠 (初中

二)
第一名:CHUA, JILLIAN FRANCESCA ANGELES 蔡宜君 

(初中一)
攝影比賽:第三名: SANTOS, NIQI LIU 劉妮琪 (初中四)
第二名: SILVERIO, ANDRELEA BETHRIZ MAYOR安雷

亞 (初中四)
第一名:GIRON, DEIANNERA LOUISANDRA T.社美珊 

(初中四)
短片製作比賽:第三名: MINDORO, SAYENNE TRISHA 

MARZONIA 菲美玲 (高中二)
第二名: LIM, LIAM MITCHELL MIGUEL林利安 (高中二)
第一名: CAYABYAB, ABIGAIL EMMIE PENULIAR洪亞

美 (高中二)
服裝比賽:小學組:男生組:
第三名: KAN, JARICH CALEB BENOLIRAO 潘近平 (小

一)
第二名: SO, KYLE RYNER DELA PENA 蘇佳成 (小六)
第一名: YEH, KIEFFER CHASE BURSE 葉凱飛 (小二)
女生組:第三名: TOLENTINO, LOUISIANA PHILIPPE 

DIGO 姚珍后 (小一)
第二名:LEUNG, ANNA KRISTINE 梁家晴 (小五)
第一名:HARTMAN, ABREE CHAZ MALIPE 亞美 (小六)
人氣獎:KAN, JARICH CALEB, BENOLIRAO 潘近平 G1
TOLENTINO, LOUISIANA PHILIPPE, DIGO 姚珍后 G1
中學組:男生組:
第三名:ANGELES, NASH JUSTIN, BORROMEO 亞宏雄 

G9
第二名: TOLENTINO, ROME LEONARD, DIGO 姚振發 

G10
第一名: MANTONG, MIKO 米戈 G11
女生組:
第三名: LAM, WENCY ELIJAH, MANAHAN 林詠思 G10
第二名:RASPADO, KARYL ANNE, RICHMOND 張嘉玉 

G9
第一名: AZUELA, GLYNICE, HADE凱妮 G11
人氣獎:LAM, WENCY ELIJAH, MANAHAN 林詠思 G10
TOLENTINO, ROME LEONARD, DIGO 姚振發 G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