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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轆省菲華商會新屆職員就職
商總林育慶理事長委派林榮輝副理事長

偕同多位領導應邀出席參加
黃美麗執行副理事長和林榮輝副理事長分別擔任主講人和監誓員

左圖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主講。右圖本會出席領導與丹轆省菲華商會新屆職員合
影。

        菲華商聯總會訊: 丹轆省菲華商會于11
月20日（星期日）中午，假座Fortune（HK）
Restaurant，隆重舉行第七十二屆、新民中
學董事會第七十二屆、丹轆省菲華防火會第
二十一屆、丹轆省菲華青年聯誼會第三十二
屆職員就職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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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蟬聯理事長許金龍。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是日委派副理
事長林榮輝，代表其應邀出席參加，並為新
屆職員監誓訓誨。大會主講人為本會執行副
理事長黃美麗。
        黃美麗執行副理事長在發表主講時說，
本國政府所施行的各項政策，對華人經商十
分有利，菲律賓人天性善良，對華人十分友
善。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事業能夠成功的有利
條件，所以我們應該知福惜福，要懂得回饋
社會，在自己力所能及之下，為華社和主流
社會多做一些有利公眾的事和各種慈善工
作。希望大家能夠廣泛團結華社的整體力
量，在積極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也能不失
時機盡自己一份力，增進菲中兩國人民的相
互瞭解，為促進菲中友好關係盡點心力。
        黃執行副理事長說，正值這個非常時
期，大家應該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扶危度
厄，彼此守護相助。讓我們祈願全世界人民

能夠早日戰勝疫情，大家恢復正常生活！她
最後勉勵大家繼續積極從事各種社會公益事
業，向有需要的主流社會基層民眾獻上愛
心，做好國民外交工作，才能獲得主流社會
的肯定，並與主流社會民眾和睦相處。
        林榮輝副理事長為商會新屆職員訓誨時
表示，小馬總統上台執政以來，為振興本國
經濟所做的默默耕耘努力正在奏效，今年第
三季度的經濟增長加速，GDP在7月至9月增
長了7.6%，高于第二季度的7.5%。政府目前
正致力于致使本國全面擺脫新冠疫情所造成
的破壞，以及繼續施行進一步鞏固經濟增長
的政策方針。
        林副理事長說，目前國內市場頗具潛
力，處處都有發展的機遇，大家若能力所
及，應該盡量投資，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和
為民眾的福祉貢獻綿力。同時也為各種社會
公益事業多作貢獻，做好國民外交工作，促
進菲華兩族群的長遠和睦及融和。
        丹轆省菲華商會平素關懷華文教育的推
展，特于就職典禮上，獻捐本會華生流失補
助金菲幣十萬元。本會出席領導有執行副理
事長黃美麗、副理事長林榮輝、董事兼稅務
主任楊長江、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勞工
共同主任施嘉年、稅務副主任呂君恆、文教
副主任盧連興。

菲華電視台在有線電視頻道 9、Sky Cable 頻道 14、

Cignal 頻道 10 及CNN 菲律賓頻道採訪房地產啇
王振國(Jardin Wong)、施盈綿(Jilian Sze) 和陳明偉 (Miguel Tan)

菲華電視台下一個節採訪Mosaic Realty 

and Development Corp. 的 王振國 (Jardin 

Wong)、施盈綿 (Jilian Sze) 和陳明偉 (Miguel 

Tan)。

 曾經有一段時間，尋找公寓選項就像

在鞋盒之間進行選擇。隨著Mosaic Realty and 

Development Corp. 房地產開發集團的大膽進

入，這種情況即將改變，該集團由在國內外

各自領域表現出色的年輕華人帶頭。三位聯

合創始人是首席執行官王振國 (Jardin Wong) 

、首席運營官施盈綿 (Jilian Sze) 和箽事陳明

偉 (Miguel Tan) 。

施盈綿逆襲了大多數跨國校友的趨勢，

做出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回到菲律賓。帶著

她在中國和瑞士為寶潔 (P&G) 公司生活和工

作的經驗，施盈綿非常瞭解有利于菲律賓市

場的房地產創新。

也始終以客戶為先，並將這種思維和紀

律帶入美盛的基因。

陳明偉被廣泛譽為建築神童，他通過 

Fasclad International 將創新帶入了建築世界。

作為一名藝術愛好者，陳明偉的品味水平可

以從 The Silhouette 的華麗線條中看出，這是

Mosaic Realty and Development Corp. 的首個項

目，有望改變仙範天際線，並為菲律賓提供

首創的房地產產品。

 王振國是三人中的房地產資深人士，他

在 Golden Bay Landholdings 咬牙切齒。然而，

在Mosaic Realty and Development Corp. 以及施

盈綿和陳明偉的共同領導下，他們的公司承

諾提供一層樓、一個單元的智能家居，真正

符合他們對「精緻空間」和「專屬生活」的

承諾。

施盈綿打趣道：「在巨大的海洋中，你

如何讓自己脫穎而出？」 Mosaic Realty and 

Development Corp通過展示一個不吝嗇其功能

和飾面的未來派住宅來回答這個問題。高高

的天花板、精緻的細節、高雅的裝備和最好

的建造，The Silhouette 正在塑造成為千禧一

代的夢想家園，他們已經看到了世界，但希

望在菲律賓開闢自己的避難所。

 陳明偉承諾，「大膽、獨特且非常豪

華」的空間符合現代房主的理想。最後，王

振國表示他們正在「以真正的中國人方式努

力工作，以履行承諾。」

此外，千萬不要錯過本週日晚上八點和

在十二月三日晚上六點三十分，在有線電視

頻道 9、Sky Cable 頻道 14、Cignal 頻道 10 及 

CNN 菲律賓頻道播出的「華人的血統，菲律

賓人的心」紀錄片系列。

中正學院高中第31屆
捐獻建新泉笙大樓教室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本校校友熱愛母校，

享譽華社。在事業有成時，不忘回饋母校栽

培之恩, 紛紛以各種方式支援母校各種方案。

高中第31屆級友聯誼會即一例。

日前，高中第31屆福利委員會特捐贈本

校300萬元，用於建造即將在Padre Algue主校

區，興建的12層高的新泉笙文教紀念館中的

一間教室。

新泉笙大樓將為培幼園的蒙特梭利課程

和常規課程，以及國際文憑課程IB教室，設

置世界一流的設備。

它還將擁有現代化和最先進的設施，如

電腦和科學實驗室、演講中心、廚房、講座

廳、圖書館、視覺藝術和音樂室、舞蹈室和

室內綜合運動訓練中心。

建築完成後，這些設施將可與亞洲一些

最好的大學相媲美。

高中第31屆級友聯誼會為未來的中正學

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而慷慨貢獻，中正大

家庭特藉報端致以深切的謝意！

全球華裔青少年器樂展演公佈結果
崇德蔡辰銘獲獎華教中心獲組織獎

華教中心訊：中國

華文教育基金會主辦、

北京市奇思妙想文化發

展有限責任公司承辦、

唐山悅音商貿有限公司

支持的“2022全球華裔

青少年器樂展演活動”

公佈比賽結果。蔡辰銘

同學獲少兒組銅獎，本

中心榮獲優秀組織獎。

本次活動於2022年

8月舉行，28個國家73家

機構報送了近600件作

品。本中心向主辦方報

送了來自崇德等華校提

交的14件作品。選手們

通過手中的樂器表達出

對音樂的熱愛、對文化的理解，他們的參賽

熱情和動人的樂曲充分展示了當代華裔青少

年自信、昂揚的風采。萬水千山，隔不斷華

夏兒女綿綿情意；悅音飛揚，把友情和祝福

傳遍四方。

主辦方組織專家評委根據參賽選手對作

品的理解度、情感飽滿度、作品流暢度以及

作品難易度等進行綜合評審，最終評選出個

人展演金獎45名、銀獎70名、銅獎95名，單

項獎8名；集體展演專案金獎10個、銀獎15

個、銅獎20個。大賽部分優秀作品將於近期

在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公眾號發佈。

菲律賓崇德學校蔡辰銘表演的鋼琴獨奏

《星光圓舞曲》榮獲少兒組銅獎，本中心等

13家各國華教機構榮獲優秀組織獎。

北京市僑聯舉辦北京網上冬令營
華教中心歡迎各校組織學生參加
華教中心訊：中國僑聯、北京市僑聯主

辦，海澱區僑聯承辦，北京中科智媒協辦的

“2022年‘親情中華•為你講故事’‘北京

情思•雙奧之城’北京網上冬令營”將於11

月26日舉辦，請各華校抓緊時間，組織學生

報名參加。

本期冬令營將會帶領營員們領略北京

中軸線的魅力、後冬奧北京的發展，感受皇

家園林的壯美，讓營員們感受到古都北京之

美、文化之深，增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促

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

本期冬令營的營期為11月26日至12月3

日，共8天。11月26日的課程篇章為“北京情

思”，內容為直播課《北京的脊樑》和《後

冬奧北京》；11月27日至12月2日的課程篇章

為“中華傳統文化”，內容為直播課《紙扇

映中華》和《年畫話節氣》，推送《四季中

國-立冬》《四季中國-小雪、大雪》《四季中

國-冬至》《四季中國-小寒、大寒》《四季中

國-立春》；12月3日的課程篇章為“歷史名

勝”，內容為直播課《三山五園之頤和園》

和《三山五園之圓明園》。

本 中 心 已 通 知 各 華 校 抓 緊 組 織 學

生 報 名 參 加 。 各 華 校 負 責 人 統 計 完 畢

後，速與本中心交流部主任林有耐聯繫（手

機微信同號09176061220），需提交所在國

家、學校名稱、參營人數、聯繫人微信號、

聯繫人郵箱、聯繫人姓名等資訊。

 （圖片說明）活動海報。

石獅睦鄰聯鄉總會
週二召會

菲華石獅睦鄰聯鄉總會訊：本總會訂於

二○二二年十一月廿九日（星期二）下午七

時，假座王彬街大連商務酒樓召開第二十四

屆理監事聯席會，報告、商討重要事項。

請本總會全體理監事屆時準時出席。

寶樹謝氏宗親總會召會
菲律濱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訊： 本會總

會謹訂于二O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下午五時正，在本會三樓議事廳(Conference 

Room) 召開第十三次理事聯席會議，討論有

閡重要事項，屆時務希各位名譽理事長，正

副理事長和各任全體理事們，婦女組，青年

組，出席參加會議，以利今後會務，之進展 

是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