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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複選竣
許文忠眾所欽敬榮任新屆理事長
盧祖蔭任監誓員 高武揚任主講人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第

八十連八十一屆職員任期即將屆滿，遵章舉

行了初選，同時於十一月七日舉行了複選會

議，出席參加複選的宗長積極踴躍，順利甄

選出了新屆（第八十二連八十三屆）領導班

子。

現任理事長高國雄宗長任內積極推展會

務，領導有方，輸財出力，親力親為，任勞

任怨，貢獻良多，勞苦功高，受人尊敬。奈

因章程所限，當場一致推選為名譽理事長，

今後將繼續輔導新屆會務

副理事長許文忠宗長，關懷會務，熱

心宗族，輔佐有方，慷慨豪爽，為人誠懇謙

遜，親切待人，深得全體理監事的信任與擁

戴，眾所欽敬，獲一致票推選為新屆理事

長。 

副理事長盧民順宗長、呂榮達宗長、

高國華宗長等事業有成，熱心奉獻，愛會如

家，商界翹首，均蟬連副理事長。副監事長

許長安宗長，學貫中西，卓越幹練，工商鉅

子，處事穩重，獲選為新屆副理事長。

監事長許書爆宗長為人公正不阿，敦厚

誠懇，大公無私，德才兼備，蟬連新屆監事

長。

副監事長由做事有條有理，是非分明，

亦是族中精英的許鍾鑫宗長和許澤堆宗長擔

任。

常務理事則由社會菁英，熱心族務的呂

芳遠、呂君恆、盧喜溜、盧仲良、高國欣、

高銘仁、許培錫、許學禹、紀慶偉、許金

鑛、許宏達、許友三、許永山等宗長榮任，

共同輔佐會務之推展。

許友錳宗長、盧天源宗長，條理分明，

商業精英，理財有方，認真負責，獲選為財

政主任。

許劍雄宗長、許福星宗長，盡職盡責，

辦事幹練，熱愛本會，任勞任怨，學識淵

博，獲選為總務主任。

新屆各股職員將於現屆及來屆領導開會

討論安排後，再另行公佈。

相信本總會在新屆理事長許文忠宗長的

領導下，與諸位決策委員呂安盾宗長、盧祖

蔭宗長、高武揚宗長的指導下，以及諸位名

譽理事長（盧連興宗長、高武揚宗長、盧祖

蔭宗長、高良田宗長、呂安盾宗長、盧天國

宗長、高銘權宗長、呂良泉宗長、盧明革宗

長、高國雄宗長）的愛護支持下，全體理監

事們團結一致，必將更好為宗族、為社會謀

更多福祉，創美好明天。

本總會擇訂於十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中

午十一時（逾時不候）假本會會所三樓大禮

堂（1266 JOSE ABAD SANTOS AVE TONDO 

MANILA）舉行慶祝第八十二連八十三屆職

員就職典禮。為因應疫情防控，盛事簡辦，

藉ZOOM網絡視訊平台同步播報於華社，是

日，恭請決策委員兼名譽理事長盧祖蔭宗長

蒞臨監誓並演誨，同時誠邀決策委員兼名譽

理事長高武揚宗長為大會主講人。本會網絡

視訊平台編號：9158844666，密碼：888。

傷殘 障病患的痛苦 

金豐基金會委託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代為捐贈輪椅
給傷殘病患人士作為第49次善舉活動

菲律濱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訊：佰

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BrxitonHills Volunteer 

Fire Brigade Association Inc)熱心支持者金豐

基 金会（GoodFellow Foundation Dr.Eduardo 

Tan )一向熱心公共事務,常常派糧賬災

活動,以解救貧苦之人,近日特别定運來

一批輪椅預備捐贈有需要傷殘人士今日

9/26/2021年於San Miguel.區總统府近處一

間簡單的小教堂移交一輛輪椅給傷殘障

人士因殘障人生活困難,有些眼晴看不見,

有些兒童,自出生有缺陷,没有坐,沒有錢購

買輪椅,生活都成問題,要購買,真是雪上

加霜,因此金豐基金會楊金豐博士近日,特

別委托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Brixton 

Hills Volunteer Fire Brigade Association Inc）

創會會長吳肇新和消防技 術指導員許有

福(Henry Junior Tiu,)（現今是菲華志願

消防隊總会現屆執行副會長).(Association 

of Philippine Volunteer Fire Brigades Inc.),

消 防 技 術 指 導 人 王 濟 利 和 理 事 許 瓏 耀

（Johanson Tiu.）和多位消防員到各處分

發輪椅,以作傷残人士的依靠,共同主持贈

送.直接移交給傷殘人士

（1) Mark Dandan 55 years old and is 

sick with polio,Batangas city.

（2 ）Mrs.Gloria Sanchez 86 years old 

PWD with broken legs,from Aeta ,community, 

Pampanga.

（3) Rheanna Garcia 7 years old PWD 

with celebral palsy from Barangay Pintong 

Bukawe, San Mateo Rizal

（4） Rudy Ponciano 87 years old Senior 

Citizens with Arthritis from Rizal Province.

（5. ）Catalina Ortelano 91 years old 

from Arellano St.Bagong Barrio ,Caloocan. 

city.

（6.）Turnover of 1 unit wheelchair 

to Manila Boys town home for the aged in 

Marikina city

（7.） Rodrigo Cadiz ,San Miguel 

Manila

（8.）Jenna Francisco - calamba Laguna.

(9. ) Corazon Salvador 80 years old, 2 

years ng na stroke from gagalangin , Tondo

(10.) Josie Caneja PIneda

(11.) Josie Salamoding 49 yeara old from 

Barangay San Roque, Antipolo City

( 12 . )  A l ex  P an t a l e on  PWD w i t h 

Downsyndrome

(13.) John Michael Encinadra 21 years 

old PWD with TB mengiatis

圖示：傷殘人士接收輪椅情形

中國大使獎助學金評審啟動 華教中心開始接受華校申請
華教中心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委托本中心繼續辦理

“2021-2022學年度菲律賓華校獎學金”以及“2022-2023學年

度菲律賓華校助學金”的申報、審查和發放等事宜。

本中心已經將相關材料寄送給全菲有關華校，請各有關

華校積極組織學生申報，並於2022年1月31日前將申請材料寄

到本中心辦公室，逾期不受理。

中國大使華校獎學金專為獎勵勤奮好學、德才兼備、全

面發展的華校學生，每位獲獎者獎金兩萬比索。

華校助學金專為資助學習刻苦、品行良好、家境清寒的

華校學生，每位受惠者資助金一萬比索。獎助學金的申請辦

法如下：收到通知的學校可根據簡章和名額推薦人選，填交

申請表，並附交本學年中文成績單複印本。申請表和成績單

複印本均須學校蓋章認可。

“中國大使教育基金”於2013年設立，並於2015年初啟

動菲律賓華校學生獎學金和助學金兩個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