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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紅奚禮示菲華商會等三會新屆就職
商總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為新屆職員監誓
商會特獻捐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元

小圖左起大會監誓員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大會主講人紅奚禮示市市長卡梅洛拉沙丁、大會主席亦即本會中呂宋區理事蔡順意、商會理事長亦即本會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立
人校董會董事長陳恩惠分別緻詞、商會執行副理事長曾紀偉介紹貴賓、商會榮譽理事長陳遠德介紹主講人、商會名譽理事長李煥坪宣讀捐獻福利金各界熱心人士芳名。圖二本會執行副理事
長黃美麗為紅奚禮示菲華商會和立人校董會新屆職員就職監誓。圖三賓主合影。下圖紅奚禮示菲華商會理事長蔡明豐（左二）和立人校董會董事長陳恩惠（右四），共同移交捐獻本會華生
流失補助金支票，由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左四）和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左三）代表接收。

菲華商聯總會訊: 菲律賓紅奚禮示菲華

商會第五十二連五十三屆理監事職員、紅奚

禮示立人學校董事會第七十二、七十三屆職

員、紅奚禮示菲華青年會第卅六、卅七屆職

員聯合就職典禮，于2021年11月28日（星期

日）中午，假座菲律賓克拉克萬豪大酒店舉

行。正值新冠疫情流行之際，該三會為了防

疫安全，不事鋪張，典禮儀式簡約又隆重，

另有一番氣氛。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受邀出席並擔任

商會、立人校董會新屆職員就職監誓員，是

日委託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女士代表出席，

為商會、立人校董會新屆職員就職監誓並訓

誨。紅奚禮示市長卡梅洛拉沙丁擔任大會主

講人。大會主席亦即本會中呂宋區理事蔡順

意先生、蟬聯商會新屆理事長亦即本會中呂

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先生和校董會新屆董事

長陳恩惠先生分別緻詞。商會執行副理事長

曾紀偉先生介紹貴賓；商會榮譽理事長陳遠

德先生介紹主講人；商會名譽理事長李煥坪

先生宣讀捐獻福利金各界熱心人士芳名；校

董會執行副董事長李安順先生致謝詞。

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女士代表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致詞。她首先對該三會舉行新

屆職員就職典禮，致以熱烈祝賀，並預祝大

會圓滿成功。

黃美麗執行副理事長說 : 自新冠疫情爆

發以來，大小社團的就職典禮，一般都是通

過網絡視頻在線舉行；今天本人很榮幸也很

高興，能夠親自出席參加這場盛會。她說，

多年來，紅奚禮示菲華商會一直都是商總各

項旨在促進中呂宋和紅奚禮示市的經濟和社

會發展的項目和方案的一個積極夥伴。

黃美麗執行副理事長說，眾所周知，

中呂宋作為本國一個工業、農業和旅遊業中

心，對國家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對于政府

的一系列公路網、機場、海港、包括分別位

于克拉克和蘇碧克兩個自由港區內若干地區

的農場到市場公路，以及正在建設中的馬尼

拉--克拉克鐵路項目等基礎設施建設方案，紅

奚禮示市是一個作為這個地區持續增長的催

化劑的策略性地理位置。她說，商總很欣慰

能夠通過本會的「捐建農村校舍」方案，對

中呂宋、邦邦牙和紅奚禮示市等地的社會發

展有所貢獻。

黃美麗執行副理事長表示，我們目前

所面對的巨大挑戰--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大

家再次團結一致。去年迄今，由本會、菲華

各界和中國商會等11個菲華團體組成的華社

救災基金，籌集了3億披索善款，用以向全

國各地的前線醫護人員贈送口罩、面罩、防

護服等醫療物資，及向全國各描籠涯贈送大

米等生活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民眾。本

會同時聯合華社抗疫委員會，通過與政府和

IP Biotech簽署的一項三方協議，向中國科興

企業採購了50萬劑新冠疫苗，在全國各接種

點為民眾施打。在此，本人要對貴商會替洪

奚禮示市將近1800名民眾接種的努力表示肯

定，這同時也要歸功于卡梅洛拉沙丁市長和

紅奚禮示市政府給予貴商會的全力支持和配

合。

黃美麗執行副理事長最後強調，商總立

志要長期服務國家，本會期待能夠與貴商會

加強合作，並將全力支持貴商會的各項社會

方案。

紅奚禮示菲華商會一向熱愛華文教育的

推展，特于就職典禮上捐獻本會華生流失補

助金十萬元。

再接再厲 發揮志願精神
葉金強 〈雄鵰三號〉 

遠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馬尼拉的商

舖，都是水泥和木材的建築物，經常發生

火災，由於政府的消防車老舊，消防工具

不全，經費缺乏，消防人員散慢，加上水

壓不足，又沒有計劃後援供水，至使燒毀

大量的商業和住屋，嚴重者，整個街段，

或是幾條街道，燒毀成灰。是時，同僑遭

遇橫禍，又被汚衊，藉放火以倒賬，和領

取保險金，羅申那市，幾場大火後，該市

的政府，竟然提出，要建華人集中營，一

時風聲鶴唳，同僑所受的遭遇，無處可以

申訴，幸得，商會和有識之士，集思廣

益，商謀對策。鼓勵華人自救。 首先響應

者，仍 樹日街，近亞籠計一段的商家們，

合作組織夜間巡邏隊，並準備一些簡單的

救火工具，跟著，其他街段，開始組織消

防會，買救火車，全部裝備，招募志願的

消防隊員，練習救火，消防。最後，走上

一線，一接到火警的通知，馬上馳到災

區，消防打救，由於不分受害者的國藉，

貧富，志願消防人員，即刻消防救人，從

此，深得菲華民眾的贊揚。為增進中菲人

民的友誼，為大家世代會安居樂業，志願

消防隊員們的努力，已經有七個弟兄在災

中犠牲，家人需要幫助，但是，大家依

然，每天 24 小時待命出發，前撲後繼，完

成使命。 一些服務的志願消防隊員，己見

遺後疾，受傷的骨頭，開始酸痛，這些，

都應該受到照顧。 為了志願消防人員的福

利，為了在災場中統一，有秩地分工，合

作消防，最後，由（7） 七聯：七個防火

會發起組織（1）智彬彬顏拉垃防火會施

仲儀，（2）中路區聯友防火會葉金強，

（3）顏撈拉防火會施順利，（4）溪仔婆

志願消火隊施振邦，（5 ) 北岷倫洛廿八區

防火會莊媽珍，莊錦銘兄弟，(6) 岷西敦洛

區防火會陳文元，（7）巴西市場莊 Roger

聯合組織：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幾十

年來，在各屆會長的領導下，會務蒸蒸日

上，為菲華社會提供更好的貢獻。

紅奚禮示菲華商會舉行新屆就職禮
獻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 菲律賓

紅 奚 禮 示 菲 華 商 會 第 五 十 連

五十三屆理監事職員、紅奚禮

示立人學校董事會第七十二、

七十三屆職員、紅奚禮示菲華

青年會第卅六、卅七屆職員聯

合就職典禮，于11月28日（星

期日）中午，假座菲律賓克拉

克萬豪大酒店舉行。正值新冠

疫 情 流 行 之 際 ， 該 三 會 為 了

防疫安全，不事鋪張，典禮儀

式既簡約又隆重，另有一番氣

氛。

大 會 主 席 亦 即 本 會 中 呂

宋區理事蔡順意先生、蟬聯商

會新屆理事長亦即本會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

明豐先生、立人校董會新屆董事長陳恩惠先

生。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委託執行副理事

長黃美麗女士代表其受邀出席並為商會和立

人校董會新屆職員就職監誓。

菲律賓紅奚禮示菲華商會為支持本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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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向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女士和秘書

長顏長江博士移交捐獻支票。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圖為紅奚禮示菲華商會理事長蔡明豐先
生（左二）和立人校董會董事長陳恩惠先生
（右四），共同移交捐獻支票，由本會執行
副理事長黃美麗女士（左四）和秘書長顏長
江博士（左三）代表接收。

外交部國際義賣基金會週年慶
劉惠璇領事應邀出席發表講話

左圖為劉惠璇領事發表講話，右圖為劉惠璇領事與外交部長洛欽合影。

本市訊：菲律賓外交部國際義賣基金會

（International Bazaar Foundation Inc.）為慶祝

成立 55 週年，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巴西

市外交部舉行了公益抽獎活動。

基金會主席為外交部長洛欽夫人Maria 

Lourdes B. Locsin，董事會成員是： Helen M. 

Ong 領事 – 副主席，劉惠璇領事 – 總裁， 

Victoria Ablan–立案秘書， Alice T. Guerrero–

司庫， Veronica Jimenez – 公共關係，Gina de 

Venecia – 董事會成員，Rose Marie B. Villamor 

和 Fe Cabactulan – 顧問。

劉惠璇領事在該活動上應邀發表講話，

她說：我們對這些年來國際義賣基金會的善

意和支持深表感謝。捐贈卡的收益將真正使

許多值得幫助的人受益，尤其是在這段疫情

時期。我們將繼續與大家一起服務人群。

出席此次活動的還有烏克蘭共和國領

事館領事蔡滿滿博士，秘魯共和國領事館領

事蔡青樺；和烏拉圭領事館領事 Marian M. 

Ong。

國際義賣基金會被視為外交部的社會機

構。它與菲律賓外交和領事團以及慷慨的讚

助商和捐助者合作，積極幫助社會的邊緣群

體。今年，受疫情影響，國際義賣基金會無

法舉辦一年一度的募捐活動，但這並沒有阻

止他們開展幫助社會項目募款的活動。

在外交部外交服務站的慷慨支持下，國

際義賣基金會能夠籌集到出售捐贈卡所產生

的資金。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每個大使館、

領事館和使團都為這項事業提供了支持。

此次活動的收益將有助於維持國際義賣

基金會的項目，例如為貧困但肯努力學習的

學生提供獎學金，支持老年人、受虐待和遺

棄的兒童以及災難受害者。

洪門聯合總會捐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菲律濱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 菲律賓

洪門近南學校已有近百年歷史，是全世界唯

一一所由洪門昆仲捐建的洪門華校。菲律賓

中國洪門聯合總會一向關心、支持洪門近南

學校辦學，積極推動洪門近南學校的發展。

疫情期間，洪門近南校董會投入大量資金進

行裝修整改，期待疫情過後將以煥然一新的

面貌、嶄新的教學設備、雄厚的師資隊伍迎

接學生；疫情期間，洪門近南學校克服重重

困難，停課但不停學，採用線上授課，教職

員都盡心盡職，學校贏得很好的口碑，取得

很好的成績。洪總第八十吉屆和八十八屆聯

合特捐洪門近南校董會菲幣一百萬作福利

金。其仁風義舉，殊堪欽式，實堪弘揚，謹

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疫情期間，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校董

會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整改革，期待疫情過

後將以煥然一新的面貌、嶄新的教學設備、

雄厚的師資隊伍迎接學生，並隨時歡迎昆仲

們抽空蒞臨參觀指導。由於受到新冠疫情的

影響，學校克服重重困難，停課但不停學，

採用線上授課，教職員都盡心盡職，學校贏

得很好的口碑。感謝洪門聯合總會暨五屬洎

各支部、分團、支社的鼎力支持，感謝近南

校董會董事、近南校友會領導的助力，學校

正穩步發展著，我們會繼續努力，讓有近百

年歷史的全世界唯一一所洪門昆仲出資捐建

的華文學校屹立華社，再創佳績！

洪肇堅捐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菲律濱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菲律賓中

國洪門聯合總會理事長洪肇堅大哥一向熱心

公益，特別關心洪門近南學校的發展。洪門

近南學校於2020年進行裝修，今洪肇堅大哥

特捐菲幣兩百萬作建築裝修之用。其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