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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新屆理監事初選揭曉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第八十三
- 八十四屆理監事任期屆滿，遵章舉行改選
第八十五-八十六屆理監事，由於疫情期間，
本會決定不再初選，上屆理監事一律當選。
長安-文忠-永山-金鑛-友三-書爆- 經水-福榮松林-友錳-貴順-自榮-世明-萬旭-漂亮-天偉-輝
欽-自福-有為-火炎-澤恭-友民-劍萍-榮宗-經
民-福星-文煌-意文-澤同-劍雄-自強-嘉慶-天寶
(龍玉)- 文明-良輝-有榮-煥濃-晉華-前途-志燦振奮-勝利-群策-榮誼- -榮堯-經綸-友清-培崇 -

等宗長中選.
本會上屆舉行預備會議，推選五位族
中賢達聘任之，推選結果，文汀-金龍-文生漢賢-有福等宗長中選，並由各同鄉會推派代
表各一位。
旅菲石龜許厝同鄉會 –良集， 旅菲晉
江梧坑同鄉會-家榮，旅菲晉江檀林同鄉會-自
更，旅菲晉江英墩同鄉會-文順，旅菲石獅五
社同鄉會-志強，旅菲龍玉同鄉會-健才，旅菲
晉江火輝埔同鄉會-海港，旅菲厝錦同鄉會 –

菲律賓漳廈龍同海總會．商會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賓漳廈龍同海總會．商會訊：當
前本國疫情確診病例雖有所下降，每天病毒
感染確診數仍不容樂觀，切不可麻痺大意，
為遵守政府之防疫隔離措施法規，對會務工
作亦不敢懈怠，連月來均于綱絡雲端視頻會
議室召開會議。訂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五）下午八時在ZOOM綱絡視頻舉行

第六十連六十一屆理監事會、商會第五連六
屆理監會第四次聯席會議，商討會務事宜。
屆時敬請各位理監事撥出寶貴的時間自動出
席參加綱絡視頻會議，以利會務之推展。
敬請各位理監事題前下載《Z00M》視頻
軟件。會議ID代碼與密碼將于開會前以信息
與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

蕭妃新屆理事長許培明就職獻捐
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旅菲蕭妃同鄉會于11
月24日（星期三）晚間八時，通過ZOOM視
頻會議室，舉行成立十六週年暨第九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疫情期間，儀式簡單，場面溫
馨，氣氛熱烈。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洪莊嚴
先生，新屆理事長許培明先生。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受邀出席，並擔
任大會主講人。
許培明先生為支持本地華文教育事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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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藉報端，並申謝忱。

書培， 旅菲可慕同鄉會 - 奕城，旅菲金井玉
湖三社同鄉會-振旭， 菲華坂頭東堡同鄉會天寶，菲華秀山五鄉聯合會-自準，旅菲蕭妃
(燒灰)同鄉會-培明，龍海市許厝許氏宗親會健培. 菲律賓科任許家族會委派世友和少白代
表， 為保持其鄉會在本會的人數-旅菲金井玉
湖三社同鄉會委派浙濤代表 -菲華秀山五鄉聯
合會委派自海代表 – 現再由同鄉會推派代表
各一位 - 旅菲石龜許厝同鄉會-育聰，旅菲晉
江梧坑同鄉會-有利，旅菲晉江檀林同鄉會 -

華社救災基金向Gamban Brotherhood Fire Volunteer
贈送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君臨天下業主聯誼會慶祝成立
暨首屆理事會洎青年組職員就職誌慶

商報 賀

同心同德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9月22日
（星期三）上午，向Gamban Brotherhood Fire
Volunteer，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片
口罩和30個面罩和一批清潔劑等生活和醫療
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Gamban Brotherhood Fire Volunteer會
長Edward Naredo派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

批贈送物資。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
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旅菲英崙同鄉會新屆就職
留奕星捐菲律濱放勳堂

許培明慨捐
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

菲律濱放勳堂聯宗總會訊：旅菲英崙同
鄉會于二O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舉行第七十六連七十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由于新冠疫情的關係，改由ZOOM視頻會議
進行，本堂留奕星鄉賢眾望所歸榮膺新屆理
事長。是日出席就職的職會員和嘉賓非常踴
躍，場面熱烈，氣氛溫馨。
新屆理事長留奕星鄉賢，為人慷慨豪
爽，急公好義，事業有成，熱心公益，積極
捐輸，仍不忘發揚善舉，慨捐本堂菲幣三萬
元褔利金，繼續支持本堂開展各項工作，仁
風義舉，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國曆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
八時，旅菲蕭妃（燒灰）同鄉會假ZOOM雲
端視頻會議室舉行慶祝成立十六週年紀念暨
第九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
本會許副理事長培明鄉賢眾望所歸，
榮任新屆理事長；同時，尚有多位本會理監
事同仁榮膺要職。長才展佈，殊堪祝賀！是
晚，本會同仁在（名譽）理事長施聰典鄉賢
的率領下，應邀連線出席觀禮，共襄盛舉！
施（名譽）理事長聰典鄉賢並應邀致詞祝
賀！
旅菲蕭妃（燒灰）同鄉會，乃組成菲
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重要的會員單位
之一，自本會成立以來，歷屆均積極參與，
大力支持，並推舉該會精英加入聯鄉總會之
理監事陣容，多年來輸財出力，貢獻良多！
新屆理事長許培明鄉賢，亦即是聯鄉總會副
理事長，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事業有
成，且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
履新喜慶之際，猶不忘聯鄉總會之公益
福利，特慨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
之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許培明捐菲華新聯公會
菲律濱中國新聯總商會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旅菲蕭妃(燒
灰)同鄉會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星期
三)下午八時，於網絡視頻舉行慶祝成立十六
週年暨第九屆職員就職典禮，本會副會長許
培明眾望所歸，榮膺新屆理事長！肩負重
任， 抱負得展，鵬程萬里，可喜可賀！
許培明副會長一向關心本會，關懷會
務，熱心公益，欣逢履新喜慶，特樂捐福利
金菲幣三萬元於本會，仁風義舉，殊堪欽
佩，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第五區第683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9月22日（星
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區第683描籠涯，贈
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片口罩、30個
面罩和一批清潔劑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
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五區第683描籠涯主席 Jose
Nelson Gines，親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
移交儀式由商總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慶齡基金會稽核/華助副主
任施超權、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聯代表柯順

慶、外交聘任委員劉少強；菲華各界財政洪
珊誼。
華僑工商聯副會長莊雄彪、副秘書長陳
添地等代表華社主持。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
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君臨天下業主聯誼會慶祝成立暨

首屆理事會洎青年組職員就職慶典

通告

為通告事：君臨天下業主聯誼會自二零一九年開
始籌備以來，經過近兩年時間的準備工作，各位業主
團結一致，輸財出力，集思廣益，職員群策群力，成
為各位業主聯絡感情，交流友誼的平台，同時為保障
和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付出不懈的努力。
現定於二 ○
二一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時，舉行君
臨天下業主聯誼會慶祝成立暨首屆理事會洎青年組職
員就職典禮。
為因應疫情防控，盛事簡辦，特於華報刊登通告
職員表，對外界宣佈正式成立，以正視聽，待以後疫
情趨緩，再另擇吉日補辦宣誓儀式。

職
本會全體 員
會

黃鴻燦
黃鴻儀
陳于樂
蘇思萍
蔡佳銘

君臨天下業主聯誼會
啟
籌
委
會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

理事會

蔡銘綿
陳靜怡
陳于剛
曾輝雯
蔡炫鈺

榮 譽 會 長：蔡世揚 許澤堆 陳文景
王題中 黃天從
會
長：陳國立
常務副會長：陳萬威
副 會 長：洪珊誼 吳毓俊 王松林
洪桂林 吳明灣 林文煥
蔡偉順 蔡經義 黃秋發
許明哲 張曉東 艾萬勇
王克威 陳芳城 施建偉
黃書貺 顏永利 吳梅芳
林雨蘇
秘 書 長：黃書貺 陳美玲 許 曙
理
事：吳子寅 黃曉群 蔡清苗
吳雅虹 郭小榮 邱培紅
侯文標 林思寶 游澤洲
蔡志權 邱榮斌 吳勝利
施繼祖 施瑪珊 鄧翠雲
黃海峰 蔡 JUSTIN
楊菱貴 林時燦 蔡健康
楊慶川 許霜治 陳啟敏
許天津 杜金春 李瓊玉
洪宏偉 蔡麗宛 楊建偉
員：全體業主

會

青年組

組
長：陳嘉興
副 組 長：陳于柔
組
員：陳白棉
蔡耀輝
施弘遠
蔡裕煒

二○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二

君臨天下業主聯誼會首屆理事會暨青年組職員表

(兼)

建森 - 旅菲龍玉同鄉會 - 龍程， 旅菲晉江火
輝埔同鄉會-四縉， 旅菲可慕同鄉會-文聰，
菲華坂頭東堡同鄉會-培坤，菲華秀山五鄉聯
合會 -清江，旅菲蕭妃(燒灰)同鄉會-振基- 菲
律賓科任許氏家族會委派謀澤 等共組成本會
新屆理監事陣容.
本會訂於十二月五日下午二時假ZOOM
視頻舉行複選推選副理事長一位.
敬請永遠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理監
事-屆時準時出席參加是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