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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五） 商報

訃  告
黃嘉文

逝世於八月七日
出殯日期另訂

李萬芳
（廣東開平縣）

逝世於八月八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Chapel 
G殯儀館
出殯於八月十二日上午九時殯

洪曉星（福建晉江英林東厝）
逝世於八月九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聖樂堂
出殯於八月十二日上午八時

翁忠彬
（福建晉江市龍湖鎮湖北村翁厝）

逝世於八月六日
設靈於龍湖鎮湖北村翁厝本宅
另擇出殯日期

衝破疫情樊籬重拾青春激情
市青青年組舉辦久違體育節

岷市區青年會訊：在疫情阻滯

近三年的無奈後，終於迎來社會的逐

步開禁，允許舉辦一些小型集體活動

了。本會青年組的夥伴們無不興高彩

烈，躍躍欲試，重回那激憤歲月。

經過熱烈的討論，周密的佈局，

才擬出進行一次體育節的決定。七月

十六日久違的體育節YC SPORTSFEST

終於在MDYMCA禮堂和籃球館舉辦

了。參與者就是我們YC的成員和校

友。

我們分成兩隊進行客廳拔河和

奪旗比賽，這種蘊含團結、意志、

力量、技巧、智慧、聲勢的競爭活

動，把大家鬱禁三年的力量都迸發出

來了，一時人聲鼎沸，熱鬧沖天，掀

起高潮。此後還進行了籃球、排球和

羽毛球等體育賽事，又進行了一個有

獎遊戲，要求參與者在MDYMCA籃

球館周圍尋找體育和娛樂部成員的照

片。一陣歡樂過後，便為各項比賽

獲勝者頒獎。活動在主持人GEORGE 

KIONGSON和ALYSSA ONG的閉幕詞

中正式結束，年輕人憧憬著日後更多

的聚會與歡樂。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訂期頒發優秀族生獎學金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為弘揚中

華文化，鼓勵族生努力向上。每年頒發大、

中、小學成績優良族生，以及在政府會考中

獲得優越成績的傑出青年族生。本會歷年來

已獎勵了無數的優秀族生，豉勵他(她)們更加

努力學習，追求更多的榮譽，以期將來學以

致用，服務國家社會。

凡本會五姓(姚、虞、陳、胡、田) 之族

生，于二O二一年至二O二二年度學業在全菲

各學校大、中、小學榮獲前三名者，全菲各

地大學畢業，榮獲SUMMA CUM LAUDE、

MAGNA CUM LAUDE及CUM LAUDE最高榮

譽或二O二一年至二O二二年參加菲政府會考

獲第一名至第十名，無品行不良記錄者之優

秀青年族生。

今年本會繼續舉辦獎學金活動，因疫

情的影響，獎勵族生不舉行任何頒獎儀式，

謹訂于八月八日（星期一）開始至九月卅日

（星期五）截止。

已獲批準之族生，請在每天辦公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攜帶學生證件，移

玉至本會辦事處四樓領取獎勵狀/獎學金。地

址:1036-MASANGKAY ST.BINONDO MLA.或

電話:8244-7746;8244-7733查詢。

現茲公佈本會優秀族生芳名如下:

小學第一名

陳景燁 陳安祥 陳培信 陳凱明 陳天恩

小學第二名

陳長福 陳仁杰 陳熹嫣  陳如嫣 陳美詩 

陳梅熒 陳學海 陳乙花 陳榮光

陳惠昕 陳謀平 陳英雄 陳文川

小學第三名

陳欣妮 陳泉泙 陳尹陽 陳佳莉，陳美琪 

陳金玉 陳建信 陳佳欣 陳晟睿

中學第一名

陳輔鑫 陳欣怡 陳妍廷 陳志宏 陳嘉妮 陳

津鈮 陳珮珮 陳聰惠 陳姵霖

陳依洢 陳一平 陳佳佑

中學第二名

陳欣茹 陳彩雲 陳志能 陳美儒 陳蓉蓉 陳

妍伶 陳文仁 陳安琪 陳瑪可    

陳  仁 陳信璋 姚樺棈 陳亞媺

中學第三名

陳珍珍 陳友發 陳章順 陳奕帆 陳俊宇 陳

馬克 陳淑香 陳嘉明 陳松柏     陳立恩 陳尹皇 

陳楷智

教師子女小學第二名

陳熹嫣 陳如嫣 陳美詩

教師子女小學第三名

陳美琪

教師子女中學第一名

陳津鈮

教師子女中學第二名

陳美儒 陳文仁

教師子女中學第三名

陳立恩

教師子女大學第三名

陳欣欣

大學第一名

陳金鑫 陳金鋒 陳澤霆,陳福士 陳思惠 陳

威印

大學第二名

陳嘉慧 陳柔安 陳珊珊 陳燕萍 陳  漢 陳

祥愷 陳威存

大學第三名

陳怡彤 陳愛雲 陳謀上 陳明慧 陳佳美 陳

一心

陳元哂大學第一名

陳澤霆 陳福士 陳金鑫 陳金鋒 陳思惠 陳

威印

陳元哂大學第二名

陳嘉慧 陳柔安 陳珊珊 陳燕萍 陳  漢 陳

祥愷 陳威存

陳元哂大學第三名

陳怡彤 陳謀上 陳明慧 陳愛雲 陳佳美 陳

欣欣 陳一心

SUMMA CUM LAUDE

陳金鑫 陳金鋒

MAGNA CUM LAUDE

陳嘉慧 陳燕萍 陳  漢

CUM LAUDE

陳怡彤 陳明慧 陳佳美 陳欣欣

陳立桶菲政府會考笫四名

陳澤震

洪門秉公社
週四召理事會議

菲律賓洪門秉公社訊：本社第九十一連

九十二屆第八次理事會議謹定於二0二二年八

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准八時假座視頻會

議室舉行，由于目前疫情不甚穩定，理事會

担心諸昆仲的健康問題，選擇了雲端開會，

敬希全體理事撥冗準時出席，討論重要事

宜，望多多支持，以利會務順利推展，謝謝

諸位理事大哥！

永中校友會拓展會務
誠邀菲各地校友入會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成立三十

幾年來，歷屆理事長以會務發展為己任，憚

精竭慮，勵精圖治。理監事們同心同得，通

力合作，把校友會打造成了一個聯繫窗誼，

團結友愛的大家庭。

 本會預訂于十一月份舉行新屆就職典

禮，誠摯邀請散居在全菲各地的校友們加入

校友會。希望你們一起來分享慶典的喜樂，

一起來擔負發展校友會的責任。在這個溫馨

的大家庭中團結奮鬥，守望相助 希望校友們

奔走相告，互相介紹。希望尚未加入的校友

們與我們聯繫。

電話：09178992858  09178666288

第十九屆中國-東盟商務
与投資峰會開始啟動報名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
大力支持鼓勵同仁積極參與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第十九屆中

國-東盟商務与投資峰會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十六至十九日，在廣西南寧舉辦，針對當前

疫情防控形勢，特採取線上和線下相结合的

舉辦方式，讓大家足不出戶，即可參觀東盟

各國的特色產品，與各國政要名流、企業家

直接交流互動，商機無限，廣增益聞。本會

為東盟長期友好合作夥伴，峰會秘書處特地

致函本會，誠邀本會領導暨同仁積極報名，

踴躍參與，同時也歡迎所有菲華企業家線上

參與峰會活動，有意願参加者請聯系本會

秘書長黃天貺(手機號0917-8617999，微信同

號)，報名截止時間為八月十九日下午五點。

本次活動不收取任何費用。

t如果您目前不是企業家，但是懷有企業

家夢想，想要從本次峰會獲取更多資訊，發

掘新的創業機會，那就不要遲疑，趕快加入

這場活動，報名時間有限，先報名先安排，

盡早贏得先機！

陳埭鎮同鄉總會
攜手校友會訂期

聯合頒發獎助學金啟事
菲律賓陳埭鎮同鄉總會暨總商會洎陳埭

鎮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讯：為弘揚中華

文化，鼓勵鄉僑子女勤奮向學、立志攻書成

才，本两會订于9月18日（星期日）下午七

時，假座加佬富華麗海鮮酒樓，聯合舉行慶

中秋聯歡晚會，並頒發清寒生補助金和優秀

生獎學金。自即日起接受報名申請，至8月30

日（星期二）下午五時截止。

凡申領助學金者，需通過本會正副會

長、榮譽會長或所在祖籍村落同鄉會的推薦

介紹，以核實其家況；申領獎學金者，需提

供就讀中小學校90分以上的成績單。

請 把 申 請 書 、 推 薦 函 及 成 績 單 或

獲 獎 證 書 的 書 面 材 料 發 到 本 會 郵 箱 ：

cdztxzh20220327@gmail.com，或送達岷倫洛

萬通大廈3005室（會所地址 ：Room 3005 

Bandong Tower 366A Barraca and Muelle st. San 

Nicolas Binondo Manila），聯絡人：洪逸銘先

生，聯繫電話：82431752 手機：09052522023

本會首屆獎、助學金，由本會諸位熱心

領導自願捐獻。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訂

于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下午八時二十

分，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八十九屆

第三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展及其他

重要議題。

信息與微信已發出，今特再發佈新聞

告知。屆時敬希本總會名譽理事長、正副理

事長、全體理事及地區理事撥冗準時出席參

加，共商策劃推展洪務為荷。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本會訂

于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假座

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六十五、六十六屆

第十五次常務董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展

及其他重要議題。信息與微信已發出，今特

再發佈新聞告知。屆時恭請洪門聯合總會名

譽理事長和正副理事長光臨指導，敬希本會

全體常務董事撥冗準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

推展會務為荷。

西偏同鄉會召會
旅菲西偏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

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假座王

彬大連商務酒店（LIDO DE PARIS）召開第

七十二連七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商討重要事項。屆時恭請永遠榮譽理事長、

永遠名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

列席指導，同時並希全體理監事撥冗踴躍踴

躍出席，出謀劃策，以利會務之進展。

廣東僑團總會開始接受
粵僑華文教師獎勵金申請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訊：一直以來，本

會對傳承中華文化，非禮重視，對勞苦功高

的教師非常欽敬，每年皆頒發全菲粵籍教師

獎勵金及退休教師慰勞金。

自即日起本會開始接受粵籍華文教師

獎勵金及退休教師慰勞金申請，截止日期

為二○二二年九月三日。本會地址：911 

TOMAS MAPUA ST.，STA. CRUZ MANILA。

查詢電話：八七一一七一八八或八三三二○

二四二。

發放日期另訂。

太原王氏總會暨四分會
響應配合宗聯表揚優秀青年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菲律濱

各宗親會聯合會為鼓勵各宗親會青年努力向
學，決定繼續舉辦表揚菲華優秀青年，並函
請本總會暨四分會推薦本族傑出族生報名參
加接受表揚。凡本會族青年齡在卅五歲以
下，男女不拘，於二Ｏ二一年至二Ｏ二二
年度在菲律濱各大學畢業，榮獲SUMMER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或二Ｏ二一年至二Ｏ二二年度參加菲
政府會考獲第一至第十名，能講流利華語或
中國方言者。凡符合上述條件之本族青年，
請携帶其所獲榮譽證書正本及一張正面半身
照片（1.5 X 2）到本會辦公室填寫表格，即
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截止日期九月廿日。本

總會地址：1259 Piedad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82448298 　傳真：82448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