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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菲石獅蓮埭鄉會改選 
林有志鄉賢榮膺理事長

   旅菲石獅蓮埭同鄉會訊：本會第卅五

屆職員任期即將屆滿，遵章進行改選。經再

三醞釀及認真甄選，新屆職員順利產生。第

卅四屆理事長林志湧鄉賢，自接棒以來，領

導會務，勤練卓著，居功至偉，任期屆滿，

功成身退，被一致推任為名譽理事長之職，

以續襄弼會務。

监事長林有志鄉賢，事業有成，為會

務的發展竭盡所能，功不可沒，此次被寄予

重任，當選理事長一職，帶領新屆職員再創

佳績；副理事長張育才任内輔佐會務，驾轻

就熟，被推举为执行副理事长；林澄波、林

清群，林鴻圖、施炳小、林建澤、林家楠諸

位鄉賢，雖身居副職，但忠誠職守，嫻熟韜

鈴，皆得蟬聯，繼續襄助會務發展；林友

才、林良展、张育世、林海鹏、林裕煌、林

聪明年輕有為，均為本會干才，增選為副理

事長。

蔡志勇鄉賢敬業樂群，老成持重，處事

認真，荣任監事長；副監事長為林積拱、林

連凱、林清祥、林玉珍、林華滾、林善傳、

林燦育、林敬萌、林煒倫、林清懷、林华

山、林积铭；卓越幹練的林灿育等鄉賢蝉联

秘書長。其他職員均為本會傑出棟樑，擇日

另行公布。相信新屆理監事會在林志湧鄉賢

的率領下，定能群策群力，發揚光大，為振

興家鄉事業及本會會務做出更大貢獻。

本 會 訂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八 日 （ 星

期 六 ） 下 午 七 時 ， 假 座 富 华 丽 海 鲜 酒

楼樓（FORTUNE MANSION SEAFOOD 

RESTAURANT,#1015 MARIA OROSA ST., 

ERMITA,MANILA） 举行第卅六屆理監事會

暨第十一屆青年組職員就職典禮洎鄉僑聯歡

大會。

屆時必是賀客盈門，熱鬧隆重。

丁勁樟、陳增文捐獻洪門進步黨總部愛心濟貧活動 
9月18日於491 Honorio Lopez Blvd.進行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9月18
日上午十點由副監事長丁勁樟大哥、副監
事長陳增文大哥捐獻的愛心濟貧食品在491 
Honorio Lopez Blvd.分發。
       得到Barangay Chairman Jerome Amper等鼎
力支持，在保證社交距離情況下有序進行。
是次分發的物品有大米 、雞蛋、魚罐頭、米
粉、泡麵等食品。
        通過我們持續開展的愛心濟貧活動，收
到很好的效果。
       點滴愛心 演譯著人間的真愛 ，傳遞著愛
心的真諦，這吻合進步黨的精神。希望有更
多的團體人士為菲律賓的和諧穩定貢獻自己
的力量。
        面對這百年一遇疫情，在這全球面臨特
殊困境情況下，理事長蔡志河大哥規劃勉勵
各位大哥義姐在疫情期間共同配合政府，每
隔星期開展一次愛心濟貧活動。體現進步黨
忠心義氣扶貧濟世的精神實質。

        參加愛心濟貧活動的有副監事長丁勁樟
大哥、副監事長陳增文大哥、西文書主任吳
洋洋大哥、進步黨總部執事部施純勇大哥等

等，謹此非常感謝Barangay Chairman Jerome 
Amper領隊前來幫忙維持秩序，使活動圓滿成
功，通過這類憂其所憂的賑濟活動，緩解其

燃眉的窘迫生活，雪中送炭，必能拉近與會
所周邊菲同胞的距離，增進友誼和感情，促
進社會和諧。

陳埭鎮同鄉總會校友聯誼會慶中秋
晉總理事長陳凱復應邀出席並致辭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訊：菲律賓陳埭鎮

同鄉總會、陳埭鎮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9

月18日下午7時假座富華麗海鮮酒家聯合舉行

中秋聯歡，晉總理事長陳凱復等領導應邀出

席聯歡活動並致辭。

陳凱復理事長首先向陳埭同鄉總會、

陳埭鎮各校友聯誼會的盛情邀請表示衷心的

感謝。他接著說，中秋是中國人最重視的三

大節日之一，亦是家庭團聚最完美的日子，

更是最有詩情畫意的的節日。中秋也是豐收

的季節，我們也籍此慶祝大家在一年來取得

的豐碩成果。值此明月當空照的美好時刻，

我們歡聚富麗華酒家，共享這團聚的快樂，

共度這美好的時刻。在此，我謹代表菲律賓

晉江同鄉總會向參加今天中秋聯歡活動的兩

會各位領導和鄉親，致以節日的祝賀！祝大

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興旺，萬事如

意！

我們常說 「每逢佳節倍思親」。今天特

別有如是的感覺。我們懷念家鄉的親人，希

望同在一輪皓月下的鄉親，能千里共嬋娟。

讓我們大家能共同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留

下難忘的記憶。                                   

在這中華民族的傳統節中秋佳節之時，

更有「嫦娥奔月」等美麗的神話傳說，將中

秋月夜，點綴得更加浪漫迷人。「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時」，每逢中秋佳節，菲律賓

的華人社團，都會舉辦各種五彩繽紛的中秋

活動，大家通過博餅遊戲，搏狀元，歡度中

秋佳節。通過這些聯歡活動，加深同仁、朋

友和親人之間的融合與交流，增進友誼。我

們也承此機會讓大家加深對博大精深的中華

文化的瞭解與傳承，並進一步推動華社的和

諧與凝聚力。我們相信人類一定會戰勝疫

情，讓社會和經濟文化活動恢復正常運作。

陳凱復理事長最後祝聯歡活動取得圓滿

成功！祝在座各位中秋快樂，圓圓滿滿，幸

福安康，萬事如意！

整個活動充滿了歡聲笑語，節日氣氛濃

厚，取得圓滿成功！

菲華工商總會喜迎中秋 同仁攜眷相聚共渡佳節
菲華工商總會訊：九月二十一日（星期

三）下午本會於八樓禮堂召開第十三屆理事

會第八次會議，並舉辦一年一度同仁中秋聯

歡會；由於兩年多的疫情，本會同仁已經多

年未曾一起歡渡中秋佳節，今年的聯歡會格

外引人期待。本會理事長謝國萬，名譽理事

長許長安，執行副理事長黃書瑋，副理事長

曾國強、蔡金東、林天德、施茵茵等出席慶

典，與全體同仁同歡共樂。當天下午首先召

開九月份理事會議，討論會務進展。會後即

舉辦中秋聯歡。本會同仁於五時許偕同眷屬

陸續抵達會場，讓人欣喜的是，一些來自外

省、平時難得相聚的理事和會員也攜眷前來

參加中秋聯歡會，老朋友相見噓寒問溫，分

外親切，禮堂內一片歡聲笑語，氣氛溫馨。

本會常務理事黃明聰更是捐贈十五套大碗和

骰子供同仁擲骰子博中秋。

常務理事劉衛及朱肖華捐贈Aice品牌冰

淇淋供同仁飯後甜點。中秋節擲骰子遊戲，

是菲華社會的傳統習俗，每逢中秋節幾乎各

個社團，家家戶戶，鄰里鄉親，親朋好友都

會聚餐聯歡博中秋。本會亦不例外，同仁們

在享用過豐盛的自助晚餐後，便由秘書蔡艷

霞負責講解擲骰子的遊戲規則，接著依各自

拿到的號碼分成十桌開始博中秋。只見同仁

們情緒高漲，隨著一輪又一輪的投擲，歡呼

聲此起彼落，氣氛逐漸達到高潮，全體出席

的同仁與眷屬皆興高彩烈地參與其中，享受

這共聚一堂，其樂融融的美好時光，最後每

桌皆產生福氣狀元。本會特別為每位出席的

同仁送上一盒月餅，聯歡會在充滿節日歡樂

氣氛中，大家都滿載甜密而歸，期待明年再

相聚。 

圖片說明：第二排：各桌狀元合影留念。其他圖：本會中秋聯歡晚會熱烈而愉悅的博骰場面。

林偉雄榮膺元龍敦義社總社理事長
及元龍關聖夫子殿董事會董事長
菲律濱元龍敦義社總社訊：經本社選舉委

員會複選，本總社副理事長林偉雄昆仲榮膺第

61連62屆理事長及元龍關聖夫子殿董事會第二

屆董事長，並訂於十二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七時

假座東海皇宮海鮮酒樓舉行慶祝成立六十週年

暨第61連62屆理監事職員洎婦女組及菲律濱元

龍關聖夫子殿董事會第二屆職員就職典禮，屆

時將有一番盛況。

林偉雄昆仲年青有為，事業有成，平素

熱心社會公益，歷任社團要職。其為人慷慨豪

爽，關心會務，獲大家擁戴，眾望所歸，榮任

新屆理事長，相信在其領導下，在各位職員同

心協力配合下，會務將更上一層樓。

另訊：因本總社職會員眾多，或因地址變

更，或更換電話號碼，致無法聯絡上，各職會

員如見報，敬請互相轉告。

並聯絡本總社秘書黃錦標，電話0917 -

8500333，以便聯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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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康，萬事如意！

整個活動充滿了歡聲笑語，節日氣氛濃

厚，取得圓滿成功！

菲華工商總會喜迎中秋 同仁攜眷相聚共渡佳節
菲華工商總會訊：九月二十一日（星期

三）下午本會於八樓禮堂召開第十三屆理事

會第八次會議，並舉辦一年一度同仁中秋聯

歡會；由於兩年多的疫情，本會同仁已經多

年未曾一起歡渡中秋佳節，今年的聯歡會格

外引人期待。本會理事長謝國萬，名譽理事

長許長安，執行副理事長黃書瑋，副理事長

曾國強、蔡金東、林天德、施茵茵等出席慶

典，與全體同仁同歡共樂。當天下午首先召

開九月份理事會議，討論會務進展。會後即

舉辦中秋聯歡。本會同仁於五時許偕同眷屬

陸續抵達會場，讓人欣喜的是，一些來自外

省、平時難得相聚的理事和會員也攜眷前來

參加中秋聯歡會，老朋友相見噓寒問溫，分

外親切，禮堂內一片歡聲笑語，氣氛溫馨。

本會常務理事黃明聰更是捐贈十五套大碗和

骰子供同仁擲骰子博中秋。

常務理事劉衛及朱肖華捐贈Aice品牌冰

淇淋供同仁飯後甜點。中秋節擲骰子遊戲，

是菲華社會的傳統習俗，每逢中秋節幾乎各

個社團，家家戶戶，鄰里鄉親，親朋好友都

會聚餐聯歡博中秋。本會亦不例外，同仁們

在享用過豐盛的自助晚餐後，便由秘書蔡艷

霞負責講解擲骰子的遊戲規則，接著依各自

拿到的號碼分成十桌開始博中秋。只見同仁

們情緒高漲，隨著一輪又一輪的投擲，歡呼

聲此起彼落，氣氛逐漸達到高潮，全體出席

的同仁與眷屬皆興高彩烈地參與其中，享受

這共聚一堂，其樂融融的美好時光，最後每

桌皆產生福氣狀元。本會特別為每位出席的

同仁送上一盒月餅，聯歡會在充滿節日歡樂

氣氛中，大家都滿載甜密而歸，期待明年再

相聚。 

圖片說明：第二排：各桌狀元合影留念。其他圖：本會中秋聯歡晚會熱烈而愉悅的博骰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