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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華彬捐
東方體育會福利

菲律濱東方體育會訊：本會吳顧問華

彬先生令萱堂吳府郭淑鳳太夫人於二○二二

年五月八日凌晨四時十一分壽終於馬加智醫

療中心，享壽積閏一佰零一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吳顧問華彬先生事親至孝，秉承令萱

堂樂善好施之美德，熱心社會公益慈善，特

捐菲幣壹萬元於本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林培德家屬捐
南安同鄉總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邑林培德鄉

賢（南安奎霞村）慟於二○二二年五月廿七

日晚八時二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

七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秉承庭訓，孝思純篤，秉承其

先尊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猶不忘公

益，特獻捐菲幣伍仟元予本會充作福利用

途，孝道仁風，令人敬佩同欽，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培德家屬捐
西河堂文教基金

本會西文書主任培德宗長(原籍南安奎

霞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晚八

時二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五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培德宗長生前熱愛桑梓關心宗族，其家

屬秉承先人遺志，於守制期間，捐獻本會菲

幣貳拾萬披索，作為文教基金，嘉惠本族莘

莘學子，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表

揚，並申謝意。

楊大田丁母憂
菲律濱丹碧義盟社訊：本社楊副理事

長大田昆仲令慈，楊府林秀潤義伯母，不幸

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

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13-OLEANDER）

靈堂，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

楊海章遺孀逝世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訊：本會故常務顧

問楊海章宗長令德配，楊府林太夫人諡秀潤

（原籍惠安嶼頭村），亦即楊大田、良田、

明鳳、明燕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二二年

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3-OLEANDER）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

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

莊杰強丁母憂
菲律濱青陽石鼓廟敕封順正府大王公董

事會婦女會訊：本會董事莊杰強先生令慈，

莊府陳秀花太夫人，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

十三日晚九時，於祖國晉江青陽鳳美—五小

房祖宅，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已晉江鳳美祖宅設

靈，擇定六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問其家屬節哀順

變。

菲律濱青陽震福聯誼會訊：本會諮詢委

員莊杰強宗長令慈，莊府陳秀花太夫人，不

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三日晚九時，於祖國

晉江青陽鳳美—五小房祖宅，壽終內寢，享

壽八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已晉江鳳美祖宅設靈，擇定六月二十日上午

十時出殯。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訊：

在這個尋找生存之道，更別說過

上體面的生活、越來越難的艱難

時期，人們往往會付出更多的努

力來賺取額外的現金，以增加他

們的固定收入，譬如通過加班，

或者只是兼職。從而達到兩全其

美的需求。人們被生活所逼不得

以成為“工作狂”。

施氏幹才研習中心於2022 年 

6 月 11 日舉行的一次定期虛擬會

議上，討論的中心是關於“工作

狂” 的話題，一位長期施氏幹才

的學員在會議上提起―個問題…

“在當今嚴峻的經濟形勢下，由

於大流行和世界某些地區持續的

戰爭而加劇，你需要至少有兩三

份工作才能維持你和你家人的日

常 需 求 ， 這 種 工 作 的 態 度 値 得

嗎”

根據最近的研究，成為工作

狂正在迅速成為當今的常態，而

不是例外。考慮到我們許多人正

在經歷的經濟苦難和艱辛，有人

可能會問，我們真的需要成為一

個工作狂才能讓我們成為家庭的

好提供者嗎？

所有施氏幹才學員都宣布，被貼上工作

狂的標籤是不好的，因為除了會破壞您與親

人的關係外，還會對一個人的心理、身體和

情感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施氏幹才學員都同意，員工盡最大努力

完成雇主的期望並沒有錯，但變成工作狂是

不應該去想的。然而，有些情況需要一個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來完成一項任務。

但是勤奮的人和工作狂有區別嗎？一

位施氏幹才學員這樣說：“勤奮的人是願意

在一天或一周內加班，但仍有空閒時間與家

人和朋友在一起，並參與各種社交活動的

人。”

另一方面，他補充說：“工作狂是那種

強迫性地、不斷地努力工作，而忽視家人和

朋友在心中的地位。” 這種行為就是一些人

所說的“消極成癮”。

施氏幹才一位委員強調，一個人所需要

的是懂得管理時間和工作量的技能，並學習

如何分配任務以避免過度勞累並減輕可能對

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的壓力。

另一位施氏幹才學員表示，過於沉迷

於工作，一旦沒有工作就感到焦慮和沮喪，

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和精神不安全

感，他強烈建議人們應該知道如何在兩者之

間取得適當和正確的平衡工作和放鬆自己。

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賺取更多，最重要

的是，一旦你生病了，你的努力就會付諸東

流。無論您從工作狂中節省了多少，都不足

以支付您的醫療費用。

我們應該始終牢記，工作狂遭受重大健

康問題的情況並不少見，其中可能包括壓力

引起的疾病、慢性疲勞和高度焦慮。因此，

施氏幹才學員在討論結束時被提醒，健康和

家庭應始終放在首位，任何過度都是壞事。

必須記住，任何事情都應該適度地做，並確

保保持和維持平衡的生活。所以施氏幹才不

認為『工作狂的果汁值得擠壓』。

旅菲涵口同鄉會
續辦優異獎助學金

旅菲涵口同鄉會會訊： 本會將續辦二

O二二至二O二三年度本鄉優秀生獎勵金。

凡本會鄉僑子女就讀于大岷區各大、中、小

學及幼稚園；中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為首、

二、三名，操行乙等以上者均在受獎勵之

列。本鄉會優秀生獎勵金之申請者，請將有

關成績單連同相關獎狀的正本與副本，于辦

公時間內向本會秘書長處登記申請。

本會也關懷本鄉僑成績優異家境卻清寒

之子女能順利完成學業，因此本會將繼續提

供幫助。凡就讀于大岷區大、中、小學之吾

鄉學生需要幫助者，請向本會申請補助。申

請者必須由本人、家長或監護人代為申請，

並請攜帶申請人的有效學生證、正本及副本

成績單。(成績總平均為八十五分或以上，操

行乙等或以上者，兼有一位本會理事推薦均

可申請)。

本會獎勵金和助學生之申請由即日起至

六月三十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申請者請在辦公時間撥打： 0927-810-

0733預約領取申請表格。

會所地址： ＃113 Solex II 1144 Soler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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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華文教育的未來備受關注
商總校聯高層再次舉行聯席會議

        菲華校聯訊: 菲律賓華文教育乘着全球華
文熱的勢頭，正是方興未艾的美好時刻。而
菲華校聯承擔着發展華文教育的責任和弘揚
中華文化的天職。近幾個月來，校联以「華
文教育的未來」為議題，廣邀友好社團共商
大計，幾次座談會得到商總、晉總的熱烈回
響。雙方在改善教師福利、提升教師質量及
華文教育的整體發展上均已取得共識。校聯
感謝華社團體基於「尊師重道」的傳統思
想，秉持栽培华裔子弟的使命，提供資源為
華校傳承中華文化的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鼓
舞和信心。相信透過教育界同仁的不懈努力
和全體華社成員的廣泛支持，將能很快落實
菲華校聯的宏旨，為栽培華社優秀人才做出
巨大貢獻。鑒於此， 6月9日下午3時，菲華
商聯總會與校聯在商總七樓大禮堂舉行聯席
會議，討論了一系列有關華教的重要課題。
         出席本次會議的商總領導有：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副理事長林榮輝先生、副理事
長兼文教督導施梓雲先生、施東方博士、董
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先生，秘書長顏長江博
士、文教共同主任柯維漢先生、副主任溫奕
明先生、盧連興先生、王清涵先生、理事施
純午先生、許澤力先生、秘書長助理陳光燦
先生、文教秘書黃尚美女士。出席本次會議
的校聯代表有：輪值主席百閣公民學校林文
誠校長、聖公會中學吳紫薇校長、中正學院
葉啟明校長、嘉南中學陳惠玲校長、僑中學
院杜榮宗主任、計順菲華中學蔡景選副校
長、校聯財務寶寶樂園唐里沓校長，以及校
聯公室秘書伍杏玲女士。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感謝
校聯諸領導撥冗出席這次會議，同時感謝你
們多年來配合本會文教委員會，展開各項發
展華教的工作。各華校校長和負責人，一直
以來對振興本地華教工作盡心盡力，在傳播
中華文化和培育華人子弟等方面做出了卓越
的貢獻。華文教師勞苦功高，悉心培育華人
子弟，嘔心瀝血地把所掌握的知識，無私地
傳授給學生，不圖回報，這種崇高的精神值
得表揚。可是，許多華文教師的生活都十分
清苦，其中不少人步入老年後，境遇都相當
淒慘。鑒於此，我希望各宗親會除了奖励在
职教师以外，也能够資助各自同宗的退休的
貧苦、單身華文教師，可每月向他們提供生
活費用補貼。宗親會一般都有充足的資金，
可以像照顧自家人一樣幫助他們。呼籲在座
各位能夠出謀獻策，共同研討如何協助改善
華文教師的生活，讓他們在無後顧之憂下，
專心於教學工作。倘若各華校認為目前中文
班每天兩個小時的課時不足夠的話，他可以
向有關方面爭取延長上課時間。同時他還強
調，提升華文教師專業能力，奖励优秀华文
教师至關重要，這個必須成為華社今後努力
的方向。      
         校聯輪值主席、百閣公民學校林文誠校
長向大家做了工作報告，以及匯報了校聯近
來的工作進展：菲華校聯創立之宗旨，除了
以弘揚中華文化,發展華文教育,改善退休教師

福利,開展退休教職員休閒活動,增進社會和諧
為大前提外，同時期望加強學校之間的合作
與交流，攜手並肩，共同探討並解决華校面
臨的難題。自疫情爆發以來，本會第一時間
假ZOOM視訊會議舉辦數位教學培訓班；兩
年來多次舉辦了線上教師培訓班；舉辦了兩
屆優秀線上華語教師選拔賽；舉辦了兩次線
上教學分享會；舉辦了兩次華文教學輔導班
(針對新進教師)；協助華僑大學華文教育學院
舉辦多次線上講習班。
      商總董事兼文教委員會洪健雄主任報告
文教委員會的議題，並與大家共同研討。討
論事項有:1.大家决定每年可在商總七樓大禮
堂舉辦慶祝教師節大會，頒發獎勵金和宴請
華校教師等。2.有關1+2+1方案，基於前兩批
畢業生在華校任教僅三年多就離職，只短暫
解决了華文教師短缺問題，所以商總决定在
這方面應重質不重量，由校方推薦學生來報
讀，畢業後再派回母校培養、任教。3. 商總
文教委員會正在考慮與中國華僑大學/語合
中心合作網上教課項目，由華僑大學派遣師
範畢業生來菲充當志願者華文教師，他們將
承包所執教學校的小學以及初高中的教學工
作，並保證學生將逹到一定的漢語水平。這
一方面，將由校聯去招生報名，本會安排讓
華大與本地華校一對一洽談並評估學校的需
求。   
       校聯常務理事們一致認為，商總作為菲
律賓華僑華人工商界的最高機構和菲華社會
最具影響力的核心領導社團，長期以來出資
培養華文教師，並出台華校學生流失補助
金、醫療補助金政策，爭取漢辦志願者老師
來菲助教，對整個華文教育有着巨大的貢
獻，希望能得到各華文學校的認同與鼓勵，
同時希望能有更多社團參與並支持華文教
育。鑒於此，提出下列議題供大家探討:1.擬
擴大獎勵教師範圍及獎勵金額。每年9月10

日在商總舉行慶祝教師節大會並頒發教師獎
勵金。2.支持1+2+1方案繼續實行，並增加對
1+2+1畢業生在工作後的培訓和督導。3.華大
碩士班進展良好，可以進一步擴大與華僑大
學在各方面的合作。
         針對校聯第一項議題，商總副理事長
兼文教督導施梓雲先生建議，可以向華社公
開募款，設立華文教育基金，來資助退休的
貧苦、單身華文教師，可以補貼他們的生活
費，亦可以從這筆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作為獎
勵金，獎勵在職教師。商總文教共同主任柯
維漢先生建議商總理事“捐建农村校舍”的
捐款是否可以考慮分流一部分納入支持華文
教育項目。
       校聯感謝林理事長提出的獎勵優秀教師
的方案，對於整個菲律賓華文教育水平的提
升將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也感謝施梓雲
先生、柯維漢先生對華文教育的熱心，對華
文教師的關切。有商總領導們的大力支持，
華文教師們都能感受到社會熱心人士給予的
溫暖，一定會信心滿滿，不遺余力地為菲律
賓華文教育做貢獻。
       商總副理事長林榮輝先生、施東方博
士、盧連興先生也相繼發言，對新時代華文
教育的趨向， 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值得
深思。           
      菲律賓華文教育的未來，引起華社各大
社團的重視與關注。大家都意識到教育是根
本，未來的發展，不論是華人、企業、菲
國，華文是最重要的語言，是通商睦鄰所必
須的，甚至於是華僑華裔的長遠發展的基本
條件。這也是華校不畏艱難，資源缺乏的情
況下，董事會、師生們、家長們支持下，還
有熱心不忘本的社團領袖、華社的有識之士
的出謀獻策、慷慨解囊，國僑辦、漢辦、孔
子學院等的援手，力撑起菲律賓華文教育的
大厦不傾。

廣西骨幹教師培訓班舉行開班儀式 華教中心組織僑中三華語教師參加
華教中心訊：6月10日上午9時，廣西

省僑辦主辦、廣西華僑學校承辦的「紅燭故

鄉行‧海外華文學校骨幹教師線上培訓班」

舉行開班儀式。廣西僑辦僑務事務處處長莫

燕濤、廣西華僑學校校長姚遠忠、廣西華僑

學校副校長覃志堅、柬埔寨柬華理事總會副

會長蔡偉華、泰國華文教師公會副主席郭曉

輝、老撾寮都公學董事長林俊雄、廣西外派

教師代表王苑以及來自菲律賓、柬埔寨、老

撾、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

坦、澳大利亞、荷蘭的華教工作者出席了儀

式。儀式由覃志堅副校長主持。

姚遠忠校長指出該校建校62年來始終秉

承為僑服務的初心，精心組織海內外華文教

育項目，在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等方面發揮了

重要作用。他認為此次培訓班不僅能讓學員

們學到中文教學技能，還能感受到中華文化

的魅力。姚校長希望大家努力豐富教育理論

知識，提昇華文教育教學水平，為傳播中華

文化和推動海外華文教育做出新貢獻。

蔡偉華副會長代表該會及該國三所華校

向廣西僑辦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廣西僑辦

對柬埔寨華教事業的寶貴支持，並相信柬埔

寨華教事業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郭曉輝副主席指出該會始終

堅持服務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傳

承和弘揚中華語言文化，與廣西

僑辦和廣西華僑學校保持著長期

密切的聯繫和合作。他認為此次

培訓班內容豐富，具有很強的針

對性和很高的實用性，對當前新

形勢下海外教學和管理工作開展

有著重要的幫助，對海外華文教

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

助力。王苑老師認為此次培訓班

為一線華文教師創造了一個學習

和交流的機會，希望老師們在培

訓過後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教

育教學過程中起到帶頭作用。

莫燕濤處長指出僑辦領導和廣西僑辦領

導高度重視僑務工作和華文教育工作，「紅

燭故鄉行」是廣西僑辦海外華文教師暖心工

作的重要的部分，體現了祖籍國社會各界對

海外華文教師的關愛。她認為參訓骨幹教師

都是海外華文教育事業的中堅力量，希望大

家能夠努力學習豐富理論知識，提升技能水

平，做到學有所成、學有所獲，學有所用。

莫處長祝願大家在培訓期間學習進步，身體

健康，生活愉快；祝願此次培訓班取得圓滿

成功。本次線上研習班為期3天，于6月12日

結束。僑中學院的曾穎、蔡慧民、蘇雅紅參

加了此次培訓。

 （圖片說明）上圖左起：姚遠忠、莫燕
濤、覃志堅，下圖左起：蔡偉華、郭曉輝、
林俊雄、王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