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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主辦、菲華校聯協辦
第20期「海外理想家長論壇」成功舉行
菲華校聯訊：2022年6月17日下午四點，

由華僑大學主辦、菲華校聯協辦的第20期

「海外理想家長論壇」在Zoom平臺成功舉

行。本次論壇邀請到的嘉賓是碩士生導師，

美國耶魯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國際中醫藥聯

盟會員(CGCM)，中華中醫藥學會李時珍分

會委員張景紅教授。她2007獲得蘭州大學生

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專業博士學位，1988年

就職自謝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任副主任

藥師，2007年12月作為引進人才入職華僑大

學。本次論壇的主題是「中醫保健文化與診

治」。

為什麽會發生瘟疫？張教授說：瘟疫見

於《黃帝內經·素問·本病論》第七十三遺篇。

黃帝傳聞天地二甲子，十幹與十二支配合。

司天在泉，上下相合而主治天地之氣，其數

能互相更移之正位的，就是說雖然已得歲時

之正位。但是未得司正位之氣，就會四時不

節，發生大疫。

四部經典《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

《傷寒雜病論》《八十一難經》的出現使中

醫學術界有了統一的學術典範，促使醫學呈

現出較快的發展勢態。此後，歷代醫家大多

結合臨床醫療實踐，從不同角度發展中醫

學。

  一 、陰陽平衡，天人合一。

《黃帝內經》中提到「余聞上古之人教

下也，必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精神內

守，病安從來。」中醫養生以傳統中醫「天

人合一」理論為指導，遵循四時陰陽變化規

律，通過節製飲食，調攝情誌、適度運動等

方法，從而達到保養身體、減少疾病、增進

健康、延年益壽的目的。

陰陽的屬性特征：陰陽貫穿於一切事

物之中，可運用於一切事物和現象的分類歸

納。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

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

一也。

陰陽的基本特征。陽是運動的、外向

的、上升的、溫熱的、明亮的、無形的、興

奮的。陰是相對靜止的、內收的、下降的、

寒涼的、晦暗的、有形的、抑製的。

人體是由陰陽結合而成的有機整體，而

各組織結構，都可劃分其陰陽屬性。各組織

結構的陰陽中還可再分陰陽。以陰陽來概括

說明病變部位、性質及各種證候的屬性。審

別陰陽是中醫辨證的總綱領。內經雲:「善診

者，查色按脈，先別陰陽。」防病治病的目

的，是保持和恢復陰陽的相對平衡，達到陰

平陽秘。調和陰陽是中醫治病的總原則。養

生總原則:順從四時陰陽變化保持人與自然界

的協調統一。

二、 五行養生。

 五，指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

行，指它們的運動和變化。五行，就是指

木、火、土、金、水五種基本物質和現象的

運動變化。五行學說認為，木、火、土、

金、水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元素，世界上

所有事物和現象的發生、發展、變化都是這

五種物質運動變化的結果。這五種物質各具

特性，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緊密聯系

的。人體也是一個小宇宙各臟器之間有著相

互的關系，從而形成統一整體，人體行五

臟，又是五大元素，有著對應關系。

1、水行人：水型人是整合型人物的代

表，水是萬物之源。如果你是水行的人，你

給他人的印象，陰水性人，自卑，愛哭，懶

散混亂，生悶氣，想的多做的少，消沈抑

郁，多憂多慮，一生受氣。2、木行人：身

材多瘦高，雙肩高聳，臉形比較長。木形人

容易動怒，經常生氣導致頭迷眼花、肢體麻

木、手腳無力、胸悶不舒等癥狀，甚至發生

耳鳴、牙痛、中風病。所以木形人養生時就

要註意以德養性，即心態要積極向上，與人

和善，心存仁德。3、火行人：大多身材微

胖，體形屬中等，精力充沛、行動迅速，做

亊風風火火。生氣時面紅耳赤。飲食顏色

的選擇上，火形人應該以黑色食物為主。

4、 土行人：大多屬於五短身材，由於土有

敦厚的性質，所以土形人肌肉豐厚，有「三

厚」：背厚、後厚、手背厚。生氣時，面色

多偏於焦黃。5、金行人：應多吃酸味和苦味

的食物，在食物顏色上宜側重綠色和紅色。

三、十二時辰與十二經脈養生。

子時 23:00-1:00 膽經當令，膽汁推陳出

新； 醜時 1:00-3:00 肝經當令，肝血推陳出

新； 寅時 3:00-5:00 肺經當令，新鮮血液重

新分配，輸送血脈，迎接新一天到來； 卯

時 5:00-7:00 大腸經當令，有利於排泄；辰時 

7:00-9:00 胃經當令.有利於消化； 已時 9:00-

11:00 脾經當令，吸收營養生血； 午時 11:00-

13:00 心經當令；未時 13:00-15:00 小腸經當

令，有利於吸收； 申時 15:00-17:00 膀胱經當

令，有利於排泄； 酉時 17:00-19:00 腎經當

令，貯藏一日臟腑精華；戍時 19:00-21:00 心

包經當令.清心去濁；亥時 21:00-23:00 三焦經

當令，通百脈，人應進入睡眠。

中醫自古就重視辨體識病：1、望 。看

形體；看神氣；看面色；看舌苔；看眼睛。

(2)聞-聽聲音；聞味道。(3)問-問二便；問寒

熱；問汗液；問經帶；(4)切 -切，包括脈診

和按診。中醫最重要的是「不治已病治未

病」。

最後進入互動環節,來自菲律賓、英國、

新加坡、南非、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泰

國、阿根廷的老師們都能在線上積極提問,張

教授就他們提出的問題一一一作答。本次講

座取得了圓滿成功。

華裔郭秀芬律師
中選禮智杜轆省長
本埠訊：獨魯萬（PCL-LEYTE）

正式宣告DULAG LEYTE現任省長郭秀

芬律師ATTY. MILDRED JOY P. QUE與

DULAG，SANGGUNIAN BAYAN全體職

員將於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最高

法院（SUPREME COURT）由首席大法官

CHIEF JUSTICE ALEXANDER GESMUNDO

監誓，光耀的進行宣誓就職典禮。

岷百貨商訂期召會
岷里拉百貨商同業公會訊：謹訂於二

○二二年六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卅分，在本會議事廳召開第一零一屆至一

零二屆第廿一次理事會，討論重要事項。

屆時敬希全體常務顧問、理事們撥冗出

席，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進展是盼。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
《徵會歌》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成立

於一九三三年，八十九年來，先賢們篳路

藍縷，艱苦創業，為聯絡宗親情感，敦睦

宗誼，為團結全菲許氏宗族作出了卓越的

貢獻，如今枝繁葉盛,宏基永固，會務昌

榮，宗親在各行各業出類拔萃，為了體現

宗親會悠久的歷史，弘揚祖德，歌頌先輩

創業的艱辛，謳歌新時代許氏宗親的團結

奮進，現決定向全菲許氏宗親徵集「菲律

濱許氏宗親總會會歌」歌詞。

一）歌詞內容必須原創，主題鮮明，

意義深遠，節奏明快，富韻律美。

二）格式：主歌二段，副歌一段。

三）徵集對象：全菲許氏宗親（非許

氏宗親請勿投稿）。

四）名次：一名。

五）奬項：獎金一份和奬牌一座。

六）截稿日期：即日起到2022年八月

卅一日。

七）比賽細則：來稿請用word的格

式電郵至郵箱（本會郵箱info@phil-kho.

org），為了公平起見，來稿請在稿件的

右上方寫上自己的手機號碼，請不要注明

真實姓名。如收到稿件本會將回覆收到，

如未收到回覆，請致電8252-0791，8252-

0786查詢。

八）評委：本會將聘請僑社著名文

化人士評審。評審結果將在各大華報上發

表。九）會歌將請著名作曲家譜曲。

惠總訂期辦理助學金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訊：本總會為

資助有志向學，而家境清寒的會員子女

有求學機會，續辦2022～2023學年度上學

期助學金，凡是在今學年度已有報名就

讀於大，中，小學的學生，需提交新學

年度影印版的報名就讀證件（如繳交學

費單據），附上學生英漢姓名，籍貫，

就讀年級及學校，家長姓名及聯絡電話

或手機，前來辦理申請登記手續，申請

期限自即日開始至七月三十一日（星期

一至星期五）為止，時間為上午七時至

下午二時，本總會辦事處（7TH FLR．

939  ALVARADOST．，BINONDO，

MANILA）電話8242-4893，逾期恕不受

理。

第五屆全球華語朗誦大賽決賽獲獎名單公布
本國代表成績斐然崇德莊竣智獲幼兒組金獎
華教中心訊：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主

辦，北京廣播電視臺承辦的“第五屆全球華

語朗誦大賽”於6月18日公布各獎項名單，本

國選手成績斐然，斬獲一金、三銀、三銅，

其中崇德的莊竣智榮獲最佳聲音獎。黃瑄瑜

榮獲優秀指導老師獎。

主辦方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由中央統

戰部、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十四個部

委，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所高校和中國致

公黨中央組成。此次大賽於3月正式開啟，全

球共有80多家華人社團、華教組織、華文學

校組織的1.7萬餘名選手參與比賽。經過初複

賽階段的層層選拔，脫穎而出的1,100多份優

秀作品入圍決賽。

第五屆全球華語朗誦大賽總決賽階段的

評審團陣容強大，具有專業性與權威性，成

員分別為：瞿弦和（著名朗誦表演藝術家、

國家一級演員），張筠英（著名朗誦表演藝

術家、著名演員），高燕（北京廣播電視主

持人、資深制作人及策劃人），趙琳（中國

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副教授、廣播電

視語言傳播博士）。

專家評委根據參賽選手對作品的理解

度、情感飽滿度、作品流暢度以及吐字發音

准確度等進行綜合評審，每組各自評選出金

獎15名、銀獎30名、銅獎50名，還評出單項

獎16名、形象大使2名、優秀指導教師55名。

菲律賓共有7位選手和1位老師獲獎，名單如

下：幼兒組金獎：莊竣智（崇德）；少年組

銀獎：許伊晗（崇德）、林靜菲（中正）；

青少組銀獎：楊怡晶（僑中分校）；少兒組

銅獎：楊聰悅（中正）；青少組銅獎：施鑫

淼（尚一）、張雨苒（納卯中華）。同時，

莊竣智（崇德）還榮獲最佳聲音獎；黃瑄瑜

（崇德）榮獲優秀指導老師獎。本中心將於

七月份舉辦“‘啟斐杯’第五屆全球華語朗

誦大賽菲律賓賽區初賽網上頒獎儀式”，邀

請獲獎選手及其學校領導、指導老師和評委

參加。參加方式將另行通知。

（圖片說明）第一排左起：黃瑄瑜、
莊竣智，第二排左起：許伊晗、林靜菲、楊
怡晶，第三排左起：楊聰悅、施鑫淼、張雨
苒。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
續訂期舉辦獎助學金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鄉會為鼓勵鄉僑子女勤勉向學，敦德

上進，品學兼優，並幫助修完學業。業經本會第八十四屆理監事會爰

決，爰續舉辦（二○二一年至二○二二年）年度優秀生獎學金及（二

○二二年至二○二三年）年度家境清寒鄉僑在學子弟助學金。

茲將獻捐教育獎助學基金芳名列下：

（甲）紀念施故副理事長性慨、章秀口卅賢伉儷教育獎助學金。

（乙）紀念施故常務顧問炳煌、李秀暖夫婦、故副監事長施子

淵、吳麗南夫婦助學金。

（丙）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教育基金。

獎學：凡本會鄉僑子女肄業於華校各大、中、小學、幼稚園列

首、二、三名者或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

CUM LAUDE及參加政府會考名列首十名者，操行良好者，均可申報

獲獎。

助學：凡本會鄉僑子女其學業成績及格，操行良好，就讀於華校

而家境確實困難者，均可申請補助。

日期：獎助學金申請自即日起至西曆七月十五日截止，請於期

限內攜帶學業成績單，獎狀及其影印本至本會辦理申請，逾期恕不受

理。

頒發：本會有關獎學金頒發另行擇期舉行，領獎地點及日期：如

已確期，屆時本會再藉報通告。屆時本會敦請獲獎優秀生親臨授獎家

長及本會理監事同仁暨獻捐者或後裔蒞臨觀禮及協助主持頒獎儀式。

助學金發放暫時先預訂於西曆八月二日至八月十七日截止。如有變

更，另行再藉報通告。

本會會所（十樓）辦公處地址：10TH FLOOR，#662 TOMAS 

MAPUA ST. STA. CRUZ。電話聯繫：8733-7042、8733-6199，節假日及

星期日停辦，謝謝配合！

延陵吳氏宗親總會召會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半，在本會會所三樓議事廳(3rd Flr. CAMBA 

CORNER LAVEZARES ST., BINONDO, MANILA)召開第十五連第十六

屆第八次理監事、諮詢委員、常務顧問聯席會議，商討重要事項。屆

時希諸位理監事、永遠榮譽會長、名譽理事長、諮詢委員，踴躍出席

會議，以利會務之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