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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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菲國文化  推動本土語言

僑中總校菲語月啟動儀式拉開帷幕
菲律濱僑中學院訊：他加祿語是菲律濱

主要民族的母語，在菲律濱萬雷•計順總統

的宣導及推動下，於1937年被定為菲律濱的

國語，1962年被定為菲律濱的官方語言。他

加祿語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承載了

菲律濱民族文化，也記載了民族的興衰,並跟

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更新。

為了更好地擁抱菲律濱文化，進一步推

動本土語言，我院總校響應教育部的號召，

把整個8月定為重點提倡菲語運動的月令，

並於8月1日上午9時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菲

語月活動啟動儀式。時隔兩年多，本學年參

與實體課的部分學生是日第一天走進校園，

在各自的教室裡見證了這場非常有意義的啟

動儀式。這是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再向菲語之

父萬雷•計順總統獻花致敬，氣氛顯得格外

溫馨。學校領導及部分菲語科教師聚在大禮

堂，與學校裡和家中上線的學生同步迎來菲

語月慶祝活動的啟動儀式。活動由菲語科教

師Gng. Wishane O. Tan主持。今年菲語月慶

祝活動的主題為“菲語和本土方言：發現

和創造新事物的工具(Wikang Filipino at Mga 

Katutubong Wika: Kasangkapan sa pagtuklas at 

paglikha)”。

在莊嚴的菲律濱國歌中,活動拉開了序

幕。黃琬蓉校長首先致詞。她在講話中指出

語言在民族的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團

結同胞的有力工具，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

力量之一。她諄諄告誡全體師生熱愛自己的

母語、熱愛自己的祖國。為建設強大的菲律

濱一起努力。她希望同學們不僅每年八月，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對語言的熱愛，因

為它是民族的根源。她感謝菲語科老師在疫

情當中，仍然為學生們創造出平臺，進一步

宣揚愛國情懷。蔡藝術副校長在講話中強調

每年菲語月的慶祝活動，是為了培養同學們

對菲語的熱愛。作為菲律濱華裔，獨特的身

份讓我們多了一份義務去感受並發揚菲律濱

語言和文化。語言是國家自由的象徵，不管

時局如何變遷，它依舊是民族身份的標誌，

是心與心相連的紐帶，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

依靠。她呼籲同學們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

裡，即便是疫情之下，都要以積極的心態把

握學習語言的每一個機會，以好學的激情把

菲律濱文化融進生活中。

華人紮根在菲律濱這塊土地，融入菲律

濱人的生活，成為這個國家大家族的一員。

菲語讓華裔與菲律濱人民的感情更為和諧，

而且在語言的不斷更新中發生變化而越來越

豐富。無論語言怎麼變化，忠於菲語的心永

遠不變。這樣的執念讓我院菲語科在8月的第

一天組織師生向菲語之父計順總統獻上感激

之花。黃琬蓉校長、蔡藝術副校長、英文主

任Mrs. Glenda Sia、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一一

上前把手中的鮮花獻給偉人。

接著，小四乙班的何麗麗同學用她稚

嫩的童聲為大家背誦一首詩《尊敬的萬雷•

計順 Gat Manuel Quezon》，把計順總統為制

定國家通用語言語言奔走的感人事蹟娓娓道

來，讓大家更好地瞭解偉人的故事。之後，

由家政科教師Gng. Leslie D. Aton為大家帶來

一首菲語歌《民族的勝利Tagumpay Nating 

Lahat》。這首歌以簡單直接的歌詞告訴聽眾

菲律濱民族是幸福的，是成功的。繞樑的歌

聲引人入勝，時而像潺潺流水般淺吟低唱，

獨具風韻;時而像淒美若露滴竹葉般玲玲作

響，耐人尋味；時而渾厚得如雄鷹展翅時的

一聲長鳴，振聾發聵;時而婉轉得似深情交

融時的一行熱淚，扣人心靈。這麼豐富的語

言，日日讓人枕著入睡，卻竟在平常中忽

略了它的美麗。最後菲語科主管G. Daryl B. 

Teves為整個菲語月活動進行簡單的介紹，並

為本次活動做出總結。他希望通過這簡短的

儀式凸顯愛國意識，並用一個月的學習活動

鞏固菲語在日常應用中的地位，讓同學們認

真地、規範地把菲語學好。

多年來，僑中學院一直堅持貫徹菲律濱

教育部的要求，對菲語教學抓得扎實有序。

菲語凝聚著菲律濱先人的智慧，是社會文明

傳播的載體。每年的菲語月活動都舉辦得有

聲有色，今年一定也不例外。通過開展這樣

的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菲語的興趣,營造濃厚的

校園菲語學習的氛圍，在全校掀起愛菲語、

學菲語、用菲語的熱潮。相信在接下來一年

一度的菲語月主題活動中，僑中學子能從不

同角度在菲語的世界裡收穫到快樂，體會到

菲語的魅力，感受到學習菲語是快樂的，培

養自覺學習菲語的良好習慣，意義重大。

菲語月啟動儀式在現場的一片歡呼聲和

雲端上的一陣虛擬掌聲中圓滿落幕。

圖片說明：
第一排：（左起）黃琬蓉校長致詞；蔡

藝術副校長致詞；菲語科主管G. Daryl Teves
介紹整個八月的活動安排；菲語科教師Gng. 
Wishane Tan主持活動。

第二排：師生為萬雷•計順總統獻花：
黃琬蓉校長；蔡藝術副校長。

第三排：師生為萬雷•計順總統獻花：
英文主任Mrs. Glenda Sia；學生代表；教師代
表。

第四排：（左）師生為萬雷•計順總
統獻花；（中）家政科教師Gng. Leslie D. 
Aton高唱一首菲語歌《民族的勝利Tagumpay 
Nating Lahat》；（右）小四學生何麗麗為大
家背誦一首《尊敬的萬雷•計順 Gat Manuel 
Quezon》。

暨南大學中文教學教法微技能研修結業
華教中心組織四十五位華教工作者參加

華教中心訊：7月28日，中國國僑辦主辦，暨南大學華文

學院承辦的“2022‘中文教學教法微技能’海外華文教師線

上研修班”舉行結業典禮。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副院長張禮，

漢語系主任王衍軍、副主任林奕高，授課教師代表王茂林以

及來自菲律賓等45個國家的500多名海外華文教師出席了典

禮。

典禮由林奕高副書記主持。

張禮副院長認為此次研修班的授課教師積極備課，工作

人員熱心服務，全體學員追求進步，研修成果令人欣喜。他

表示該院今年已經承辦4次海外中文教師線上研修班活動，學

員們的一路相隨讓人感到無比暖心。張副院長希望學員們能

夠真正將此次研修班所學內容吸收利用，反哺一線教學，並

期待能夠有機會進一步擴大研修班影響力，聽到更多交流的

聲音。

王衍軍主任總結了此次研修班的課程設置和學員的學習

效果。他指出此次研修班與前幾期不同，以微見大、以微見

深、以微見卓著，每個課程都能夠做到“從教學中來，到教

學中去”，讓學員們“現學現用，學

有所得”。王主任希望還能夠聽到更

多、更好、更精彩的分享，教學相

長，共促國際中文事業踔厲前行。

王茂林教授認為華文學院的30多

位老師在為期一個月的授課過程中，

充分備課、認真授課，並通過學員們

的分享獲知很多一線教學的情況和信

息。他表示大家共同交流、互相探

討，為國際中文事業多獻一份力、再

添一份熱。王教授希望學員們能夠不

斷提升自己，多思考，多積累，並期

待日後與大家進行更多的交流互動。

此次研修班通過對教學內容重難點的分析以及教學技

法探討，幫助海外華文教師解決在教學中遇到的實際問題。

研修班的課程內容涵蓋廣泛，從“微”處入手，突出微觀技

法，為一線海外華文教師提供切實可行、實之有效的技能方

法指導，助力華文教育事業的發展。來自大馬尼拉的僑中總

校、僑中分校、義德、嘉南、晨光、光啟、崇德，米沙鄢的

加帛示中山、禮智鳴遠、描戈律三一、宿務中華，棉蘭老的

東棉光華、納卯龍華、紅燭華教基金會14個華教機構的45位

華教工作者參加了此次培訓。

（圖片說明）左起：林奕高、張禮、王衍軍、王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