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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中分校英文部舉行聯合國月慶祝活動 
提高學生對世界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認識

菲律賓僑中學院訊：10月29日，我院分

校英文部，為提高學生對世界面臨的社會問

題的認識，舉行了「聯合國月」慶祝活動及

活動成果展和頒獎儀式。

今年聯合國的慶祝主題是「加強對世界

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認識」。為配合聯合國的

慶祝主題，我院分校英文部，整個十月各年

級各班級都忙著開展各類活動。小一至小三

年級舉行扮演角色比賽，小四至小六年級海

報標語製作比賽，七年級、八年級舉行叮噹

發展比賽，九年級、十年級舉行歌舞改編比

賽，十一年級舉行演講比賽。 活動在激昂的

國歌聲中拉開帷幕，全體人員肅立致敬。電

腦部老師給全體人員合影留念後，活動正式

開始。

我院校長黃琬蓉博士在講話中指出，

金秋十月，我們舉行慶祝聯合國成立七十七

週年活動。於1945 年 10 月 24 日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聯合國正式成立，並確定每年

10月24日為節日。節日主題為維持國際和平

與安全，發展國際間友好關係，促進經濟、

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等方面的國際合作。

也就是說，創建聯合國是為了讓全世界人民

永遠不再經歷戰爭帶來的災難，團結一起蓬

勃發展。七十多年來，聯合國已成為世界人

民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挑戰和戰勝困難的組

織。今年我院分校的主題非常適合菲律賓這

個國家：「國際山區可持續發展年」即改善

山脈狀況重視山區發展。請看菲律賓連綿的

山脈帶給我們一切美好事物與無限美好的展

望。請再看看如今山脈的狀態——許多山脈

已經被夷為平地，並且以發展的名義繼續被

夷為平地；有因嚴重伐木而令山脈禿頂；有

胡亂採礦而摧毀山脈的；還有失去山脈阻擋

的強颱風卡丁可能造成更嚴重的損失與遭受

更嚴重的破壞，那麼，我們今年的這個主題

就更加恰當了。山的供養就是生命，如果我

們想保護我們的生命，我們必須從保護我們

的山開始。

希望在我們慶祝聯合國月的同時，也以

它的主題，我們將更加團結起來保護它們。

在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中，我們越來越多地

被要求保護我們的自然和山脈，如果我們也

想確保我們的生命和健康。

我院分校蔡美美副校長在講話中強調，

10 月最激動人心和最有意義的活動之一就是

聯合國月，每年我們都期待著這一天，因為

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國旗在羅哈斯大道上迎

風飄揚。今年聯合國月的主題是「國際山區

可持續發展年」，幾個月前，聯合國秘書長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曾表示：2022 年國際山

區可持續發展年是一個機會，可以將山區生

態系統和社區的可持續性和復原力置於國際

進程、政策和投資框架內的核心。 他還說，

國際社會應與聯合國一起慶祝國際山區可持

續發展年。他鼓勵我們共同努力實現山區的

可持續發展，使山區人民和整個地球都能繁

榮發展。正如約翰繆爾在19世紀曾說過一句

著名的話：「山峰在召喚，我必須在。」他

倡導爬山，爬山不僅可以欣賞到美景，而且

對人體健康大有裨益。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

的人在大山中行走，欣賞風景，激發靈感。

但是山脈持續遭受破壞。聯合國官方在媒體

聲明中說：「由於農業、基礎設施和其他一

些原因，很多山脈正迅速地在消失。」山脈

帶給人類很多東西，比如：儲水、 野生動物

棲息地和生物多樣性、娛樂與美容，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推動了 2022 年國際山區可持續發

展年，為了強調人類依賴山峰，組織者創造

了「我們都是登山者」這一短語，目標是提

高人們對世界山區面臨的問題的認識，並找

到保護它們的解決方案。「山脈通常被視為

豐富自然資源的提供者，因此我們必須保護

它們。這是聯合國的主題，旨在提高人們對

山區發展可持續性的認識。

蔡副校長感謝領導、老師和同學們對這

個項目的成功啟動表示付出的辛苦，向比賽

的獲勝者表示祝賀，也感謝家長們真誠的支

持。同學們對活動的參與度很高，經過激烈

的比拚，獲獎名單如下。

在扮演角色比賽中，小一年級陳梓航獲

得三等獎，黃雪蓮獲得二等獎，施麗絲獲得

一等獎。小二年級謝恩禧獲得三等獎，林麗

慧獲得二等獎，蔡福來獲得一等獎。小三年

級許嘉明獲得三等獎，鄭珊妮獲得二等獎，

陳長順獲得一等獎。

在海報標語製作比賽中，小四年級石麗

麗獲得三等獎，楊子輝獲得二等見，吳永貴

獲得一等獎，小五年級陳信宏獲得三等獎，

李美花獲得二等獎，洪玉青獲得一等獎。小

六年級吳永康獲得三等獎，吳麗亞獲得二等

獎，洪美佳獲得一等獎。

在叮噹發展比賽中，七年級洪德明、馬

健恩、吳承龍、林澤凱、陳曉雨、李寶兒獲

得三等獎，謝恩慈、王明惠、 楊雯堯、莊雙

馨、蔡鍵鑫、許榮坦、 蔡子彬獲得二等獎，

龔曉菌、許佳雯、許劍豪、林美珍、黃美

安、林俊熙、林家寶、吳佳欣獲得一等獎。

八年級顏楷煌、黃茹玉、蔡幼美、朱明慧、

柯可薇獲得三等獎，歐陽鈜鈺、呂瀅榆、呂

鵬榕、唐青山、許晶晶、許詩婷獲得二等

獎，洪睿琳、 施莉安、劉振峰獲得一等獎。

在歌舞改編比賽中，九年級施美拉、蕭

明德、李金美、李美安、許鈺琪、陳佳婷、

陳錡翔、陳錡鑫、吳佳雯、林莉莉、陳福金

獲得三等獎，施雅慧、施金漢、楊祖彥、徐

佩美、林偉松獲得二等獎，施美思、施麗

雅、陳凱莉、劉珊珊、潘美麗、徐宣容、黃

耀賢、莊安全、黃澤楷、許福順、林承鋒、

許書榮獲得一等獎。十年級葉欣寧、葉思

凝、王書俊、蔡振華、.黃正祺、吳世坤獲

得三等獎，陳正宏、多艾莎、楊振輝、曾文

水、李佳捷、康茹燕、李天明、吳家盼獲得

二等獎，李美娜、邱逸盈、顏晶馨、許成

宏、吳天保、王萬順、許鴻杰、陳永鴻獲得

一等獎。

在演講比賽中，十一年級莊安吉獲得三

等獎，蘇永利獲得二等獎，永恩愛獲得一等

獎。十二年級楊聰明獲得三等獎，李美玉獲

得二等獎，施美嘉獲得一等獎。

頒獎過程中，高中班學生表演了舞蹈

《自然之歌》，十年級學生表演合唱《天

堂》，英文部老師們表演特別節目《綠色護

理》，一次次將頒獎儀式的氣氛推向高潮，

贏得了英文部同學和家長熱情的掌聲。

活動在英文主任 Gng. Wilma F. Mallari

發表閉幕致辭和校歌聲中圓滿落下帷幕。我

院分校高度重視此類國際性活動的組織和參

與，這對於提高我院分校學子對聯合國的認

知水平，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參政議政

的能力、創意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等均有

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辦學思想的指導下，我

院分校學子在各種國際比賽中屢屢獲獎，學

校國際化水平逐年提高。

中正學院又兩校友運動表現出色 校長葉啟明學生丁境鋃雙獲佳績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眾所周知，中正

人在國內外的體育運動中均表現出色，

如當今菲律濱最受歡迎的體育英雄，即

世界排名第3的撐桿跳高運動員蔡華強

（Ernest John Obiena），就是本校中學

2012年度校友。

最近幾個月，又有兩名 中正人在各

自的運動項目中為菲律濱帶來榮譽。

首先是在本校大學部大三，攻讀

工商管理主修營銷管理系的學生---丁境

鋃（Laurenz Prewitt V. Ding）。 9 月 17 

日，他參加了一項舉重和體能訓練的

「2022 年新加坡壺鈴錦標賽（Singapore 

Kettlebell Championship 2022）」獲得了

兩個壺鈴舉重賽獎項：

第一名 - 男子長循環 (Male Long 

Cycle) 5 分鐘（16 公斤級），

第三名 - 男子抓舉( Male Snatch ) 5 

分鐘（16 公斤級）。

壺鈴舉重運動是一種在給定時間

段內使用壺鈴進行重複的舉重運動。 

這 項 運 動 包 括 三 個 主 要 的 舉 重 ： 抓

舉 ( snatch)、挺舉( jerk)和長循環 ( long 

cycle)。 挺舉和長周期可以用一個或兩

個相同重量的壺鈴進行，而抓舉只使用

一個壺鈴。

丁境鋃同學除了是一名運動員，

還是一名活躍的學生組織領導者，擔

任學校「青年營銷會Junior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公共關係職員，同時也是

所有三年級大學生「青年組織」出版職

員。

年齡只是一個數字，健身適合所

有年齡段的人。中學1983 年度校友葉啟

明（Judelio Yap）校長，代表菲律濱參

加了今年 10 月 23 日在越南胡志明市舉

行的 「東南亞地區斯巴達系列賽 -衝刺

賽(Spartan Race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ries - Sprint Race)。

「斯巴達賽Spartan Race」 是一系列

不同距離和難度的障礙賽，距離從 5 公

里到 50 公里不等。 

在越南舉行的 這項「衝刺Sprint」

賽類別為 5 公里長跑， 20 個障礙物，

在水和泥濘的越野地形上進行。 

障礙包括爬牆、在鐵絲網下爬行、

穿越攀爬架、瞄準長矛投擲等等。 眾所

周知，「斯巴達賽Spartan race」是世界

上難度最高的障礙賽。

因為它結合了最艱難的地形和最重

的載重。每個障礙物如未能成功跨越，

都會受到 30 次俯臥撐跳burpee jumps的

處罰。

葉啟明校長友在此東南亞比賽中獲

得55-59歲年齡組銅牌，僅次於澳大利亞

和泰國代選手。

不到一個月後的11月6日，他又在

「斯巴達菲律濱全國超級賽Spartan Race 

Philippines Super Race category」中獲得了

同樣年齡組（55-59歲）的冠軍。 這是

在黎剎省聖馬特奧（San Mateo, Rizal）

的 Timberland Heights 山區舉行的10公里

25障礙物賽的競， 他獲得了全國比賽冠

軍的金牌。

本校一向注重給學生提供全面的教

育，丁境鋃和葉啟明校長是中正教育培

養出來的好產品，就是明證。

恭喜兩位讓母校、菲華社區及菲律

濱與有榮焉的校友。

期望他們保持這樣良好的狀態，並

繼續激勵他人不僅要保持頭腦敏銳，還

要保持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