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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中總校訂期舉行畢業結業升級儀式
基礎教育各部獎項得獎學生名單揭曉

菲律濱僑中學院訊：疫情肆虐了兩年，

儘管線上學習帶來諸多挑戰，我院學子憑藉

一股青春的熱情，展現出少年應有的魄力，

讓2021至2022學年度依然碩果累累。現在全

部學習活動經已結束，我院總校將訂於五月

六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半在Zoom會議平臺

上舉行幼兒園升級儀式；五月十一日（星期

三）上午八時半與下午二時在Zoom會議平臺

上分別舉行小學部畢業典禮及英文初中部結

業式；五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半舉

行高中部線下線上混合式畢業典禮。

各班優秀生及各獎項得獎同學經於全體

教師會議評定選出，名單如下：

英文部學業成績優良獎

僑中金獎：（十二年級）王合桂

高中部科技工程數學科畢業最高榮譽

獎：王合桂、王曜釧、蔡繼恒、洪煒祺、陳

懷英、吳珊妮、王永順、黃筱笄、吳泯妮、

鄭嘉玲、尤傳華、李松松；榮譽獎：黃心

媚、鄭志祥、施純陽、邱雅麗、吳敏星；優

秀獎：陳章順、黃鈞皓、蔡忠輝、陳詩妍、

施志強、蔡育仁、黃仁德、曾善福

高中部會計商業管理科畢業最高榮譽

獎：呂燕詩、莊清媚、許炳祥；榮譽獎：莊

淵棋、蔡靜瑩；優秀獎：陳安琪、柯莉莉、

黃毅鑫、許思洋、蔡紹麟、呂寶寶、黃天

倫、施正捷、吳安雄、郭羽軒、陳凱洋、趙

菲婷、柯靜雅、黃鴻儀、王若琳、李煥年、

吳錦鈺、李昌煥

小學部畢業第一名：李姍姍；第二名：

林泉德；第三名：吳松燦；第四名：施美

琳；第五名：蔡永利

初中部結業全年段第一名：江盼姐；第

二名：陳甲鴻；第三名：黃靜嫻

幼兒園英文班優秀生：（大A班）李培

淵、莊昆達、張珺瑜；（大B班）施淑薇、陳

楷翰、鄒燕；（大C班）林婧盈、張西詹、

莊志傑；（中A班）傅名陽、蔡宜娟、林奇

佑；（中B班）丁彥中、陳子童、張勇財；

（小班）顏珍美、許榮輝、張明仁

扶西劉禮學業成績優良獎：（十二年

級 ） 王 合 桂  傑 利 • 羅 哈 斯 學 生 領 袖 獎 ：

（十二年級）蔡繼恒

楊應琳大使青年奉獻獎：（十二年級）

洪煒祺

最佳數學獎：（十二年級）洪煒祺；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林泉德

最佳理科獎：（十二年級）王合桂；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李姍姍

最佳英語獎：（十二年級）王曜釧；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李姍姍

最佳菲語獎：（十二年級）王合桂；

（十年級）蔡清廉；（六年級）李姍姍

最佳社會學獎：（十二年級）鄭燕煌；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林泉德

最佳商業管理獎：（十二年級）呂燕詩

最佳視覺藝術獎：（十二年級）吳泯妮

最佳多媒體藝術獎：（十二年級）李松

松

最佳表演藝術獎：（十二年級）莊淵

棋、尤傳華

最佳音樂藝術獎：（十二年級）郭羽軒

最 佳 論 文 獎 ： （ 十 二 年 級 科 技 工 程

數學科）洪煒祺、洪紹睿“Compara t ive-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Modeling 

Techniques for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十二年級會計商業

管理科）呂燕詩、莊江立“The Impact of 

Shopee Rating Reviews on the Buying Behavior 

of Selected Parents of Philippine Cultural College 

Mani la”；（十二年級人文社會學科）鄭

燕煌“Analyzing the  Portrayals of Transgender 

Transitioning in the Films The Danish Girl (2015) 

and Just Charlie (2017)”

最佳論文答辯獎：（十二年級科技工程

數學科）蔡繼恒；（十二年級會計商業管理

科）莊淵棋；（十二年級人文社會學科）鄭

燕煌

最佳實習獎：（十二年級科技工程數學

科）王合桂；（十二年級人文社會學科）曾

雅熔

最佳體育健將獎：（十二年級）鄭志祥

最佳電腦獎：（十年級）陳甲鴻；（六

年級）李姍姍

最佳操行獎：（十二年級）李松松；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李姍姍

服務獎：（十二年級）李松松、洪煒

祺、吳泯妮、尤傳華、蔡繼恒、莊淵棋；

（六年級）林泉德、施嘉芊

王瓊基金會獎學金：（六年級）李姍姍

學樂閱讀最高分：（十年級）江盼姐

學樂閱讀精英：（十年級）江盼姐

幼兒園學樂閱讀精英：：（大A班）周

鴻偉；（大B班）施淑薇；（大C班）林婧

盈；（中A班）謝雨真；（中B班）丁彥中；

（小班）顏珍美

中文部學業成績優良獎

高中畢業班（實驗班）畢業第一名：李

松松；第二名：吳泯妮；第三名：蔡塤緣

高中畢業班（普通班）畢業第一名：王

森楠、莊兆隆；第二名：吳安雄；第三名：

蔡梓賢

高中華語特別獎：許靖凱

小學畢業班（實驗班）畢業第一名：王

瀅婷、尤可瀅；第二名：蔡煜菲；第三名：

李俊誼、施嘉琳

幼兒園中文班優秀生：（大A班）張珺

瑜、李培淵、邱鎂琳；（大B班）施淑薇、蔡

文豪、邱銥涵；；（大C班）陳紫菱、董思

彤、林婧盈；（中A班）王丹妮、謝雨真、

董欣屹、（中B班）陳子童、蔡文凱、丁彥

中；（小班）顏珍美、許文元、林靖航

校友會獎學金

中文部：（幼兒園）張珺瑜；（二年

級）陳慧媛；（五年級）黃靜嫻；（六年

級）尤可瀅；（中二）陳巧妮；（中三）洪

靜雯；（中四）邵燦培

英文部：（幼兒園）林婧盈；（二年

級）陳慧媛；（三年級）何麗麗；（四年

級）邱錦林；（五年級）李美安；（九年

級）王嘉河；（十一年級）邵燦培

本院邀請以上得獎學生家長屆時出席典

禮，一起見證孩子們在這充滿挑戰的數字時

代所取得的學習成果，祝賀他們。

僑中分校舉行學年升級畢業結業頒獎典禮活動
各級各獎項獲獎學生實至名歸誠邀家長們出席

菲律賓僑中學院訊：再猛的疫情也不

能阻擋我校教育教學前進的步伐，再大的困

難也難不住堅強的“僑中人”。疫情下的兩

年，是僑中重生、再塑、變革的兩年，也是

勇於挑戰的兩年。

2021-2022學年即將結束，中英文各項

教育教學工作結束在即，我校定期舉行幼稚

園、小學、中學以及高中等各項典禮活動。

真誠邀請各位家長共同見證孩子們的學習與

成長！

現將近期重要活動時間和各獎項獲獎學

生名單揭曉如下。

我院加洛干分校將訂於五月四日（星期

三）上午八時半在Zoom會議平臺上舉行小小

班、小班與中班升級儀式， 下午一時點半在

zoom會議平臺上舉行大班的升級儀式。 

五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半與下

午一時點半在Zoom會議平臺上分別舉行小學

部畢業典禮及初中（十年級）結業典禮；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

休業儀式，在臉書播放；

五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半高

中部線下線上混合式畢業典禮，恭請各位家

長、社會賢達出席！

各班優秀生及各獎項得獎同學經於全體

領導、教師會議評定選出，名單如下：

一、英文部學業成績優良獎

僑中金獎：（十二年級） 吳銘玫

高中部科技工程數學科畢業最高榮譽

獎：吳銘玫、黃友仁、李釧煜；榮譽獎：王

書香、陳宇帆、林金金、施正輝、蔡莉莉、

蔡玉珠、蔡瑩瑩、陳沁渝、許明信、優秀

獎：盧秀燕、施正順、蘇志銘、盧秀燕、莊

益力、吳天麗、吳天富

高中部會計商業管理科畢業最高榮譽

獎：許文中；榮譽獎：黃玲玉、林煜瑩、陳

蓉蓉、洪嘉瑜；優秀獎：楊思恩、黃安琪、

留金滿、留倚貞、曾國銘、許鈺鈴、陳倩

怡、蔡佩珊、呂思娜。

高中部人文社會學科畢業最高榮譽獎：

邱錦娜；榮譽獎：蔡玉安、劉麗玟；優秀

獎：王雲清。

小學部畢業第一名：陳心穎；第二名：

蔡秀珍；第三名：謝恩慈；第四名：杜心

玉；第五名：林芘雅

初中部結業全年段第一名：永恩愛；第

二名：莊安吉；第三名：洪莉莎

幼兒園英文班優秀生：（大A班）黃佳

慧、王錦釧；黃友萬；（大B班）蔡美晶、

施麗絲、黃培順；（大C班）黃雪連、蔡振

庭、林嘉慧；（大D 班）： 柯遠晴、許筱然

扶西劉禮學業成績優良獎：（十二年

級）吳銘玫

傑利•羅哈斯學生領袖獎：（十二年

級）許文中

AY基金会国家纪律獎：（十二年級）黃

友仁

水银药房学业优良奖(科學)-吳銘玫

水银药房学业优良奖(數學)-吳銘玫

僑中傑出學生領袖獎：（十二年級）：

黃友仁、吳銘玫、許文中

                      （十年級）：永恩愛

領袖獎：(六年級)：蔡 秀 珍、杜 心 

玉、林 芘 雅、謝 恩 慈、龔 博 楊、許 佳 雯

最佳服務獎： （十二年級）：黃玲玉 

服務獎：（十二年級）：黃友仁、許文

中;  (六年級)：蔡秀珍

最佳數學獎：（十二年級）吳銘玫；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蔡秀珍

最佳理科獎：（十二年級）吳銘玫；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陳心穎

最佳英語獎：（十二年級）黃友仁；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陳心穎

最佳菲語獎：（十二年級）黃友仁；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杜心玉

最佳社會學獎：（十二年級）邱錦娜；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杜心玉

最佳商業管理獎：（十二年級）許文中

最佳藝術獎：（十二年級）黃友仁

最佳論文獎：（十二年級科技工程數學

科）：吳銘玫、李釧煜、陳宇帆、施正輝、

林雅詩、吳天富。 論文題目：The Correlation 

of Carbonated Beverage Consumption and Bone 

Fracture Ris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最佳論文答辯獎：（十二年級科技工程

數學科）：吳銘玫、李釧煜、陳宇帆、施正

輝、林雅詩、吳天富

最佳企業家精神獎： （LETIVE小公

司）：許 益 順、王 雲 清、曾 國 銘、李 錦 

慧、林 瑩 瑩、留 倚 貞、陳 蓉 蓉、陳 鍚 

霖、楊 世 民、呂 文 華、留 加 義、吳 銘 

玫、陳 沁 渝、蔡 雯 雯、林 晶 瑩

最佳ANDROID程式設計獎：(magesTEA)

吳銘玫、李釧煜、黃友仁

最佳電腦獎：（十二年級）：洪嘉瑜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陳心穎

最佳操行獎：（十二年級）李松松；

（十年級）永恩愛；（六年級）黃暉燁

王瓊基金會獎學金：陳心穎

特別獎：

SCHOLASTIC閱讀精英：（十年級）莊

安吉; （六年級）謝恩慈

S C H O L A S T I C 閱 讀 最 高 分 ： （ 十 年

級）： 王 明 瀚（六年級）：陳 心 穎

SCHOLASTIC閱讀最高詞彚增長獎：

（十年級）：王 明 瀚；（六年級）：謝 恩 

慈

幼兒園SCHOLASTIC閱讀精英：：（大

班）黃佳慧； （中班）林湘榆；（小班）林

湘楠； （小小班）： 許琰

幼兒園SCHOLASTIC閱讀優秀獎：（大

B班）蔡美 晶；（大C 班）：蔡振庭；（大

D班）：柯遠晴；（中A班）柯永福；（中

B班）楊任易；（小B班）許丹雅； （小小

班）： 林時鋒

H and D最佳電腦獎： （十年級）：永恩

愛

TechFactor 最佳電腦獎：（六年級）： 

蔡秀珍

TechFactor最佳機器人技能獎：（六年

級）： 蔡秀珍

二、中文部學業成績優良獎

高中畢業班（實驗班）畢業第一名：黃

玲玉；第二名：許燦煌；第三名：林煜瑩；

第四名：蔡瑩瑩； 第五名：黃安琪 

高中畢業班（普通班）畢業第一名：李

錦慧； 第二名：黃維維；第三名：蔡鑫妹；

第四名： 黃友仁； 第五名： 林健群、留加

義

高中華語特別獎：

中四結業班（實驗班）：結業第一名：

黃佳昕； 第二名：邱佳宜；第三名：戴尚

如；第四名： 洪靜茹； 第五名： 許佳君

中四結業班（普通班）：結業第一名：

施美嘉； 第二名：柯嘉翔；第三名：吳淑

慧；第四名： 蔡鑫鑫； 第五名： 戴三豪

小學畢業班（實驗班）畢業第一名：高

祥淇；第二名：陳心穎；第三名：許婷怡；

第四名： 黃暉燁； 第五名： 莊雙馨

小學畢業班（普通班）畢業第一名：許

靜怡；第二名：謝恩慈；第三名：王茗傑；

第四名： 龔博楊； 第五名： 林芘雅

最佳操行獎：（高中）：黃玲玉； （中

四）：施美嘉； （六年級）：黃暉燁

僑 中 傑 出 學 生 領 袖 獎 ：  （ 中 四 实 验

班）：黃佳昕

僑中學生領袖獎：（高中）：黃友仁、

黃玲玉； （中四）： 吳淑慧、施美嘉。

高中最高華語獎：高中（實驗班）黃玲

玉

最佳服務獎：高中（實驗班）黃玲玉

    服務獎：高中（實驗班）林煜瑩

            中四（實驗班）黃佳昕、楊怡晶

            中四（醜班）柯嘉翔

            小六（甲班）蔡俊傑

            小六（乙班）呂鳳儀

特別獎：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2021‘文化小大

使’”： （中四实验班）：楊怡晶

“雲享巴蜀文化，喜迎冬奧盛會”知識

競賽滿分獎:

（高中實驗班）蔡瑩瑩、蔡靜瀅、林煜

瑩、黃玲玉、黃安琪、許燦煌

（中四实验班）黃佳昕、林佳儀、施涵

葳

幼兒園中文班優秀生：（大A班）蔡世

登、胡育弘、林梓豪；（大B班）柯詩彤、

蔡美晶、柯嘉鑫；（大C班）林嘉慧、黃江

濤、蔡逸婷；（大D 班）： 戴恩琪、戴藝

蓉、龔雯雯

幼兒園中英文班優秀生：（中A班）

李芽瑩、戴景泓、柯永福；（中B班）許鴻

星、楊任易、呂詩榕；（中C班）李海心、

林湘榆、林煒宸（小A班）林湘楠、蔡金

福、施凱昕； （小B班）：許丹雅、陳津

津、黃雪梅； （小小班）： 許琰

校友會獎學金

中文部 ：（幼兒園）蔡世登；（一

年級）柯遠晴； （二年級）曾國鋥；（六年

級）謝恩慈；（中二實驗班）吳佳雯；（中

三實驗班）傅钰颍；（中四）施美嘉；（中

四實驗班） 黃佳昕。 

英文部：（幼兒園）黃佳慧     

風雲際會，在過去的一年裏，通過雲

端，一門又一門課程的知識與僑中學子產生

思想共鳴和情感共鳴；一位又一位學子培養

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一項又一項比賽在

國際國內產生巨大反響；一位又一位老師克

服困難嘔心瀝血堅定不移默默奉獻……僑

中，菲律賓華校教育的旗幟、品牌、擔當、

保證、先鋒；僑中分校，是這面旗幟、這塊

招牌、這份擔當、品質保證、前行先鋒中的

非常重要的力量和組成部分！

本校誠邀得獎學生家長屆時出席典禮，

也希望全體家長一起見證孩子們在這充滿挑

戰的數字時代所取得的豐碩的學習成果，激

勵他們！

祝賀他們！也希望孩子們把這份美好珍

藏心中，在未來得以延續,意氣風發、勇往直

前!

施茵茵慨捐
菲華工商總會

「點亮未來」大學教育方案
菲華工商總會訊：本會副理事長施茵茵

女士日前再以其外祖父、母「楊人持、留翠

賞賢伉儷慈善基金」撥出十萬批索，捐獻本

會「點亮未來」教育金。

副理事長施茵茵女士素來熱心社會公

益事業，關心本會會務，支持教育。從二○

一九年起已是第三次慨捐本會教育金，仁風

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林陳碧清捐
旅菲西濱同鄉會
文教基金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本會鄉僑林陳碧清

女士，即本會已故地區聯絡主任林馬琦鄉賢

尊夫人，早年遠渡菲島，夫唱婦隨，辛苦拼

搏，積極開拓，事業有成，情繫故里，翼望

子孫後裔積極參與鄉會舉辦慶祝中國傳統佳

節的各種活動，讓世代子孫後裔都時刻牢記

根在中國。

林陳碧清女士一貫熱心社會公益，樂善

好施，對本會教育事業更是關心愛護有加，

現特獻捐菲幣貳拾萬萬元設立林馬琦文教紀

念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
第五區第658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和口罩
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2021年12月

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區第658描

籠涯贈送6袋大米、6箱速食麵和100片口罩等

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五區第658描籠涯派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

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
第五區第828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和口罩
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2021年12月

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區第828描

籠涯贈送6袋大米、6箱速食麵和100片口罩等

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五區第828描籠涯派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

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