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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學院訂期舉行2022年各級畢業結業典禮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2021-2022 學年度

已尾聲，本校將為在不同教育階段畢業和结

業的學生分別舉行畢業/結業典禮。五次典禮

安排在三個月 4 月至 6 月期間展開，以便做

好充分的準備，使應屆畢業生結業生以及他

們的家長留下有意義和難忘的回憶。

已經完成的第一項典禮是4月23日在網上

舉行的泉笙培幼園大班進階儀式，共有142名

幼兒完成學業準備升讀一年級。

其餘的畢業典禮將使用 hyflex( 混合靈

活式 ) 舉行，學生和他們自豪的父母可以選

擇，在遵循政府規定的衛生防護準則和學校

的安全程序下，親臨學校體育館參加典禮，

也可選擇，通過由菲華電視台Chinoy TV的協

助的臉書Facebook直播  和 Zoom 平台，在線

上參加。

緊隨其後將舉行的是 5 月 7 日（星期

六）的初中结業典禮、5月14（星期六）日的

小學畢業典禮、6月18日（星期六）的高中畢

業典禮，以及6月25（星期六）日的大學和研

究生畢業典禮。

在不同的畢業結業典禮，學校特別邀請

了三位嘉賓為畢業生結業生講話。

小學和初中典禮的主講嘉賓是王振福律

師（Atty. Ronald C. Chua），他是現任總統杜

特地自2020年至今，任命的「菲律賓國家石

油公司(Philippine National Oil Company)高級副

總裁」。曾擔任「總統善政委員會 (PCGG)」 

專員、前亞羅育總統的首席總統法律顧問辦

公室主任、廉政署Mercedita Gutierrez 的幕僚

長、和 PCGG 主席 Andres Bautista 的幕僚長。 

除了在聖道頓瑪示大學UST獲得法律管

理學士學位之外，他擁有亞典耀大學法學院

的法學博士學位，並於 2017 年 5 月獲得美國

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法律中心的法學碩士學位。

他在「菲律賓全國律師協會Integrated Bar 

of the Philippines」教授「最高法院強制性憲法

教育Mandatory Constitutional Law Educ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他是亞典耀Ateneo法學

院、聖大UST民法學院、菲律賓萊西安大學

Lyceum法學院、遠東大學FEU法學院和聖貝

達San Beda Alabang法學院教授。

尤值一提的是，他王振福律師，是本校

銀禧年校友，他於 1996 年畢業中學。

高中畢業典禮的特邀演講嘉賓也是校

友，她是本校高中第30届金禧校友---李月西 

Melesa D. Chua 。她在聖道頓瑪斯大學UST完

成會計學位，獲得該大學 1999 年創業領域傑

出校友獎。

她-李月西校友是菲律賓最大房地產公

司之一CDC Holdings Incorporated的創始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 CDC Holdings 最近完成

了 CDC Millennium Ortigas，這是一個 32 層

的混合用途開發項目，位於 Ortigas 大道，

靠近 Robinsons Galleria，以及 River Green 

Residences，一個位於馬尼拉 Pedro Gil 街的兩

座高層公寓項目，附近有Robinsons 超市。

在她的領導下，CDC Holdings 目前正

在馬尼拉、馬加地、巴拉納克、巴石、計顺

市、青山及仙範、甲美地市和内湖的聖羅莎

等城市開發價值數十億比索的高層建築、聯

排別墅和分區。

她曾是菲律賓國家銀行的董事，並活躍

於許多組織，其中包括：Qatar菲律賓商業委

員會主席；房地產和建築商協會 (CREBA) 執

行副主席；菲華總聯商會稅務及商業事務聯

席主席；馬拉汶商會會長；菲律賓企業家基

金會的前總裁，並是許多組織的活躍成員，

例如菲律賓工商會、菲律賓財務執行官協會

和菲律賓管理協會。

她也是國內最大的塑料製品和器具製造

商Melawares Manufacturing的聯合創始人兼董

事長。至於大學和研究生畢業典禮的特邀演

講嘉賓是很受歡迎的菲律賓廣播記者和電台

評論員 Antonio Talens Taberna Jr。

他 更 廣 為 人 知 的 是  A n t h o n y  “ K a 

Tunying” Taberna，曾在 ABS-CBN 主持過涵

蓋新聞和公共事務的電視和廣播節目。 他

是每日早間節目“Umagang Kay Ganda”和

每週節目“XXX: Exklusibong, Explosibong, 

Exposé”的主持人之一。

作為一名電台主播，Taberna 曾是每天下

午晚些時候的節目 Dos por Dos 的主要主播之

一，也是 Studio 23 的 Iba-Balita 和 Mano Mano 

的前主播，後來成為體育和動作頻道 (S+A) 

的 News+。

Taberna 於 1992 年以兼職新聞作家的身

份開始他的職業生涯，並成為 ABS-CBN 旗

下的 AM 廣播電台 DZMM 的 Radyo Patrol 記

者。 後來他從廣播轉身到電視，並從此聲名

鵲起。 由於 ABS-CBN 特許經營權未續約，

他隨後於 2020 年 8 月加入馬尼拉廣播公司的 

AM 廣播電台 DZRH，他之前的節目 Dos por 

Dos 移至該電台。

三位演講嘉賓預期將向本校應屆畢業

結業學生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講。他們精彩的

演講可以在上面所提的日期，通過中正臉書

CKSC facebook頁面直播和學校的YouTube頻

道觀看。

佛光山萬年寺邀請大眾
5/7-8浴佛並慶祝母親節

佛光山萬年寺暨國際佛光會菲律賓協會

訊：好消息！5月7和8日（星期六和日），

佛光山萬年寺暨國際佛光會菲律賓協會將舉

辦浴佛活動，由馬二分會協辦，並於5月7日

下午2點，舉行「2022年浴佛節暨慶祝母親節

祈福典禮」，屆時恭請佛光山萬年寺法師主

持誦經祈福，迴向世界和平，菲律賓繁榮富

強，社會和諧，人民安樂，家庭幸福。誠摯

邀請各位佛光人攜眷、各界人士蒞臨參加，

共同祈福，共襄盛舉。祈願佛菩薩保佑大家

闔府平安，處世無畏，福慧增長，諸事吉

祥！兩天開放時間5月7日下午二時至五時、5

月8日上午九時至五時，浴佛期間設有許願樹

寫心願卡、親子浴佛、感恩母親獻禮等！浴

佛活動，除了慶祝佛誕，同時也希望讓更多

人認識佛陀的慈悲和智慧，在浴佛當下也淨

化自己的身口意，發願做好事，說好話，存

好心，一起行三好；將殊勝功德回向給天下

的母親！

佛光山萬年寺地址：656 Pablo Ocampo 

St., Malate, Manila。

澳門基金會一帶一路獎學金接受申請
華教中心歡迎菲華有志青年從速報名

（圖片說明）上圖左起：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下圖左起：聖若瑟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學院。

華教中心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澳門基金會“2022/2023澳門基金會‘一帶一

路’獎學金”項目啟動，委托本中心面向菲

律賓全國進行宣傳。有意前往澳門留學的有

志青年請盡快登陸心儀院校的網站報名，申

請截止日期為2022年6月5日。

申請者可從澳門大學（www.um.edu .

mo）、澳門科技大學（www.must.edu.mo）、

澳門城市大學（www.cityu.edu.mo）、聖若

瑟大學（www.usj.edu.mo）、澳門理工大學

（www.ipm.edu.mo）、澳門旅遊學院（www.

ift.edu.mo）中挑選一所高等院校，自行登陸

該院校網站進行報名。申請人完成學位課程

報名手續並獲錄取後，請於第一時間告知本

中心。本中心將盡速報請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館教育處為申請者申請該獎學金。

除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教育處的推

薦外，申請人還必須具備以下資格方可申請

該獎學金：菲律賓公民，且非為澳門特別行

政區居民；不具備與申請獎學金攻讀學位同

等或更高的學曆；具有所報讀學位課程要求

的學曆資格及語言能力；獲得所報讀課程錄

取資格；未曾因違反基金會獎學金發放規則

而受到處分；未同時享受基金會的其他獎學

金。

除特殊情況外，為學習或進修有關課程

授課語言的獎學金申請將不獲接納。

獎學金獲得者每年可獲得十萬澳門元，

獎學金由澳門各高等院校每年開學的當月起

計，最長為十二個月，並可按本規則續期。

倘獎學金受益人遲於上述所指月份抵達澳

門，獎學金由受益人抵澳當月起開始發放。

獎學金必須在相應的學年內使用，只有在極

其特殊的情況下並得到基金會的書面批准，

獎學金才可轉至下學年使用。獎學金於受益

人完成課程、休學或其他原因中止或終止就

讀有關課程的翌月停止發放。

首次申請獎學金時，申請人應遞交下列

文件：填妥的申請表格（由基金會提供）；

證件照片一張；身份證及護照副本一份；具

有所報讀學位課程要求的學曆資格及語言能

力的證明；申請人所報讀院校要求的其他任

何文件或證明。有關文件之取得和費用由申

請人負責。

獎學金受益期間，受益人還必須向基金

會提交以下文件：除博士研究生外，其他獎

學金受益人每學年末遞交一份由在讀學校出

具的成績單；博士研究生應於每學年末遞交

一份經導師簽署的研究進度報告；獎學金終

止後的十二個月內，完成學位課程的獎學金

受益人遞交畢業論文一式三份。

基金會有權訂定獎學金部分或全部用

於特定的開支項目，尤其是學費（包括注冊

費、論文費）、住宿費和生活津貼。除非獎

學金合作協議另有規定，獎學金受益人的保

險費、醫療費及由原居地往返澳門的旅費等

其他所有費用由其本人或所屬國家或地區負

責。

本中心聯系人：交流部主任林有耐；電

話：82412906或82427860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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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