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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施吳玉湖
（福建晉江）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訂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於香港殯儀館
一樓基恩堂設靈
出殯於六月一日上午十一時

訃  告
陳華國

逝世於五月四日
停柩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2-
ROSE GARDEN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二日

吳郭淑鳳
（石獅桿頭鄉）

逝世於五月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 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二日上午八時

許詹美
（石獅山腳鄉）

逝世於五月九日
現 設 靈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 S A N C T U A R I U M  3 1 2 -
HELENIUM）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李劍標
（晉江紫帽浯垵）

逝世於五月十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IMP. STANDARD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蔡芳山蔡明泉昆仲
捐祥古蓮聯鄉會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暨青年聯誼會訊：

本會紀律主任兼青年會名譽副會長蔡芳山鄉

賢、亦即理事兼青年會常務委員蔡明泉鄉賢

賢昆仲令慈蔡府曾朗腰老伯母(原籍祥芝鎮祥

漁村)不幸仙逝，寶婺星沉，轸悼同深。飾終

令典，極盡哀榮。

蔡芳山，明泉鄉賢事親至孝，守制期

間，仍不忘社會公益，樂善好施，特捐本會

菲幣叄萬元、青年會貳萬，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借報端，以申謝

忱。

李榮希獻捐
石圳成美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圳成美校友會訊：本會經濟主

任李榮希學長令先慈，亦即故李永康令德

配——李府黃太夫人諡秀賢（原籍晉江市金

井鎮石圳鄉營頂份）於二○二二年四月二十

日壽終內寢，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李榮希學長，熱心社會慈善公益事業，

為人慷慨大方，樂善好施，愛護同窗，鼎力

支持本會會務，特捐獻菲幣三萬元正，充作

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精神可嘉，值得

本會同仁引以為範，敬領之餘，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華彬丁母憂
嗎加智菲華商會訊：本會名譽顧問吳華

彬、名譽顧問吳永樂賢昆仲令萱堂吳府郭淑

鳳太夫人,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凌晨四

時十一分壽終于嗎加智醫療中心醫院， 享壽

積潤一百零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1

靈堂,擇訂五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八時

三十分出殯，安葬于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

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李劍標逝世
和記（巴示）訊：僑商李劍標老先生

（原籍晉江紫帽鎮浯垵鄉），為李自力、靜

儀、盈盈、晶晶、星星賢昆玉令尊，不幸於

二○二二年五月十日上午十時逝世於仙範紅

衣主教醫院，享年七十有五。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IMP. STANDARD靈

堂。爰訂五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

殯，在巴示火化堂荼毗。

文復會「暑期文教研習會」
免費線上課程開始接受報名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菲律濱分會訊：

本會為加強本地華裔青年及學生的中文能

力，每年均利用暑期舉辦「菲華暑期文教研

習會」，至今已有五十多年歷史，培植學生

無數，由於疫情關係今年改以線上進行，並

訂於六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在自由大

廈中正堂舉行始業式，六月六日﹝星期一﹞

正式上課。

由菲華文經總會、菲華文教服務中心協

辦，本年度暑期研習會計開辦書法、國畫及

珠算等三個科目，由學有專長的資深老師授

教。

國畫班上課日期為六月六日至七月一

日〔每週一、三、五〕，初級班上課時間為

下午一時半至三時；中級班下午三時半至五

時，共十二堂，學員年齡十歲或以上。

書法班上課日期為六月七日至七月二

日〔每週二、四、六〕，初級班上課時間為

下午一時半至三時；中級班下午三時半至五

時，共十二堂，學員年齡十歲或以上。

 珠算班上課日期為六月六日至十七日

〔每週一至五〕，初級分為兩班，學員年齡

九至十一歲；中級也成兩年班，學員年齡

十二至二十歲。上課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時

或上午十時半至十一時半，共十堂。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菲律濱分會成立

於一九六九年，由菲華主要僑團及文藝團體

聯合組成，以宣揚中華文化於海外為宗旨，

並以每年主辦「暑期文教研習會」為主要任

務，五十多年來為僑社造就不少人才 。

歡迎僑校學生、社會僑青利用暑期，踴

躍報名參加研習，以接受中華文化之薰陶 。

有意者請將學員中英文全名及課目以Viber：

0976-1163402傳送本會秘書處。

菲華校聯常務理事、晨光中學黃思華校長
 在「光輝九十僑見未來大時代 大僑教」講壇上發表演講

菲華校聯訊：2022年5月7日上午8:20，

由加拿大國際華文教師協會主辦、僑委會多

倫多僑教中心協辦的「光輝九十 僑見未來 大

時代 大僑教」講座在Zoom平臺隆重舉行。

僑教90年的流金歲月，維繫並承載著

僑胞的情感，是海外華文教育的磐石。一場

疫情改變了全球教育體系的教學方法，更顛

覆了既有的形態。本次講座司儀是趙美然校

長，主講人是江惜美教授。另外還邀請了五

位資深教育人來暢談僑委會推動海外華語深

耕與各地辦學經驗。他們分別是與談人寇惠

風校長、黃思華校長、許笑濃會長、徐寶巖

會長、葉憲年校長。

首先是僑委會駐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陳冠中副處長和辦事處文化中心孫國祥

主任致辭。

緊接著是本次大會主講人、銘傳大學華

語文教學系江惜美教授為我們開講。她演講

的主題是《大時代 大僑教——華語教學的遞

邅與傳承》。

回顧1：各國教材教法的不同。回顧2：

30年來的師資培訓概況。採傳統教學--製作實

體教具、介紹國內優質的教學方法:編序教學

法、後設認知法、心智繪圖法。回顧3： 教

具的演進。

未來1：教材離不開華語的專業。未來

2： 賡續海外巡迴教學 。一來與僑校教師面

對面溝通，解決僑校教學的種種難題。二來

培養巡迴教師反思如何精進所學，成為僑教

的專業人士。未來3：巡迴教學30年的建言。

教學法方面:疫情關係，僑校面臨轉型，大多

改為線上教學。

師資培訓不可中斷。提升教師的專業能

力，仍是不可或缺。同時，要指導教師線上

教學的技巧。

其次是是五位與談人寇惠風校長、黃思

華校長、許笑濃會長、徐寶巖會長、葉憲年

校長分別介紹了僑委會是如何推動海外華文

教育以及各自的辦學經驗。

黃思華校介紹道，他是菲律賓晨光中學

校長、中正學院大學部副校長。他主要談了

僑委會是如何推動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發展，

讓大家充分的了解了菲律賓華文教育。

僑委會是菲律賓華文教育的及時雨，因

為在菲律賓華文教育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

時候，僑委會總會及時站出來給予協助。他

表示，今天出席會議的還有很多是校聯的常

務理事以及會員學校的資深老師，黃校長謙

虛地說，如果講得不妥，請大家多多包涵。

二戰後，僑委會對華文教育進行了大

量的援助，比如贈送教材、派駐華文教師等

等。那段時間可以說是菲律賓華文教育的黃

金時期，很多國家的華文教育都發展緩慢，

唯有菲律賓華文教育得到了大力的發展。那

時候，菲律賓華文教育實行的是雙語教育或

者三語教育，僑校都是偏重於華文教學，很

多科目都是用華文來授課的。

到了1976年，菲律賓政府實行了分化

案。僑校就和菲律賓的製度一體化了。但菲

律賓政府對僑校還是蠻支持的，允許華校每

天可以教授華文兩個小時。但由於分化政策

的限製，華語課從必修課變成了選修課，課

程從六年製減少到了四年製。而且華語教材

必須由本國編寫，華語老師必須從當地聘

請。這些漸變對華人子弟影響很大，他們的

中文水平也慢慢退化。在這種情況下，僑委

會又適時地站出來，與華社最高領導菲華商

聯總會每年合辦師資培訓班。

黃校長表示，他當時也是一位受益於師

資培訓班的老師。也是那個時候，在僑委會

和菲華商聯總會合辦的最後一期暑期師資培

訓班上，黃校長認識了江惜美教授。江教授

的實力讓人驚嘆，值得大家學習。七期的暑

期師資培訓班，目的就是為了加強菲律賓師

資建設，解決華文教育師資問題。

直到1993年，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成

立，校聯便接手承辦了師資培訓班。這個培

訓班到現在還在繼續辦，只不過是從實體轉

到了線上。我們都希望疫情趕快結束，可以

進行面對面的培訓。另外，僑委會每年還會

派一些優秀教師對菲律賓華文教師進行指導

和培訓。到1997年，僑委會專門為菲律賓僑

校編寫了小學華語教材。在菲律賓華文師資

培訓和華語教材方面，僑委會提供了很大的

幫助和支持。但最大的幫助莫過於從1995年

就開始向菲律賓華文教師推廣數位教學。菲

律賓華文教師到臺灣進行學習、培訓。從一

開始的輸入法，到數位教學，再到現在的線

上教學設計，僑委會都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2015年，華語教材進行了更新，僑委會又編

寫了一本符合時代發展的教材《學華語向前

走》，黃校長是編輯之一。很多學生表示新

的教材對他們幫助很大，而且現在的數位教

學也很好地配合了這套教材。這就是菲律賓

華文教育和僑委會的淵源。

疫情期間，僑校實體課轉到了線上，校

聯第一時間開展了線上培訓班。僑委會對菲

律賓華文教育最大的幫助就是很及時地在數

位教學、線上教學方法和技巧，以及教學資

源方面，都給予了很大幫助。所以說，僑委

會是菲律賓華文教育的及時雨，在最需要幫

助的時候，僑委會總會站出來提施予援手。

僑委會成立九十年來，對全球華文教育的貢

獻是有目共睹的。

最後，黃校長代表校聯和菲律賓華文教

師感謝僑委會多年以來的支持和幫助，也祝

僑委會九十歲生日快樂。

本次「光輝九十 僑見未來 大時代 大僑

教」活動舉辦得很成功，主講人與與談人的

精彩演講讓大家受益匪淺。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召開視頻月會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訊：本商會訂于二

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在

ZOOM舉辦第二十六屆理事會第七次聯席會

議，報告及討論有關會事項。屆時敬請各位

理事撥出寶貴的時間出席參加視頻會議。

請各位理事題前下載《Z00M》視頻軟

件。會議ID代碼與密碼將于開會前以信息與

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以利會務順利推

展。

本商會訂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星

期一）下午八時在ZOOM舉辦第二十六屆理

事會第七次聯席會議，報告及討論有關會

事項。屆時敬請各位理事撥出寶貴的時間

出席參加視頻會議。請各位理事題前下載

《Z00M》視頻軟件。會議ID代碼與密碼將于

開會前以信息與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五月十日重開閱覽室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訊：本圖書館於五月

十日 (週二) 重開閱覽室，其開放時間為週二

至週日上午十點至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至

五點。為了配合大樓的防疫措施，使用閱覽

室須遵循以下規則：

1. 出示證明已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即

第三針）。2. 至少一日前打電話與館員約定

來館日期及時間。

3. 每位讀者使用時間以兩小時為限。最

後入館為下午三點。

4. 本圖書館暫不接受團體參觀。

5. 進入圖書館須配合量體溫、全程戴口

罩、簽到、保持距離。有發燒或有上呼吸道

感染或疑似症狀者，請勿入內。

6. 館內不可進食，只可以喝水，但是水

要自帶。喝完後，恕不提供續杯服務。

7. 閱讀後，把圖書放在書車或桌上，不

要歸還原位。

8. 摸圖書或是公共物品後，一定要洗手

或用酒精擦手消毒。

本圖書館為了保障讀者借閱安全，將不

定時多次對書籍、書架及桌椅等常接觸之公

共物品表面進行清潔消毒。

本圖書館館址： 19th Flr., San Fernando 

Tower,

514 Plaza del Conde cor. Muelle de Binondo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 8243-9110

手 機： 0945-4262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