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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聯退休教職員聯誼會納卯分會隆重舉行
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頒發儀式

菲華校聯訊：秋風送爽，金桂飄香，

在傳統教師節至聖先師孔子誕辰來臨之際，

校聯常務理事晨光中學黃思華校長和校聯退

休教職員聯誼會榮譽會長許麗容女士舟車勞

頓，遠赴納卯，于9月23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出席了校聯退休教職員聯誼會納卯分會舉辦

的退休教師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頒發儀式。

出席當天儀式的有三十多位退休教師，

另外還有現任納卯中華中學董事長蔡稱平先

生，前任納中董事長黃種植先生，納卯龍華

學校前任董事長蔡天保先生，納卯華商戴良

晃先生、蔡剛石先生，納卯菲華文化協會盧

東海諮詢委員、王守慶委員。當天正值陶世

珍校長壽辰，大家一起為陶校長慶生，同時

頒發了退休教師獎勵金，可謂雙喜臨門，場

面溫馨而隆重，細節溫暖而感人。

校聯退休教職員聯誼會納卯分會楊秀美

副會長致辭。今天真是個好日子，幸福的陽

光在向退休老師們招手。我們納卯的退休老

師們實在非常非常的幸運，因能夠得到菲華

校聯的看重、支持與愛護。黃思華校長、許

麗容榮譽會長千里迢迢地來到此地，為我們

頒發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以慰勞退休老師

們。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表示由衷的歡迎

與感謝。請大家一起唱感謝歌。

前納卯基督教中學陶世珍校長致辭。

今天我感到很榮幸，也很高興參加這次會

議，讓我們熱烈歡迎諸位出席華社尊師重道

獎勵金頒發儀式。感謝校聯為了關心曾經服

務華校的中文老師們，特別是黃思華校長和

許麗容榮譽會長千里迢迢來納卯探訪退休老

師們，送上獎勵金，並致以由衷的關懷和慰

勞。我們都知道教育是一種犧牲奉獻的工

作，但也是一種神聖而有意義的工作。從華

校退休的老師都是資深的老師，他們一生認

真負責，任勞任怨，他們盡心盡力地教導年

輕學子讀書識字以及為人處世的道理，以便

將來能成為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人才。特

別是羅碧娟老師，她將一生奉獻教育事業，

在華校服務將近五十年，是一位認真負責的

老師，直到現在，校友們還關懷和愛護她。

但很多退休老師兩袖清風、年老多病、孤苦

伶仃，確實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懷。納卯有

三四十位退休的華文教師，兩年前曾在校聯

的鼓勵下，組織了校聯退休職員聯誼會納卯

分會。但成立後不久就遇到了新冠肺炎疫

情，至今還沒有開展過任何活動。我希望社

會有識之士及校聯領導繼續關懷退休老師們

的生存狀況，以鼓勵更多年輕才俊投身教育

事業。 

校聯常務理事晨光中學黃思華校長致

辭。一九九三年年初，菲律賓首都地區大岷

尼拉七家華文學校校長在中正學院邵建寅院

長的率領下，組織東南亞華文教育觀摩團，

赴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參觀訪問當地華

文學校及領導機構，並舉行座談，以作為改

革菲華教育之參考。是次訪問中，菲華訪問

團建議組織成立華文教育協會，得到泰、

馬、新三國華教領導的一致贊同。後來在新

加坡定名為「東南亞華文教育研討會」。菲

華校聯于同年十一月廿日誕生。菲華校聯宗

旨為宣揚中華文化，發展華文教育，加強全

菲各華文學校之合作，交流教學經驗及改善

華文教師福利。

為了獎勵在職老師堅守崗位，為了獎勵

退休老師的勞苦功高，我們倡議設立了「華

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方案。呼籲一出，晉總

率先響應，商總大力支持，中國商會全力以

赴，各社團及愛心人士熱烈響應，紛紛慷慨

解囊，踴躍捐輸。截至目前，共籌得捐款達

五千五百九十萬批索。 我們沒有忘記退休老

師，而且納卯分會是校聯退休教職員聯誼會

第一個分會，為了慎重起見，為了落實尊師

重道精神，我們決定親自到納卯來頒發這個

獎勵金，來感謝退休老師為教育所做出的犧

牲和奉獻。

校聯退休教職員聯誼會許麗容榮譽會長

致辭。今天本人非常榮幸能夠出席校聯退休

教職員聯誼會納卯分會的「華社尊師重道獎

勵金」頒發儀式。「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

方案自六月份實施以來，一經呼籲，就引起

了華社團體及僑界精英們的熱烈響應。這充

分說明了一個問題，校聯沒有忘記我們曾經

的付出，華社沒有忘記我們退休教師這個群

體，也讓我們感覺到為教育所做的努力和奉

獻是值得的。衷心感謝華社團體和熱心人士

對我們華文老師的關愛和重視。華教興，則

華社興。教育是用心的事業，教師言傳身

教，肩負起傳承知識、熏陶品格的重要職

責。本人要藉這個機會，表達對全菲華文老

師的感謝和敬重，尤其是為了教育奉獻一生

的退休教師。許麗容榮譽會長還代表校友總

向與會的嘉賓贈送了菲華各校友會聯誼總會

創會十週年紀念特刊。 

前納卯中華學校黎少泉校長從教35年，

如今年老體衰，臥病在床。葉慧蓮老師從教

49年，如今也是行動不便。黃思華校長、許

麗容榮譽會長等人親自登門拜訪，為他們送

上獎勵金紅包。得知校聯領導及社會各界愛

心人士如此關懷退休教師，他們都感動不

已，眼睛裡閃爍著激動的淚花。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菲律賓華文教

育，關心華文教師，踴躍捐輸，眾人拾柴火

焰高，讓尊師重道精神永遠流傳下去。

捐款熱線：    

商 總 文 教 委 員 會 黃 尚 美 秘 書 ：

09176575052

晉 總 文 教 委 員 會 王 宏 忠 校 長 ：

09175766996

校聯材政主任唐裡沓校長：09176903326

菲華校聯召開十四屆理事會第32次會議
菲華校聯訊：本會十四屆第32次理事會

議于9月24日上午八時假ZOOM平台舉行,并取

得圆满成功。会议由轮值主席嘉南中學許麗

玲副校長主持。

首先，由劉獻洛秘書宣讀報告事項，之

後進入自由討論環節。常務理事晨光中學黃

思華校長向大家介紹了第三屆數位教學大賽

的相關情況，評審都是兩岸專家，希望校長

們能夠鼓勵各自學校老師踴躍參加，因為對

自身也是一種鍛煉和提升。黃思華校長還向

大家介紹了9月23日校聯退休教職員聯誼會納

卯分會舉辦退休教師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頒

發儀式的情況。他說出席當天儀式的有三十

多位退休教師，另外還有現任納卯中華中學

董事長蔡稱平先生，前任納中董事長黃種植

先生，納卯龍華學校前任董事長蔡天保先

生，納卯華商戴良晃先生、蔡剛石先生，納

卯菲華文化協會盧東海諮詢委員、王守慶委

員。

當天正值陶世珍校長壽辰，大家一起為

陶校長慶生，同時頒發了退休教師獎勵金，

可謂雙喜臨門，場面溫馨而隆重，細節溫暖

而感人。前納卯中華學校黎少泉校長從教

35年，如今年老體衰，臥病在床。葉慧蓮老

師從教49年，如今也是行動不便。黃校長和

許麗容榮譽會長等人親自登門拜訪，為他們

送上獎勵金紅包。得知校聯領導及社會各界

愛心人士如此關懷退休教師，他們都感動不

已。 

接著，許麗玲副校長介紹了晉總2023年

度《名師講堂》暨第25次華文教育研習班計

劃，如果校長們、老師們對課程安排有什麽

建議，可向校聯提出。她還指出，近期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有所上升，請大家討論11月18

日、19日的代表大會是否能夠如期舉行。怡

朗新華學院吳志超校長、怡朗華商學院王秀

敏主任、獨魯萬鳴遠學校張戌花修女、鄢市

恩惠學校鄭威廉主任均表示，十一月份教育

部要求所有學校實行面對面實體教學，代表

大會應該不會受到影響的。許副校長表示，

經過討論，決議一致通過，代表大會將如期

舉行。

許副校長還表示，九月二十八日是至聖

先師孔子的誕辰，也是我們傳統的教師節。

經校聯常務理事討論後決定，全菲華校放假

一天，以慶祝教師節。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

截至目前，共籌得捐款達五千五百九十萬批

索。 關於在職老師的獎勵金，大部分華校的

獎勵金已存入各校帳戶。各校領導會按照報

名表把獎勵金發到每一位教師手中。只有少

數學校，因為提供的是個人帳戶，不符合我

們的規定，請上述華校盡快提供學校的銀行

帳戶，收到信息後，我們會立即發放。退休

老師的獎勵金已經於九月十七日在商總大禮

堂發放，但還有一百多位退休老師因為種種

原因沒有領取獎勵金。本會決定，還未領取

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的退休老師，請攜帶身

份證，於於九月廿七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

時）、九月廿八日半天（下午一時至五時）

前往校聯辦公室領取。若托人代領，請出示

委托書、委托人及本人的身份證。  接著，許

副校長播放了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捐款芳名

錄、九月十日教師節慶祝大會暨尊師重道獎

勵金頒發儀式現場視頻、退休教師尊師重道

獎勵金頒發儀式的現場視頻。

張戌花修女、蘇志能校長、蔡蕊沓校

長、鄭威廉主任、王秀敏主任、吳志超校長

等理事均表示感謝校聯常務理事們的辛勤付

出，感謝華社團體及熱心人士的慷慨捐輸，

老師們領到獎勵金以後都非常感動，他們都

紛紛表示願意堅守崗位，為菲律賓華文教育

做出更大貢獻。

出席當天會議的校聯理事有：輪值主

席嘉南中學許麗玲副校長、僑中學院黃琬蓉

校長、聖公會中學吳紫薇校長、百閣公民學

校林文誠校長、中正學院馬儷玲總主任、中

西學院蔡蕊沓校長、怡朗新華學院吳志超校

長、寶寶樂園唐里沓校長、獨魯萬明遠學校

張戌花修女、洪奚禮示立人中學蘇志能校

長、鄢市恩惠學校鄭威廉主任、怡朗華商學

院阮安妮校長及王秀敏主任、佛教能仁中學

宗道法師、基立學院柯雅清主任、計順基督

學院林雨聯主任、義德中學楊碧霜主任、尚

一中學劉憶椿主任、光啟學校周海燕主任、

馬尼剌愛國中學林美雲校長。

讓我們共同努力， 為菲律賓華文教育事

業添磚加瓦，讓中華優秀文化在這里落地生

根。      

華僑大學舉辦第八屆華裔青少年中華文化大賽 華教中心承辦菲律賓預選賽歡迎各校積極參賽
華教中心訊：華僑大學舉辦的“文化中

國•第八屆海外華裔青少年中華文化大賽”

海外預選賽，委託本中心承辦菲律賓賽區預

選賽。本中心即日開始接受各華校報名，截

止日期為2020年10月15日。

“文化中國•海外華裔青少年中華文化

大賽”作為以傳播中華文化為核心的華文教

育品牌專案，自2012年首屆賽事舉辦以來，

已累計吸引全球五大洲30餘國的逾16萬名華

裔青少年參加，有力推動了海外華裔青少年

的中華語言文化學習興趣、增進了其對祖

（籍）國的瞭解與認識。本中心一直負責承

辦該項競賽的菲律賓賽區活動，全國各華校

積極組織本校中學生參賽。在歷屆大賽全球

總決賽中，本

國代表隊屢屢

斬獲佳績。

本 次 預

選 賽 將 於 1 0

月 中 旬 推 出

“中華文化大

賽APP”，設

“知識競賽”

與 “ 才 藝 比

賽”兩部分。

參賽對象為年

齡在12至22周

歲間的海外華

裔青少年。

知 識 競

賽以包括《中國歷史常識》《中國地理常

識》《中國文化常識》的“三常知識”為主

要考察點（可訪問“中國華文教育網”下載

相關資料學習：http：//www.hwjyw.com/text-

book/jc xz.shtml）。參賽者必須登錄“中華文

化大賽APP”完成報名註冊，並進行限時作

答。各賽區前5名優勝者將代表所在賽區晉級

線上總決賽。

才藝比賽設演講、舞蹈、聲樂、器樂4個

賽道。演講賽道限個人參賽，以“我與中華

文化”為主題進行中文演講，演講形式及內

容積極向上。聲樂賽道限個人參賽，使用中

文演唱，唱法不限，表演形式及內容積極向

上。舞蹈賽道可以個人或集體形式參賽，集

體作品人數上限為8人，舞蹈種類不限，表演

形式及內容包含中華文化元素，積極向上。

器樂賽道限個人參賽，器樂種類不限（如使

用外國樂器須演奏中國曲目），表演形式及

內容包含中華文化元素，積極向上。

各賽道參賽視頻要求時長均需控制在2

至6分鐘；需橫屏正面錄製，錄製過程一鏡

到底，拍攝不能間斷，聲音和圖像同步錄

製，拍攝期間不轉切畫面，不進行藝術美

化性質的編輯；錄製時需進行報幕，報幕

內容包含參賽選手姓名、賽區、賽道及作

品等要素（報幕示意：我是來自XX賽區的

XXX，參加本屆大賽XX賽道，參賽作品為

《XXX》。）；視頻中不得含有媒體或其他

活動標識；視頻解析度為1080P及以上，視

頻格式儘量以高清MP4為主，MOV為備選格

式；參賽作品大小控制在100Mb以內，如超

過建議壓縮後上傳。組委會保留對參賽作品

的知識產權。參賽者必須登錄“中華文化大

賽APP”完成報名註冊，並提交視頻作品。

各賽區各賽道前3名優勝者將代表所在賽區晉

級線上總決賽。

所有參賽者在完賽後，均可登錄大賽

APP平臺獲取電子版賽事證書；各單項優勝

者將獲得“凱叔講故事”等優質中華文化線

上學習平臺半年免費使用權。本屆大賽將在

總決賽後舉辦雲頒獎盛典，邀請優勝者等共

同參與，並通過全球直播形式進行現場頒獎

與展演互動。

本中心請各華校抓緊組織學生報名參

加，並安排老師協助學生下載安裝軟體，註

冊登陸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