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28  2022  Wednesday   Page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一
二○二二年九月廿八日（星期三） 商報

中正學院慶祝教師節暨頒發服務獎大會
現任及退休教師深深感受中正大家庭溫馨

( 菲 律 濱 中 正 學 院 ) 二 ○ 二 二 年 九 月
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本校在「中正
紀念堂」隆重舉行「慶祝教師節暨頒發服務
獎」大會。董事會(章肇寧名譽董事長、林
瑩鏡董事長、尤扶西名譽副董事長、許峻榮
董事、曾國翔董事、郭冰瑩董事、施志雄董
事、佘日彰董事)、校友總會(陳建衛會長、多
位執行委員)和學校領導、受獎人以及全體在
職和退休教職員齊聚一堂，氣氛熱烈高昂。

奏完菲律濱國歌時，由葉啟明校長致詞
歡迎並介紹貴賓。

葉啟明校長對大家撥冗來參加這場，
對身為教職員的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慶祝大會，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是自疫情
爆發後的第一次再面對面聚會，在挨過兩年
多困難的日子後，今天，在遵守適當的標準
的安全防護措施下，終於能夠再次聚集在一
起，非常難得。

接著，他對董事會從名譽、榮譽董事
長、正副董事長及多位董事，以及校友會正
副會長表達由衷的謝意。是他們的慷慨解
囊，使這個大禮堂翻新成了大家現在看到
的——一個擁有世界級音響和燈光以及設施
的國際標準聚會場地。所有捐助者的芳名將
镌刻在一面牆上，以垂永遠。

他接著說：今天9月27日，本校舉行的慶
祝教師節大會，如往年一樣，邀請所有的現
任老師、職員，以及退休的教職員工一起慶
祝屬於大家的節日。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教師節是在9月10日，
韓國、日本、蒙古、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
亞等，也各在不同的日子慶祝教師節。菲律
濱和台灣一樣，是在9月28日孔子的誕辰紀念
日慶祝，此外，菲律濱還有教育部DepEd頒佈
的10月5日的《全國教師節》，對老師的重視
可見一斑。

今年，我們將頒發服務獎的環節移到今
天這個場合上，因為在如此重要的慶祝活動
中表彰他們尤為適時適宜。 今天，我們將向
在本校服務5年、10年、15年及以上的教職員
致敬並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本學年服務年限
最長久的是莊雪琳老師，她在過去的45年已
教導出成千上萬的學生，桃李成群。 

禮記上說：「玉不琢，不成器。」就如
孔子曾說過類似的話：「每一塊大理石都有
一個雕像，等待有足夠技能的人去雕刻，以
去除不必要的部分。」雕塑家之於大理石，
正如教育之於人，塑造了人的人格。 而把
玉琢成器的人就是教師。可見教師在塑造學
生的未來的重要性。今天，讓我們所有的老
師再發心，要始終盡最大努力來教育我們的
學生，使他們能夠成為對人類對社會有用的
人。之後，林瑩鏡董事長致詞，他先向各位
老師致以節日崇高的敬意。他說九月廿八日
是至聖先師孔子的誕辰紀念日，也是我們的
教師節。「教師節」顧名思義，是一個感謝
勞苦功高的老師的節日，而今天，董事會將
頒發獎勵金給在服務本校五年以上的老師。

 他引用常人說的：「人類靈魂的工程
師，霧海中的航標燈。」「黑夜的明燈，指
引人們心靈的方向」，讚美老師的偉大。是
老師的辛勞，用語言播種，用彩筆耕耘，用
汗水澆灌，用心血滋潤，年復一年，教出一
批批的國家社會棟樑，成就了本校現在的桃
李滿天下。過去八十二年，中正人在各行各
業崢嶸頭角，為國家社會作出莫大的貢獻，
也為母校中正學院帶來莫大的榮耀，這一切
都離不開老師們的默默耕耘，無私奉獻。

為表示對勞苦功高的老師的崇敬，本學
院董事會及學校當局，除想方設法提昇老師
薪酬、甚至在疫情期間，因生數大幅減少，
導致學校財政虧損，仍未曾裁員，亦末減少
老師的薪俸。除此之外，還提供老師免費健
康檢查及醫療補助等等。今天校友總會將贈
送教師一一份禮金，同樣的，董事會也將於
十二月聖誕節為各位老師送上一份厚禮。期
望老師能堅守崗位，繼續培育我們優秀的下
一代成為國家社會精英，造福人群。

林董事長致詞後，播放學生的視頻問候
和兩名教職員工的優美舞蹈的表演。

接著，校友總會呈獻教職員福利金，並
由校友總會陳建衛會長致詞。

陳建衛會長表示將近三年雖然沒有舉行
教師節，但校友總會還是照樣給最敬愛的老
師致上一點點的心意，今年自也不例外。老
師是學生記憶的一部分，也是成長和成功的
重要組成部分。 能夠看見今天在座的所有老
師，心中有說不出的欣慰。感謝老師在發展
學生的思維和觸動學生的心靈方面所做出的
貢獻。   結束講話前，陳會長又加了句，他
個人今天也帶來一份小小的驚喜，致敬全體
出席在職及退休教師，話一落下，全場立即
響起了掌聲。 隨後，重頭戲登場---頒發服務
獎，共  75  位受獎人。

服務滿四十五年：莊雪琳(小學兼中學部
老師)     

服務滿四十年: Marissa S. Sison (高中部職
員)

服務滿卅五年：   4 位
 胡蕙蓮 (學生事務 總主任、 校友事務 

聯繫人)、許金鳳 ( 體育發展處主任)、蔡雅君 
  (小學中文部老師)、曾淑琪 (培幼園老

師)        
服務滿三十年：   12 位
 施燕妮 ( 註冊主任)、洪婉如 ( 行政副總

主任、 總務及採購處 主任 )、Ma. Theresa G. 
Leonardo、Venus Marie N. Llantada、Carina G. 
Tana、Felicita C. Alterado (以上4 位初中英文部

老師 )、施麗麗、李秋娜、丁源源(以上3位 小
學中文部老師)、許育嘉及莊秋瑩 (培幼園老
師)、陳忠華( 籃球教練)    

服務滿廾五年：    13位
陳善彰 (行政事務 主管-南富美校區)、

Jomin Yu (大學部 副教授)、李健宇、吳麗
玟、許素芬(以上3位初中中文部老師)、黃蘭
思 (小學兼中學中文部老師)、 黃鈺兒 (  ⼩
學中文部老師)、Shirley G. Bolodo、Nerissa J. 
Dela Cruz、Natividad T. Esparas (以上3位小學
英文部老師)、Caroline B. Choco ( 初中英文部
職員)、王亦⼩( 初中部訓導處職員)、Arthur 
Fronda ( 田徑教練) 

服務滿二十年：    12 位
鄭寶寶 (人事部 主任)、莊仁仁 (中學部

訓導處 主任)、洪慶銘 ((校舍設備處 主任、 
污染控制 主管 (P. Algue 校區) 、Sherwin L. 
Pedernal (高中部 主任)、王永新 (高中部老
師)、蔡秦秦 (1+2+1 華文師範教育系 聯繫⼩ 
兼培幼園教師)、曾莎莉(小學中文部老師)    

、Marie Antoinette M. Bernabe、 Donah C. 
Ocampo 、Gina C. Sabulao (以上3位小學英文
部老師 )、許婉儀 ( 培幼園老師)、Ma. Nenette 
G. Mendoza (音樂等副科老師)

服務滿十五年：   3 位
吳端清 (小學部訓導處主任)、林宜揚  

(資訊科技處主管 )、Sharon C. Doma (小學英
文部老師)

服務滿十年：   6 位

許根吉  (大學部負責人、副註冊 主任 、
會計系及會計技術系 主任)、Lemie E. Florendo 
( 初中英文部老師 )、Dan Derrick F. Go 及 
Manette L. Logmao (小學英文部老師)、蔡雅晶 
( 總務及採購處 職員 )、Erica B. Ramos ( 國際
文憑課程處 職員)

服務滿五年：   23 位
Ann Clarice B. Fajardo ( 培幼園蒙特梭利

及英文主任及南富美校區籌備組-教務事務 
主管 )、陳雷訇 ( 語言中心主任)、Remigio G. 
Tiambeng (大學部特約講師)、鄧誠軒 (大學部
副教授)、Fernando M. Mira、吳志豪、Christian 
S. Espinosa (以上3位高中部老師)、 王建成 (初
中英文部老師 、專業發展教育 副主任 )、
Orlino Jr. O. Malano、Donna 

Emanuelle M. Gelua、Kristina Marie R. 
Diaz (以上3位 初中英文部老師)、莊慈盷 ( 國
際文憑課程中文老師 )、Rabbie M. Gacutan  
(國際文憑課程英文老師)、Hannah-Mae J. De 
Jesus ( 國際文憑小學課程主任 )、Ana Blaise 
O. Gonzales 及Angelica D. Caseres  (小學英文部
老師)、Kaye Angeli C. Corpuz ( 培幼園老師)、
王學友 (大學部職員)、莊彩鳯 (小學部訓導處
職員)、施浩然 ( 收⼩及獎助學金處 職員)、
郭敏珊 ( 註冊處職員 - Narra 校區)、Rafhy 
M. Tanquiza  ( 資訊科技處職員 )、Betchille E. 
Salvadico ( 圖書館職員)    

頒發服務獎後，另一高潮再次掀起。由
胡蕙蓮總主任代表全體教職員致謝詞：

在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在疫情期
間，即使學生大幅減少，牽連到學校的運
營，但在董事會及學校曾煥賢校長領導的運
籌帷幄下，所有員工仍能保住工作，不致受
到嚴重的經濟沖擊。 

在這 35 年期間，也曾有過出國尋找更
廣闊天空的念頭，但領導的關心、同事的愛
護，還有學生的天真爛漫,讓我感到無限的
温馨，一個大家庭氛圍讓我不再想離開母
校了。在多位可敬的領導中，故蘇榮章院
長、故邵建寅院長、施約安娜院長、黃美
真院長、潘露莉校長、曾煥賢校長、伊美
麗副院長、故謝佩華主任、蔡順珍主任及
CristinaMonsanto主任，他們的鼓勵，使我不
斷學習成長。我尤其感恩故謝佩華主任，嚴
謹認真的她是嚴中有愛，愛中有嚴。是她循
循善誘的指導，使我在輔導學生的路上穩步
前進，一直走到現在。

我也要感謝現任的葉啟明校長，從在訓
導處同事到現在，他不斷地鼓勵我要更上一
層樓，在他的鞭策下，我終於修完了碩士學
位。 話題扯遠了，最後，讓我再代表全體教
師向各位董事、學校各位同仁、及校友總會
各位委員，表達我們衷心的感激，我們全體
老師也將與時進，不斷學習，優化我們的知
識，教導學生，培養更多具有全面素質的優
秀學生。

 在全體唱校歌後，一場溫馨感人的敬師
儀式圓滿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