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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教中心第二期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班開學 中國華教基金會與佘明培基金會贊助費用
華教中心訊：本中心華語師資“221工
程”的專業化方案“第二期菲律賓漢語國際
教育專業學位非全日制碩士研究生班”秋
季班開學。本期共有12位學員獲暨南大學錄
取，所需學費等費用由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
和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全額贊助。同時，
本期碩士研究生班春季班啟動，歡迎報名參
加。
本期錄取學員名單如下：王小芳、李曉
燕、陳小杭、林慧婷、蔡丹萍、林怡平、黃
嘉雯、林念潔、謝妮佳、黃麗明、許小燕、
洪於翾。所有學員均需完成39學分（公共學
位課程4學分、專業學位課程22學分、非學位
課程最低13學分）。其中，公共學位課和專
業學位課為必修課，選修課的前沿講座和教
學實習為必修環節。學位課程成績不合格、
非學位課程成績不及格的學員，必須重修；
2027年6月之前未完成學業予以退學處理。
碩士生學位課程分別有：中國概況、
漢語語言要素及其教學、第二語言習得、現
代語言教育技術、漢語課堂教學案例與微格
教學、文學鑒賞與教學、漢語趣味教學法、
教學設計與管理、跨文化交際、教學調查與
分析、教學測試與評估、漢語、研究方法與
論文寫作、中華文化與傳播、課堂觀察與實
踐、中華文化才藝與展示、漢語國際教育前
沿講座、教學實習等。其中，線上面授課11
門、視頻課5門，漢語課為免修不免考課程。
前沿講座必須至少參加15場講座（可線下線
上），撰寫15篇心得，線上講座必須截圖插
入講座心得中。教學實習必須提交實習計
畫、報告、記錄、教案等材料。

施建民獻捐
金井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
訊：本會組織主任施建民鄉賢令尊施元城老
先生（金井鎮山蘇鄉）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
月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
七十有八高齡。于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出
殯荼毘于聖國聖樂堂。哲人其萎，軫悼同

學員入學2個月內，
必須在導師的指導下，根
據當年本專業學位類別
（領域）的培養方案，結
合研究方向和自身特點，
制訂個人培養計畫。該計
畫將錄入研究生教育綜合
管理系統中，並經導師確
認後，由碩士生所在院
（所、中心）批准備案。
個人培養計畫一經制訂，
在培養過程中必須嚴格按
計畫執行。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
學位”是為支持國際漢語
教育事業，適應漢語走向
世界的發展大勢，改革和
完善漢語國際教育專門人
才培養體系，培養符合世
界漢語教學要求，能在各
地從事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外語教學的專門人才而設
立的專業學位。此次課程針對菲律賓華語教
學的實際情況，培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
以及研究中國語言文化，從事漢語應用工作
的高層次專業人才。
外籍申請人須是非中國籍的其他國家
公民，持有效外國護照，身體健康﹑品行端
正、無不良行為記錄。漢語水準考試新HSK
五級應達到180分及以上，如果在中國大學
獲得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且授課語言為中文
的，不需要提供HSK成績單。華僑申請人須
深。
建民鄉賢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
間，不忘公益，特捐菲幣貳萬元作本會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建堆賢昆玉獻捐
英華同鄉會福利金
旅菲英華同鄉會訊：本會許名譽顧問建

訃 告
（南安奎霞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LUS）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下午一時出殯

（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
逝世於九月二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tuarium-203）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鄭泰山

張淑邊
（晉江陳埭橫坂許村）
逝世於九月二十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上午八時出殯

（原籍永春東里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五
現 停 柩 於 怡 朗 大 同 蘇 暮 殯 儀 館
（Cosmopolitan Somo Memorial
Homes）靈堂
擇訂於十月初四日（星期二）上午八時
在怡朗市聖母天主教堂Sta. Maria

蔡賢叔

施維新

（福建石獅）
逝世於九月二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上午七時出殯

（晉江衙口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七日
現停於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RUARIUM 306-FIR）
靈堂
擇訂十月二日下午五時出殯

林淑琼

流芳百世

堆先生暨賢昆玉令尊，許府經倫老先生（原
籍晉江巿龍湖鎮燒灰村——蕭妃），不幸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四時零二分壽終
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庚星失輝，
愴悼同深！越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
九時出殯，靈骸安奉於計順巿靈鷲寺。殯禮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名譽顧問建堆先生暨賢昆玉等幼承嚴
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
心僑社慈善福利，為人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之美德遺風，守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
利金菲幣壹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
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九時出殯，安葬于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
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嗎加智菲華商會訊：本會許組織主任建
堆先生令尊許經倫老先生，不幸于2022年9月
17日下午4時02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閨九十有
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組織主任建堆先生事親至孝，秉承令
先嚴熱心社會公益之美德，關心本會會務，
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壹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忱。

李祖添丁母憂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秘書
長祖添宗長令萱堂李府吳太夫人諡秀華（原
籍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不幸於二○二二年
九月廿九日凌晨十二時廿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積閏一百零一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二一三室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盡宗誼。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咨詢委員蔡
美倫先生令萱堂蔡府楊秀華老太夫人(原籍
石獅容卿仕林)，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九日
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
有一高齡，婺星韜彩，軫悼同深！現停柩
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
SUPERIOR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

先

施維新逝世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衙口鄉族親施
維新先生，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七日
下午七時零二分壽終于MEDICAL CENTER
MANILA，享壽六十有八齡，哲人其萎，哀
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6-FIR)靈堂，擇訂十月
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
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
訊：本會名譽理事長蔡美倫同志令萱堂蔡府
楊秀華老太夫人(原籍石獅容卿仕林)，于二零
二二年九月廿九日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婺星韜彩，哀
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
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擇訂十月四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于描仁斗沃永
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施維新逝世
旅菲臨濮堂訊 本總堂族親施維新老先生
（原籍晉江衙口鄉），不幸於二0二二年九
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零二分壽終於MEDICAL
CITY MANILA醫院，享壽六十有八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於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RUARIUM 306FIR）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五
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晉江衙口同鄉會訊：本會鄉僑施
維新先生，不幸於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下
午七時零二分壽終於MEDICAL CITY MANILA
醫院，享壽六十有八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現停於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RUARIUM 306-FIR）靈堂。
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施維新逝世
和記訊：僑商施維新老先生（原籍晉江衙口鄉）
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七日下午七時○二分壽終於
MEDICAL CENTER MANILA，享壽六十有八高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306-FIR）靈堂，擇訂十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訃 告

室四代大母陳府林夫人諡淑瓊（原籍晉江科任
鄉）慟於二 ○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凌晨零時
十五分（歲次壬寅九月初四日子時），壽終於
，距生於一九四八
MAKATI MEDICAL CENTER
年三月十一日（歲次戊子二月初一日吉時），享
壽七十有五高齡。孝眷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即
日遵禮成服。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
）
靈堂。擇訂十月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火
化於聖國聖樂堂。哀此訃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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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期夫

和記

陳坤儒率眷 泣啟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

懇辭賻儀

二

聞

（晉江科任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十月一日上午十時出殯

兩個以上學歷層次的專業或同一層次的兩個
專業，一經發現，立即取消入學資格。
正式入學註冊學員的學費將由中國華文
教育基金會資助，其他費用由佘明培先生紀
念基金會資助。
申請人需獲得本中心的推薦後方可辦理
有關手續，請與本中心交流部主任林有耐聯
繫（82412906或82427860轉109）。報名截止
日期為2022年12月20日，明年春季入學。
（圖片說明）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許建堆捐
嗎加智菲華商會福利

吳秀華

林漢德

已取得長期或永久居留權；未取得長期或永
久居留權者，須連續合法居留5年以上，且5
年內累計居留不少於30個月。出國留學和因
公出國工作不能視為定居。
申請人必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主管
部門承認學歷學位的應屆本科畢業生或者獲
得中國內地大學或海外及港澳臺地區著名大
學的本科畢業證或學士學位證；學業成績、
學術水準及語言能力等條件須達到所申請專
業的入學要求。申請人不能同時攻讀兩個及

蔡美倫昆玉丁母憂

和記（巴示）訊：僑商蔡美倫、美美、莉莉等賢
昆玉令萱堂，蔡府楊老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容卿仕
林），亦即故僑商蔡維露令先德配，不幸于二○二二年
九月廿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
一高齡。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
樓下SUPERIOR靈堂。爰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
時出殯，安葬于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原。

陳坤儒喪偶
和記訊：僑商陳坤儒先生尊夫人陳府林夫人諡淑瓊
（原籍晉江科任鄉）亦即陳倚順、錡隆、雅莉、小莉賢
昆玉令先慈，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凌晨零時
十五分壽終於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
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HYACINTH）
靈堂。擇訂十月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