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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中學舉辦高中生小論文答辯
晨光中學訊：
本校高中部自二○
一六年成立以來，
對于學生學習及課
程設計均偏重于研
究性學習。九月
十三日，高中一年
級學生假本校會議
舉辦第一場小論文
答辯，並共分為
四組進行，每一組
的學生向老師們為
他們的研究題目做
答辯。每組學生充
份地做好準備，並
運用到老師平常在
課堂傳授的答辯技
巧。答辯中，學生
們的自信，開題的
科學性，流利的口
才等，都令在場的
老師們十分稱讚。
研究性學習是以
「培養學生具有永
不滿足、追求卓越
的態度，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從
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基本目標；以學生從
學習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獲得的各種課題或項
目設計、作品的設計與製作等為基本的學習
載體；以在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全過程中
學習到的科學研究方法、獲得的豐富且多方
面的體驗和獲得的科學文化知識為基本內
容；以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自主採用研究

洪明允慨捐
英園鄉會文教
設立『洪楊秋英夫人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本會洪秘書長明允
宗長尊夫人、洪府楊秋英夫人（原籍晉江英
園東頭份），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一日
上午十時十七分，壽終於ST. LUKE’S醫療中
心，享壽六十齡。

愛心送到校園 衛生局贈送晨光中學防疫用品
晨光中學訊：菲律濱新型冠病毒疫情持
續升溫，為防範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
情回燒，政府為提供學生健康的學習環境，
衛生局捐贈十箱口罩、五箱手術手套予本
校，與市府共同抗疫。9月23日本校訓導主任
Eduardo Abara 老師、醫務室Lennie Canimo老
師代表本校前往衛生局接受捐贈。

本校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回燒，時常提
醒全校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們要隨時配戴口
罩、勤洗手及保持社交距離等，而有良好的
衛生習慣可以幫助防疫。本校在此非常感謝
政府的善行義舉，期望透過自我保護也保護
他人的各項防疫作為，將新型冠狀病毒傳染
的機率降至最低，全民齊心共度難關。

莊真景丁母憂

烏輕義老伯母，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
早上六時四十分與世長辭，享壽八十有八，
壽終于崇仁醫院，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列殯儀館209靈堂，擇訂十月八日
下午一點出殯火化于埾國聖樂堂。本支部聞
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
表哀思，而盡洪誼。

性學習方式開展研究為基本的教學形式的課
程。
本校設置研究性學習的目的在于改變學
生以單純地接受教師傳授知識為主的學習方
式，為學生構建開放的學習環境，提供多渠
道獲取知識、並將學到的知識加以綜合應用
于實踐的機會，促進他們形成積極的學習態
度和良好的學習策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
能力。

菲律濱塑膠工業聯合會

獻花
通告
執紼

理 事 長：楊式能
副理事長：佘日煥 黃呈淼
吳清僑 蔡長城

為通告事：
本會李調解主任祖添先生令萱堂李府吳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市
永寧鎮岑兜村）慟於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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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齡。駕返瑤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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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訂十
月四日 星(期二 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擇訂於十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獻花
祭禮，及越日參加送殯行列，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右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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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婺星沉，哀悼同深！越九月十七日上
午七時出殯，荼毗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飾
終令典，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洪秘書長明允宗長平素熱心公益、積極
會務，尤其對鄉會青少年學子之培植，更是
關心備至、愛護有加！
今雖遭此斷弦之痛，內心悲凄感傷之
際，猶不忘鄉會之文教福利，特將親友致贈
之賻儀。移捐本會菲幣壹拾萬元，設立尊夫
人『洪楊秋英夫人教育紀念基金』，藉以嘉
惠本會囊螢映雪、發憤
苦讀之莘莘學子，獎掖
後進，功在鄉族千秋萬
代。義舉仁風，殊堪景
仰！本會敬領之餘，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福利副主任
莊真景先生令先慈--莊府王太夫人諡烏輕(福
建省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積閏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9- MAGNOLIA露堂。擇
訂十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荼毗於聖國
殯儀館聖樂堂。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
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莊真景先生孝思純
篤，必定哀痛逾恆，節哀順變。

莊德森丁祖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南區支部
訊：本支部慶典主任莊德森大哥令祖母莊王

王振超逝世
和記訊：僑商王振超先生（晉江金
井南埕）亦即故僑商王宗洞令三男，不幸
於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晚八時二十分
壽終於描仁瑞拉總醫院，享壽六十六齡。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7-ALSTROEMERIA）靈
堂。擇訂於十月初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訃 告
王振超

楊秀華
（石獅容卿仕林）
逝世於九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上午九時出殯

王烏輕
（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
逝世於十月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 –
Magnolia）靈堂
擇訂於十月八日下午一時出殯

秘

(守制)

鄭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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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花
菲律賓香港商會 執
通告
紼

為通告事：本會常務理事蔡美倫先生令萱堂蔡府楊秀華太夫
人，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壽終內寢，
享壽積潤壹佰零壹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厦樓下 SUPERIOR
靈堂。擇訂於十
月四日 星(期二 上
)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
原。
本會訂於十月三日 星( 期一 下) 午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屆時敬希全體同仁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參加送殯執紼行
列，以表哀思，而盡會誼。為荷
會
長：黃俊人
右通告
執行副會長：顏長偉
職
副
會
長
：
潘振興 黃天從 莊聯祿
本會全體
員
會
高維澤 蔡長裕 莊曉宏
陳瑞林 蔡奕棋 李德勝
吳良順 丁偉都
書 長：吳奕勵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獻花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 執
通告
紼

理 事 長：陳偉群
副理事長：蔡萬煒 蔡連疊 陳少偉
許明智 吳華增 蔡輝煌
吳瀟湫 黃欲曉 吳永恆
吳志永
秘 書 長：楊仲垊

為通告事：
本會副監事長蔡建峰學長令祖慈蔡府楊秀華太夫人（原籍石
獅容卿仕林），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二十五
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壹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 SUPERIOR
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
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爰訂於十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
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請全體職會員（身著新屆會服）準時參
加獻花儀式及越日送殯行列，籍表哀思，而盡窗誼。
右通告

本會全體職員會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守制)

（晉江金井南埕）
逝世於九月二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7 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上午十時出殯

莊真景丁母憂

菲律賓同惠堂訊: 本堂外交主任莊真景同志暨莊
真藝、泰如、真娜、惠真賢昆玉令先慈--莊府王太夫
人諡烏輕（福建省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
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
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十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出殯荼毗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堂聞耗，經函電
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
莊真景賢昆玉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
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變。本堂訂於二零二二年十
月二日（星期天）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獻花祭
禮，屆時務希本堂全體昆仲拔冗踴躍參加祭禮。以表
哀思，而盡堂誼。

蔡美倫昆玉丁母憂

菲律賓同惠堂訊：本堂名譽理事長蔡美倫同
志.美美.莉莉等賢昆玉令萱堂，蔡府楊老太夫人謚 秀
華（原籍石獅容卿仕林）亦即故僑商蔡維露令先德
配，不幸於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巴士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爰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
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原。本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本堂特訂於2022年10月2日(星期
日)今天下午7點正在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屆時務希
全體昆仲踴躍參加祭禮及10月4日出殯執紼，共表緬
懷，以表哀思，而盡堂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