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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祥軒
(晉江永和)

逝世於六月二十三日
設靈於香港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

樓福海堂

出殯於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

李國業
（南安彭口村）

逝世於七月六日
出殯日期另訂

呂友平
（晉江市科任鄉）

逝世於四月二十日

靈骸訂七月八、九、十日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靈堂出殯於七月五日上午七時

出於於七月十一日上午七時安葬於華藏寺靈骨塔

呂柯秀真
（晉江市科任鄉）

逝世於六月二十八日

靈骸訂七月八、九、十日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靈堂出殯於七月五日上午七時

出於於七月十一日上午七時安葬於華藏寺靈骨塔

蔡祥進
(石獅市新華布墟街)

逝世於七月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出殯於七月十一日上午八時

張陳烏諒(淑惠)
(晉江陳埭湖中)

逝世於七月三日

現設靈於巴西市殯儀館
出殯日期另訂

蔡清祥
(石獅市玉湖)

逝世於七月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七月十六日上午八時

李紫鮭
（南安彭口村）

逝世於七月十日
設靈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
出殯日期另訂

王美勸
(晉江東石張厝村)

逝世於七月九日
現停柩於描戈律市Rolling Hills Memorial 
Chapel - Hope 2 chapel new wing in Lacson 
Street

出殯於七月十五日上午八時

施許碧珠
(晉江石廈厝後份)

逝世於七月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樓下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王美勸先生逝世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菲律濱東石商

會：本會名譽理事長(第六屆理事長）王美勸

先生(晉江東石張厝村）亦即本會經濟主任

王天祿、顧問王天福、鄉賢王天年、天生、

天龍、心愛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零年

七月九日晚九時逝世於Riverside Hospital。

噩耗惊傳，同深軫悼。距生於一九三四年九

月十八日，享寿八十有七高齡。現停柩於

描戈律市Rolling Hills Memorial Chapel - Hope 

2 chapel new wing in Lacson Street。擇訂七

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Greenhills 

Chinese Cemetery。

本會闻耗，經致電其家属慰唁，望節哀

顺變。

西黑人省王美勸逝世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西黑人省

分會諮詢委員、本總會名譽顧問美勸宗長於

二零二零年七月九日晚九時壽終於Riverside 

Hospital ，亨壽八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彌深。現停柩於Rolling Hills Memorial 

Chapel-Hope 2靈堂，擇訂七月十五日（星期

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該省Greenhills 

Chinese Cemetery 之原。

施議程喪偶
和記訊：僑商施議程尊夫人，施府許

碧珠夫人（原籍晉江石廈厝後份），亦即僑

商施文港，建華，天涯，明杰，霜妮，雪妮

石賢昆玉令先慈，於二○二○年七月十日下

午三時○三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

閏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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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靈堂。出殯日期另

訂。

菲律濱錢江聯合會訊：本會永遠名譽

理事長施議程宗長令德配，亦即理事施文

港先生令萱堂，施府許碧珠夫人（晉江石

廈），不幸於於二○二○年七月十日下午

三時○三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

閏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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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靈堂。出殯日期另

訂。

蔡文憑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本

會蔡當然委員文憑學長令萱堂，蔡府李秀珍

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星期

五）凌晨子時仙逝於家鄉永寧本宅，享壽

七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珍悼同深。現停

柩於家鄉永寧小街新村本宅，出殯日期另

訂。本總會聞耗，已致电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

李紫鮭逝世
菲華布商公會訊：本會常務顧問李紫鮭

先生於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 星期五 ) 下午

二時正壽終於岷市崇仰醫院，享壽七十有二

高齡。噩耗傳來，同深軫悼。

現得悉李常務顧問家屬將於計順市聖國

殯儀館設靈，具體安排等待公佈。

本總會聞耗，經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

王志彬令德配
LUCIA YU ONG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曾任宿

務支部理事長王志彬大哥令德配LUCIA YU 

ONG義嫂，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吉月九日上午

十一時，壽終於宿務崇華醫院，享壽八十有

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因處疫情期

間，一切從簡。擇訂於吉月十日下午五時火

化。

本總部聞耗，經電馳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洪誼。        

蔡文憑丁母憂
菲律濱永寧鎮聯鄉總會、總商會訊：

本會會蔡奕成鄉賢尊夫人，財政主任蔡文憑

鄉賢，蔡永新鄉賢令萱堂蔡府李秀珍夫人，

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星期五）晨子

時仙逝於家鄉永寧鎮，享壽積閏七十有五高

齡。寶婺星沉，瑤池近駕，惋悼同深。現停

柩於家鄉永寧小街新村本宅，擇訂於七月

十三日出殯。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永寧鎮永寧中學校董會訊：本會

董事兼秘書長蔡文憑鄉賢、蔡永新鄉賢賢昆

仲令萱堂，蔡府李秀珍老伯母，不幸於二零

二零年七月十日（星期五）淩晨子時仙逝於

家鄉永寧本宅，享壽七十有五高齡。寶婺星

沉，瑤池近駕，惋悼同深。現停柩於家鄉永

寧小街新村本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即克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若有在大陸鄉

賢，請自動前往致唁，以盡鄉誼。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譽理事

長蔡文憑學長、蔡永新先生賢昆仲令萱堂，

蔡府李秀珍老伯母，不幸于二零二零年七月

十日（星期五）凌晨子時仙逝于家鄉永寧本

宅，享壽七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瑤池近

駕，惋悼同深。現停柩于家鄉永寧小街新村

本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即克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若有在大陸學

姐學長，請自動前往致唁，以盡窗誼。

蔡建南逝世
旅菲晉江錦埔同鄉會訊:本會常務顧問文

彬宗先生，即財務主任建南胞兄，不幸於二

零二零年七月九日早上 十一點三十分，逝世

於馬加智醫療中心(Makati Center)，享壽六十

有八。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靈柩於達義

市的傳統教堂(Heritage Chapel 1 Taguig city.)。

出殯日尚未確定，後續再登報通知!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免其節

哀順變。

李華沙喪偶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會康樂

委員李華沙令天君蔡清祥鄉賢不幸於二零

二零年七月九日上午八時五十分，壽終正

寢，享壽六十八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擇訂七

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致函慰唁其家屬，

蔡文憑丁母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會副秘書

長蔡文憑鄉賢令萱堂，蔡府李秀珍老伯母，

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星期五）晨子

時仙逝於家鄉永寧鎮，享壽積閏七十有五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家鄉永

寧小街新村本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即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並敬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李柏章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李柏章令德配，噉府

許麗瓊太夫人（原籍晉江科任鄉）不幸於二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時令七時壽終

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靈體經火化，靈骸訂

七月十二日（星期日）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

CAMELIA）靈堂。擇訂七月十三日（星期

一）上午九時出殯，奉骸安位於聖國七樓骨

灰堂。

太原王氏召視頻會議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響，為保各理事的安全，本總會第８７、８８屆第十四次

聯席會議將舉行視頻會議，時間定二Ｏ二Ｏ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下午四時，會議ＩＤ與密碼將於開會前一天以

信息通知。敬請密切配合，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鳳池同鄉會召會
菲律濱鳳池同鄉會訊：本會定於二○二○年七月十四

日（星期二）下午七時正召開第八十七屆第三次理事常月

會。鑒於目前新冠病毒肆虐，至今未見緩和。本會理事長

鐘鳴主持，以視頻方式進行，敬希理監事準時出席。

南安同鄉總會舉行視頻會議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為使會務正常運作，

經小組會議將照每個月第二星期禮拜二召開。本會訂即二

○二○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時召開第十五屆第

二十次全體理事會議。由於新冠疫情未除，而將使用視頻

方式。至於會議編號與密碼亦將提前發給本會常務顧問，

永遠榮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洎全體理事，屆時敬請準時

撥冗參加。

華教中心定十八日舉辦
華教新常態視頻交流會

華教中心訊：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菲律賓的華文教

育面臨著新的挑戰。無法開展正常的實體課堂教學、學生

數量大幅下降、外派教師無法來菲支教、收支嚴重失衡等

等，都是華校在新學年度面對的一系列嚴峻問題。華校

如何生存、如何發展；華語教學如何開展，讓莘莘學子

在新常態下上規範的華語網課，成為各華校領導的當務之

急。雖然有實力的華校已經想方設法地做好了準備，甚至

開始了新一學年的教學活動，但是更多的華校顯得無所適

從，孤立無援。華校是一個整體，榮辱與共，面對「新常

態」，應該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為了提供全國各華校一

個交流的平台，探討對策，攜手共進，本中心定于2020年

7月18日（星期六）14:00-17:00舉辦「菲律賓華文教育新常

態」視頻交流會。

通知已經多渠道向全國各華校發出，請各華校盡快推

派董事會領導一名和校長或中文主任一名參加。報名截止

日期為2020年7月13日。

交流會將採用線上會議模式。屆時將邀請部分華校領

導（董事長、校長、中文主任）發言，介紹本校的想法和

做法，分享經驗和心得體會，供其他學校領導借鑒。

會上，本中心也將推出為了幫助各華校應對華教新常

態的解決方案，重點推介由中國福建省僑辦贊助、本中心

編製的《菲律賓華語課本》網絡版和本中心與天微創新教

育科技公司合作開發的《菲律賓華語課本》學習平台。本

中心考試部主任劉統厚也將在會上介紹「第一屆全球華文

教學微課大賽」的情況。

同時，交流會將安排時間讓各華校領導人進行自由討

論，讓與會者暢所欲言，為菲律賓華文教育的新常態出謀

獻策，貢獻智慧。

交流會結束後，本中心還將對參加會議的各華校領導

進行追蹤採訪，整理發表各校領導的意見與建議，讓全國

各華校擰成一股繩，集思廣益，共同應對新的挑戰。

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共捐獻
菲幣七百萬支援抗疫工作活動

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訊：本中心於四月五日疫情期

間，獻捐菲幣五百萬，由菲華商聯總會交華社救災基金。

另：本中心在五月間再撥出菲幣二百萬元購得二千件

輻照滅菌醫用防護服（隔離重症防護服）捐獻給每天冒著

生命危險戰鬥在抗疫第一線的醫務人員，為新冠病患提供

醫療救護。此次抗疫期間，義診中心共捐獻菲幣七百萬元

作為支援抗疫之用。

現將醫用防護服捐贈下列醫院：

1. PHILIPPINE GENERAL HOSPITAL

2. LUNG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

3. EAST AVE. MEDICAL CENTER

4. PASAY CITY GENERAL HOSPITAL

5. SOUTH SAN NICOLAS VOLUNTEER FIRE BRIGADE

6. OSPITAL NG MAYNILA MEDICAL CENTER

7. GAT ANDRES BONIFACIO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8. NAVOTAS CITY HOSPITAL

9. UNICORM VOLUNTEER FIRE & RESCUE BRIGADE

10. NAGA NICC DOCTOR HOSPITAL

11. BUREAU OF JAIL MANGEMENT PENOLOGY (LIPA 

CITY JAIL - MALE DORMITORY)

12. AMANG RODRIQUEZ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13. RIZAL MEDICAL CENTER

14. MUNICIPAL HEALTH OFFICE CORON PALAWAN

15. CORON DISTRICT HOSPITAL

16. CULION SANITARIUM & GENERAL HOSPITAL

17. NOVALICHES DISTRICT HOSPITAL

18. ILOILO MISSION HOSPITAL

19. THE MIDICAL CITY ILOILO

金豐居士熱心捐獻防護服與
華人區義診中心轉贈醫院

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菲

國民生經濟遭受到嚴重影響，疫情正加速蔓延。在此非常

時期，行善濟世聞名金豐居士基金會，金豐居士熱心捐贈

本華人區義診中心二百一十件輻照滅菌醫用防護服（重症

隔離防護服），在這緊要關頭，雪中送炭，與本中心轉贈

于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為新冠病患提供醫療救護，戰鬥在抗

疫第一線醫務人員。仁風義舉，令人感佩，特藉報端，並

申謝忱。

本中心將防護服轉贈六十件與BUREAU OF JAIL 

MANGEMENT PENOLOGY (LIPA CITY JAIL - MALE 

DORMITORY），另一百五十件與LUNG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

隴西續辦清寒補助金
及獎勵優秀族生申請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為關懷家境清寒，

並鼓勵族生對華文教育的重視，將繼續發放二○二○年度

清寒族生補助金。凡就讀於大岷區華校中，小學及幼稚園

的清寒族生，無力承擔教育費者，即日起可向本總會索取

申請表格，填寫完可email或轉交本總會。截止日期：七月

三十日，逾期恕不受理。

本總會為宏揚中華文化，鼓勵族生努力向學，再繼辦

2019-2020年度獎勵本年度優秀族生。凡族生在全菲各大專

學院獲得最高榮譽（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或就讀於大岷區中學，小學，幼稚

園即幼一，幼二，幼三（托兒班不算在內），漢文學業成

績名列首，二，三名者，均在受獎者之列。優秀族生調查

表已由本總會派人寄送到各學校，惠請貴校予填寫，然後

email或轉交本總會。截止日期：七月三十日，逾期恕不受

理。頒獎日期另行公佈。

本總會地址：1039 BENAVIDEZ ST. 5TH FLOOR

總會辦公室電話：82448174；82448192 

尚親手機：0916-7999876 

镕镕手機：0916-5530523

e-mail:longseleephil2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