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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陳李秀華

（晉江羅山）
逝世於一月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陳蔡金錠
（晉江東石鎮涼下村）

逝世於一月七日
訂於一月九日上午十時假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火化

鄭國純
逝世於一月六日
遺體已於七日﹝星期五﹞下午二時火
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聖樂堂

王邱雪霞
（晉江五福）

逝世於一月六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大 街 聖 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203-
CAMELI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王金鈎永康金錁賢昆仲
慨捐瀛洲同鄉會伍萬元

旅菲瀛洲同鄉會訊：本會榮譽理事長王

金鈎、名譽顧問王永康、監事長王金錁賢昆

仲令慈：五代大母蕭太孺人諡淑勤老伯母，

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壽終香港

跑馬地律敦治醫院，享壽積閏一百零二㞤，

孝眷隨侍在側，即日遵禮成服。並擇吉於二

○二二年一月一日（星期六）設靈於香港殯

儀館地下大堂，翌日於二○二二年一月二日

出殯，吉地留斯。

王衙蕭太孺人諡淑勤老伯母，哲人其

萎，遐邇哀悼，草木同悲，軫念同深，人生

如夢，逝者如斯。

家金鈎、永康、金錁宗賢幼學庭訓，孝

悌為先，治家以德，箴規勤儉，本木水源，

悲切連綿，仍心繫鄉會，仁風義舉，慨捐五

萬元敝會笑納之餘，特藉此報端，給予表

揚，並申謝忱。

吳貝康捐讓德吳氏總會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理事貝康宗長令慈吳府施珍蓮太夫人，不幸

於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二時二十八

分仙逝於家鄉（晉江市龍湖鎮中山街）本神

乎其神 ，享壽積閏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家理事貝康宗長事親至孝，秉承庭訓，

熱心公益，樂善好施，守制期間，仍不忘宗

親福利，獻捐本總會三萬比索，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慈善典範，

並申謝忱。

吳修群捐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吳參議委員修群學長令慈吳府曾秀端夫人

（晉江羅山街道羅裳村）不幸于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一日子夜零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

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哲嗣孝

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

撥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之用。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

致謝忱。

吳貝康捐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吳總務主任貝康學長令慈吳府施珍蓮夫人，

不幸于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二時

二十八分仙逝于家鄉(晉江市龍湖鎮中山街)本

宅，享壽積閏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

期間,不忘公益，特撥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

福利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

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鄭國純逝世
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訊：本總團鄭團

務顧問國純同志，不幸於二〇二二年正月六

日下午十一時五十七分逝世於馬加智醫療中

心(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壽積閏七十有二

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遺體已於七日

（星期五）下午二時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

堂Sanctuarium。

鄭團務顧問國純同志早年參加團務工

作，熱心服務社會，對本團貢獻良多，今不

幸作故，實乃本團一大損失，即致函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團

誼。

鄭國純逝世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顧問鄭國純同

志，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六日下午十一時

五十七分逝世於馬加智醫療中心，享壽積閏

七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遺體

已於七日﹝星期五﹞下午二時火化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 堂。

鄭顧問國純同志曾任本會委員多年，忠

黨愛國，服務社會，貢獻卓著，遽爾去世，

誠為本黨之損失。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陳柏材丁母憂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青年工作委員會

主任陳柏材同志令萱堂陳府蔡金錠太夫人，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七日下午三時四十分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擇訂於元月九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陳柏材丁母憂
菲華志清學會訊：本會組訓主任陳柏

材、聯絡主任陳娟娟同志令萱堂陳府蔡金錠

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七日下午三

時四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訂於元月九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陳柏材丁母憂
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訊：本團陳副

理事長柏材同志、陳團務理事娟娟同志  令萱

堂陳府蔡太夫金錠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二

年元月七日下午三時四十分辭世於內寢，享

壽積閏有一百零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擇訂於元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時火

化於計訓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

堂。

本團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團誼。

陳柏材丁母憂
菲華工商總會訊：本會理事陳柏材先

生令慈，陳府蔡金錠老夫人（原籍晉江安

海），不幸於2022年1月7日（星期五）下午

3:40壽終正寢，享壽積潤101髙齡。因疫情期

間，儀式從簡，不設靈堂。訂1月9日（星期

日）上午 10點在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火化，骨灰另擇吉日安

放普濟禪寺。

本會聞耗，深表惋惜，經函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柏材丁母憂
菲律濱安海公會/菲律濱安海商會訊：

本會名譽理事長/名譽會長陳柏材鄉賢暨陳

招治、美美、燕燕、娟娟、美琦、美霞、柏

煌、柏煒賢昆玉令先慈，即本會已故鄉賢陳

名譽理事永通老先生遺孀，亦即本會婦聯會

副會長陳蔡小萍女士令家姑，陳顧問蔡金錠

太夫人，不幸於2022年1月7日（星期五）下

午3:40壽終正寢，享壽積潤101髙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擇訂2022年1月9日（星期

日）上午 10點在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火化荼毗，其靈骸另擇

日安奉於普濟禪寺。疫情期間，儀式從簡，

不設靈堂。

本會聞耗，全體鄉賢深表悼念哀思，經

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莊榮樹丁母憂
菲律濱莽原公所訊：本公所莊副監事

長榮樹同志令萱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上

午壽終內寢，慈雲失仰，婺星韜彩，哀悼同

深！老太夫人畢生淑德，相夫教子，樂善好

施，母儀懿範，留芳千古！

本公所聞耗，全體理監事同表至深緬

懷，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礙於

疫情管制，一切儀式從簡。          

菲律濱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

本總社莊副理事長榮樹同志令萱堂於二零

二二年一月七日上午壽終內寢，慈雲失仰，

婺星韜彩，哀悼同深！老太夫人畢生淑德，

相夫教子，樂善好施，母儀懿範，留芳千

古！

本總社聞耗，全體理監事同表至深緬

懷，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礙於

疫情管制，一切儀式從簡。

陳柏材丁母憂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菲律濱東石

商會訊: 本會特別方案主任陳柏材，名譽理

事陳柏煌、陳柏煒，鄉賢陳招治、陳美美，

名譽理事陳燕燕、陳娟娟、陳美琦、陳美霞

賢昆玉令萱堂陳蔡金錠太夫人（晉江東石涼

下村），痛於二零二二年元月七日下午三時

四十分於本宅壽終內寢。

享壽積潤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

擇訂元月九日上午十時火化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望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而盡鄉誼。

王安朗遺孀逝世
旅菲五福鴻山同鄉會訊：故僑商王安

朗令德配，王衙邱雪霞太君，不幸於二○

二二元月六日下午四時壽終於崇仁醫院，享

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擇

訂元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

於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

陳永通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陳永通令德配，陳府蔡

太君諡金錠（原籍晉江東石鎮涼下村），亦

即僑商陳柏材，柏煌，柏煒，招治，美美，

燕燕，娟娟，美琦，美霞賢昆玉令慈，於二

○二二年元月七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壹佰零一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

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簡訂元月九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楊人輝遺孀逝世
和 記 （ 巴 示 ） 訊 ： 故 僑 商 楊 人 輝 令

德配，楊府龔太夫人諡煥英（原籍晉江后

洋），亦即楊“思進”，士興，思偉，思

愛，士嬌賢昆令慈，不幸於二○二一年元月

六日凌晨二時廿八分仙逝，享壽積閏一百高

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二樓六號靈堂，爰訂元月十一日（星

期二）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

拉紀念陵園之原。

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捐五十萬Forrest捐兩萬
通過華教中心幫助樹里爻孫逸仙小學災後重建

華教中心訊：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通

過本中心獻捐五十萬比索，資助遭遇超強颱

風「奧黛特」襲擊的樹裏爻孫逸仙小學修繕

校舍。另外，Forrest, Maggie & Emma一家人

閱報獲悉樹裏爻孫逸仙小學受災的消息後，

主動聯繫本中心，獻捐兩萬比索作為該校的

重建資金。佘明培先生是菲律賓華社著名的

企業家和社團領袖，非常重視菲律賓和祖籍

國的教育事業。佘先生曾經捐資修建故鄉晉

江的陶青校舍、母校廈門大學的體育館；以

「雁門佘氏宗親會」之名，每月固定補助佘

氏子弟中從事華文教育的教師。1988年，佘

明培先生英年早逝。佘先生雖然去世了，但

他的家人繼承其遺願，成立了「佘明培先生

紀念基金會」，繼續致力于弘揚發展菲華文

化和教育事業。該基金會在本中心設立基金

專門資助本中心的運作經費。本中心《華語

教師之友》季刊的出版費用28年來均由該基

金會全額資助。本中心的華語師資「造血計

畫」，該基金會自 2010年以來已經贊助八名

華校學生赴華攻讀華文教育專業，其中五名

已學成回國依約任教。本中心正在接受報名

的第二期華語師資碩士函授班，該基金會將

全額贊助學員所需承擔的費用。

此次，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表示除了

捐款以外，樹裏爻孫逸仙小學修繕校舍所需

的各種型號電線，其主有的Philflex將全部捐

贈並于第一時間免費運抵該校。

Forrest, Maggie & Emma一家人的善舉也

同樣感人至深，體現了「獻出一份愛心，托

起一份希望」的人間美德。

三國時期的蜀漢皇帝劉備告誡兒子：莫

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小善積累

多了，就會成為有利天下蒼生的大善。菲律

賓的148所華校，就是148顆珍珠，都是菲華

先輩們的心血結晶，遺失了一顆都將會是莫

大的遺憾。這一代人應該堅持先輩所秉承的

遺志，就像佘明培先生的後代和Forrest一家

人一樣，將傳承和傳播中華文明以及中華文

化作為己任，為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而奮鬥。

目前，通過本中心向樹裏爻孫逸仙小

學捐款的已有蔡友鐵先生、「小蔡在菲律

賓」、菲華青商會、菲律賓華文教育基金

會籌委會、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Forrest, 

Maggie & Emma一家人。另據樹裏爻孫逸仙小

學的報導，菲律賓中國商會、鄢市菲華各界

聯合會、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東棉省支部

通過本中心的新聞報導獲悉該校受災的消息

後，已經就近前往該校移交救災捐款；菲華

聯誼會務端分會、菲律賓紅燭教育基金會、

鄢市邱先生向該校捐贈了救災物資。

涓滴之水成海洋，顆顆愛心變希望。本

中心代表菲律賓華文教育工作者向以上熱心

社團以及善心人士表達崇高的敬意和真誠的

感謝。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元月9日)播放精彩節目
中國駐菲大使館和華社救災基金會向重災區捐贈一萬包賑濟品

菲 律 濱 唯 一 的 華 語 電 視 台 — 《 菲 中

電 視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 日 （ E V E R 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72頻道）播

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

中電視台》FACEBOOK頁面上進行直播。也

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

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

（包括新舊節目）。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

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

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

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今年在國內爆火的電視劇《山海情》講

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海固的人民

和幹部們響應國家扶貧政策的號召，完成易

地搬遷，在福建的對口幫扶下，通過辛勤勞

動和不懈探索，將風沙走石的「干沙灘」建

設成寸土寸金的「金沙灘」的故事。《山海

情》英文版（十五集）將于每星期日下午3:00 

pm 至4:00 pm在IBC 13 電視台播出。

《菲中電視台》本週日（1月9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華社救災基金和中國駐菲大使館捐

贈一萬包賑濟品于西黑省「奧德特」重災

區，于12月27日至30日在災區發放。

二．菲律賓華文教育基金會籌委會主席

楊華鴻與華教中心聯繫，該會決定獻捐五十

萬比索給樹裡爻孫逸仙小學進行災後重建工

作。

三. 12月29日，菲律賓佛光山宿霧馬克坦

島第七波賑災，四十五個社區受益。

四. 菲律賓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急奔赴

遭受颱風「奧德特」侵襲重災區宿務執行賑

災行動。

五．12月20日，菲律賓福建總商會配合

馬尼拉市政府愛心活動讚助西藥給義診醫院

惠及病患。

六．超級颱風」奧黛特」重創菲律賓，

東昇集團捐贈菲律賓國家警察總部賑災物

資。捐贈的賑災物資已陸續由軍方運送往各

災區。

七．2013級PNPA Tagapamagitan和馬卡蒂

華商協會為超級颱風」奧黛特」受害者舉行

救災物資交接儀式。

八. 中菲攜手愛心救助患病中國公民李

錦鑫回國。1月5日，中國駐菲使館參贊兼總

領事王悅前往向即將啟程回國的李錦鑫送

行。

九. 12月26日，菲律賓中正學院英中

七十八年度級友會前往黎剎省塔奈鎮，向當

地居民捐贈聖誕禮品包。

十 .  1 2 月 1 6 日 上 午 ， 華 商 施 超 權 向

Jose Abad Santos法官總醫院捐獻Maruyama 

MegaTent帆布，供作在醫院大樓外面搭帳篷

用途。十一. 2021 年東盟卓越成就獎于 12 月 

28 日在馬尼拉岡田酒店大宴會廳舉行。它

旨在表彰商業、體育、娛樂、慈善以及流行

藝術和文化領域的勵志榜樣！本台導演 Lani 

Esteban 獲得了最傑出女性尊嚴和傑出數字營

銷專家和電視導演獎。

十二. 菲律賓青年企業家商會在 Pandesal 

Forum上宣佈捐贈P750,000以幫助受奧德特超

級颱風影響的災民。

十三. 《絲路匯客廳》第三季第4集《古

今海絲情》聚焦廣東茂名的中藥材尋夢海絲

的故事，節目以種植中藥材的人物和真實故

事為切入點，追憶歷史人物在古代南海海上

絲路開拓、保駕護航等方面的作用及功績；

同時，尋訪茂名心繫海上絲綢之路，繼承先

輩遺志，融入「一帶一路」、做好中藥材傳

承與發展的人物故事。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ING），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