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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黃杰輭（國樓）

（福建南安文斗）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訂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時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火化
出殯於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

莊陳碧玉
（晉江清溝蘇厝）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訂一月廿日上午七時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許清白
（晉江檀林）

逝世於一月八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靈堂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洪許玉貌
逝世於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家鄉晉江龍湖崙上村本宅
訂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毗陽火
葬場
訂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

陳文彬
（晉江永和茂亭山后村）

逝世於一月十五日
停柩於描戈律市聖彼得殯儀館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莊許淑真
（晉江英厝）

逝世於一月十八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一月廿三日上午九時

吳禮永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訂一月十六日下午吉時假計順市亞
蘭禮沓巴示殯儀館火化
出殯於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

王詩智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靈體於一月十七日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王蔡秀算
（晉江金井丙洲）

逝世於一月十七日
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

吳順志
逝世於一月十五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訂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奉骸安位於普
濟禪寺

顏祜榮
逝世於一月十七日
停柩於家鄉石獅市靈秀鎮鈔坑村本宅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

王詩智逝世
旅菲晉江玉溪聯鄉會訊：本聯鄉會諮

詢委員王詩智鄉賢，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

十六日下午一時壽終於MANILAMED醫院，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靈體已於元月十七日在聖國聖樂堂火化。

本聯鄉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莊銘凱丁母憂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組織工作委員

會主任莊銘凱同志令萱堂莊府許太夫人諡淑

真，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八日上午十時

卅五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潤九十有四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尼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一GLADIOUS靈堂，擇訂於元月廿三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

樂堂。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望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而盡黨誼。

菲華志清學會訊：本會常務委員莊銘凱

同志令萱堂莊府許太夫人諡淑真，不幸於二

零二二年元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卅五分壽終於

崇基醫院，享壽積潤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尼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一GLADIOUS靈堂，擇訂於元月廿三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

樂堂。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望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而盡黨誼。

蘇維森丁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

總團理事蘇維森大哥令萱堂，蘇府陳氏碧玉

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元月十六日壽

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訂於元月二十日（星期

四）上午吉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另行擇日

設靈。

本總團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以

節哀順變。

菲華普濟結義社訊：本社名譽理事長蘇

維森昆仲令萱堂，蘇府陳氏碧玉義伯母，不

幸於二○二二年元月十六日壽終於紅衣主教

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訂於元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吉時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另行擇日設靈。

本社聞耗，經電函慰唁其家屬，勉以節

哀順變。

莊銘豐丁母憂
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訊：本團莊團

務顧問銘豐同志令萱堂、莊團務理事晴婷同

志和莊團務理事景雯同志令祖慈莊府許太夫

人淑真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八

日上午十時三十五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

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訓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

樂堂Sanctuarium（201 – Gladiolus)靈堂。擇訂

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火

化於聖國聖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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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建設丁父憂
菲律濱河源張顏同宗總會訊:本會組織組

副主任顏建設宗長令先尊顏祜榮宗老先生，

不幸於二0二二年元月十七日上午六時零三分

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家鄉石獅市靈秀鎮鈔坑村本

宅，擇訂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舉行出殯

儀式，火葬於石獅市永久墓園。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情誼。

文經總會青年服務團訂期舉辦
新春獻愛迎旺寅線上音樂晚會

參加演出十二位歌手簡介﹝二﹞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為迎接農曆壬寅虎年，特聯合

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於二月一日﹝星期二﹞下午八時在

ZOOM雲端視頻主持「新春獻愛迎旺寅」春節線上音樂欣賞

晚會，邀請僑社十二位名歌手參加演出，以增添新年熱鬧氣

氛。

茲將參加演出歌手簡介列出如下：

五、黃培榆﹝Imee Sy﹞：是在中學時代就讀天主教崇德

學校期間，以參加學校的合唱團開始接觸唱歌。她中學畢業

後加入培青合唱團，也參與了該合唱團在自由大廈大禮堂的

無數重要表演。

八十至九十年代時，加入藝風歌唱會並參與了僑社不少

的演唱會，也在某個演唱會中與老公施養立Hubert相遇，現育

有兩位富有音樂天賦的女兒。在同個時間段，她也邁入當一

位活動歌手。

黃培榆目前在亞洲聯合銀行AUB擔任銀行經理。

她也是天主教崇德學校校友會合唱團 Judenites Alumni 

Ensemble 的主要團員。

她是《懷念老歌》線上直播音樂會主辦單位之一，和有

〝冰雪女王〞之稱而眾多熟悉。她會參與《懷念老歌》是因

為她對歌唱的熱愛與舉辦該節目出於一個很好的初衷算是一

舉兩得。她不但在該節目與歌唱好友重逢，同時也認識了許

多同樣愛唱歌的新朋友。

六、蘇泰州﹝Sherwin Sozon﹞：是一位受過正統古典

音樂訓練的男高音。他曾參與眾多的音樂會、舞台劇、音

樂劇演出，包括：菲律濱管理協會「Adeste Fideles 2007」

和「The Best of Adeste Fideles」；並在國家藝術家 Lucrecia 

“Tita King” Kasilag 的歌劇「Why Flowers Bloom in May」中

飾演太陽王Rayo；在二零一零年重新上演的國內經典音樂劇

「Magsimula Ka!」中飾演Paolo Madrigal；在Tanghalan Pilipino 

劇團的「Ang Dalawa Niyang Libing」中飾演Ah Kui；在著名導

演故Nestor Torre Jr.的「Tsinoy Kaisa Ka!」中飾演Bryan Fong；

在Marco Polo, an untold Love Story」中飾演元朝皇帝元世祖忽

必烈等角色。但他最被關注的角色是扮演前參議員故Benigno 

“Ninoy” Aquino與西貢小姐Miss Saigon原始卡司國際音樂劇

女演員Isay Alvarez搭檔演出廣為宣傳的關於菲律濱前總統故

Cory Aquino 生平的音樂劇「Cory! The Musical: a gift from the 

Filipino People」。

他的製片人/執行製片人作品包括：Legacy（菲華情）—

在雲頂世界新港城藝術表演劇院； Voci Celesti – 一場歌劇

盛會，匯集了來自六個城市﹝上海、吉隆坡、台北、香港、

馬尼拉和碧瑤﹞的古典藝術家；喬治‧比才Georges Bizet的

《卡門》由著名女演員/導演Laurice Guillen當導演；賈科莫•

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的 Gianni Schicchi（他也是導演）；

Marawing Salamat: the best of Opera and Fashion for Marawi；國家

藝術家 Ryan Cayabyab 的 Magnificat the Musical等音樂劇作品。

蘇泰州是菲律濱抒情歌劇團Lyric Opera of the Philippines

的創始人之一、菲律濱古典聲樂家團Philippine Organization of 

Classical Singers的創社社長、菲律濱男高音團的成員﹝由資

深女演員Lorli Villanueva出任經紀人﹞和The Aces﹝成員包括

Angelos創始人George Sison Tagle，英國達人優秀選手 Madonna 

Decena 和 Pinoy Dream Academy 冠軍 Laarni Lozada﹞。他是一

位扶輪社社員，同時也是菲律濱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成員。

他曾是菲華青年服務團八十分團、培青合唱團、藝宣國

樂隊、金蘭龍君社國樂隊、藝風歌唱會等團體的團員。更是

近期很受歡迎的線上直播音樂會《懷念老歌》的創造者。

七、葉秀媚﹝Lesley Brooke T. Chuayap ﹞：大學畢業於菲

律濱聖道頓瑪斯大學美術學士廣告藝術系。她自幼就喜歡唱

歌、學彈鋼琴、接觸音樂，可以說是遺傳了家人熱愛音樂的

基因。

小學二年級時參加菲律濱中正學院青少年合唱團﹝原

名：菲律濱中正學院兒童合唱團﹞，於一九九六年，在陳

琳琳老師的帶領下，參加菲律濱全國青年藝術家音樂錦標賽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s for Young Artists﹝NAMCYA﹞榮獲

青年合唱團組首都地區總決賽冠軍和全國總決賽季軍。二零

零七年參加泰國芭提雅﹝Pattaya, Thailand﹞「歌之旅國際合

唱節比賽A Voyage of Songs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榮獲

同聲部青年合唱組Youth Choir of Equal Voices與民謠組Folklore 

Categories兩枚金獎；並奪得最有前途合唱團Most Promising 

Choir獎。

葉秀媚現在也是菲華青年服務團旗下的幼獅合唱團團

員。曾經隨團到台灣參加僑務委員會主辦的二零零二年第二

屆全球僑胞混聲合唱觀摩賽獲得冠軍優績。

隔十五年，二零一七年再參加該觀摩賽，又再次奪冠。

她中學到大學期間曾在中正學院音樂中心Ms Perpy Heath老師

的指導下學聲樂。

她以個人和合唱團的名義經常被邀請在許多重要盛典

與場合表演，也數次被受邀在駐菲律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的「開國紀念日暨元旦茶會」與「煊國慶宴會」獻唱中菲國

歌。參與合唱團時，常與國內外著名的音樂師合作

，也曾擔任上述兩個合唱團團長。一九九六年參加《海

天社》歌唱比賽榮獲甲組第二名。熱愛舞台的她，除了在台

上表演外，她於大學畢業後也參與多數演出的舞台管理和幕

後工作。

此外，她也接觸團務工作，是現任菲華青年服務團總

團部秘書長，菲律濱南陽葉氏宗親總會青年組副組長，也曾

任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青年組副主任，並且自二零一二年

起，受聘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務促進委員。偶爾會以菲

律濱青年代表參加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各個全球青年僑務會

議。

八、王彥文﹝Gimbey dela Cruz﹞：是一位有造詣的歌唱

家、戲劇藝術家、教師與企業家。她持有菲律濱聖道頓瑪斯

大學音樂教育和新加坡拉薩藝術學院La Salle College of Arts in 

Singapore舞台音樂劇雙重學位。她目前在Assumption 學院當

教授同時也在經營一家私人工作坊，為各個年齡段的表演愛

好者和專業人士提供聲樂訓練和音樂劇課程。她是ProD’G 

Collective 的創始人，戲劇藝術家協會和全國歌唱教師協會的

成員；也是菲律濱國家音樂教師協會首度區MTNA Philippines 

NCR的現任聲樂協調專員。

她的戲劇作品有：「Shiro and the Cherry Blossom」﹝新

加玻﹞、「Working」﹝新加玻﹞、「Katy : the Musical」、

「Rak of Aegis」、 和「3 Stars and a Sun」。她還為以下舞

台音樂劇「Rak of Aegis」、「3 Stars and a Sun」、「Care 

Divas」、「Walang Aray」 和「Tabing ilog」擔任過聲樂指導

老師。

大家可以在各個社群網站關注她：@gimbeydelacruz

此次春節慶典活動將通過ZOOM在線舉行，視頻ID號碼 : 

8508501919; 密碼 : cny2022，屆時歡迎大家上網觀賞，共度新

春佳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