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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蔡天券
（石獅祥芝祥漁村）

逝世於六月二十六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七月二日上午十一時

王新源
逝世於六月十七日
靈 柩 於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空 運 扺
Baroy,Lanao del NoteYU於本宅設靈
出殯於六月三十日上午八時

吳王嫦姑
（石獅蓮塘長相二區55號）

逝世於六月二十日
停柩於家鄉祖宅
出殯日期未訂

邱龔來富
逝世於六月二十二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於六月二十八日

洪澤欽家屬
捐六桂堂婦女組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婦女組訊：總會

康樂主任洪澤欽宗長（原籍晉江龍湖崙上村

──英崙），亦即本組名譽組長洪蔡麗緻宗

嫂令夫君，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日下午

六時五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四月十七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

堂。殯禮之日，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其家屬等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

六桂宗族福利，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

美德家風，雖在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

猶不忘本組姊妹之公益福利，特獻捐菲幣貳

萬元，充作本組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本組敬領之餘，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曾薛如意家屬捐
南安同鄉總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邑曾府薛

太夫人諡如意（原籍南安湖宅）不幸於二○

二二年六月六日夜十一時十八分仙逝，享壽

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秉承庭訓，孝思純篤，秉承其

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猶不忘公

益，特獻捐菲幣壹萬元予本會充作福利用

途，孝道仁風，令人欽佩同欽，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良權家屬特捐
菲車器商同業公會

菲律濱車器商同業公會訊:本會理事吳良

權老先生（原籍石獅市錦夏鄉）即吳旺達、

錫忠、依錦、欣欣、仁仁賢昆玉令先尊，亦

即楊麗珠令夫君。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九日午夜十一時廿四分，壽終於UST醫療中

心，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家屬守制期間，乃不忘公益，尤為關

心本會，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於表

揚，並申謝忱。

洪澤欽家屬捐
六桂教職員聯誼會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教職員聯誼會

訊：總會康樂主任洪澤欽宗長（原籍晉江龍

湖崙上村──英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四

月十日下午六時五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八十高齡。庚星失輝，軫悼同深！

越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

樂堂。殯禮之日，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其家屬等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

六桂宗族福利，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

美德家風，雖在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

猶不忘本會教職員老師之公益福利，特獻捐

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

仁風善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楊良田捐
北區進步黨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

訊：本支部楊永遠榮譽理事長良田大哥令慈

楊府林老太君秀潤義老伯母(原藉惠安嶼頭鄉)

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

分壽終內寢，亨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

楊良田大哥平素孝思純篤，謹遵慈訓，

樂善好施，熱心社會團體，關心支部會務，

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五萬元

充作本支部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欽

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志振蔡躍品丁憂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暨青年聯誼會訊：

本會經濟主任（青年會常務委員）蔡志振鄉

賢、理事蔡躍品鄉賢賢昆仲令尊蔡天券老

伯父（籍貫中國福建省石獅市祥芝鎮祥漁

村），不幸於2022年6月26日凌晨一點三十

分仙逝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六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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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PRIMROSE靈堂，擇訂七月二日（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

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

盡鄉誼。

邱奕東丁母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顧問

邱奕東鄉賢令萱堂邱府龔來富老伯母，不幸

於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時壽終於家

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轸

悼同深。擇訂於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出

殯。

本總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蔡志振躍品昆仲丁憂
菲律賓祥芝鎮同鄉總會菲律賓祥芝鎮總

商會訊:本會副監事長蔡志振鄉賢、 委員蔡躍

品鄉賢賢昆玉令尊蔡天券老伯父（祥漁村）

慟于公元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凌晨一點

三十分仙逝于菲律賓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

六高齡，老成凋謝，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

訂七月二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出殯荼毗

于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

悼，以盡鄉誼。

林貽錐丁母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福利主

任林貽錐鄉賢令萱堂林府張瓊綿老伯母，不

幸于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

午二時五十分壽終于家鄉柳山村本宅，享壽

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

停柩于家鄉柳山村本宅，擇訂于七月一日上

午出殯。

本鄉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鄉

誼。

蔡天券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蔡天券老先生（石

獅市祥芝鎮祥漁村頂后斗美）亦即蔡志振、

躍品令先尊，即邱玉賢令夫君。不幸於二○

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時三十分，壽終

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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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PRIMROSE

靈堂。擇訂七月二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

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盧遠額喪偶
旅菲沙美同鄉會訊：本會鄉親盧遠額

鄉賢令德配，盧府王燕妮太夫人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廿五日壽終內寢於家鄉，享壽

六十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家

鄉，擇訂於七月一日(星期五)出殯。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中正學院線上體育訓練不懈
女將不讓鬚眉出征實體競賽 施惠敏等交出輝煌亮麗成績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隨著全世界開始逐

漸恢復常態，體壇近幾個月來，也從線上虛

擬活動過渡到現場實體比賽。

在許多全國、地方和校際體育比賽中, 

本校女運動員表現非常出色，顯見她們確實

略勝他人一籌。

無可否認，在年輕的華人運動員中真正

出類拔萃的，是一名即將進入本校12年級的

學生， 她的名字叫施惠敏(Mishka Sy)。在過

去的兩個月裡，她在三場全國和地方游泳比

賽中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績。

她最近參加的一次比賽是2022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教育部在伊朗( Iloilo )市，由「學

習者支持服務局」和學校體育部門所舉辦的

「全國體育邀請賽National Invitational Sports 

Competition」。在比賽中，施惠敏獲得了三

枚獎牌如下：

金牌：200米仰泳

銀牌：100米泳

銀牌：200 個人混合泳

該項比賽是菲律濱將於 2022 年 11 月

主辦的「第12屆東盟學校運動會12th ASEAN 

School Games (ASG)」 的資格賽。人們當記得

三年前2019年，施惠敏代表本國在印尼亞三

寶壟Semarang舉辦的「第11屆東盟學校運動

會」獲得了銅牌。 她希望這一次能為國家帶

來更多的獎牌。

她的第二場比賽是 5 月 27 日至 29 日，

在馬尼拉黎剎紀念運動場舉行的「 2022 年

菲律賓全國年齡組游泳錦標賽2022 Philippine 

National Age Group Swimming Championships」

期間，這位年輕的游泳運動員贏得了六枚獎

牌如下：

金牌：200米 仰泳

銀牌：100米 仰泳

銀牌：50米 仰泳

銀牌：200米 個人混合泳

銅牌：50米 自由泳

銅牌：100米 自由泳

更早之前，就是5月11日，在描仁瑞拉

Valenzuela市舉行的「國家首都地區- 區域選

拔賽NCR  Regional Tryouts」 中，她摘下了四

項賽事的全部金牌如下：

金牌：50米 仰泳

金牌：100米 仰泳

金牌：200米 仰泳

金牌：200米 個人混合泳

施惠敏確是游泳池畔的神奇，是菲律濱

游泳運動中下一顆最耀眼的明星。

為迎接2022-2023學年可能舉辦的體育賽

事，全國最大的女生運動員體育聯盟「全國

女子大學體育協會Women's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WNCAA)」，於2022年5月

間舉辦了數場線上體育競賽，本校其他女生

運動員也同樣表現出色。

本校中學女子藍龍籃球校隊在5月28日舉

行的線上籃球技能競賽(中學組)中獲得銅牌。

代表學校參加競賽的有以下12年級學

生：林欣茹(Bonie Marylene M. Solis)、杜琴琴

(Quinn Kacey B. dela Rosa)、瑪莉(Aloha Marie P. 

Betanio) 和施玲玲(Ara Sophia S. Cruza)。

在該體育協會舉辦的另一項賽事中，十

年級學生林嘉儀(Jenevieve Lopez Lin)也獲得

「2022年線上品勢跆拳道比賽--中學女子棕帶

組( Poomsae Taekwondo Competition 2022--High 

School Female Brown Belt Category)」銅牌。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是這個體育聯盟中

唯一獲得獎牌的華人運動員。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一項活動是，由教

育部舉辦，以 Milo 能量飲料為主要贊助商

的「Palarong Pambahay」，展示了來自菲律

濱700多所公私立學校的2000多名年輕菲運動

員。

這項校際多項運動的線上體育賽事於5月

21日至22日現場直播，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平

台，即使在家也能繼續他們的冠軍之旅。

「Palarong Pambahay」展示了年輕學生

運動員的勇氣，也證明了家長、教練和老師

對孩子冠軍夢想的堅定支援。來自公私立中

小學8項不同運動的決賽選手參加了比賽。儘

管大流行阻礙了大多數實地活動，但該活動

證明了菲律賓冠軍精神和Bayanihan的獲勝文

化。 

其 中 ， 小 學 三 年 級 學 生 蔡 華 莉 M a r i e 

A.Obiena，在女子10至12歲年齡組的「高速高

膝和握毛巾奮力跳躍speed high knees and jump 

towel slam」項目中獲得金牌。這個小女孩

是世界排名第六的撐桿跳高運動員蔡華強EJ 

Obiena的堂妹。

以上所提的這些女運動員也許現在還很

年輕，但她們將會是菲律賓體育的未來。她

們會在中正學院留名，是因為她們的技能是

在本校求學期間培養出來的。

由此可見，本校中正學院是一所旨在培

養不僅學業優秀，而且全面發展的公民 ，

學生的才能和技能可以得到發展和支持的學

校。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訊：在這個尋
找生存之道，更別說過上體面的生活、越來
越難的艱難時期，人們往往會付出更多的努
力來賺取額外的現金，以增加他們的固定收
入，譬如通過加班，或者只是兼職。從而達
到兩全其美的需求。人們被生活所逼不得以
成為“工作狂”。

施氏幹才研習中心於2022 年 6 月 11 日
舉行的一次定期虛擬會議上，討論的中心是
關於“工作狂” 的話題，一位長期施氏幹才
的學員在會議上提起―個問題…“在當今嚴

峻的經濟形勢下，由
於大流行和世界某些
地區持續的戰爭而加
劇，你需要至少有兩

三份工作才能維持你和你家人的日常需求，
這種工作的態度値得嗎”

根據最近的研究，成為工作狂正在迅速
成為當今的常態，而不是例外。考慮到我們
許多人正在經歷的經濟苦難和艱辛，有人可
能會問，我們真的需要成為一個工作狂才能
讓我們成為家庭的好提供者嗎？

所有施氏幹才學員都宣布，被貼上工作
狂的標籤是不好的，因為除了會破壞您與親
人的關係外，還會對一個人的心理、身體和
情感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施氏幹才學員都同意，員工盡最大努力
完成雇主的期望並沒有錯，但變成工作狂是
不應該去想的。然而，有些情況需要一個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來完成一項任務。

但是勤奮的人和工作狂有區別嗎？一
位施氏幹才學員這樣說：“勤奮的人是願意
在一天或一周內加班，但仍有空閒時間與家
人和朋友在一起，並參與各種社交活動的
人。”

施氏幹才一位委員強調，一個人所需要
的是懂得管理時間和工作量的技能，並學習
如何分配任務以避免過度勞累並減輕可能對
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的壓力。

另一位施氏幹才學員表示，過於沉迷
於工作，一旦沒有工作就感到焦慮和沮喪，

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和精神不安全
感，他強烈建議人們應該知道如何在兩者之
間取得適當和正確的平衡工作和放鬆自己。

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賺取更多，最重要
的是，一旦你生病了，你的努力就會付諸東
流。無論您從工作狂中節省了多少，都不足
以支付您的醫療費用。

我們應該始終牢記，工作狂遭受重大健
康問題的情況並不少見，其中可能包括壓力
引起的疾病、慢性疲勞和高度焦慮。因此，
施氏幹才學員在討論結束時被提醒，健康和
家庭應始終放在首位，任何過度都是壞事。
必須記住，任何事情都應該適度地做，並確
保保持和維持平衡的生活。所以施氏幹才不
認為『工作狂的果汁值得擠壓』。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主持的教育講座
『工作狂的果汁值得擠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