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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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王燕妮
（石獅沙美）

逝世於六月二十五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於七月一日

林張瓊綿
逝世於六月二十七日
停柩於家鄉柳山村本宅
出殯於七月一日

吳良權家屬
捐菲律濱義孝堂

菲律濱義孝堂訊 ：本會監事長吳良權

昆仲，即吳旺迖、錫忠、依錦、欣欣、仁仁

賢昆玉令先尊，亦即楊麗珠令先夫，不幸于

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午夜十一時二十四分壽

終于UST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

其家屬守制期間，乃不忘公益，尤為關

心本堂，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堂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楊大田、楊良田捐
惠安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訊：本總會楊福利

主任大田、楊文教主任良田令慈，楊府林秀

潤太夫人（亦即本總會故楊榮譽會長海章令

德配），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壽終

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楊大田、楊良田鄉賢孝思純篤，秉承庭

訓，平素熱心社會福利事業，樂善好施，守

制期間，猶不忘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充作

本總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楊大田、良田賢昆玉
捐互勉總社福利金

互勉社總社訊：本總社諮詢委員楊大

田、副監事長良田令先慈楊府林太夫人秀潤

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

十一時廿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

車，一時極盡哀榮。

楊大田、良田賢昆玉平素孝思純篤，謹

遵慈訓，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社福利

事業，痛失親人之時，不忘社團福利，特捐

本總社菲幣叁萬元正充作本社福利用途，守

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事業，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楊大田、良田賢昆玉捐
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

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訊：本會名

譽副理事長楊大田、秘書長良田令先慈楊府

林太夫人秀潤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

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廿分壽終正寢，享壽積

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殯禮之

時，白馬素車，一時極盡哀榮。

楊大田、良田昆仲白手起家，事業有

成，家庭美滿，賢昆玉平素孝思純篤，謹先

慈庭訓，痛失親人之際，不忘社團公益福利

事業，特捐本會菲幣叁萬元正，充作本會福

利金，敬領之時，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楊大田良田賢昆玉
捐忠義堂總堂福利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名譽理事

長楊大田、副監事長良田賢昆仲令先慈，楊

府林太夫人秀潤義伯母，不幸於六月十一日

十一時廿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

星沉南邦，軫悼同深，殯禮之時，白馬素

車，一時極盡哀榮。

楊大田良田賢昆仲事親至孝，幼秉承優

良迸遵慈訓，樂善好施，痛失親人之時，不

忘社團福利事業，特捐本總堂福利金菲幣叁

萬元正，充作本會福利金，敬領之時，特藉

報端，致以申謝。

洪澤欽家屬捐
六桂堂歌詠團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歌詠團訊：本團

原指導員洪澤欽宗長（原籍晉江龍湖崙上村

──英崙），亦即本團原副團長洪蔡麗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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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星南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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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家屬等秉承洪指導員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六桂宗族福利，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

施之美德遺風，雖在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本團之公益福利，特獻捐本團菲

幣伍仟元，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楊大田良田
捐莽原公所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常務顧問楊

大田、副監事長楊良田賢昆玉令慈楊府林秀

潤太夫人（原籍惠安嶼頭鄉），不幸于前日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飾終令典，極其哀榮。其哲嗣繼承令慈

遺志，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

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參萬元充作本會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楊大田良田
捐莽原公所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常務顧問楊

大田、副監事長楊良田同志令慈楊府林秀潤

太夫人，不幸于前日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

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哀

榮。楊大田、良田同志繼承令慈遺訓，樂善

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

特獻捐菲幣參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楊大田良田捐
絲竹尚義社總社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

本總社諮詢委員楊大田、良田同志令慈楊府

林秀潤太夫人，不幸于前日壽終內寢，享壽

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

其哀榮。楊大田、良田同志繼承令慈遺訓，

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

舉，特獻捐菲幣參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楊大田良田
捐九聯福利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

訊：本會名譽理事長楊大田暨顧問楊良田賢

昆仲令萱堂楊林秀潤太夫人於客月以高壽仙

逝，駕返瑤池，歸真蓬萊，鴻福齊天！飾終

令典，白馬素車，花幛層疊，輓聯昭垂，執

紼甚眾，哀榮備至！大田、良田賢昆仲侍母

至孝，為表達軫念並發揚先慈之懿範，特獻

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三萬元，仁風廣被，殊堪

欽佩，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楊大田良田
捐桃園堂總堂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本總堂諮詢委員楊

大田、良田昆仲令慈楊府林秀潤太夫人，不

幸于前日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哀榮。楊大田、

良田同志繼承令慈遺訓，樂善好施之美德，

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參

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文典捐
延陵吳氏福利金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文典宗長令萱堂吳府施玉湖太夫人，不幸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壽終於香港養和醫

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孝思

純篤，秉承庭訓，熱心公益，守制期間，特

撥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福利基金之用。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謹籍報端，以予表揚，

並致謝忱。

王樸丁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南區支部

訊：本支部工商主任王樸大哥家嚴王金鈸義

老伯父，不幸于2022年6月26日晚9點壽終內

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

深，現設靈堂于家鄉占頭村王氏祖厝，擇訂

于吉月1日上午舉行出殯儀式，安葬于家鄉紀

念墓園之原。

 本支部部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

洪誼。

蔡志振 蔡躍品昆仲丁憂
旅菲祥芝祠堂口家族會訊：本會宗長蔡

志振、蔡躍品賢昆玉令尊蔡天券老伯父（祠

堂口西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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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性鑨逝世
旅菲晉江紹德同鄉會訊：本會鄉僑施性

鑨鄉彥(龍寮)，即本會施故永遠榮譽副理事長

遊城暨鄉僑施遊遠、施自然、施海堤洎賢昆

玉令尊，亦即本會鄉僑施金杯、施輝煌令祖

父，不幸於六月廿五日傍晚辭世，享壽八十

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老成凋謝，哀悼同

深！擇訂六月三十日大殮，七月一日上午舉

行中齋祀禮，七月二日上午九點移柩龍寮本

里老人會埕舉行祭奠儀式，旋後岀殯，安葬

於家鄉風水之原！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宋慶齡基金會第二屆文化小大使活動啟動
華教中心鼓勵華校組織學生積極報名參加
華教中心訊：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主辦，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國際交流與合作局、光明
網支持，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
心、海外中國文化中心承辦的“2022中國宋
慶齡基金會‘文化小大使’活動”現於啟
動。本中心鼓勵全國各華校組織學生積極報
名參加。截止日期為7月24日。

2021年6月至2022年2月，首屆中國宋慶
齡基金會“文化小大使”活動成功舉辦。活
動得到來自五大洲32個國家的青少年熱情參
與，衍生活動精彩紛呈，關注熱度不斷攀
升，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反響。本中心推薦的
菲律賓選手成績斐然，是除了中國以外最多
選手獲得“文化小大使”稱號的國家。為進
一步推動文化交流互鑒，促進中外民心相
通，搭建中外青少年線上線下相融合的文化
交流平臺，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啟動2022中國
宋慶齡基金會“文化小大使”活動，期待通
過本次活動產生更多“文化小大使”，為中
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本次活動的對象為：年齡在13歲至16
歲（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之間出
生）的中外青少年。活動的主題為“友誼的
橋梁，文化的使者——我最喜歡的中國藝
術”，鼓勵海內外青少年以視頻形式交流中
華文化、講述精彩故事。申報作品應緊扣活
動主題，內容積極健康，充分展現對中國文
化的理解和熱愛。報送要求如下：

（一）語言要求：推薦使用聯合國六
種工作語言，即漢語、英語、法語、俄語、
阿拉伯語、西班牙語。鼓勵海外青少年使用
漢語，評審時予以加分。（二）視頻時長：
總時長不超過4分鐘。其中，自我介紹與結
尾時長不超過1分鐘，視頻主體時長不超過
3分鐘。（三）視頻內容：1.自我介紹。2.視
頻主體：以“我最喜歡的中國藝術”為主題
創作視頻。可以通過書寫、演奏、表演、制
作等方式展示繪畫、書法、器樂、戲曲、建
築、民間手工藝、服飾等領域的中國藝術，
或講述心中的中國藝術故事。視頻要求內容
豐富、緊扣中國藝術主題、制作精美，有較
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3.視頻結尾：為活動
獻上祝福。（四）視頻要求：視頻需畫質清
晰、畫面穩定，構圖完整，音畫同步。視頻
格式為無壓縮的avi、mov、wmv、mpg等格
式，分辨率為1920×1080，要求橫屏拍攝。
不得使用資料視頻，不得出現水印、商業廣
告和字幕。本次活動將評選“文化小大使”
稱號獲得者30名，並授予證書和獎品；評選
“優秀獎”30名，並授予證書和獎品；酌情
設置人氣獎等其他獎項，並為參加者頒發紀
念證書。活動將在光明網（https://topics.gmw.

cn/node_145214.htm）設立專題網頁，在專題

網頁集中展示優秀作品，並進行網絡投票。

投票時間另行告知。作品將通過初評、終

評、公示三個階段產生各獎項，擬於2022年

12月舉辦頒獎典禮。

參與者應承諾所提交作品為原創作品，

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權、專利權、商

標權、名譽權及其他合法權益。如發現不符

合條件者，主辦單位有權在任何階段單方面

取消其參評及獲獎資格。參與者提交視頻作

品，即視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使

用參賽作品，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對視頻

進行剪輯加工、線上線下宣傳及展示。本次

活動最終解釋權歸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

化交流中心所有。

請各校負責人與本中心考試部副主任蘇

文得聯系（固定電話：82412906或82427860轉

122），領取電子版報名表。參賽者請將視頻

與報名表上交所屬華校，兩者的命名格式皆

為“第二屆文化小大使+學校中文名稱+選手

中文姓名”，壓縮後發送至本中心考試部電

子郵箱（kaoshibu2014@163.com）。恕不接受

以微信形式報送作品。參賽者無須支付任何

費用

《中華旅遊史話》
發表消息

本市訊：菲華著名作家鍾藝先生之新作《中華旅遊史

話》正在“商報·大眾論壇版”陸續發表，全文共十二篇，

即：“三皇”的傳說及遺蹟、炎黃二帝的傳說及遺蹟、堯舜

禹的傳說及遺蹟、夏商周旅遊史話、春秋戰國旅遊史話、秦

朝旅遊史話、西漢旅遊史話、東漢三國旅遊史話、魏晉南北

朝旅遊史話、隋唐五代旅遊史話、宋元旅遊史話、明清旅遊

史話。

據作者透露：這些文章的資料是長期累積而來。近期，

趁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被迫窩在家中的閒情，重新予整理並

發表。作者的目的是：引導讀者們從旅遊的角度重溫中華歷
史。

說起這些資料的收集，有一段“古”：1996年3月15
日，作者應同襟馮潤枝先生的邀請赴“宗聯”會所參加“月
會”，並任講座的主講人。

演講的題目就是“中華旅遊史話”。當時，“宗聯”的
五位常務理事分別是：尤扶西、汪德中、朱新富、許國良、
馮潤枝，陳一匡先生任秘書長。

“宗聯”是菲華十大社團之一，能任該會主辦的“講
座”的“主講人”，作者自然倍感榮幸。由之，十分重視，
事前做了一番“功課”。事後，這些學習筆者一直保存下

來，並隨著歲月有所增添，致有上述的篇章。
依個人計劃，作者有意把《中華旅遊史話》一系列文章

放入第十本新著《書海揚航》之中。
《書海揚航》現已編輯完畢。書分三輯，即：“觀書

文緣”、“學史筆記”和“附錄”。“觀書文緣”收集作
者2021年至2022年發表過的五十篇隨筆；因文章內多引經據
典，所以，取名“觀書文緣”。“學史筆記”收集近年來作
者學習中國文化、歷史的筆記十八篇，它們也都曾在報刊上
發表過。

“附錄”一輯，收集了菲華作者對鍾藝及其著作的評文
章六篇（黃國鵬一篇、王勇四篇、陳剛一篇）。

先此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