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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葉漢壽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101靈堂
擇訂三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時安奉於聖國
聖樂堂，擇吉日再出殯	 	

黃蔡幸君

逝世於三月廿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七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c

訃告
施並忠

（晉江鈔厝鄉）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擇訂三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出殯	 	

陳茂萱

（晉江深滬）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三月廿七日出殯	 	 	

許榮旋

（晉江龍湖秀茂）
逝世於三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二樓八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上午八時出殯	 	

許友清獻捐
菲華體育總會
福利金伍萬元

菲華體育總會訊：本會許友清副理事長

令慈許府李碧良義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三

年三月七日上午吉時四十二分，壽終於紅衣

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許先生孝心純篤，善行天

下，人人敬慕，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之傳統

美德，在守孝期間，不忘社會公益與慈善，

大力支持菲華體育事業的發展，特獻捐本會

福利金菲幣伍萬元。      

本會全體同仁感謝許友清先生的仁風義

舉，慷慨捐輸，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世青菲律賓聯會利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名譽

顧問吳清泉尊夫人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於

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壽

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

典，極盡哀榮。

名譽顧問吳清泉瑤琴風斷，尊夫人生前

如玉之璋，涵養非常，慈悲喜捨之美德。特

獻捐菲幣叁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延陵吳氏福利金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家

常務理事清泉宗長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

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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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撥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基金

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致謝忱。

許友清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常務委員許友

清先生令萱堂許府李太夫人諡碧良，不幸於

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壽終內寢，享壽九十有

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府李太夫人生平熱心公益，樂善好

施，其哲嗣許友清先生孝思純篤，事親至

孝，守制期間，猶不忘善舉，特捐菲幣五萬

元充作本會福利金。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借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委員吳清泉先

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三

年三月四日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吳清泉先生一向熱心會務，今痛失愛

侶，仍不忘公益善舉。特捐菲幣三萬元充作

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借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友清捐旅菲石獅市五社
同鄉會福利及教育基金
旅菲石獅市五社（五星）同鄉會訊：

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許友清，鄉賢友沛、友

錟、友闊賢昆仲令先慈亦即本會故理事長許

紹波鄉賢令德配李碧良太夫人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三月七日上午七時四十二分，壽終於

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越

三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分出

殯，安葬於HEAVENS GATE ANTIPOLO CITY

紀念墓園之原。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

許永遠名譽理事長友清暨友沛、友錟、

友闊賢昆仲幼承庭訓，一向熱心公益，守制

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本會福利金五萬元

菲幣，教育基金五萬菲幣。仁風善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許志強捐旅菲石獅市五
社（五星）同鄉會福利

旅菲石獅市五社（五星）同鄉會訊：本

會許執行副理事長志強鄉賢令先祖慈--許府王

太夫人諡月華老祖伯母（石獅市後花村）於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癸卯年二月初六

日）辭時於家鄉本宅，享壽壹佰晉一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許執行付理事長志強鄉賢一向熱心公

益，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本會福利

金五萬元菲幣。仁風善舉，殊堪欽式，特藉

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蔡永良家屬捐濟陽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會族員

蔡永良宗長月前因病去世，英年早逝，哀悼

同深。家屬在制期間不忘慈善，特捐菲幣一

萬元，作為本會福利基金，謹此致謝，並望

家屬節哀順變。

許友清賢昆仲捐
許氏宗親總會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許建設

主任友清宗長暨友沛、友錟、友闊宗長令

慈，許府李太夫人諡碧良（原籍石獅五社山

上鄉），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上午七時

四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

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友清、友沛、友錟、友闊賢昆仲孝思

純篤，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

間，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菲幣五萬元，婦

女組三萬元，青年組二萬元充作福利用途，

孝道仁風，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石光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副監事

長吳清泉學長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石獅

市湖東路），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

午三時二十二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年

五十八齡。瑤琴風斷，軫悼同深。

吳清泉學長悲痛之後，不忘慈善公益，

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三萬元，作为本会

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

端，予於表揚，並申謝忱。

洪龍生捐
蕭妃（燒灰）同鄉會基金

旅菲蕭妃同鄉會訊：本會洪副理事長龍

生令尊洪我電老先生，不幸於國曆二月八日

壽終於將軍澳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

成凋謝，軫悼同深。公元二0二三年三月七日

上午十時出殯，飾終令典，極盡哀榮。洪副

理事長龍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

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本會紀念基金

（故洪我電鄉賢紀念基金）菲幣二十萬，孝

思純篤，秉承庭訓，殊堪欽式，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許友清捐
菲律濱義孝堂

菲律濱義孝堂訊:本堂副理事長許友清昆

仲令萱堂許李碧良義老伯母，於二O二三年

三月七日上午七時四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

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許副理事長友清昆仲一向熱心社會公

益，關懷本堂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

益，特獻捐菲幣三萬元充作本堂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許友清捐九聯福利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

訊：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許友清同志令萱堂

許李碧良老太君，以期頤高壽於客月仙逝，

慈雲失仰，婺星韜彩，哀悼同深！飾終令

典，白馬素車，花幛層疊，輓聯昭垂，執紼

甚眾，哀榮備至！友清同志侍親至孝，孝思

純篤，為紀念先慈並發揚善舉，特撙節靡

費，撥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守制期間

仍心繫公益，實為難能可貴，本會全體同仁

皆表感恩感謝，並虔誠祈佑老太君功德圓

滿，早登瑤池仙境！

許友清捐
莽原公所福利金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許名譽理事

長友清同志令慈許府李碧良老伯母，於二零

二三年三月七日上午七時四十二分，壽終於

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許名譽理事長友清同志孝思純篤，秉

承令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

益，特獻捐本公所菲幣參萬元充作本公所福

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𧫴藉極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友清捐
大岷北區聯誼會

菲華聯誼會大岷北區分會訊，本會許

副理事長友清同志令慈許府李碧良老伯母，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上午七時四十二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

許副理事長友清同志孝思純篤，秉承令

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益，

特獻捐本公所菲幣參萬元充作本公所福利用

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𧫴藉極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天壽捐
同惠堂福利金

 菲律賓同惠堂訊：本堂中文書主任蔡

天壽昆仲令萱堂蔡府李淑意太夫人，於二零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農曆二月初九，壽終正

寢，於家鄉晉江深滬獅峰本宅。亨壽八十有

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蔡天壽昆仲平素熱心

社會公益，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於

守制期間乃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貳萬元，

添作本堂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欣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沈。

吳清泉捐
菲律濱中國商會

菲律濱中國商會訊：本會常務委員吳清

泉先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壽終於

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星沈，軫悼

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

盡哀榮。

吳清泉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繼承先

人樂善好施之美德，對本會尤甚愛護，守制

期間，悲慟之餘，仍不忘公益福利事業；特

獻捐五萬菲幣，充作本會福利金之用途。孝

道仁風，殊堪敬仰，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邱夷白家屬
捐曾丘總會福利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會會員邱夷

白宗老先生（石獅錦尚村），不幸於三月七

日淩晨零時零五分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六

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其哲嗣賢昆玉

等，秉承令先尊生前樂善好施之遺訓，守制

期間猶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壹萬元作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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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夷白家屬
捐錦尚同鄉會福利

旅菲錦尚同鄉會訊：本會邱顧問夷白

鄉長（石獅錦尚村），亦即會員邱以晏令先

尊，不幸於三月七日凌晨零時零五分壽終正

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駕返道山，哀悼同

深，親友哀悼彌深，設靈期間，弔唁者眾，

殯禮儀典，極盡哀榮，其家屬秉承先人生前

遺愛，守制期間特節省糜費，獻捐一萬元作

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特藉報端，致

以申謝。

李鐵生捐
中國商會武六干省分會

菲律濱中國商會武六干省分會訊：本會

副監事長李鐵生令尊李耀民先生，不幸於二

○二三年三月十二日（星期天）凌晨五時零

六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六十一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

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李副監事長鐵生先生事親至孝，秉承令

尊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

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五萬元充作本會福

利用途，似此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借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菲律賓義烏商會

菲律濱義烏商會訊：本會顧問吳清泉先

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三

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

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

哀榮。

吳清泉先生平素一向熱心社會公益事

業，樂善好施，在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

舉，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一萬元，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申謝忱。

吳清泉捐華人區
義診中心醫藥金

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訊：本中心保管

主任吳清泉先生令德配何晶晶夫人，不幸於

二０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五時廿二分，壽終

於崇基醫院，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吳清泉先生熱心公益，痛失愛侶，仍不

忘公益善舉，特捐本中心菲幣二萬元充為本

中心醫藥補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友清獻捐商總
 華生流失金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 本會財經主任許友清

令慈許府李碧良老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三

年三月七日仙逝，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

許友清主任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親

至孝，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發揚

善行義舉。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猶不

忘公益事業，尤其對文教工作，更是關懷備

至，特獻捐本會菲幣十萬元，充作華生流失

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福建商會
納卯分會福利金

菲律濱福建商會納卯分會訊：本分會

吳指導員清泉先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

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

吳指導員清泉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

關心本分會，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會慈

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分會充作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

申謝忱。

洪泰山捐
香港商會福利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本會秘書長洪泰

山先生令尊夫人洪府林淑端女士，不幸於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淩晨壽終於紅衣主教醫

院，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白馬

素車，哀榮備至。

洪泰山先生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者

番遭逢斷弦之痛，仍不忘慈善為懷，特獻捐

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清爽捐
永和三鄉聯誼會

 旅菲永和古厝、錢倉、茂峰三鄉聯誼會

訊：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旅

菲茂峰三鄉聯鄉會假座東海皇宮隆重舉行新

屆職員就職典禮。慶典會場隆重莊嚴，賓主

暢談言歡、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好格局。慶典

盛況空前、熱烈非凡。慶典活動取得了圓滿

的成功。本會陳常務顧問清爽鄉賢榮膺新屆

理事長，在慶典之際仍不忘公益福利事業，

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

義舉，值得欽佩，予以表揚，並致以誠摯的

謝意。

蔡爾求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蔡天賜，僑商蔡

爾求，爾偉，爾念，爾筍，爾立，爾德，爾

栽，爾祈賢昆仲令慈，亦即故僑商蔡敦塗令

德配蔡府吳太夫人諡素華（晉江市東石鎮洋

宅村）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廿一日晚上八

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IUARIUM 301-GUMAMELA靈

堂，擇訂三月廿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

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黃文獻遺孀逝世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故名

譽副理事長黃文獻老先生令德配，黃府蔡太

夫人諡幸君，亦即黃柏凱副理事長令慈，不

幸於二○二三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六時半，壽

終內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七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

殯，在巴示火化堂荼毗。

本會爰訂於三月廿五日（星期六）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吾職員會

務希準時齊集殯儀館參加儀式。及越日送殯

行列，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柯躍安逝世
菲律濱晉江羅山金塘同鄉聯誼會訊：

本會柯常務理事躍安鄉賢，不幸於二○二三

年三月廿一日壽終於岷市崇仰醫院， 享壽

六十二齡。訂三月廿四日（星期五）上午在

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H座靈

堂設靈，越日三月廿五日（星期六）上午七

時在巴示火化堂舉行荼毗。將另訂期返故鄉

安奉。本會同仁除同家屬表達慰問，並襄理

飾終有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