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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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養獅
（晉江金井山蘇）

逝世於一月十一日
於一月十一日下午五時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吳許腰治
（石獅湖邊）

逝世於一月十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

洪榮萍
（晉江龍湖崙上村）
逝世於一月十一日
於一月十三日上午火化

姚麗珠
逝世於一月六日
一月九日於計順市亞靈頓殯儀館火化
一月六日至十四日七點假線上舉行九天
NEVENA彌撒

王文圃
（金坑東星三落）

逝世於一月九日
出殯日期另訂

施吳金練
逝世於一月十日
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一月十六日

王志泉
逝世於一月十二日
於一月十三日上午七時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吳永康家屬捐
杆頭福利

旅菲石獅杆頭同鄉會訊: 本會吳常務顧

問永康鄉賢不幸於客月仙逝，哲人安仰，軫

悼同深！飾終令典，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永康鄉賢生前熱愛鄉會，關懷公益，其哲嗣

侍親至孝，孝思純篤，秉承先尊遺志，不忘

行善舉義，特撙節靡費獻捐福利金菲幣參萬

元(三萬元)予本會。仁風廣被，殊堪欽式，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永康家屬捐
石總福利金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企劃

主任吳永康鄉賢，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上午七時逝世於MAKATI MEDICAL 

CENTRAL醫院，享壽六十四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極盡哀榮。

吳企劃主任永康鄉賢生前熱心社會公益

事業，關心本總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

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

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志泉逝世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諮詢

委員王志泉鄉賢（曾任本總會理事），不幸

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十六分壽

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靈體於元月十三日上午七時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施少劍丁母憂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華峰鄉族親施少

劍暨賢昆玉令萱堂施吳金練太夫人，於二零

二二年元月十日壽終內寝於家鄉本宅，享壽

七十有六高齡，婺星韜彩，哀悼同深！現停

柩於家鄉本宅，擇訂元月十六日出殯。本會

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施養獅逝世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華峰鄉族親施養

獅老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一日凌晨零

時五十分壽終於World Citi Medical Center. 享壽

七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因疫

情形勢嚴峻，故一切儀式從簡，靈體已於當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將另

擇吉日奉骸安位於華藏寺。本會聞耗，經函

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王志泉逝世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訊:

本會宣傳主任王志泉同志，於二零二二年元

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八十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因爲

疫情嚴重，一切儀式從簡，靈體已於十三日

上午七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

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緬懷與

軫念！

洪榮萍逝世
旅菲英崙同鄉會訊：本會洪名譽理事長

榮萍鄉賢，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一日子

夜十一時三十二分仙逝於紅衣主教醫院，享

壽七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疫

情期間，一切喪葬禮儀從簡，遺體經於元月

十三日上午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

西文書榮萍善友（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

村——英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一

日子夜十一時三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

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愴悼同

深！疫情期間，一切殯葬禮儀從簡，遺體已

於元月十三日上午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顧

問榮萍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

村——英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一

日子夜十一時三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

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惋悼同

深！疫情期間，一切殯葬禮儀從簡，遺體已

於元月十三日上午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洪顧問榮萍鄉賢（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

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一日子夜

十一時三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

七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疫情

期間，一切殯葬禮儀從簡，遺體已於元月

十三日上午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華社救災基金向颱風「奧德特」災民提供賑濟食品工作告一段落
下一階段工作重點為捐助屋蓋鋅片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華社救災基金訊 : 超強颱風「奧德特」

襲境，橫掃本國中部未獅耶地區和南島棉蘭

佬地區，造成災區滿目瘡痍，哀鴻遍野；到

處房屋摧毀，斷水斷電，通訊完全中斷。災

民紛紛逃離家園，三餐不繼，處境淒涼，令

人不忍目睹。

本基金聞悉災情後，迅速召開特別緊急

會議，由11個成員單位首長共同探討響應救

災工作事宜。大

家一致決定初步撥出3萬份賑濟品，每包

價值400披索，合計1200萬披索。每包賑濟品

內裝有5公斤大米、以及若干速食麵和罐頭沙

丁魚等物資，以第一時間送往重災區，緩解

災民的困境。

中國駐菲大使館為幫助菲政府和民眾應

對災情，也捐贈了價值一百萬人民幣（約800

萬披索）的二萬份食品包，每包裝有5公斤大

米、10罐罐頭食品和10包速食麵等物資。這

批賑濟物資在菲華社會協助下，也已陸續運

往各重災區給災民應急。

在處理以上五萬份賑濟品方面，各當地

商會不辭辛勞，給予全力配合和支持，並在

包裝、運送和分發方面，提供了多方面的協

助和幫忙，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的無私奉獻

和愛心，深值欽佩和表揚，本基金謹此向他

們致以萬二分謝意!

除了以上五萬份價值約2000萬披索的

賑濟食品外，中國政府也捐贈了四百七十二

萬五千公斤大米，亦已持續緊急送往各重災

區，分發給受災民眾。

其他社團也積極響應救災工作，相繼踴

躍捐資捐物。迄今捐贈食品已告一段落。

目前許多重災區的大量房屋完全遭毀，

致使數十萬戶家庭失去家園，無家可歸，被

迫流離他鄉，處境十分淒慘。對此，本基金

特于1月11日（星期二）下午三點，召開特別

會議，除匯報本次發放賑濟品事宜以外，亦

就以上課題提出探討。

經過大家各自提出寶貴建議和交換意見

後，一致決定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將是向

災區捐贈屋蓋鋅片，協助受災民眾修補他們

的受損房屋。

目前已有熱心華商邱允堅主有的Metal 

Exponents, Inc. 踴躍響應，慨捐10箱共七千片

屋蓋鋅片，共值126萬披索，並由華社熱心

志願消防隊和義診善心人士吳身謀大律師主

有的Philippine Span Asia船務公司（Philippine 

Span Asia Carrier Corp.）免費義務運抵武運

災區，由當地菲華商會配合武運省省長黃嚴

輝，分發給當地災民。

另有4250片由Vessel M/V Meridian Queen

義務運送至Siargao災區。然後會陸續安排

5000片運往宿務、5000片運往南禮智，以及

5000片運往黑人地區。

本基金謹此呼籲華社各團體和諸位善心

人士踴躍響應，向災區慨捐屋蓋鋅片或者用

作採購屋蓋鋅片的金額，協助災民修補受損

房屋，讓他們早日有個棲身之所。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

會、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

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成衣紡織廠商會
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濱成衣紡織廠商會訊:本會訂於二O二二年正月二十

日(星期四)晚上八時，召開第七十一，七十二屆第三次理事

會視頻會議，討論會務進展事宜，敬請各位職員下載好Zoom 

Meeting軟件，會議編號及密碼將預先發於微信群裡或個別傳

訊通知，屆時務希全體職員預備準時上網參加，以利會務順

利推展。

菲儲蓄銀行（PS BANK）
惠捐育仁中學助學金

北黎刹育仁中學訊：菲律濱儲蓄銀行（PS BANK）係享

譽菲國金融界著名銀行之一，其資金雄厚，信用卓著，服務

專業，令客戶稱讚，咸認為該行具有一流水平，在全菲實屬

金融巨擘之一。

二○二一至二○二二本學年度，本校又承蒙貴銀行惠捐

二萬比索助學金贈予二位貧寒優秀生，迄今已連續八年了，

熱心教育，造福社會之精神，令人敬仰。

菲儲蓄銀行關懷華校貧寒優秀生，支助其努力向上，做

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激勵其將來是對社會、國家有用之

人才，立意甚佳，可敬可頌。本校特藉報端表揚貴銀行之仁

心善舉，並敬致謝忱！

首都銀行基金會
惠贈育仁獎學金

北黎刹育仁中學訊：本校於二○二一至二○二二本學年

度，再次承蒙首都銀行（METRO BANK基金會）“SHARE 

A GIFT OF EDUCATION”惠贈五名中小學生獎學金五萬元披

索。

首都銀行董事長鄭少堅先生於十多年前即非常注重教育

方案，曾舉辦過多次頒發菲律濱優秀老師獎項和優秀傑出的

菲律濱人士，在菲律濱主流社會受到重視和讚揚。近年來又

配合菲華商聯總會主辦頒發獎、助學金予眾多所華校莘莘學

子，造福華教，澤惠華生，熱心教育，令人敬仰。本校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商總“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
惠捐育仁中學五萬元助學金

北黎刹育仁中學訊：菲華商聯總會推動“挽救華校學生

流失補助金”方案，是在故盧武敏先生擔任理事長任內，配

合由參議委員李榮美先生大力支持下始告成立。為了中華文

化能在菲國傳承永續，華社熱心華教有志之士，踴躍捐獻，

共襄盛舉，實乃華社一大善舉，造福全菲華校莘莘學子，功

在當代，利在千秋，永載菲華文教史冊。

本校二○二一至二○二二本學年度第十七次承蒙商總頒

發五位補助金，共計五萬元本校謹向諸位熱心捐獻之仁翁善

長或社團，以及主辦此項方案的商總諸位領導人敬致謝忱，

並予以表揚。

華語師資造血計畫
即日起接受新生報名
華教中心請各華校

積極推薦高中畢業生
華教中心訊：為了緩解菲律賓華語師資力量不足的問

題，本中心所啟動的華語師資“造血計畫”將於下一學年再

次選派一批學生，前往中國高校進行華文教育專業的本科學

歷學習，歡迎各華校推薦應屆高中畢業生，並向本中心報

名。

缺少華語教師是海外華文教育的“老大難”問題。本

中心於2004年啟動了華語教學師資隊伍的“造血計畫”，爭

取中國有關部門及相關大學為留學生提供獎學金，鼓勵本國

僑領或華社團體解決獎學金之外的其他費用，選派有志於華

語教學的高中畢業生赴中國進行華文教育專業的本科學歷學

習。在本中心有效的後期管理下，“造血計畫”畢業的學生

都能夠在保證學成返回華校至少服務五年。

“造血計畫”啟動至今已經有18個春秋，來自大馬尼

拉、呂宋、米沙鄢、棉蘭老四個地區41所華校的276名學生

前往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廣西師大、北京語言大學、重慶

師大、華北電大、廈門大學、廣東外藝、廣州幼師、江門幼

師、福州幼師等就讀。其中，已學成歸國、毅然投身服務菲

律賓華教事業的有208位，教齡最長者為15年。很多通過“造

血計畫”培養出來的華語教師已經成為所服務華校的骨幹教

師、中文主任、校長。

新時代新變化，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中國國僑

辦的外派教師無法繼續前往海外支教，因此培養本土華語教

師成了“重中之重”，建設本土華語師資力量才是解決師資

力量嚴重不足的根本措施。本中心希望各華校積極宣傳，鼓

勵應屆高中畢業生踴躍報名。

凡有志從事華文教育工作的本國華校中英文應屆高中

畢業生，都可通過所就讀的華校向本中心申請參與華語師資

“造血計畫”。申請必須準備以下資料：1、遞交報名表一

式兩份；2、遞交高中成績單及畢業證書；3、遞交學校推薦

信一式兩份；4、申請者自己書寫的200字以上的陳述申請一

份，內容是自己學習漢語的背景以及赴華學習的目標，可用

中文或英文書寫，必須列印出來並由申請人簽字。

本中心將為錄取者申請中國留學獎學金，其餘費用由熱

心人士贊助。接受獎學金者，到中國就讀華文教育四年本科

專業，不得半途輟學。學成後，必須服務華校（首選服務推

薦學校）至少五年。

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2022年2月15日，各華校收集整理完

申請者的資料後，可與本中心師資部相關人員聯繫。

本中心將於今年3-4月份公佈初選結果。錄取者須與本中

心師資部聯繫，準備後續的報名手續。

旅菲西濱同鄉會
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一月十六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使用視頻（ZOOM）第六十八連

六十九屆第十二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重要事宜。

屆時敬希諸位諮詢委員、常務顧問暨理事，撥冗加入視

頻會議，共策機宜，以利會務之進展。會議的ID與密碼將提

前以短信及微信通知。

文總誠邀陳淑璇醫學博士主講
如何應對一再突變的新冠病毒
全程採用閩南語講解精彩可期
歡迎踴躍參加吸取疫情新知識

文總訊：全球新冠疫情升溫，一再突變的狡猾病毒無所

不在，無孔不入，人心惶惶，無不避之唯恐不及。菲律賓政

府自2020年3月宣布封城以來，無論在各個不同階段，採取

什麼級別的限制，至今已近兩年，似乎沒完沒了，永不見曙

光。當時各行各業一夕之間被迫停頓，停工停班停業停課停

停停….，無所不停，也無所不禁，禁口禁面禁足，禁止不戴

口罩、禁止不配面罩，禁止不勤洗手，禁止不社交距離，禁

止長者幼者不可出戶，禁忌一大堆，也造成苦惱一籮筐，影

響人人日常生活層面，既深且廣。

回首2021 年12 月，當時序進入歲末，疫情也稍有緩和跡

象，人人引頸期盼一年一度的耶誕假期，終可放心出門，自

由自在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的時候，也可和睽違已久，好久不

見的親朋好友歡聚，迎接喜氣洋洋的節日，卻傳出新變異病

毒，又開始蔓延開來，不得不調整步伐，因應一再攪局，危

及人類健康的隱形敵人。

而這一波名為「奧米克戎」（Omicron) 變異病毒的傳播

擴散，完全顛覆傳統的風格，既強勢又快速，變幻莫測，防

不勝防，尤其年幼孩童族群，更容易中「獎」，使不少家長

憂心仲仲，辛苦戒備之餘仍告失守，陷入一場攻防苦戰，比

比皆是。

菲華文經總會有鑑於此，特別邀請菲律賓總醫院，中

華祟仁醫院、仙道示主教醫院等數家大醫院名醫，小兒科專

家、亦為菲華女作家陳淑璇醫學博士 ( Dr. Sioksoan Chan Cua 

) ，百忙中特抽空為僑界主持一場綫上醫學講座，時間為 

2022 年1 月21 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半，歡迎華社各界人士

免費上綫參加，共同參與學習「如何應對一再突變的新冠病

毒？」

此一嚴肅、又迫在眉睫的課題。同時，主講人將即席解

答聽眾的各項相關疑問，全程採用閩南語講解，精彩可期。

敬請大家把握良機出席，並廣傳分享周邊的親朋好友，共襄

盛舉。

（ Zoom Meeting ID: 850 850 1919。Password: covid20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