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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吳玉湖
（福建晉江）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訂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於香港殯儀館
一樓基恩堂設靈
出殯於六月一日上午十一時

李王婉卿
（晉江池店新店）

逝世於五月三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 S A N C T U A R I U M  2 0 9 -
MAGNOLIA）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八時

訃  告

林蔡碧瑜
（晉江金井坑口村）

逝世於四月三十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十時

蔡該得
(金井塘東)

逝世於四月二十六日
停柩於塘東本村家宅
出殯於五月八日

莊鄭淑珠
(惠安東園埭柑)

逝世於四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LIS）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丁火滿
逝世於四月十日
停柩於家鄉江頭村本房玉愧丁公祖厝
出殯於五月八日

陳華國
逝世於五月四日
停柩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2-
ROSE GARDEN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二日

洪秀聰
（晉江龍湖燒灰村）

逝世於五月二日
停柩於將軍市FREEDMLIFE CHAPELS
殯儀館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九時

蔡許素治
（石獅大崙鄉陳厝份）

逝世於五月三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下午二時

施釗鏢
（晉江龍湖南庄）

逝世於五月二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九時

李王婉卿
（晉江池店）

逝世於五月三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9-MAGNOLIA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八時

陳戴淑華
（福建南安梅山官園）

逝世於五月二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二樓C座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九時

郭振須
（晉江龍湖后溪）

逝世於五月五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七時

黃其昌
逝世於五月二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04-AMBROSIA靈堂
出殯於五月八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許鍾鑫家屬
捐洪門聯合總會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名

譽理事長許鍾鑫大哥不幸于二0二二年一月

三十日淩晨一時四十三分逝世於崇仁醫院，

哲人其萎，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

許鍾鑫大哥平素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

施，貢獻良多。

其哲嗣秉承遺志，孝思純篤，居喪期

間，不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

本總會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謹

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鍾鑫家屬捐洪門
近南學校校董會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本會

榮譽董事長許鍾鑫大哥不幸于二0二二年一

月三十日淩晨一時四十三分逝世於崇仁醫

院，哲人其萎，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許鍾鑫大哥平素熱心社會

公益，樂善好施，貢獻良多。其哲嗣秉承遺

志，孝思純篤，居喪期間，不忘公益善舉，

特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總會福利用途，孝

道仁風，殊堪欽式，謹籍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捐
英林洪氏家族總會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本會龔名譽

顧問詩榜宗長（原籍石獅永寧沙堤），不幸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壽

終於菲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積閏九十

有九高齡。德星遽殞，惋悼同深！越四月

十九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

園之原。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

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宗族慈善福利，為人

急公尚義、慷慨豪爽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

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

利，特獻捐本會菲幣壹萬元，充作福利金之

公益用途。義舉仁風，殊堪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捐
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龔

名譽顧問詩榜善友（原籍石獅永寧沙堤），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

分，壽終於菲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積

閏九十有九高齡。老成凋謝，愴悼同深！越

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馬尼拉紀

念墓園之原。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其哲嗣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

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善福利，為人

急公好義、虔誠護持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

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

利，特獻捐本會菲幣壹萬元，充作福利金之

公益用途。義舉仁風，殊堪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捐
英園鄉會福利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本會龔名譽顧問詩

榜宗長（原籍石獅永寧沙堤），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壽終於菲

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九高

齡。庚星失輝，愴悼同深！越四月十九日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園之原。

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

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鄉族慈善福利，為人

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

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

利，特獻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

公益用途。義舉仁風，殊堪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鍾鑫家屬捐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訊：本商會執行副理

事長許鍾鑫先生於前月逝世，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

極其哀榮。其哲嗣繼承先尊遺志，樂善好施

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

捐菲幣貳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举，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鍾鑫家屬捐
進步黨總部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 本總部

許名譽理事長鍾鑫大哥，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日淩晨一時四十三分，逝世於崇仁

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谢，轸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居喪期

間，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五萬元充作本總

部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捐
英華同鄉會福利

旅菲英華同鄉會訊：本會龔名譽顧問

詩榜老先生（原籍石獅永寧沙堤），不幸於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壽終

於菲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

九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四月十九

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園之

原。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

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鄉族慈善福利，為人

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

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

利，特獻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

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
捐英井鄉會福利

旅菲英井同鄉會訊：本會龔名譽顧問詩

榜宗長（原籍石獅永寧沙堤），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壽終於菲

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九高

齡。星沉南邦，惋悼同深！越四月十九日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園之原。

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等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

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鄉族慈善福利，為人

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

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

利，特獻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

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

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捐
永中校友會福利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咨詢委員

龔詩榜鄉賢，于二0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點

三十分，壽終于菲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

極其哀榮。龔詩榜鄉賢家屬，守制期間，不

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

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

予以表揚，併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
捐永中校董會福利

菲律濱永寧中學校董會訊：本會董事龔

詩榜鄉賢，于二0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點

三十分，壽終于菲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

極其哀榮。龔詩榜鄉賢家屬，守制期間，不

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

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

予以表揚，併申謝忱。

龔詩榜家屬捐
石總福利金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諮

詢委員龔詩榜鄉賢，不幸於四月二日凌晨四

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九十有九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極盡

哀榮。

龔諮詢委員詩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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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事業，特撥出菲幣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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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良輝逝世
菲律濱梧林同鄉會訊：本會蔡副監事

長良輝鄉賢（晉江市梧林鄉）即本會蔡常務

顧問良圻鄉彥令胞兄，亦即蔡副理事長椏榕

暨蔡理事椏楠、椏源、椏森、偉順、偉廉、

偉萬令先尊，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五日

上午七時二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

壽八十有二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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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HYACINTH靈堂。擇訂

五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

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人持函電慰唁，表示

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其

哲嗣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

禮，望陽眷属人等節哀順變。爰訂五月十日

（星期二）下午七時三十分在靈前舉行鄉祭

致奠禮，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陳華國逝世
菲華志願消防隊總會訊：本會淡描戈

市菲華志願防火會(Tabaco Chinese-Filipino 

Volunteer Fire Brigade,Inc.),前當然副會長今

理事陳華國老先生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五月

四月晚十一時,壽終于BGC St.Luke醫院,享壽

七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于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2-

Rose Garden)靈堂,五月八日(星期日）移靈美

骨區(Bicol),擇定五月十二日（星期四）出殯

Tabaco. 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華國逝世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名譽

委員陳華國宗長，亦即媯汭美骨分會主席

陳華民宗長令兄，不幸於二O二二年五月

四日夜晚十一時，壽終於BGC ST.LUKE 醫

院，享壽七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停柩設靈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

五月八日(星期日)將由菲航班機移靈美骨

(BICOL)。擇定五月十二日(星期四)，出殯於

TABACO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節哀順

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郭芳補丁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南區支部

訊：本支部外交副主任郭芳補大哥令尊郭振

須義老伯父，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五月五日零

點十五分與世長辭，享壽六十有吉。現設靈

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列殯儀館206靈

堂，擇訂五月八日上午吉點出殯火化于埾國

聖樂堂。

本支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洪誼。

陳耀煌喪偶
菲律濱官園陳氏家族會訊：本會執行副

理事長陳耀煌族長尊夫人陳戴淑華（原籍南

安官園），亦即本會財政主任維雄、理事維

堅、鎮安、維君、會醫維瑩賢昆玉令萱堂，

不幸於公元二○二二年五月二日下午十時卅

分，病逝於光坦紀念醫院，享壽八十有六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C座靈堂。擇訂

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奉於

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陵園之原。

和記（巴示）訊：僑商陳耀煌先生令

德配，陳府戴夫人諡淑華（原籍福建南安梅

山官園），亦即僑商陳維雄、鎮安、維堅、

維君、維瑩賢昆玉令慈，不幸於公元二○

二二年五月二日下午十時卅分，病逝於崇基

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二樓C座靈堂。擇訂五月八日（星期日）上

午九時出殯，安奉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陵

園之原。

戴淑華逝世
菲律賓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一屆春風級友

會訊：本會級友戴淑華同學，不幸於二0二二

年五月二日（星期一）晚九時五十六分，壽

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已於五月三日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巴示殯儀館(PAZ ARANETA, CHAPEL C)，

擇訂五月八日（星期日）安葬於MANILA 

MEMORIAL COLUMBARIUM,  SUCAT, 

PARANAQUE。本級友會聞耗，經已致電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施清溪昆玉丁憂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施仲裁主任清溪鄉賢暨鄉僑清白、清劇、

清省賢昆玉令尊施釗鏢老先生（原籍晉江巿

龍湖鎮南莊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

日凌晨三時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一０室

(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於五月

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恆安

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同時並致贈花圈，藉表哀思，聊盡

鄉誼。

陳耀煌喪偶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副秘書長

陳耀煌昆仲令德配陳府戴淑華誼嫂，不幸於

二○二二年五月二日晚十時三十六分病逝於

光坦紀念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二樓C座靈堂，擇訂於五月八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出殯，安奉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

墓園之原。

本總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思，而盡堂

誼。

郭振須逝世
和記訊：僑商郭振須先生（原籍晉江

龍湖后溪村）亦即僑商郭芳補、燕煌、燕芬

賢昆玉令尊，於二○二二年五月五日凌晨

零時十五分壽終正寢，享壽六十七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

FREESIA）靈堂。擇訂五月八日（星期日）

上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施釗鏢逝世
菲律濱晉江南莊同鄉會訊：本會諮詢委

員施釗鏢先生，亦即本會名譽理事長施清溪

令尊，不幸於二○二二年五月二日凌晨三時

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

靈堂。

擇訂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施釗鏢逝世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理事施釗鏢宗長

(執中) ，即族親施清白、清溪、清劇、清省

暨賢昆玉令尊，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日凌晨

三時三十分壽終正寝，享壽九十有高齡，哲

人安仰，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

靈堂，擇訂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

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

宜。

旅菲執中聯誼會訊：本會理事施釗鏢鄉

賢(南莊) ，即本會副理事長施清溪暨鄉僑施

清白、施清劇、施清省賢昆玉令尊，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壽終正寝，

享壽九十有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五月八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

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林樹松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林樹松令德配，林府蔡碧

瑜（秀晟）太夫人（原籍晉江金井坑口村）

於二○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凌晨四時三十分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

CALADIUM）靈堂。

擇訂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