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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日） 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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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  告
李永芳

逝世於三月十二日香港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212-HYACINTH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七日上午九時

許詹美
（石獅山腳鄉）

逝世於五月九日
現 設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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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
HELENIUM）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李劍標
（晉江紫帽浯垵）

逝世於五月十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IMP. STANDARD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蔡陳淑珠
（晉江金井塘東）

逝世於五月十一日
現停樞於家鄉殯儀館
出殯於五月十七日

張芳薇
逝世於五月十一日
設靈於聖國殯儀館二０二靈堂
出殯於五月十五日上午八時

陳錦清
逝世於五月八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
出殯於五月十二日上午八時

許呂鳳玉
（晉江科任）

逝世於五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施養燦
（石獅林邊）

逝世於五月十二日
設靈於石獅林邊本宅
出殯於五月十六日上午

黃麗珍
（南安侯垵鄉）

逝世於五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1-312-313靈堂
出殯於五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

郭芳補捐
后溪同鄉會

旅菲晉江后溪同鄉會訊：本會副監事

長郭芳補鄉賢令尊郭振須老先生不幸與世長

辭，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

哀榮。

郭芳補鄉賢事親至孝，樂善好施，守

制期間，仍不忘社會公益，特捐本會菲幣三

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行，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許鍾鑫家屬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許顧問鍾鑫鄉賢（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梧坑

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凌晨一

時四十三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三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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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僑社慈善福利，為

人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守制不

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二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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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龍窟同鄉會福利

旅菲龍窟同鄉會訊：本會龔名譽顧問

詩榜老先生（原籍石獅永寧沙堤），不幸於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壽終於

菲律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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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畫哀榮！

其哲嗣等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

先人生前熱心公益，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

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

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王海真捐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王當然委員海真學長令尊王朝冠老先生，不

幸于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農曆三月十三

日)上午八時壽終正寢（大陸南安金淘鎮中

心村），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

期間,不忘公益，特撥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

福利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

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李朝暉丁憂
旅菲洋山寶塔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

長李朝暉鄉賢令尊李永芳老伯，不幸于二0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十一時，壽終于香港東區

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靈體經荼毗于香港火葬場，靈骸已於

日前運抵菲律賓，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Hyacinth 靈

堂，擇訂于5月17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

殯，安葬于甲美地岷尼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變，

籍表哀悼以盡鄉誼。

劉振聲、劉振偉丁母憂
菲律濱放勳堂聯宗總會訊:本會劉副理

事長振偉宗長、劉調查主任振聲宗長令慈侯

府黃太夫人諡麗珍（南安市侯垵鄉）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晚十時，壽終内寢，享壽

積閏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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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 311-312-313靈堂。擇訂五月

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荼毗於聖

國殯儀館聖樂堂。本會爰訂於五月十九日(星

期四)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族祭致奠禮。

凡我會職會員，屆時務希前往參加族祭及執

紼，以表哀思，而盡宗誼。是荷

蔡旭鵬丁祖母憂
菲律濱錦東同鄉會訊：本會鄉親蔡旭

鵬鄉賢令祖慈蔡陳淑珠太夫人，不幸於二○

二二年五月十一日壽終內寢，享壽一百零二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樞於家鄉

殯儀館。擇訂於二○二二年五月十七日（星

期二）出殯。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李朝暉丁憂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本

會李顧問朝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先生（石獅

市永寧鎮洋厝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於香港東

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靈體經荼毗於香港火葬場，靈骸

巳經航空抵達菲律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HYACINTH靈堂，擇訂五月十七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

墓園。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張芳薇老師逝世
菲律濱太極拳研究學會訊：本會資深

優秀太極拳張芳薇老師，不幸於二０二二年

五月十一日，因病逝世，寶婺星沉，哀悼同

深，現設靈於聖國殯儀館二０二靈堂，擇訂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殯儀館。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許培育培生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許培育、培生、

玲玲、鳳鳳、麗明、麗娜賢昆玉令先慈，亦

即故僑商許孫添令德配—許府呂太夫人諡鳳

玉（晉江市科任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三日下午三時二十九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九十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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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擇訂五月

二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殯安葬于恆安

紀念墓園。

施良城丁憂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施

理事良城學長令先尊—施養燦老伯父，不幸

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十時三十分，

往生極樂世界，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三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設靈於石獅市林

邊本宅。擇訂五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出

殯引撥荼毗于石獅市永久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已電馳慰唁並致上花圈悼

念。施良城學長孝思純篤，必定哀痛越恆，

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以表哀

思，而盡窗誼。

李朝暉丁憂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李

名譽顧問朝暉學長令先尊李永芳老先生（石

獅市永寧鎮洋厝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於香港東

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靈體經荼毗於香港火葬場，靈骸

已經航空抵達菲律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HYACINTH靈堂。擇訂五月十七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

墓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悼念，李朝暉

學長孝思純篤，必定哀痛越恆，勉其節哀順

變，並襄理飾終事宜。以表哀思，而盡窗

誼。

李朝暉丁憂
晉江一中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會李副

監事長朝暉學長令先尊李永芳老先生（石獅

市永寧鎮洋厝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於香港東

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靈體經荼毗於香港火葬場，靈骸

已經航空抵達菲律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HYACINTH靈堂。擇訂五月十七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

墓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並擬訂

五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在其靈前舉行

獻花祭禮, 敬請各位職會員屆時準時出席參加

獻花祭禮，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劉振聲昆玉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港商劉連和、僑商劉

振聲、振銘、振宏、振成、振偉、真真賢昆

玉令先慈，亦即故僑商侯世蘇令德配—侯府

黃太夫人諡麗珍（南安市侯垵鄉）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晚十時，壽終内寢，享壽

積閏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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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 311-312-313靈堂。擇訂五月

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荼毗於聖

國殯儀館聖樂堂。

李朝暉丁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李

副理事長朝暉鄉賢李永芳老伯父，不幸於二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壽終香港東

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靈軀經荼毗於

香港火葬場，靈灰已經航空抵達馬尼拉，現

設靈堂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擇訂五月

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

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爰訂於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上午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務

希全體理監事踴躍出席參加祭禮及越日執紼

行列，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李朝暉丁憂
菲律濱永寧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

兩會參議委員李朝暉鄉賢令尊李永芳老伯

父，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

時，壽終於香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靈體經荼毗

於香港火葬場，靈骸已經航空抵菲律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 HYACINTH 靈堂，擇訂

於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

葬於甲美地岷尼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李朝暉丁憂
晉江市永和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

會名譽顧問李朝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父，

不 幸 於 二 ○  二 二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十 一

時，壽終於香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靈體經荼毗於

香港火葬場，靈骸已經航空抵達菲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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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甲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陳錦清逝世
菲 律 賓 中 正 學 院 高 中 第 卅 六 屆 初 中

四十一屆級友聯誼會訊:：本會前聯絡主任陳

錦清同學不幸於公元二〇二二年五月八日上

午逝世，享壽六十有五高鹷。寳婺星沉，哀

悼同深。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並已於5月12日上午

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

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李永芳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李朝暉、嫣雅、

錦雅賢昆玉令先尊—李永芳老先生（石獅市

永寧鎮洋厝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

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於香港東區

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靈體經荼毗於香港火葬場，靈骸

已經航空抵達菲律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HYACINTH靈堂。擇訂五月十七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

墓園。

李朝暉丁憂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會文教

主任朝暉宗長令尊李永芳宗老先生，不幸於

二○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壽終香港

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靈軀經荼毗

於香港火葬場，靈灰已經航空抵達馬尼拉，

現設靈堂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擇訂五月

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

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藉表哀思，以盡宗誼。

李朝暉丁憂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監事長

李朝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父，不幸於二

○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壽終於

香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靈體經荼毗於香港火葬場，靈

骸已經航空抵達菲律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HYACINTH靈堂。擇訂五月十七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

墓園。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5月15日)播放精彩節目
黃溪連大使和菲付外交部長拉扎羅簽署中國援馬拉維消防車項目
菲 律 濱 唯 一 的 華 語 電 視 台 — 《 菲 中

電 視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 日 （ E V E R 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72頻道）播

出。

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

中電視台》FACEBOOK頁面上進行直播。也

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

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

（包括新舊節目）。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

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

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

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菲中電視台》本週日（5月15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5月4日，中國駐菲律賓使館舉辦五四

青年節主題為「不負青春韶華 助力中菲友

誼」B-I中菲友誼大橋騎行活動。

二．5月1日上午，由菲律賓中國洪門

進步黨總部榮譽理事長陳德順、康樂主任施

文桓捐獻的愛心濟貧食品在岷市百閣 1128 

Enriquez Street 進行。

三.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和菲外交

部副部長拉扎羅代表各自政府簽署中國援菲

律賓馬拉維消防車項目立項換文。

四.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通信資訊

部、移民局總部、國家警察總局、國家消防

總局等多個菲律賓政府部門。

五．5月5日，中國駐達沃總領事黎林出

席總領館向達沃市學生捐贈愛心書包儀式。

六．5月5日，菲律賓慈濟志工前往計順

市菲律賓國立大學附近5月2日發生火災的現

場作緊急物資發放。

七．5月5日，閃電達 (Flash Express) 公司

旗下菲律賓公司舉行首批新車交付儀式。

八.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眾議長以及

工商部、內政部等多個菲律賓政府部門。

九. 5月10日下午，菲華各界聯合會接待

菲律賓中國留學生聯合會一行人蒞訪。

十. 菲律賓中正學院校友總會青年組于

4月30日至5月1日成功舉辦兩天團隊建設活

動。

十一. 5月4日下午，商總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熱烈歡迎菲安徽商會張俊清會長一行蒞

訪。

十二．4月24日上午，由菲律賓中國洪門

進步黨總部副理事長戴國安捐獻的愛心濟貧

食品在泉州公會樓下進行。

十三. 4月27日，以時裝設計師 Christine 

Lam 為首的業界頂級設計師，在馬尼拉岡田

酒店舉辦主題為」春季白日夢」 的時裝秀和

慈善晚會。他們在時裝秀上展示了他們即將

推出的春裝系列！時裝秀以白日夢為概念，

超乎想像的事物映入眼簾，在睜大眼睛的同

時揭示了最深的希望和渴望！

十四. 由柬埔寨王國旅遊部主辦的「柬

埔寨旅遊推介會」于5月3日至7日，在計順市

ARANETA CENTER NOVOTEL 大酒店舉行，

獲得圓滿成功。PTV-4電視台和菲中電視台應

邀擔任媒體宣傳，錄製和採訪工作。現在是

前往柬埔寨旅遊的最佳時機，由于疫情的好

轉，該國採取較寬鬆的政策，只要遊客完成

疫苗接種，抵境後就不用隔離。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AN），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