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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林建霖

（晉江市西濱鄉）
逝世於九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tuarium 306-FIR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七時

陳挺裔
逝世於九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202靈堂
擇訂九月廾四日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黃莉莉
（石獅西岑）

逝世於九月十七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 國 殯 儀 館 樓 下 1 0 2 靈 堂 （ R o s e 
Garden, Sanctuarium, QC）
出殯於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

許經倫
（晉江龍湖燒灰）

逝世於九月十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
廈樓下二號靈堂
出殯稚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    

李逢川
（永寧岑兜村）

逝世於九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

施雅儒（南安金溪鄉）

逝世於九月十九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殯儀館（Sanctuar ium 301-
Gumamela）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 

施李秀琴家屬
捐金曾同鄉會

旅菲石獅金曾同鄉會訊：前港鄉施李秀

琴太夫人於客月長辭人間，駕返瑤池，寶婺

星沉，哀悼同深！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太夫人畢生賢惠，母儀足式，懿範

堪欽，其哲嗣繼承先慈遺志，守制之期仍不

忘行善，特獻捐菲幣伍千元予本會作為福利

金，仁風廣被，殊堪欽佩，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枕！

施李秀琴家屬
捐杆頭同鄉會

旅菲石獅杆頭同鄉會訊：前港施李秀琴

太夫人於客月與世長辭，駕返仙境瑤池，其

生前樂善好施，濟貧扶弱，關懷社會，熱心

助人，廣受鄉鄰敬重！其哲嗣繼承發揚先慈

淑德，守孝之期猶心繫公益，特獻捐菲幣伍

千元予本會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枕！

施李秀琴家屬
捐衙口同鄉會

菲律濱晉江衙口同鄉會訊：前港施李秀

琴太夫人畢生仁慈，端莊賢淑，關懷社會，

熱心公益，芳名遐邇，惜於客月辭世，婺星

韜彩，軫悼至深！其哲嗣侍親至孝，不忘先

慈訓誨，特撙節靡費，獻捐菲幣伍千元予本

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式堪崇敬，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枕！

曾莊美娥家屬捐曾丘總會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會會員故曾

煥審宗老先生令德配曾母莊夫人諡美娥（晉

江內坑東宅）不幸於七月廿日仙逝，享壽

七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懿德昭垂，其哲

嗣等秉承先人生前樂善好施之遺訓，關愛宗

族福利事業，守制期間，猶不忘公益，特獻

捐菲幣一萬元充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曾莊美娥家屬
捐安海內坑曾丘聯鄉會

旅菲安海內坑曾丘聯鄉會訊：本會曾故

顧問煥審鄉賢令德配曾母莊夫人諡美娥（晉

江內坑東宅）不幸於七月廿日仙逝，享壽

七十有二高齡，鶴駕西歸，軫悼同深，殯禮

之日，飾終令典，備極哀榮。

其家屬秉承遺訓，不忘鄉梓福利，特

捐本會菲幣一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施李秀琴家屬
捐執中聯誼會

旅菲執中聯誼會訊：前港鄉施李秀琴太

夫人平素從善如流，關心社會，關懷人群，

芳名遠播，慟於客月仙逝，慈雲失仰，愴惜

彌深！其哲嗣侍親至孝，牢記先妣遺訓，特

獻捐菲幣伍千元予本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

義舉，式堪崇敬，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枕！

郭漢民捐
洪門竹林總團福利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

總團諮詢委員郭漢民大哥令萱堂郭府施氏佩

霞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五日仙

逝.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

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郭漢民大哥事親至孝，閭里同欽.孝思

純篤，秉承庭訓，樂善好施，守制不忘公益

事業，特捐獻本總團陸萬菲幣，西黑省分團

壹萬元、碧瑤分團壹萬元、大岷北區分團壹

萬元、怡朗分團壹萬元、西棉分團壹萬元、

拉允隆分團壹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善

行，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顏建成捐
世青菲律賓聯會福利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常

務委員顏建成令先慈曾滿意太夫人（深滬鎮

坑邊顏厝）於二0二二年九月十日（農歷八

月十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與世長辭，享年

九十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建

成賢昆玉，幼秉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之美

德，孝思純篤，熱心社會公益，守制期間，

仍不忘公益慈善，特獻捐菲幣伍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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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港施李秀琴家屬
捐觀屏福利

旅菲晉江觀屏同鄉會訊：前港鄉施李秀

琴太夫人，不幸於客月去世，慈雲失仰，軫

悼同深！殯禮期間，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其哲嗣秉承先慈熱心公益，樂善好施，

慈悲為懷的美德，守孝期間，不忘公益，特

獻捐予本鄉會福利金五仟元，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挺裔逝世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會員陳挺

裔族親（原籍晉江梧桐鄉）亦即Rodolfo Tan 

Jr.Rodelio Tan. Roy Vincent Tan. Joyce Fernandez.

Tedjery Tan.Shane Patrick Tan.賢昆玉令尊,不幸

於二O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早上五時十一分壽

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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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靈堂。擇訂九月廿四日（星期

六）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

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另:喪家懇辭賻

儀。

 陳挺裔逝世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

/總商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陳挺裔鄉賢不幸於

二○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早晨五時十一分，壽

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

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二○二靈堂。擇訂九月廿四日（星

期六）上午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

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及

協理飾終事宜。

菲華電視台(CHiNOYTV)Facebook頁面
特別介紹跨資產記者李麗芬（IsabelleLee）

成為一名記者並不是在公園裡散步-彭博

的跨資產記者李麗芬（IsabelleLee）非常了解

其中的艱辛。

“有很多次你只想放棄，因為你賺的太

少了。但你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李麗芬在菲律賓做記者的時候，早上

六點上班，下午六點回家。這也包括週六，

因為她也為TheWorldTonight工作，而且她在

這種類型的日程上工作了幾年。值得慶幸的

是，她的朋友和家人讓她很輕鬆，因為他們

很酷，因為她的工作日程讓她錯過了很多活

動。有時她不得不在慶祝聖誕節或新年之間

做出選擇，因為有新聞發生了。

“而我現在在美國，這個記者並沒有真

正賺到那麼多錢。但實際上我的父母甚至我

的兄弟都給我很多鼓勵。我很幸運，我有非

常支持我的家庭。”

菲華社會之間的一個共同概括是，人們

總是期望他們參與任何與業務相關的事情。

但對於李麗芬，她知道她想擺脫這種刻板印

象，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當記者絕對不是一條典型的職業道

路，尤其是對一個菲律賓華人來說。我的父

母都是會計師，現在他們是商人。我的兄

弟，雖然他是一名土木工程師，但他現在也

是一名商人。”

李麗芬作為記者/跨資產記者的旅程是

如何開始的？據她介紹，她在馬尼亞拉典耀

大學獲得了傳播學士學位。然後，她搬到紐

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新聞學碩士學位。

之後，李麗芬又攻讀了國際事務碩士學位，

以支持她的新聞學學位。

“但實際上，如果沒有我家人的支持，

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們非常親切，非常慷

慨，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我今天所取得的成

就，尤其是我的父母。

回到菲律賓後，李麗芬認定自己是中

國人。然而，當她搬到美國時，她開始告訴

人們她是菲律賓人，因為這樣人們更容易理

解。

“感覺不那麼完整，因為我的一半或

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國人。從我們在生日時穿

紅色的方式到我們所做的月餅骰子、遊戲和

其他傳統。所以我確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雖然在海外這有點難以解釋。對我的一些朋

友，我確實說我是華人，我只是在菲律賓出

生和長大。”

長大後，李麗芬記得不得不和家人一

起去聖誕彌撤，她的媽媽對此非常嚴格。她

承認這是她家庭中菲律賓人和天主教徒的一

面。同時，李麗芬說，她基本上是去寺廟，

探望已故的親人，在慶祝活動中穿紅衣服，

玩骰子遊戲，在中國餐館吃飯。

作為華裔菲律賓人，李麗芬承認身為菲

律賓人和身為中國人各有優勢。例如，李麗

芬將她的菲律賓人的一面歸功於她尊重和忠

實的天性。還有她勤勞節儉的性格。

在社交聚會中，李麗芬只是告訴人們她

是菲律賓人，因為她不想真正向陌生人透露

她的整個故事。雖然，李麗芬對她信任的人

進行更深入的解釋沒有問題。

“所以那是一種掙扎——因為你不想

只給別人你的整個人生故事，但與此同時，

你很難把自己簡化成一句話。但是，如果我

是在和朋友深入交談，那麼我會解釋得更

多。”

“在彭博社，我負責股市。所以美國的

股市在九點半開盤，四點收盤。所以我早上

七點開始新的一天。我已經坐在辦公桌前閱

讀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銀和所有大銀行的

研究報告，只是，你知道，真正想看到他們

可能正在談論的共同話題和主題。一整天，

它只是在觀察市場。與投資策略師、分析師

銀行家和投資組合經理交談，他們將現金放

在哪裡？他們現在喜歡什麼？他們在這裡超

重嗎？那裡體重過輕？”

李麗芬在下午五點左右結束她的一天，

但有時她需要在市場收盤後稍晚停留，因為

有時仍有一些行動正在進行。由於她的工作

也很早開始，所以她總是做到早睡，這樣她

第二天就不會暴躁，這可能會影響她的表

現。

李麗芬承認，這種工作一開始很嚇人，

但後來她建議，如果你學會瞭如何自信並以

某種方式行事，那麼人們的尊重自然會隨之

而來。

由於李麗芬的同事都是女性，而且與她

的年齡大致相同，李麗芬聲稱這些小事讓她

的工作堪比享受美好時光。

“這是一個非常慷慨、樂於助人和協作

的團體。我會說沒有人真正有競爭力或像我

一樣，所以我又一次幸運地在那裡。我真的

很高興。作為一名從事新聞工作的菲律賓華

人，有時會覺得有些奇怪，因為我不認識新

聞中的任何一個也是菲律賓華人的人。我想

這也確實強調了我的觀點，我能夠真正走這

條路，有些人可能會說因為家人和]朋友的支

持而擅長這條路。”

謝氏宗親會訂期頒發族生獎學金
教師獎勵金歡慶中秋洎召會

菲律濱寶樹謝氏宗親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九月廿

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正，在本會會所舉行頒發本年度

優秀族生獎學金，華文教師獎勵金，中午十二時聚餐後，舉

行投骰博彩遊戲，藉慶中秋佳節，下午一時半召開第七十四

連七十五屆第十一次理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重要事宜。屆

時希請有關優秀族生與家長，華文教師，本會全體諮詢委

員、理事、女女組、青年組，準時出席參加頒獎儀式，以表

隆重，並參加中秋投骰博彩遊戲，備有豐富彩金，大家歡聚

一堂，同慶佳節。再者：本會全體職員，屆時希請參加理事

聯席會議，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進展是荷。

讓德吳氏總會代表
訪善舉華僑養老院

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理事長永周宗長，

常務理事聰榮宗長，理事培基宗長，綿沐宗長，辦公廳主任

自强宗長於九月十七日十時連袂赴華僑善舉養老院探訪養老

院老人家。

讓德代表抵達養老院時，受到主任曾國鵬先生的熱烈歡

迎。

先生又特詳細報告養老院的情況，其関懷無依靠老人

家，溢於言表，令人欽敬，接著由理事長永周宗長講話表

示：以前讓德代表每年都來探訪老人家。兩年來因疫情暴

發，是以延至今日疫情稍退時再來探訪，向老人家問好，讓

德總會與我都有贈送紅包給每位老人家，管理及工友。祝各

位身體健康。

清真聚書聯合歡度中秋
暨頒發華文教師獎勵金

旅菲清真五姓聯宗總會/菲律賓聚書丁氏宗親會訊：為歡

度中華民族的傳統中秋佳節，本兩會謹訂于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假座富華麗鮑翅海鮮酒家(原新華

鄉)/FortuneMansionSeafoodRestaurant/1013-1015MariaOrosaStreet,

ErmitaManila，聯合舉行慶祝壬寅年中秋宗親眷屬聯歡會暨頒

發華文教師獎勵金。

屆時敬請本兩會全體理監事及華文教師攜眷踴躍出席參

加，共慶佳節，聯絡宗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