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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從丁母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訊：本支部黃名譽
副理事長天從大哥令萱堂黃張烏貝太夫人(原籍晉江東石鎮檗
谷村)，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
享壽積閏壹佰又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于恆安紀
念墓園之原。
本支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並訂于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
誼。

黃天從丁母憂
菲華泉州公會暨菲律賓泉州總商會訊：本會榮譽副會長
黃天從鄉賢令萱堂黃張烏貝太君(原籍晉江東石鎮檗穀村)，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二
高齡。婺星韜彩，慈雲失仰，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
蘭禮遝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
訂九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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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花
圈，共申悼念。訂於九月廿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
前舉行獻花祭禮。凡吾會職員，屆時務希參加獻花祭禮，藉
表哀悼，而盡鄉誼！

陳瑞林丁母憂
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榮譽顧問陳瑞林先生令萱堂
陳戴碧守太夫人(原籍南安詩山)，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三凌晨
二時三十分壽終于 DAVAO MEDICAL SCHOOL FOUNDATION
INC. HOSPITAL，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婺星匿彩，慈雲
失仰，哀悼同深！現停柩于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 CAMUS BRANCH, DAVAO(FLORENCE)靈堂，擇訂
九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于納卯華僑義山之
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敬致輓
聯花圈，共襄緬懷軫念，而盡同仁之誼！

黃天從丁母憂
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名譽顧問黃天從先生令堂黃
府張鳥貝太夫人不幸于昨晚仙逝，享壽積閏102高齡，現設靈
堂于Sanctuarium 101 , Araneta Ave. , Q. C. 本會謹表沉痛哀悼，
並祈家屬節哀順變。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
本會名譽顧問黃天從先生令堂黃府張鳥貝太夫人不幸于
昨晚仙逝，享壽積閏102高齡，現設靈堂于Sanctuarium 101 ,
Araneta Ave. , Q. C. 本會謹表沉痛哀悼，並祈家屬節哀順變。

黃天從丁母憂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副理事長黃天從同志令萱堂

黃張烏貝太君(原籍晉江東石鎮檗谷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廿
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二高齡，婺星韜彩，
慈雲失仰，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九月廿八日(星
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公所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致輓花
圈並訂於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
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黃天從丁母憂
菲華泉州公會、菲律賓泉州總商會訊：本會榮譽副會長
黃天從鄉賢令萱堂黃張烏貝太君(原籍晉江東石鎮檗谷村)，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二
高齡，婺星韜彩，慈雲失仰，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
訂九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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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輓花圈
並訂於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
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黃天從丁母憂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本總社名譽副理
事長黃天從同志令萱堂黃張烏貝太君(原籍晉江東石鎮檗谷
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
佰零二高齡，婺星韜彩，慈雲失仰，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九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
墓園之原。
本公所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致輓花
圈並訂於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
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黃天從丁母憂
菲華聯誼會大岷北區分會訊: 本會副理事長黃天從同志
令慈黃府張烏貝太夫人，痛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
時壽終內寢，享壽積潤一百零二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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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101號靈
堂。
擇訂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恆
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並訂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
誼。

黃天從丁母憂

二二年九月廿六日
○

秘
書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商會總會
獻花
執紼通告

為通告事：本會理事兼外交黃天從賢昆玉令慈黃府張烏貝太夫人，
痛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潤一百零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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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下 101
號靈堂。擇訂於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恆
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訂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 期二 下) 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凡吾會職會員，屆時務希參加祭禮及越日 星期三 上) 午八時 送 殯 執 紼行
(
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為荷
理
事 長：陳凱復
右通告
執行副理事長：姚金鎮
副 理 事 長：王松齡 詹廷誠
本會全體職會員
張孚志 施培銓
蔡振作
長：陳長波
二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 本會名譽顧問黃天從暨賢昆玉
令慈黃府張烏貝太夫人，痛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
時壽終內寢，享壽積潤一百零二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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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101
號靈堂，擇訂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
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瑞林丁母憂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本會陳諮詢委員瑞林先生令
慈陳府戴碧守太夫人（原籍南安詩山），於二０二二年九月
廿三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終於DAVAO MEDICAL SCHOOL
FOUNDATION INC. HOSPITAL，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 CAMUS BRANCH, DAVAO (FLORENCE ROOM靈
堂），擇訂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納卯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瑞林丁母憂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16-0-16)訊：本會名譽副會長
（曾任副會長）陳瑞林先生令慈陳府戴碧守太夫人（原
籍南安詩山），於二０二二年九月廿三日凌晨二時三十
分，壽終於DAVAO MEDICAL SCHOOL FOUNDATION INC.
HOSPITAL，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 CAMUS
BRANCH, DAVAO (FLORENCE ROOM靈堂），擇訂九月
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納卯華僑義山之
原。
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俊傑遺孀逝世
和記訊：將軍市故僑商陳俊傑令德配，陳府戴碧守太
夫人（原籍南安詩山）亦即僑商陳瑞成，瑞林，瑞華賢昆玉
令慈，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三日凌晨三時三十分壽終於
DAVAO MEDICAL SCHOOL FOUNDATION INC. HOSPITAL，
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CAMUS BRANCH,DAVAO(FLORENCE
ROOM靈堂)，擇訂九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
於納卯華僑義山之原。

黃天從丁母憂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咨詢委員黃天從先生令萱堂
黃張烏貝太夫人（原籍晉江東石鎮辟榖村），于二零二二年
九月廿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閨壹佰零二高齡，婺星
韜彩，慈雲失仰，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國殯儀館101（ 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
九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于恆安紀念墓園
之原。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
哀悼。
互勉社總社訊：本總社副理事長黃天從同志，令萱堂黃
張烏貝太夫人（原籍晉江東石鎮辟榖村），于二零二二年九
月廿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閨壹佰零二高齡，婺星韜
彩，慈雲失仰，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101（ 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九
月廿八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于恆安紀念墓園之
原。
本總社擇訂於九月廿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
舉行獻花祭禮，屆時希吾社全體理監事見報後自動出席。

訃 告
戴碧守（南安詩山）

張美月

逝世於九月二十三日
現停柩於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 CAMUS
BRANCH, DAVAO （FLORENCE
ROOM）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

（晉江湖格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7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出殯

張烏貝
（晉江東石鎮檗谷村）
逝世於九月二十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

流芳百世

旅菲檗湖永黃氏聯鄉會
菲律濱檗湖永商會

書

獻花
通告
執紼

獻花
通告
執紼

理
事 長：黃良波
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
副 理 事 長：黃文藝 黃奇順
黃奇斌 黃得義
長：黃秀錶

秘

書

為通告事：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天從、理事黃天偉賢昆玉令
慈，亦即故名譽理事長黃秀桓令德配黃府張烏貝太夫人，痛於二
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潤一百零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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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館樓下 101
號靈堂。擇訂於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上午八時出
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訂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下)午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 。 凡 吾 會 職 會 員 ， 屆 時 務 希 參 加 祭 禮 及 越 日 星( 期 三 上) 午 八 時
送殯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為荷
右通告

二二年九月廿六日
○

本會全體職會員

二

秘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
菲 律 濱 東 石 商 會

二二年九月廿六日
○

為通告事：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天從賢昆玉令慈，亦即故理事黃
秀桓令德配黃府張烏貝太夫人，痛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
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潤一百零二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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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下 101
號靈堂。擇訂
於九月二十八日 星( 期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
原。
本會訂於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凡吾會職會員，屆時務希參加祭禮及越日 星(期三 上)午八時送
殯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為荷
右通告
理
事 長：張年習
執行副理事長：蔡泉通
副 理 事 長：黃福安 蔡尚切
本會全體職會員
溫奕明 黃奇斌
張朝群
長：蕭文藝

二

陳瑞林丁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 本總部陳副主
席瑞林大哥令慈陳府戴碧守義老伯母，不幸于二
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時三十分，逝世于
DAVAO MEDICAL SCHOOL FOURNDATION INC.
HOSPITAL ，享壽積潤九十有吉高齡，寶婺星沉。現
停柩于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 CAMUS
BRANCH DAVAO (FLORENCE ROOM 靈堂) ，擇訂于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于納卯
華僑義山之原。
本總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並擇訂于九月二十吉日（星期二）下午吉時本總
部聯合各支部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
盡洪誼。

黃天從丁母憂
菲律賓電器廠商聯合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黃
天從先生令慈黃府張烏貝太夫人，不幸于2022年9月
22日晚上十時壽終內寢 ，享壽102 高齡，寶婺星沉 ，
軫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
101號（SAN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
訂于9月28日（星期 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于恆安紀
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並訂于9月27日
（星期 二）晚上七時在其靈前舉行鮮花祭禮。勉其
節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