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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颱風「卡丁」橫掃菲律賓呂宋地區損失慘重
華社救災基金應武六干Aurora和Nueva Ecija等地5個災區要求
第一時間分發合計五千份賑濟品
華社救災基金訊 :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于
9月25日（星期日）下午，今年第16號颱風
「卡丁」（國際名稱「奧鹿」）在菲律賓計
順省Burdeos社登陸，登陸強度為超強颱風
級別。截至本文發稿時，國家減災委員會表
示，這場颱風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6人
失蹤。此外，5名救援人員在被派往首都區附
近的武六干省救援當地被哄睡淹沒的居民後
不幸殉職。
「卡丁」于9月25日和9月26日一連兩天

橫掃呂宋島，颱風帶來的風暴橫掃這一地
區，導致所到之處樹木倒塌、電力中斷、低
窪小區被淹沒。減災委估計，「卡丁」來
襲造成農業方面的損失為1.4138億披索，還
有740名農民的生計和16229公頃農田受到影
響。此次颱風亦導致79000人即20380戶家庭
撤離。
災情慘重，災區一片哀嚎。小馬總統極
度重視這場災情，並親自在災區上空視察。
因颱風引起洪水氾濫，造成嚴重在乎，

日前有6個地方要求本基金給予賑濟。在本基
金主任、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建議下，並
經基金各成員單位同意，立刻指示決定向武
六干省的San Idelfonso社、San Miguel社、Dona
Remedios Trinidad社各自分發1000份賑濟品和
向該省的Calumpit社分發500份賑濟品，同時
亦向Aurora省的Dingalan社，以及Nueva Ecija
的Cabanatuan市，各自分發1000份和500份賑
濟品，交由各當地菲華商會負責包裝，並配
合各當地政府，以第一時間分發給受災民

菲華電視台 (CHiNOY TV) Facebook頁面
特別介紹薜培基牧師 (Pastor Dennis Sy)
起，商談就瀰漫在家
裡的空氣中。 “從
很小的時候，我總是
會聽到關於商業、關
於賺更多錢、我們如
何擴張的消息。這是
我們在智未素惹之後
的每個晚餐時間的主
題。我能聽到的只是
生意、生意、生意，
以及如何賺更多錢。
我們的父母非常非常
嚴格，但與此同時，
他們也非常有能力。
他們會讓我們接觸到
家族企業。”
確實像許多菲華
孩子一樣，薜培基和
他的兄弟姐妹在夏天
從小學到大學都在他
們的商店里工作。薜
培基本質上是一個在
職學生。他從家族的
商店開始，然後一路
向銷售和營銷方向發

“我真的很想成為一名牧師。我想
幫忙。我想傳道。我想與世界分享耶穌的
愛。所以我有兩條路：家族企業或事工，對
吧？”這是薜培基 (Dennis Sy) 在最終加入事
工之前思考的改變人生的問題。
但在菲律賓華裔家庭長大，薜培基的
職業被他的父母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他們在
智未素惹的一家商店擁有並工作。從五歲

展。
他意識到他的父母只是想讓他和他的兄
弟姐妹過上好日子。 “我爸爸很少哭，但
有一次他和我們六個兄弟姐妹說話時淚流滿
面，他告訴我們，‘這是我對你們的夢想，
你們會成功，這樣你就可以幫助別人。我們
很少看到我們的父親哭泣。”
薜培基選擇了行為科學，對他來說，當

許文位 許文京捐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榮譽會長許文位、副會長許
文京先生令尊許連成老先生，不幸于2022年9月11日上午11時
15分，在家鄉晉江市龍湖鎮燒灰村壽終內寢，享壽積閨八十
有二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
終令典，極盡哀榮。
其哲嗣文位、文京賢昆玉，幼秉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
之美德 孝思純篤，熱心公益事業，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
益事業，特獻捐菲幣二萬元，充作本會福利之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文京捐福建青年聯合會福利金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名譽副會長許文京先生
令尊許連成老先生，不幸于2022年9月11日上午11時15分，

在家鄉晉江市龍湖鎮燒灰村壽終內寢，享壽積閨八十有二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
典，極盡哀榮。許名譽副會長文京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
樂善好施，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事業，特獻捐菲幣二
萬元，充作本會福利之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建堆捐
福建總商會福利金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許理事建堆先生令尊許經
倫老先生，不幸于2022年9月17日下午4時02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閨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
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許理事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
益，樂善好施，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事業，特獻捐本
會福利金菲幣四萬元及婦女組菲幣一萬元，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予以申謝忱。

（晉江市金井鎮塘東村—錦東）
逝世於九月二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 San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擇訂於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下午一時出殯

鄭泰山

蔡賢叔

（南安奎霞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LUS）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下午一時出殯

（福建石獅）
逝世於九月二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上午七時出殯

張淑邊
（晉江陳埭橫坂許村）
逝世於九月二十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上午八時出殯

流芳百世

事

林漢德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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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籍永春東里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五
現停柩於怡朗大同蘇暮殯儀館
（Cosmopolitan Somo Memorial
Homes）靈堂
擇訂於十月初四日（星期二）上午八時
在怡朗市聖母天主教堂Sta. Maria

菲律賓中國
洪門協和兢業社總社
紀念萬雲龍大哥殉難日
菲律濱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社總社訊:
農曆九月初九日，即國曆十月四日(星期
二)爲本門先烈萬雲龍大哥殉難紀念日,爲
緬懷先烈對國家民族卓著豐功偉績,循例
訂於是日清晨設壇紀念，裨供本門昆仲拈
香致敬，以表崇敬是荷。本總社備有茶點
招待前來祭拜的洪門昆仲。

許振華丁母憂
忠義堂總堂訊：本堂理事許外交主任振華令先慈許府張
淑邊太夫人，不幸於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分壽終內寢，
享壽積閏壹佰零七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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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202號靈堂。擇訂於十月二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敬
致輓聯花圈，共襄緬懷軫念，而盡忠義之誼。
互勉社總社訊：本總社財政主任許振華同志令先慈許
府張淑邊太夫人，不幸於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壹佰零七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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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202號靈堂。擇訂於十
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本總
社訂於九月卅日下午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儀式，而
盡互勉之情誼。

菲律濱錦東同鄉會獻花通告

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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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向主祈禱，主啊，我希望我能得到一
份演出，這樣我就可以繼續在這裡擔任校園
傳教士或青年牧師的使命，在不同的學校裡
訓練他們的敬虔和領導能力。”
最後，他的父母很高興他是一名牧師。 他
們意識到這與財富無關。 “如果一個人得到
了整個世界，卻失去了靈魂，他有什麼好處
呢？ 很多人得到了很多財富，但他們失去
了靈魂，失去了我們存在的意義，失去了我
們的目標。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成為一名牧
師。”
很快，他開始寫一本關於金融的書，同時
教單身男人如何處理他們的財務。然後，他
將他所有的博客文章彙編成他的第二本書，
名為“像男人一樣現在又一次”。他受到他
所接觸的生活的見證的啟發；有男人結婚，
接受挑戰，並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的故事。
他繼續寫更多的書。
他的父母最初並不支持他的職業。甚至
到了要打架的地步。但有一天，他的父母和
他們的教會一起去韓國進行了一次聖經之
旅。當他們回到家時，他的母親給了他們祝
福。她說：“當我們去韓國時，我們看到那
裡的牧師對上帝如此熱情，他們沒有薪水。
如果你想成為一名牧師，我們會帶著祝福釋
放你。但是你不會從我們這裡得到一塊錢。

為通告事：本會調解主任蔡志強鄉賢（晉江市金井鎮塘東村 —
錦東）
亦即鄉親蔡坤鴻、文霖令先尊，即蔡瑞花令夫君。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晚上九時四十五分，壽終正寢，享壽五十一齡。長才頓失，軫悼
同 深 。 現 設 靈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SANCTUARIUM 303靈堂。擇訂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一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
CALADIUM
樂堂。
本會擇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星( 期三 晚) 上七時，假其靈前舉行
獻花祭禮，屆時敬希本會理監事穿著本會會服出席參加。以表哀思，而盡鄉
誼。
理
事 長：蔡祥維
右通告
執行副理事長：蔡世佑
副 理 事 長：蔡進強 蔡世揚 蔡德強
蔡炳輝 蔡華民 蔡永純
本會全體理監事
蔡少華 蔡維望 蔡啟民
蔡港航
長：蔡敦明

戴碧守（南安詩山）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八日

訃 告
張烏貝

他還在決定他的課程時，這似乎很容易。後
來，他明白了，他走的是正確的道路。 “現
在我正在談論社會規劃、行為科學、人類
學、文化，現在我們正在談論這個，中國文
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還創辦了一個網站和
一項名為“像男人一樣行動”的運動。”
“我當時 27 歲，有數百名男生和女生，
大部分是 18 至 25 歲的單身人士去我們的教
堂。我們一開始只有大約 250 人，但在不到
一年的時間裡，我們發展到一千人，其中有
很多單身人士。” 薜培基 開始與這些單身去
教堂的人交談和指導，並意識到他們中的很
多人不知道如何過自己的生活、賺錢等。他
們缺乏整體意義上的生活指導，想知道聖經
如何成為應用到他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於
是，《像男人一樣行動》誕生了。
薜培基開始寫博客並培訓男人如何成為
更好的男人、父親、提供者和家庭和社會的
領導者。很快，像男人一樣行動成為一項運
動，每年吸引一百万讀者。 “我們有書，我
們有播客，我們有一個 Youtube 頻道，你可
以去那裡獲取你的男子氣概資源。”
作為行為科學專業的畢業生，他也認識到
我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沒有父
親”。 “我們有很多關於父親的故事，他
們可能在經濟上提供幫助，但在情感、身
體、精神上卻覺得是時候介紹一種不同的方
式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表現得像個男
人。”
他用打工掙來的所有錢，上聖經學校。
“我沒有工資。 我這樣做是出於愛和熱情。
在我上聖經學校的時候，那是我開始演出的
時候。 我主持婚禮，我在節目中做單口喜
劇，只是為了賺錢，這樣我才能生存。 那時

眾，緩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其他受影響地區的菲華商會，將分別與
各當地市、社政府探討，本基金將等待他們
的回應，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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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朗鄭泰山逝世
本報怡朗訊：僑商鄭泰山
老先生（原籍永春東裡鄉），
亦即僑商鄭麥生賢昆玉令尊，
鄭雅德令胞兄，不幸于二○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寅時壽終
于怡朗The Medical City醫院，享
壽八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
現停柩于怡朗大同蘇暮
殯儀館（Cosmopolitan Somo
Memorial Homes）靈堂，擇訂
于十月初四日（星期二）上午
八時在怡朗市聖母天主教堂Sta.
Maria Church舉行息終彌撒追思
禮儀。
隨後出殯安葬于林湖紀
念墓園（Forest Lake Memorial
Park）之原。

林漢德逝世
和記訊：僑商林漢德
老先生（原籍南安奎霞鄉）
亦即林“良藝”，良溪，來
財，嫦姑賢昆玉令尊，不幸
於二○二二年九月廿六日上
午十時十一分壽終於崇仁醫
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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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201GLADIOUS）靈堂。
擇訂於十月二日（星期
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
聖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