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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門竹林總團紀念
萬雲龍大哥殉難日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二○二二年十月四日
（星期二），即農曆九月初九日，是本門先鋒萬雲龍大哥殉
難之時。為緬懷先賢對國家民族復興的卓著豐功偉績，本總
團循例舉行紀念活動。是日上午十時設壇，裨供本門昆仲拈
香以示崇敬仰。備有茶點招待。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
發放粵籍清寒學生助學金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訊：本會為濟助貧苦家庭，挽救
日漸嚴重流失的粵籍學生，十多年前決議推展“伸援手助寒
生”方案，發放全菲粵籍清寒學生助學金，為粵籍清寒學生
盡一份心意，深獲各方好評。
茲將二○二二至二○二三學年度全年獲頒助學金名單如
下：
甲、小學部：馬德盛、郭莉安、伍琦霞、伍玉珠、王凱
莉、郭利明、朱加山、馬德威、伍愛玉、鄺美玉、鄺家榮、
梁光明。

乙、中學部：李莉安、伍振威、馬德華、伍凱立、梁安
麗、鄺天明、龔秀明、龔秀青。
小學部十二、中學部八人。
茲因新冠疫情影響，發放儀式取消，請有關學生攜帶學
生識別證（ID）移玉本會辦公室領取。
本會地址：911 TOMAS MAPUA ST.，STA. CRUZ，
MANILA。
辦公時間：星期一、三、五上午。
查詢電話：87117188、0917-6328430。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
開始發放粵籍教師獎勵金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訊：本會對傳承中華文化工作，非
常重視，對推動華文教育，從不後人。
本會公益教育基金會，每年皆撥款頒發全菲粵籍華文教
師獎勵金，退休教師慰問金，對作育英才的勞苦功高教師給
予鼓勵，對退休教師給予慰問，聊表尊師重教的一番小小心
意，同時鼓勵和表演其勞苦的風範。
教師獎勵金及慰問金登記申請已於日前截止。

訃 告
蔡志強

林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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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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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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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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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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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芳百世

茲將受獎之教師及其執教學校之名
稱公佈如下：
一、菲律濱中正學院：方永輝、陳
真真。
二、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鄧循
今、曾穎。
三、菲律濱僑中學院分校：曾蓮
紅。
四、菲律濱基督教靈惠學院：蔡天
送、黎寶蓮、黃寶玉、陳文華。
五、聖公會中學：岑苑君、梁瑛
慈。
六、馬尼剌愛國中學：林美雲、宋
寶玉。
七、天主教崇德學校：李如好、陳
卿卿、王金鍊。
八、嘉南中學：林心影。
九、計順市基督學院：李文蘅。
十、菲律濱巴西中華書院：許婉
玲。
十一、納卯中華中學：甄玫瑰、甄
玫瑛、鄺玉珍。
十二、描戈律華明中學：孫麗莉。

十三、計順市菲華中學：伍貞芳。
十四、鄢市恩惠學校：鄭威廉、黃美美。
十五、紅奚禮示立人小學：林啟智。
退休教師：翁薇薇、翁薏薏、鄺惠玲、林岫璜、林瑪
莉、陳碧貞、朱美鑾、李玉珠、李雪玲、伍杏玲、蘇淑瑜、
黃美華、劉英鳳、劉英蘭、劉英玉、張遇長、張遇香、張遇
仙、余惠娥、李金玲、蔡慧謀、麥月瓊、余衛強、伍杏月。
在職教師共廿七名，退休教師共廿四名。
目前新冠疫情雖然有所和緩，但為安全起見，頒發儀式
取消，請有關教師於九月廿九日至十月十二日期間攜帶ID，
移玉本總會辦事處領取獎勵金/慰問金。
本會地址：911 TOMAS MAPUA ST.，STA. CRUZ，
MANILA。
辦公時間：星期一、三、五上午。
查詢電話：87117188、83320242、0917-6328430。

華教中心第二期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班開學
中國華教基金會與佘明培基金會贊助費用
華教中心訊：本中心華語師資“221工程”的專業化方案
“第二期菲律賓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位非全日制碩士研究生
班”秋季班開學。本期共有12位學員獲暨南大學錄取，所需
學費等費用由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和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
全額贊助。同時，本期碩士研究生班春季班啟動，歡迎報名
參加。
本期錄取學員名單如下：王小芳、李曉燕、陳小杭、
林慧婷、蔡丹萍、林怡平、黃嘉雯、林念潔、謝妮佳、黃
麗明、許小燕、洪於翾。所有學員均需完成39學分（公共學
位課程4學分、專業學位課程22學分、非學位課程最低13學
分）。其中，公共學位課和專業學位課為必修課，選修課的
前沿講座和教學實習為必修環節。學位課程成績不合格、非
學位課程成績不及格的學員，必須重修；2027年6月之前未完
成學業予以退學處理。
申請人必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主管部門承認學歷學
位的應屆本科畢業生或者獲得中國內地大學或海外及港澳臺
地區著名大學的本科畢業證或學士學位證；學業成績、學術
水準及語言能力等條件須達到所申請專業的入學要求。申請
人不能同時攻讀兩個及兩個以上學歷層次的專業或同一層次
的兩個專業，一經發現，立即取消入學資格。
正式入學註冊學員的學費將由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資
助，其他費用由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資助。
申請人需獲得本中心的推薦後方可辦理有關手續，請
與本中心交流部主任林有耐聯繫（82412906或82427860轉
109）。
報名截止日期為2022年12月20日，明年春季入學。

菲律濱互勉社總社

二二年九月廿九日
○

獻花
通告
執紼

鄭春木 蔡金東
蔡尚泰 王聰謀

王來法 陳勝利
蔡少榮 王煌集

為通告事：本總社財政主任許振華同志，令
萱堂，不幸於二 ○
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晚十時十八
分壽終內寢，享壽壹百零七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停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二 ○
二靈堂，擇訂於十月二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社擇訂九月卅日（星期五）晚七時半在
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越十月二日參加送殯行
列，而盡互勉之情誼。

理
事 長：何元元
執行副理事長：蔡延名
諮 詢 委 員 副 理 事 長：柯文明
黃天從
互勉社總社全體 理 監 事
林英昌
榮譽理事長
監
事 長：莊榮樹
副 監 事 長：王海真
楊良田
洪世為
二

林少于捐
柳山同鄉會福利金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會經濟主任林少于
鄉賢令尊林親茂老先生，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一日下午八時逝世于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
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
林經濟主任少于鄉賢事親至孝，慹心社會公益
事業，秉承令尊樂善好施之美德，關心本會會務。
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伍萬元獻捐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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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景捐
石獅同鄉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李聯絡委員
文景鄉賢令尊李逢川老先生，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
月十八日上午八時二十分逝世于家鄉本宅，享壽
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李聯絡委員文景鄉賢事親至孝，慹心社會公益
事業，秉承令尊樂善好施之美德，關心本總會會
務。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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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躍坤、躍輝
捐沙塘同鄉會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

李逢清 蔡建銘
侯漢明 蔡美倫
李偉順 王聰謀
王祥真

陳文姜 楊良田
莊國偉 佘文禮
蔡尚泰

獻花
通
告
執紼

理
事 長：蔡長裕
執行副理事長：王海真
副 理 事 長：許金鑛
蔡延名
莊榮樹
蔡世揚
監
事 長：蔡少榮
副 監 事 長：施能灶
蔡永達
李永民

為通告事：本總堂理事外交主任許振華昆仲，令先慈不幸
於二 ○
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晚十時十八分壽終內寢，享壽壹佰零
柒高齡，婺宿沉芒，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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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總堂擇訂於九月卅日（星期五）晚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
獻花祭禮，越十月二日參加送殯行列，屆時務希本總堂全體昆
仲參加祭禮及送殯，以表哀思，而盡忠義之情誼。為荷

二二年九月廿九日
○

諮詢委員
忠義堂全體 理 監 事 會
榮譽理事長

二

菲律濱晉江沙塘同鄉會訊：本會王總務主任
躍坤、王文教主任躍輝鄉賢令祖父王思鐵老先生，
不幸于二○二二年九月廿三日駕鶴西歸，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躍坤、躍輝鄉賢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孝
制不忘善行，捐獻本會菲幣貳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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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建堆賢昆玉捐
許氏宗親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族親許建堆暨
賢昆玉令尊許經倫老先生（原籍晉江市龍湖鎮燒灰
村），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四時零二
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庚星南沉，
軫悼同深。其哲嗣秉承先人熱心公益之美德，雖守
制期間，仍不忘公益，自動捐獻菲幣壹萬元，充為
本會福利金，孝思純篤，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振華丁母憂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本總堂財政主任許振華昆
仲令萱堂許府張太夫人淑邊老伯母，不幸于二零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壹佰有七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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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202號靈
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聖
國聖樂堂。
本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林漢德逝世
僑中五九高山燈級友會訊：本會級友林漢德
學長（原籍南安奎霞）不幸于二○二二年九月廿六
日上午十時十一分壽終于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四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
禮沓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號靈堂。爰訂十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一時出殯，在該館聖樂堂火化。
本會謹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及相應禮節，願

逝者路順，生者平安。

許振華丁母憂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本總社
財政主任許振華同志令萱堂許府張太夫人淑邊老伯
母，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分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有七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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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202號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
殯，火化聖國聖樂堂。
本總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敬輓花圈並訂于九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許振華丁母憂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總務主任許振華同
志令萱堂許府張太夫人淑邊老伯母，不幸于二零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壹佰又吉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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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202號靈
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聖
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敬輓花圈並訂于九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許振華丁母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訊：本支
部許仲裁主任振華大哥令萱堂許府張太夫人淑邊老
伯母，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
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又吉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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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二樓202號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
出殯，火化聖國聖樂堂。
本支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訂于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吉時在其靈前
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洪誼。

許振華丁母憂
菲律賓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訊：本會許宣傳
主任振華昆仲令萱堂許府張太夫人淑邊老伯母，不
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十八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壹佰又七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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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
202號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
火化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訂于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在其靈前
舉行獻花祭禮，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菲華籃球足健將
林漢德逝世
電光體育會訊：本會副理事長，享譽菲華籃
足壇著名健將林漢德老先生，不幸于二○二二年九
月廿六日上午十時十四分，壽終于中華崇仁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停柩
于計順市聖國殯儀館二○一號靈堂，擇訂于十月二
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于聖樂堂。
菲華足球總會訊：本會顧問、菲華籃足球健
將林漢德老先生，不幸于二○二二年九月廿六日
上午十時十四分，壽終于中華崇仁醫院，享壽八十
有四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
聖國殯儀館二○一號靈堂，擇訂于十月二日（星期
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于聖樂堂。
青鋒體育會訊：本會顧問、菲華籃足球健將
林漢德老先生，不幸于二○二二年九月廿六日上午
十時十四分，壽終于中華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四
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聖國
殯儀館二○一號靈堂，擇訂于十月二日（星期日）
下午一時出殯火化于聖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