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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倫丁母憂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蔡美倫常務
委員令萱堂蔡府楊秀華太夫人（原籍石獅容
卿仕林），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
壹佰零壹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
廈SUPERIOR 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
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並訂於
十月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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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濱義孝堂訊：本堂副理事長蔡美倫
昆仲令萱堂蔡楊秀華義老伯母，于二O二二
年九月卄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爰訂十月四日（星
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于描仁斗沃永恆
紀念陵園之原。本堂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于十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獻
花祭禮，凡吾堂職會員屆時務希前往參加獻
花祭禮及十月四日送殯行列，藉表哀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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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堂誼。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總
團名譽理事長蔡美倫大哥令萱堂蔡府楊氏香
華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九日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欞下SUPERIOR靈堂，擇訂
於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
於描仁斗沃永恒紀念陵園之原。
本總團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以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本總團訂於十
月二日（星期日）下午吉時半在其靈前舉行
獻花祭禮，屆時即希全體理監事參加儀式及
出殯行列執紼，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濱洪門近南學校校友會讯：本會顧
問蔡美倫先生令萱堂蔡府楊老太夫人諡秀華
(原籍石獅容卿仕林),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
潤壹佰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
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厦樓
下SUPERIOR靈堂，擇定於十月四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
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函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訃 告
吳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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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
逝世於九月二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tuarium-203）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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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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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維新
（晉江衙口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七日
現停於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RUARIUM 306-FIR）
靈堂
擇訂十月二日下午五時出殯

林淑琼

楊秀華

（晉江科任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於十月一日上午十時出殯    

（石獅容卿仕林）
逝世於九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上午九時出殯

菲律賓同惠堂訊：本堂名譽理事長蔡美
倫同志.美美.莉莉等賢昆玉令萱堂，蔡府楊老
太夫人謚 秀華（原籍石獅容卿仕林）亦即故
僑商蔡維露令先德配，不幸于二0二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
閏一百有一高齡。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巴士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爰
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
于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原。本堂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
飾終事宜。
計順市菲華商會訊：本會決策委員蔡美
倫先生、美美、莉莉等賢昆玉令萱堂，蔡府
楊老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容卿仕林)，亦即
故蔡維露理事長令先德配，不幸於二○二二
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六時二十五分，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 靈堂。爰
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
仁斗沃水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訂於二○二二年十月三日(星
期一)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
我職會員，是晚務請撥冗參加儀式，以表哀
思，而盡會誼。
計順市菲華中學董事會訊：本會常務
顧問蔡美倫先生、美美、莉莉等賢昆玉令萱
堂，蔡府楊老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容卿仕
林)，亦即故蔡維露創辦人令先德配，不幸於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六時
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
齡，婺星光黯，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
靈堂。爰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描仁斗沃水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訂於二○二二年十月三日(星
期一)下午七時在其靈前獻花祭祀，凡我職會
員教師，是晚務請撥冗參加儀式，並於出殯
時，送殯執紼，以表哀思，克盡情誼。

李祖添丁母憂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訉：本會李祖添
董事令萱堂李府吳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
市永寧鎮岑兜村）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
九日凌晨十二時廿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
積閏一百零一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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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二一三室靈堂。 出殯日
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以盡會誼。

李祖添丁母憂

李祖添丁母憂
菲律濱中華總商會訉：本會李祖添理
事令萱堂李府吳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市
永寧鎮岑兜村）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九
日凌晨十二時廿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
閏一百零一高齡。駕返瑶池，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二一三室靈堂。 出殯日
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以盡會誼。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諮詢
委員蔡美倫大哥令萱堂蔡府楊老太夫人秀華
義老伯母不幸於西元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
有一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籣禮遝大街巴
示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爰定於十月
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
斗沃永恆紀念墓園之原。本總會聞耗，訂於
10月2日（星期日）下午吉時半，在其靈前舉
行獻花祭禮，並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 本會董
事蔡美倫大哥令萱堂蔡府楊老太夫人秀華義
老伯母不幸於西元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
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
一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籣禮遝大街巴示
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爰定於十月四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
沃永恆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
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賓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訊：本
會蔡副理事長美倫昆仲令萱堂蔡府楊太夫人
秀華老伯母，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
日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
佰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
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
superior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
時出殯，安葬于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
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訂于十月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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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美倫丁母憂
菲華聯誼會大岷北區分會訊：本會蔡名
譽副理事長美倫同志令萱堂蔡府楊秀華老太
夫人，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
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有一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
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于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訂于十月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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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 告

長男「美賢」 長媳王玉霞
次男 美倫 次媳陳麗空
長女 美美 長婿林敏信
次女 莉莉 次婿施世偉
孫男 建峰 孫媳吳麗芬
孫男 建發 孫媳林燕珠
孫男 建國 孫媳莊淑梅
孫男 建超 孫媳蔡婉瑜
孫男 榮輝 孫媳施嫃莉
孫男 榮旋 孫媳施倩雯
孫女 斌娜 孫婿蔡維揚
孫女 妮娜 孫婿陳鴻濤
孫女 榮榮
孫女 霓裳 孫婿施皇文
孫女 霓琪 孫婿尤芳墨
外孫男林偉傑 外孫媳鍾慧萍
外孫男施議才
外孫女林雪清 外孫婿吳端祥
外孫女林雪華
外孫女施如怡
外孫女施如玖
曾孫男華俊
曾孫男華鴻
曾孫男汶錫
曾孫女旼錡
曾孫女宜君
曾孫女泳佳
外曾孫男蔡樹榮
外曾孫男蔡樹淇
外曾孫男林雨楷
外曾孫男林淋凱
外曾孫女蔡巧琳
外曾孫女陳曉樺
外曾孫女林純美
外玄孫男蔡翊琛
外玄孫女蔡伊晴

和記
H.K.

外孫婿范欽泉
外孫婿吳加福
施如盈
華龍
華鍠
華裕
銘涵
宜靜 宛君
詩琪 玟綺
外曾孫媳馮萌萌
外曾孫媳吳曉珊
施永佳 施欽海
吳為忠
外曾孫婿蔡清安
陳曉琳 施惠真
吳巧惠
蔡子恆

（故僑商蔡維露德配）

蔡府楊秀華老太夫人家屬 泣啟

二二年十月一日
○

（賻儀懇辭）

二

顯 妣七代大母蔡府楊老太夫人諡秀華（原籍石獅容卿仕林），
慟於二 ○
二二年九月廿九日上午六時廿五分（歲次壬寅九月
初四日卯時）壽終內寢，距生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歲
次乙丑十月初一日）吉時，享壽積閏一百有一。孝眷隨侍在
側，親視含殮，即日遵禮成服。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 SUPERIOR
靈堂。爰訂十月四日（星
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原。
哀此訃

菲律濱塑膠工業聯合會訊:本會李調解
主任祖添先生令萱堂李府吳太夫人諡秀華(原
籍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不幸于二O二二年九
月廿九日凌晨十二時廿分壽終于崇基醫院，
享壽積閏一百零一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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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室靈堂。出殯日期

錄盡未恕 多繁屬親

另訂。本會聞耗，經派員持函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以盡會誼。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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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美倫昆玉丁母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