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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播放精彩節目
中國駐菲使館舉行線上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
菲律濱唯一的華語電視台—《菲中
電視台》播放時間：每星期日（EVER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TV Plus, Affordabox, Sulit TV SKY有線
電視32頻道）播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中電視台》FACEBOOK和
YOUTUBE頁面上進行直播。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節
目）。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CIGNAL有線電視
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菲中電視台》本周（10月2日）播放節
目預告如下：
一. 9月11日，中國駐達沃總領館舉辦紀
念菲律賓蘇祿王訪華605週年紀念活動。
二．9月21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
同菲司法部長雷穆拉通電話時表示，中方願
加強中菲執法合作，敦促菲方加大打擊網絡
賭博相關犯罪。
三. 9月19日晚，菲律濱酒文化研究會假
東海皇宮大酒樓舉行慶祝成立四週年暨第二
屆職員就職典禮。
四. 9月19日上午，菲律濱僑星志願者服
務團捐贈馬尼拉市政府警察局治安巡邏車。
五．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濱聯會于9月18日
晚，假座大連酒家舉辦中秋佳節聯歡晚會。
六．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加洛幹市政
府，受到了市長及市政府多位官員的熱情接
待。
七．9月8日上午，菲國警國都警區警長

Jonnel Estomo 準將一行蒞訪商總舉行座談，
共同探討首都地區治安等問題。
八. 菲律賓佛光山萬年寺暨國際佛光會
菲律賓協會，馬尼拉第二分會應Ayala Malls
Cloverleaf 邀請聯合舉辦慶中秋文化活動。
九. 9月23日，中國援菲軍事裝備操作技
能培訓班在菲軍總部阿吉納爾多軍營舉行結
業儀式。
十. 9月25日上午，菲律賓中國商會武六
干省分會舉行慶祝成立洎首屆理監事就職典
禮及會所奠基儀式。
十一. 9月5日，商總林育慶理事長委派林
榮輝副理事長等諸領導，應邀出席菲國警岷
警區升旗儀式並拜訪 Andre Dizon 警長。
十二．9月26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舉
行線上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
週年。
十三. 9月25日中午，菲律濱惠安公會總
會，惠安總商會假富臨魚翅海鮮酒家舉行慶

李祖添丁母憂

本總會軫念李府吳太夫人淑德可風，母
儀足式，懿範堪欽。爰訂於十月三日 （星期
一）下午七時聯合二會及各属下機構在其靈
前舉行獻花致祭禮，及越日送殯執紼行列，
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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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號靈堂，出殯日期另
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鄉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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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訂十
月四日 (星期二 )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聖
十字紀念墓園（ Holy Cross Memorial Park ，
Novaliches, Quezon City） 之原。

李祖添丁母憂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賓永寧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
諮詢委員李祖添鄉賢令萱堂李府吳秀華太夫
人，（原籍石獅市永寧鎮岑兒村）不幸于二
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淩晨十二時廿分壽終
于崇基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零一高齡，寶婺

菲律濱同惠堂訊：本堂蔡名譽理事長美
倫同志令萱堂--蔡府楊秀華老太夫人仙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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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星期二)上
午9時出殯，安葬于描仁斗沃恆安紀念陵園之
原。
本會為崇揚其懿範淑德, 訂于10月2日(星
期日)下午7點，于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
敬請全體理監事務必撥冗，準時出席參加，
共表緬懷軫念，而盡同仁之誼！

訃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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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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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真藝真景泰如丁母愛
王振超

（晉江金井南埕）
逝世於九月二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7 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上午十時出殯

鄭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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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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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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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烏輕
（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
逝世於十月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 –
Magnolia）靈堂
擇訂於十月八日下午一時出殯

楊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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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菲晉江錦山聯誼會訊；本會理事莊
真藝、真景、泰如、真娜、惠真賢昆玉令
先慈，亦即故鄉僑莊天祥令德配一莊府王
太夫人諡烏輕（福建省晋江市永和鎮莊宅
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
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毒八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園璸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 霊堂。擇訂十月八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出殯茶毗於聖園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
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其哲嗣孝思
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
眷属人等節哀順變。

莊真景丁母憂
晋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本
會副監事長莊真景鄉彥暨莊真藝、泰如、真
娜、惠真賢昆玉令先慈--莊府王太夫人諡烏輕
（福建省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分，壽終於崇仁
醫院，享壽八十有八高龄。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 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
擇訂十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茶毗
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
悼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莊真景賢
昆玉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
禮，望陽眷属人等節哀順變。

莊真景丁母憂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本

會常務顧問莊真景學長令先慈---莊府王太夫
人諡烏輕（福建省昏江市永和鎮莊宅村）不
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分，
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八高龄。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圆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十月八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出殯茶毗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閗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
悼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莊真景賢
昆玉孝思純属，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
禮，望陽眷属人等節哀顺變。

莊真景丁母愛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教育基金會訊：本會
董事莊真景學長令先慈-莊府王太夫人谧烏輕
（福建省晋江市永和鎮莊宅村）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分，壽終於崇仁
醫院，享寿八十有八高龄。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園殯
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 靈堂。
擇訂十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茶毗
於聖圆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
悼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莊真景贤
昆玉孝思純属，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
禮，望陽眷属人等節哀順變。

莊德森丁祖母憂
菲律濱中圆商會武六千省分會訊：本會
常務副會長莊德森令祖慈--莊府王太夫人諡烏
輕。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时四十
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毒八十有八高龄。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现設靈於計顺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濱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十月八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出殯荼毗於聖國殯儀館型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
和深切慰問，並襄理飾終事宜。莊常務副會
長德森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
制禮，望陽眷属人等節哀顺變。

王振超逝世
和記訊：僑商王振超先生（晉江金
井南埕）亦即故僑商王宗洞令三男，不幸
於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晚八時二十分
壽終於描仁瑞拉總醫院，享壽六十六齡。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7-ALSTROEMERIA）靈
堂。擇訂於十月初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李祖添丁母憂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
獻花
通
告
執紼

獻花
通告
執紼

為通告事：本總堂副理事長蔡美倫昆仲，令先慈蔡府楊
秀華誼老伯母，不幸於二 ○
二二年九月廿九日上午六時廿五
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壹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 沓 大 街 巴 士 殯 儀 館 樓 下 SUPERIOR
靈堂，擇訂於十月四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念墓園
之原。
本總堂擇訂於十月二日（星期日）晚七時在其靈前舉行
獻花祭禮，而盡忠義之誼及越日參加送殯行列，以表哀思，
而盡忠義之誼，為荷 理
事 長：蔡長裕
執行副理事長：王海真
副 理 事 長：許金鑛 李逢清 蔡建銘
蔡延名 侯漢明 蔡美倫
莊榮樹 李偉順 王聰謀
蔡世揚 王祥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
聯合
菲律濱中華總商會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
菲律濱中華總商會

為通告事：
本會董事 ╱
理事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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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慟於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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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一三室靈堂。擇訂十月四日 星期二 上午八時出殯，安葬
SANCTUARIUM
(
)
於聖十字紀念墓園（ Holy Cross Memorial Park
， Novaliches, Quezon City
）
之原。
本總會軫念李府吳太夫人淑德可風，母儀足式，懿範堪欽。爰訂於十月三日 （星
期一）下午七時聯合二會及各属下機構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祭禮，及越日送殯執紼行
列，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右通告

本
二
會
全體職會員
及各属下機構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

(在制)

祝成立102週年紀念暨新屆職員就職典禮。
十四. 9月13日，致公黨福建省委員會主
委羅恩平會見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東棉省
支部一行。
十五．同樂經典是新加波一家非常有
名的餐廳，秉承著優質美食、優質服務和獨
特的餐飲理念，使集團贏得了食品和飲料行
業的無數讚譽！最近，這家餐廳在菲律賓
開設了第一家分店，位于夢想之城 (City of
Dreams)。
十六．國際食品博覽會于9月22日至24日
在世貿中心舉行。
Year Luck Food and Industrial Corp.是冰淇
淋和冰淇淋蛋筒的參展商之一。公司的目標
是通過嚴格遵守高質量的製造標準，以具有
競爭力的價格為客戶提供可靠的服務和優質
的蛋筒和冰淇淋口味！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towntv.
ibc13@gmail.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AN），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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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訂十月四日 (星期二 )上午八時出
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 Holy
Cross Memorial Park ， Novaliches,
Quezon City） 之原。
本總會軫念李府吳太夫人淑德可
風，母儀足式，懿範堪欽。爰訂於十
月三日 （星期一）下午七時聯合二
會及各属下機構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
祭禮，及越日送殯執紼行列，藉表哀
思，而盡會誼。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本會常務理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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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致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會
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