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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c

訃告

王林璟華

（晉江水少塘）
逝世於一月廿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三樓靈堂
擇訂一月廿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出殯  

許施淑珍

（晉江市科任）
逝世於一月十六日
擇訂一月廿三日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靈堂
擇訂一月廿七日上午八時出殯  

曾郭婉玉

（晉江御輦村）
逝世於一月廿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出殯日期另訂

施姚金盞

（晉江市龍湖鎮鈔厝村）
逝世於一月十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擇訂一月廿七日上午七時出殯    

許書茂

（石獅秀山歷山）
逝世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
廈三樓十二號靈堂
擇訂於元月廿七日上午九時出殯 

莊吳棗冷

（晉江青陽後塘—希信）
逝世於一月二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於一月廿七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 

吳為力

（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
逝世於元月廿六日
現設靈於故里石獅市後垵村本宅
擇訂元月廿七日入殮
擇訂元月廿九日出殯

陳榮美

（港塘）
元月廿一日逝世於家鄉港塘
擇定於元月廿五日舉行入殮儀式
擇訂元月27日舉行出殯儀式  

蔡燦炎
逝世於元月二十五日
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
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半出殯

洪聰曉捐進
步黨總部福利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

部副監事長洪聰曉大哥令祖慈洪府施玉婷義

老祖母不幸於2022年12月30日（夏歷壬寅年

十二月初八）亥時在家鄉壽終內寢，享年

九十有一高齡，寶㜈星沉，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洪副監事長聰曉大哥孝思純篤，秉承

令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

益。特獻捐本會菲幣五萬元充作本總部福利

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青松家屬捐
崙峰同鄉會

旅菲崙峰同鄉會訊：本會理事蔡青松

鄉賢（石獅大崙後塘份）不幸於二○二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仙逝，享壽六十有六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發引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

青松鄉賢生前為人慷慨，交遊甚廣，關

懷鄉會福利，其哲嗣俊杰孝思純篤，秉承先

人遺訓，於居喪期間，不忘鄉會福利，特將

親友致奠賻儀撥出菲幣三萬元作為鄉會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俊傑丁憂眷顧親堂
萬元獻捐濟陽福利金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宗親蔡青松宗老先生者番不幸作古，厭倦塵

囂，回歸極樂淨土，其令哲嗣俊傑宗親幼受

庭訓，孝順雙親，仁愛孤弱，可欽可敬，迺

遭鉅故，悲苦傷痛，異於凡常，雖處苫塊，

猶抑悲慟，獻捐萬元予本總會為福利金，惦

念宗親手足弱勢，遵行庭訓，孝行感人可欽

可佩，身遭大故，眷及同枝，殊堪矜式，特

為褒揚，以彰令德而勵來茲焉。

吳金泉慨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吳獎懲主任金泉鄉賢暨賢昆玉令慈吳府林

秀最太夫人（晉江巿龍湖鎮埭頭村），不幸

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八日晚七時二十分壽終內

寢於家鄉埭頭村本宅，享壽積閏九十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越元月十四日（星期

六）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晉江青陽火化

場。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吳獎懲主任金泉鄉賢幼承庭訓，事親

至孝，謹遵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

善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之美德家

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

本會之公益福利，特慨捐菲幣伍萬元，充作

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莊吳棗冷善信逝世
菲律賓岷尼拉沓模拉正義廟訊:本廟婦女

會副會長莊吳棗冷善信不幸於二〇二三年元

月二十日上午七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一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噩耗傳來吾等均深哀

悼與追思.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里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擇訂於元月廿七日出殯,安葬於甲美

地尼岷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表達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蔡建銘丁憂
菲律濱互勉社總社訊：本總社常務顧

問蔡建銘同志令尊蔡燦炎老伯，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享

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

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

出殯儀式。

本總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社

誼。

蔡建銘丁憂
仙沓古律示志願防火會訊：本會蔡副

理事長建銘先生令尊蔡燦炎老伯，不幸於二

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

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福壽全

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

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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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盡會誼。

吳奕渠丁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吳宣
傳委員奕渠鄉賢令尊吳為力老先生，不幸於
二○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七
時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石獅市寶蓋鎮
後垵村，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擇
訂於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出
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菲律濱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本總部吳工
商主任奕渠大哥令尊吳為力義老伯，不幸於
二○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吉
時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石獅市寶蓋鎮
後垵村，元月二十吉日（星期五）入殮，擇
訂於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出
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部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菲律濱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支部
吳常務理事奕渠大哥令尊吳為力義老伯，不
幸於二○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
午吉時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石獅市
寶蓋鎮後垵村，元月二十吉日（星期五）入
殮，擇訂於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
本宅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支部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王琮璜丁母憂
嗎 拉 汶 商 會 、 文 化 書 院 董 事 會 訊 ：

本會理事王琮璜令先慈，不幸於二○二三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下 午 二 時 壽 終 於 宿 務 市 崇

華醫院，享壽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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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靈

堂，擇訂於一月廿八日（星期六）上午九

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永恆紀念墓園之原

（ETERNALGARDEN）。

本會聞耗，無限哀思，經派員前往慰

唁，望其家屬節哀順變，襄理飾終事宜，並

擇訂於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半

在其靈前獻花奠禮，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吳奕渠丁憂
菲律賓中國商會訊：本會常務委員吳奕

渠先生令尊吳為力老先生（原籍石獅市寶蓋

鎮后垵村），原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副行長。不幸於農曆壬寅年正月初

五日上午七時，仙逝於家鄉石獅市后垵村，

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故里石獅市后垵村本宅，正月初六

日入殮；擇訂於正月初八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並獻上花

圈；望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楊敬達遺孀逝世
和記（巴示）訊：故僑商楊敬達令先

德配，楊府龔太夫人諡麗英（原籍晉江亭

店），亦即僑商楊訊富先生令慈，不幸於二

○二三年元月廿三日晚十一時零四分逝世，

享壽七十有四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國家殯儀館（NATIONAL）三樓三○六號

靈堂。爰訂元月廿八日（星期六）上午八時

出殯於達訖傳統陵園火化堂荼毗。

林建興丁母憂
和記訊：僑商林建興、黃麗萍、愛瑜、

福如賢昆玉令先慈（故林錦仁令德配）林

府劉太夫人諡玉華（南安梅山林坂裕興）

於二○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零時十八

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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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CHRYSANTHEMUM）靈堂。出殯日期另

訂。

王林璟華逝世
怡朗中山中學校友總會馬尼拉分會訊：

本會常務顧問王林璟華學姐，於二○二三年

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壽終於宿務市崇華醫

院，享壽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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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HELENIUM）靈

堂。擇訂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九時

三十分出殯安葬於永恆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爰訂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

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以表哀思，而

盡蘭誼。

蔡建銘丁憂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本總堂副理事長

蔡建銘昆仲令尊蔡燦炎義老伯父，不幸於二

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

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福壽全

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

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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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建銘丁憂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蔡副理

事長建銘昆仲令尊蔡燦炎老伯，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享

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福壽全

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

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本總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堂

誼。

蔡建銘丁憂
菲律賓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訊：本

會執行副理事長蔡建銘同志令尊蔡燦炎老伯

父，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

時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

凋謝，福壽全歸，軫悼同深！

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

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

出殯儀式。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會

誼。

蔡建銘丁憂
菲華泉州公會、菲律賓泉州總商會訊：

本會常務理事蔡建銘鄉賢令尊蔡燦炎老伯

父，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

時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

凋謝，福壽全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

泉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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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盡會誼。

蔡建銘丁憂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工商主任

蔡建銘同志令尊蔡燦炎老伯父，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享

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福壽全

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

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本公所聞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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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建銘丁憂
菲律賓永寧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

稽查主任蔡建銘鄉賢令尊蔡燦炎老伯父，不

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

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

福壽全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

承天巷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

五)上午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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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盡會誼。

蔡建銘丁憂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

本總社執行副理事長蔡建銘同志令尊蔡燦炎

老伯父，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

午七時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

老成凋謝，福壽全歸，軫悼同深！現設靈

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

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本總社聞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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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書茂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部

許書茂義兄不幸於二○二三年元月廿三日凌

晨二點五十四分壽終於FE DEL MUNDO醫療

中心，享壽八十有一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三樓十二號靈堂。

爰訂元月廿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嗎利僅那羅育拉紀念陵園之原。

本總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擇訂於元月廿六日(星期四)下午吉

時在其靈前舉行洪家祭禮，以表哀思，而盡

洪誼。

蔡建銘丁憂
菲律賓泉州通淮關聖夫子忠義殿訊：本

殿榮譽顧問蔡建銘先生令尊蔡燦炎老伯父，

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

終正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

謝，福壽全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泉

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出殯儀式。

本殿聞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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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書茂逝世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顧問書

茂宗長（原籍石獅秀山歷山），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元月廿三日凌晨二點五十四分，壽終

於FE DEL MUNDO醫療中心，享壽八十有一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三樓十二號靈堂，

擇訂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廿七日（星期五）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嗎利僅那羅育拉紀念墓

園(LOYOLA MEMORIAL PARK, MARIKINA)

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訂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廿六日(星

期四)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凡

吾會職會員等，屆時敬請穿著制服，自動出

席參加祭禮及出殯行列，共表哀悼，而盡宗

誼。

蔡建銘丁憂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副秘書

長蔡建銘學長令尊蔡燦炎老伯父，慟於二零

二三年元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壽終正寢，享

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福壽全

歸，軫悼同深！

現設靈停柩於泉州市承天巷81號本宅，

擇訂於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舉行

出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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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盡窗誼。

許書茂廿七日出殯 
和記（巴示）訊：僑商許書茂老先生

（原籍石獅秀山歷山），係施玉堂女士令夫

婿，許金益、金璁、金絨、金吉、金鈺、

金盈賢昆玉令尊翁，不幸於二○二三年元

月廿三日凌晨二點五十四分壽終於FE DEL 

MUNDO醫療中心，享壽八十有一高齡。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三樓

十二號靈堂。爰訂元月廿七日（星期五）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嗎利僅那羅育拉紀念陵

園之原。

陳鴻達丁憂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文牘主任

陳鴻達學長令尊陳榮美老伯父於二0二三年

元月二十一日仙逝於家鄉港塘，享壽九十有

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訂於元月

二十五日舉行入殮儀式，元月二十七日舉行

出殯。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王琮璜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本會

王名譽顧問琮璜鄉賢令先慈王衙林太夫人諡

璟華（原籍晉江沙塘鄉），不幸於二零二三

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壽終於宿務市崇華醫

院，享壽九十有六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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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靈堂。擇訂一月

二十八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半出殯安葬於

永恆紀念墓園之原ETERNAL GARDEN。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鄉誼。

菲律濱晉江沙塘同鄉會訊：本會王故

理事長思南令德配王衙林太夫人諡璟華，亦

即諮詢委員王琮璜、琮琳、琮琦、琮珪、琮

琬賢昆玉令先慈，不幸於二○二三年一月

二十日下午二時壽終於宿務市崇華醫院，

享 壽 九 十 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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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靈堂，擇訂於

一月廿八日（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出

殯，安葬於永恆紀念墓園之原（ETERNAL 

GARDEN）。本會聞耗，無限哀思，經派員

前往慰唁，望其家屬節哀順變，襄理飾終事

宜，並擇訂於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

七時在其靈前獻花奠禮，及越二十八日加入

送殯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曾郭婉玉逝世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會理事曾文

聰、會員文明、文順、文萬、佳琳、佳琪、

佳玲賢昆玉令萱堂曾母郭夫人諡婉玉（晉江

御輦村），亦即本會前故名譽理事振基宗長

令德配，不幸於正月廿四日上午五時十三分

壽終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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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殯日期另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並慰理飾終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