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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配合丹辘省菲华商会 

为当地患者进行义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丹辘省菲华商会，于

一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在丹辘省Capas社Sta. Juliana描笼涯，为邻近

一带病患提供义

诊施药服务，造

福当地患者。 

 当天义诊工

作由本会义诊队

医生，以及牙医

主持。 

丹辘省菲华

商会理事长许谢

珊珊、理事许泽

庭暨诸领导提供

协助。 

本会社会责

任理事许焕东医

师，办公厅主任

林杨雪芹暨职工

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

患七百二十人，

为牙患者一百二

十六人拔牙，并

分发一百六十副

老花眼镜。 

（上图）本会领导与丹辘省菲华商会领导合照。（左中图）为患者拔牙

。（左下图）分发药物。（右中图）义诊进行情况。（右下图）分发老花眼

镜。 

 

Okada酒店高级职员拜会商总 

向诸领导推介该酒店各项设施 

 

菲华商联总会讯：Okada酒店高级职员在阮宝珍女士帶领下，于元月廿



八日（星期二）下午前来拜会，获得本会多位领导接见。他们说明来意，表

示此行主要是向本会推介Okada酒店的各项设施，包括大礼堂、中、西、日

、菲式等各項餐厅。 

阮宝珍女士一行并邀

请本会领导到他们的酒

店开会，声称他们很乐

意给予招待。 

参与接待的本会领导

有名誉理事长庄前进，

副理事长叶芳枫和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尚有马

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

志群。 

图为本会领导与Okada酒店高级职员合照。 

 

华社救灾基金与卫生部副部长等 

就新型冠状病毒事宜召开紧急会议 

並決設立熱線為病患提供翻譯服務 

 

华社救灾基金讯：卫生部日前证实菲律滨出现的第二宗确诊新型冠状病

毒病例，成为中国境外的首例死亡病例，在本地华社以及主流社会引起人心

惶惶，一些主流社会的菲律滨同胞、团体以及机构，纷纷看到中国人就“色

变”，甚至有医院拒收中国人或疑似病人。 

有鉴于此，本基金于二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一时，在商总六楼议事厅

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应对措施。同时邀请卫生部副部长Rolando Enrique 

Domingo医师、菲律滨儿科传染性疾病协会（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 

Society）会长Ana Lisa Ong-Lim医师，以及崇仁医院和崇仰医院的負責人和

专科医生出席，以讓Domingo副部长推介卫生部对疫情的立场，和所采取的

措施，及讓诸位医师提供各自的宝贵意见。会议同时也邀请华社和主流社会

的媒体记者前来采访。 

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表示，华社救灾基金将会持续展开捐助和

救济工作。他同时对本地有医院拒收中国人或疑似病人之事表示关切，并就

此事征求Domingo副部长的意见。 

Domingo副部长表示，本国医院有分等级，低等级医院因为缺乏有关设

备，所以无法接收有关病患。但是如果病患是遭到具有先进设备的高等级医

院拒收的话，可以向卫生部举报，经查证可吊销有关医院的执照，卫生部也

发出备忘录，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本国的首个病例被证实後，各民营医院不准

许拒绝或歧视疑似感染该疾病的中国人或病人。他同时表示，目前本国的疑

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状况，有八成正在接受卫生部的侦查，卫生部也会



准备更多医疗设备，而且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二，所以大众不必过

于恐慌。他同时也建议群众外出没有必要戴口罩，以免增加社会的恐惧感。

他同时建议医院、学校和媒体应该互相沟通。  

Ana Lisa Ong-Lim医师发表讲话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保持冷静

，以免引起恐慌。目前有问题的只有去过中国大陆和港澳等地的人，从其他

国家和地区入境者不必隔离。更重要的是，学校并无需停课，才不会造成恐

慌。目前近崇基医院的几所华校以外，主流社会学校均照常上课。她说，因

为有很多病人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有关医院急需翻译员，以让医护人员和

病患之间能够沟通。 

出席的各医院专科医生也提出各自意见供大家参考。与会者建议卫生部

应经常更新其网站，讓大众知道哪些医院可以接收疑似病人，有需要时能够

前往诊疗。同时纷纷向诸位专科医生提问，他们一一作答。 

Domingo副部长一行离开後，本基金各单位代表继续开会，进一步探讨

具体的应对措施，大家纷纷提出各自宝贵建议，以及其他有建设性的意见。

本基金对有关建议和意见进行总结後，将会采取具体举措应对。 

會議中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建議由華社救災基金、馬尼拉華助中心及

华裔青年联合会應設立一個廿四小時熱線有專人提供給病人及醫院溝通作翻

譯，首先由創會會長為首的華裔推派二位負責人，每天凌晨四点到午夜十二

时为大众服务，大家有问题可以拨0917-822-9017与該會前会长陈俊彥洽，或

拨0917-522-9191与該會成員施淑燕女士洽。 

紧急会议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司仪。 

出席者有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MMDA Bong Nebrija，商總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黃年榮、施文界，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

長葉芳楓、林榮輝、施梓雲、許學禹、王連僑，董事兼司庫許自友，董事／

稽核陳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董事兼工商主任李棟樑，董事兼社會

責任主任呂安盾，董事兼新聞主任李天榮，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福利

副主任黃太陽，聘任委員陳祖從醫學博士，描籠涯主席劉少強 

各界執行副主席黃攀桂，秘書長蔡輝煌，副秘書長孫明強，校友聯主席

許澤恭，菲華聯誼總會副會長蔡長裕，新聯公會王自強，旅菲華僑工商聯總

會會長柯志超，候任會長林水真，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濱聯會會長王榮忠，菲

律濱華裔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洪玉華，秘書長劉家寶，崇仁醫院施純理、

Dr. John Lim，崇仰醫院Dr. Mario Juco、許培坤、Hian Ho Koa，世界日報



吳勝利，商報蔡友銘，馬尼拉華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副秘書長吳建省，尚

有記者Barnaby Lo-AI Jazeera, Gretchen Malalad、范宗鼎、陳添地。 

（左上圖）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發表講話。（右上圖）現場一瞥。（

下圖）全體合影。 

 

無名氏捐商總菲幣十萬元 

為武漢肺炎疫情獻出援手 

 

菲華商聯總會訊：有位熱心自稱“無名氏”於二月三日（星期一）向本會

獻捐菲幣十萬元，以支援武漢肺疫情救援工作，獻出溫暖和愛心。仁風義舉

，殊堪彰表，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參議委員王水源捐商總八座農校 

扶助菲國貧瘠地區推展教育工作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參議委員王水源先生主有Wilcon Depot, Inc.，熱

心扶助本國貧瘠地區教育工作推展，於二月三日（星期一）特獻捐八座農村

校舍。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參議委員王水源捐商總四十萬 

以作為特別方案支出多項用途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參議委員王水源先生主有Wilcon Depot, Inc.，於

二月三日（星期一）向本會獻捐菲幣四十萬元，以作為特別方案多項用途。 

同時獻捐八座農村校舍，以扶助本國貧瘠地區教育工作推展。仁風義舉

，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商总与公造部等部门和单位代表座谈 

获通知Muelle de Industria下週一起封路 

探讨缓解岷市华人区堵车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于一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二时，在商总六楼议事厅与公造暨公路部

、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和中方筑路暨造桥机构等单位的代表举行座谈，探讨

有关在商总大厦旁边建造一座从皇城内（Intramuros）通往岷伦洛的桥梁的

造桥进展，据報告目前已完成整個工程的百分卅。 

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表示，因为该桥梁要赶在今年12月完工，所以



Mulle de Industria将于2月10日（星期一）起封路一段时间，直至他们认为可

以重开为止。他们也考虑到封路将致使附近一带严峻堵车，对当地居民和上

班者造成不便，所以建议另日再与本会开会，研讨缓解邻近一带堵车情况的

方法。 

出席者尚有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 

众议长Yul Servo代表Shaun Rodriguez，公造暨公路部代表Melchor 

Kabiling、Rosendo Doria、Kevin Paolo Robles，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代表

Mike Mamalangkas、Roolelio De Ocampo、Rosauro Pascua，岷市第三区281

描笼涯主席亦

即本会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

，中方筑路暨

造桥机构代表

Luis Gaddi Jr.

、 Jaypee 

Francisco 、

Tang Chao。 

（上图）本

会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发

表讲话。（中

图）诸代表出席会议。（下图）会场一瞥。 

 

商总向描东岸火山灾区分发救济品 

获海警队和New Era大学颁赠感谢状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元月份通过菲海岸警卫队和New Era大学校友

会，委托他们前往描东岸沓亚火山灾区，向灾民分发救济品。 

二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本會召開元月份常務會議之際，New Era

大学校友会

会长亦即菲

海岸警卫队

少将Randy 

Escolangco

特前来本会

，向本会颁

赠感谢状，

由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



士代表接受。 

在场领导尚有名誉理事长黄年荣、施文界博士，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

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王连侨。 

图为New Era大学校友会会长Randy Escolangco向本会颁赠感谢状，由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受。 

 

支持农历新春庆祝活动 

商总获岷市长颁感谢状 

 

菲华商联总会讯：马尼拉市長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于二月

四日（星期二）下午，在市政府大厅举行仪式，向华社十五个团体颁赠感谢

状，表达感激各團體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春庆祝活动中，给予市政府大

力支持与捐助的心意。 

本会为其中一个获颁赠感谢状华社团体，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他出席当天仪式，并接受颁赠感谢状。 

Moreno市长在颁奖仪式上致词，除讚许华社多個团体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外，同时提及目前在菲律滨也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情况，并首先感

谢华社各团体献出爱心，慷慨捐助，为菲律滨民众提供急需的防疫物品。他

也希望大家不分组群，不分彼此，共同携手预防病毒。并提醒大家不要听信

一些不实的传闻和谣言，勿对某一族群产生歧视或怨恨，因为大家都在呼吸

同样的空气，而疫情的产生也不会分地域。他说，防御疫情是大家共同的责

任，大家要携

手并进，共同

战胜疫情。 

（左上图

）马尼拉市长

Moreno 颁 赠

感谢状，由本

会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代

表本會及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

接受。（右上

图）获颁赠感

谢状各团体领

导和代表合照

。（下图）马

尼 拉 市 长

Moreno与获颁赠感谢状各团体领导或代表合影留念。 



商总与崇仰医院续签 

医疗优惠协议备忘录 

 

菲华商联总会讯：崇仰总医院院长柯贤豪医师和业务开发部主管Noel 

Jonathan See于二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莅临本会，与本会续签医疗优

惠协议。 

该项协议将向本会全體理事和职工，提供各项医疗利惠。本会理事和职

工只要有携带商總ID，将获得很多方便以及折扣。前一份协议的有效期在今

年二月份届满，所以需要重签。 

协议书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崇仰总医院院长柯贤豪签署，本会名

誉理事长黄年荣、庄前进、张昭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

、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戴亚明，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

督导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崇仰总医院业务开发部主管Noel Jonathan 

See共同见证。 

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同时

利用柯贤豪院长

亲临本会召開二

月份常務理事會

議時，特邀請他

說明就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的有关情况，

以及预防和应对

措施，向本会在

场领导进行解说

，并接受大家的

询问及一一作答

。 

 （ 上 图 ）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话。 （下图）本会与崇仰总医院签署医疗优惠

协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崇仰总医院院长柯贤豪医师签署，诸位高

层领导和崇仰总医院业务开发部主管Noel Jonathan See共同见证。 

 

华社救灾基金领导与描东岸省长 

座谈交流了解火山灾区受灾情况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基金于元月廿二日（星期三）上午一大早，在第一

夫人Honeylet Avancena陪同下，先後前往描东岸省综合体育馆和Bauan技术



学校两个疏散中心，配合描东岸省长万永高（Mandanas），向沓亚火山灾

民分发一万份救济品和一万份甜菓，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有的Sterling纸

业及SL Agritech公司也捐赠一万包一公斤装大米，其主有Dona Maria牌子糙

米煮成的一万份巧克力甜粥（champorado），也分发给灾民。商总永远名誉

理事长陈永栽博士偕令公子副理事长陈俊礼亦用两辆流动净化水车现场提供

灾民净化水和大、小瓶矿泉水等，并还将从外省再调动三辆供应灾民。 

在分发救济品之前，本基金诸领导与描东岸省长万永高（Mandanas）

在描东岸省综合体育馆进行事先探讨，了解灾情，并由省长与其部属报告受

灾情况。 

出席的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有商总理事长、宋庆龄基金会会长林育

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陈俊礼、林荣辉，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工

商主任李栋梁，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董事

兼青合主任施清玮，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

阳、庄联禄，工商理事戴福安，福利理事王清涵。 

各界秘书长蔡鸿语、青委主委黄福安，联谊会会长亦即商总农资副主任

戴国安、副会长姚金镇。 

华社救灾基金十一个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旅

菲各校友会

联合会、菲

律滨中国商

会总会、菲

华联谊总会

、世界日报

、菲华新联

公会、旅菲

华侨工商联

总会、菲律

滨宋庆龄基

金会、旅菲

深沪镇同乡

总会，世界

福建青年菲

律滨联会。 

（上图）描东岸省省长万永高（Mandanas）向本基金各单位领导报告受

灾情况。（下图）宾主合影留念。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獲晉升 

菲律滨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少将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于二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二

時，在其夫人林王丽燕女士陪同下，亲往菲海岸警卫队总部，接受海岸警卫

队辅警队由准将晋升为少将儀式。 

当天由海岸警卫队Robert Patrimonio准将代表司令Joel Garcia上將和海

岸警卫队辅警队全国司令Beethoven Sur中将共同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佩

戴两粒星少将徽。林育庆博士宣誓就任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少将，同时发表

感言。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感言。（右上图）菲海岸警卫队

Robert Patrimonio准将和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全国司令Beethoven Sur中将为

林育庆博士佩戴少将徽。 

（左中图）林育庆博士宣誓就任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少将，由海岸警卫

队Robert Patrimonio准将监誓。图中尚有林育庆博士夫人林王丽燕女士見証

。（右中图）林育庆博士偕同夫人林王丽燕女士与菲海岸警卫队Robert 

Patrimonio准将和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全国司令Beethoven Sur中将合照。 

（下图）林育庆博士偕同令尊夫人林王丽燕女士与在场菲海岸警卫队出

席长官合影留念。 

 



商总配合菲华诚昌11／88商会 

向商场附近民众分发两万片口罩 

 

菲华商联总会讯：卫生部宣佈本国发现第三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病例，而且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引起全民恐慌，纷纷戴起口罩。早在宣佈

确诊首宗病例时，全国口罩就被抢光，致使市面上严重缺货，达到一罩难求

的境地。 

有鉴于此，本会配合菲华诚昌11／88商会，于2月6日（星期四）下午二

时，在盛昌11／88商场进口处亦即该商会会长吕子经所经营中药店外面，向

附近一带民众分发二万片口罩。 

参与分发者有本

会理事长林博士育庆

少將，董事兼社会责

任主任吕安盾，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福利

副主任洪祖霖、黄太

阳、柯顺庆，社会责

任副主任吴良顺，新

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福利理事王清涵，

社会责任理事洪金铭

，聘任委员郭峥嵘。 

菲华诚昌11／88

商会会长吕子经暨诸

位副会长和前会长。 

（左上图、左中圖）本会及菲华诚昌11/88商会诸领导分发口罩。（右上

圖）林育慶理事長接受電視台對此次活動採訪。（右中图）邻近民众领取口

罩。（下图）全体合影。 

 

被列入可疑病例代亡者家属澄清 

其非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菲华商联总会讯：最近本地华文报章日前报道某医院拒收疑似肺炎华人

病患的新闻，引起议论纷纷，该病患为本会常务理事张冬钦。 

因为张氏病逝当天，有人在多个微信群散播他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谣言，制造华社恐慌，也给其居住大厦和家人均造成一定的影响，其

儿媳妇为平息社会大众疑惑，已於昨日通過商報加以澄清。 

据张氏的儿媳妇表示，其家翁是于去年晚些时候确诊罹患间接性肺炎，

并于同年10月份前往中国福州市就医，11月份在当地肺科医院留医住院，12



月17日出院。张氏今年1月21日返菲。 

日前张氏因病情突然加重要入医院治疗，于是前往某医院求诊。由于本

国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敏感时期而被列入可疑病例，所以院方劝他们

转往San Lazaro医院或者RITM医院就医。因为本国目前只有RITM医院拥有

检验这种病毒的仪器，所以张氏最後选择在该医院留医。期間多次與本會秘

書長就住院事情保持聯系徵求協助。不过，张氏的病症卻最终未能治愈，不

幸于2月5日病故。 

张氏的家屬表示，他近期并没有去过武汉，而且经过前後三次检验的结

果均呈阴性，第三次還是直接肺部取樣，更加確認不是新冠狀病毒。所谓流

言止于智者，本会奉劝大众勿再散播，也不要听信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

。希望大家勿再谈论有关张氏死因的流言蜚语，讓亡者得到安息，其家属也

能得到安宁。 

 

华社救灾基金捐赠口罩 

于大马尼拉区发展署 

 

华社救灾基金讯：卫生部宣佈本国发现第三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病例，而且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引起全民恐慌，纷纷戴起口罩。早在宣佈

确诊首宗病例时，全国口罩就被抢光，致使市面上严重缺货，达到一罩难求

的境地。 

有鉴于此，本基金向大马尼拉区发展署捐赠两箱口罩，以分发给每天暴

露在室外舒缓交通状况的首都地区交通指挥员。二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三

时，本基金在商总六楼议事厅召开紧急会议，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应

对措施期间，大马尼拉区发展署负责人Bong Nebrija亲自前赴商总接收，由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其移交，并由本基金各单位领导和代表共同见证。 

在场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和代表有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

事长黄年荣、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

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施梓云、王连侨。 

各界执行副主席黄攀桂，秘书长蔡辉煌，校友联主席许泽恭，联谊会副

理事长蔡长裕，世界日报董事吴胜利，华侨工商联会长柯志超，宋庆龄基金

会稽核施超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聯会会长王荣忠。在场尚有菲律滨华裔



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 

图为华社救灾基金捐赠口罩，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大马尼拉发展

署负责人Bong Nebrija代表移交，暨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和代表共同见

证。 

 

华社救灾基金领导赴描东岸省灾区 

配合环境暨天然资源部副部长代表 

向沓亚火山灾民分发两千份救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沓亚火山于元月十二日开始喷发，火山灰喷发最高达

10至15公里，灾情惨重，附近一带疏散将近百万人。 

本基金基于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于二月二日（星期日）上午，通过描

东岸市菲华商会，先後前往描东岸省Talisay社San Guillermo教区教堂、

Ibaan社Malainin康复中心和Talaiban描笼涯，以及Mataas na Kahoy社La 

Purisima学院等地，配合环境暨天然资源部副部长Benny Antiporda代表

Jesus Enrico Moises Salazar，向当地灾民分发合计两千份救济品。 

出席的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有商总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税务副主

任王家烟、吕君恆，福利副主任洪祖霖、柯顺庆。 

校友联主席张年习，华侨工商联候任会长林水真。 

描东岸市菲

华商会出席者有

理事长陈德烈，

副理事长黄亚力

、黄志安，秘书

长柯吉平，副秘

书长许建阳，司

库姚博田，理事

柯遵才、蔡衍园

、黄侨顺。 

华社救灾基

金十一个单位分

别为：菲华商联

总会、菲华各界

联合会、旅菲各

校友会联合会、

菲律滨中国商会

总会、菲华联谊

总会、世界日报

、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旅菲深沪镇



同乡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左上图）商总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发表讲话。（左图二）向灾民分发

救济品。 （右上图）准备分发的救济品。（右图二）灾民等候分发救济品。 

 （图三）本基金各单位领导、描东岸市菲华商联领导、环境暨天然资源

部副部长Benny Antiporda代表Jesus Enrico Moises Salazar、灾民合照。 

 （下图）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与描东岸市菲华商会领导合影留念。 

 

华社救灾基金领导赴描东岸省灾区 

配合环境暨天然资源部副部长代表 

向Talisay社火山灾民发八百份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沓亚火山于元月十二日开始喷发，火山灰喷最高达10

至15公里，灾情惨重，附近一带疏散将近百万人。 

 本基金基于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于二月二日（星期日）上午，通过描

东岸市菲华商会，前往描东岸省Talisay社San Guillermo教区教堂， 配合环

境暨天然资源部副部长Benny Antiporda代表Jesus Enrico Moises Salazar，向

当地灾民分发八百份救济品。 

出席的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有商总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税务副主

任王家烟、吕君恆，福利副主任洪祖霖、柯顺庆。 

校友联主席张年习，华侨工商联候任会长林水真。 

描东岸市菲华商会出席者有理事长陈德烈，副理事长黄亚力、黄志安，

秘书长柯吉平，副秘书长许建阳，司库姚博田，理事柯遵才、蔡衍园、黄侨

顺。 

华社救灾基金

十一个单位分别为

：菲华商联总会、

菲华各界联合会、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

会、菲律滨中国商

会总会、菲华联谊

总会、世界日报、

菲华新联公会、旅

菲华侨工商联总会

、菲律滨宋庆龄基

金会、旅菲深沪镇

同乡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 

 （左上图）向灾民分发救济品。（左中图）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领导、



描东岸市菲华商会诸领导、环境暨天然资源部副部长Benny Antiporda代表

Jesus Enrico Moises Salazar合照。 （右上图）工作人员准备分发救济品。（

右中图）灾民等候分发救济品。 

 （下图）本基金各单位领导、描东岸市菲华商会领导、环境暨天然资源

部副部长Benny Antiporda代表Jesus Enrico Moises Salazar、工作人员合影留

念。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参加 

计顺市政府庆庚子鼠年新春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讯：计顺市政府、计顺市首都菲华商会、计顺市中国城发

展基金会于元月廿六日亦即农历大年初二（星期日）下午，在计顺市华人区

共同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計順市市長Belmonte親自率市府諸官員出席计

顺市首都菲华商会理事长亦即本会外交副主任林育纬、计顺市中国城发展基

金会主席陈凯复，以及当地华人华侨、菲律滨民众数千人出席。 

中国驻菲律滨大使黄溪连阁下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计顺市市长Belmonte在致词时，首先向该市市民介绍黄溪连大使。她说

，这是她首次出席计顺市中国城新春庆祝活动，得悉中国驻菲大使也是首次

出席，令她非常高兴。这充分说明菲中双方契合高度，关系密切。希望在双

方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把这项活动越办越好。 

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在主旨演讲中表示，2019年中国政府在民生建

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带领亿万中国家庭过上幸福生活，中国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菲关系也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各

领域交往持续深化。2020年是中菲建交45週年，两国将共同举办一系列纪念

庆祝活动，不断深化政治安全、经济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 

黄溪连大使表示，很高兴首次与旅菲华侨华人和菲律滨朋友共同欢度春

节。这个季节已成为中菲两国人民共同的节日。衷心期待中菲两国在新的一

年里携手努力，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紧推动各项务实合

作早日落地，让民众切实享受中菲友好的更多红利，让两国人民如亲戚般走

得更近更频更亲，让中菲关系走进一个充满朝气、万象更新、蓬勃发展的新

时代。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致词中，首先向在场各位致以新春快乐、新年

纳福。他说，农历春节是全球各地许多国家一年当中最主要的节日。这是一

个与家人和朋友团聚和叙旧，以及对社会表示感恩的时刻。林育庆博士同时

对这场庚子鼠年新春活动的圆满成功，向计顺市市长Belmonte暨全体市政府

官员，以及所有主办者表示热烈祝贺。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说，农历春节让我们联想到菲中两国在历史上的千年

以上友谊和经贸关系，以及全国各地华人社会对本国各项发展所做的各种贡



献。在本国历史上，我们有许多民族英雄、政府领导人和崇拜的偶像人物都

是华裔，其中包括民族英雄扶西·黎刹，以及多位前总统。现任总统杜特地阁

下的外祖父也是中国人。此外，本国许多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地方政府官员

的祖先也是来自中国。当然，我们尊敬的Joy Belmonte市长，身上也是流着

华人血统。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表示，在Belmonte市长领导下，我们预期计顺市今後

不单将成为菲律滨的商贸、教育、健康、资讯技术和娱乐之都，同时也将成

为一个快速增长的旅游目的地。林育庆理事长也向大家保证，商总将继续促

进菲华两族群之间的兄弟般友好关系、友好发展及和睦共处。他最後向大家

报告由商总领导的华社救灾基金，日前到描东岸火山灾区，向沓亚火山灾民

分发一万份救济品。 

计顺市中国城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于2014年首次举办，今年是第7次举行

。庆祝活动中，旅菲华人艺术团体献上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现场还有武术

、舞龙、舞狮、中华美食等展示活动。 

本会出席领导尚有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陈俊礼、

王连侨、黄奇昭，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福利主任许

灿荣，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科技资讯共同主任

郑炜煌博士，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社会责任副主任陈清雷，新聞理事黃淑賢

，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小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发表主旨演讲、计顺市市长Joy 

Belmonte、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计顺市首都菲华商会理事长林育纬分别

致词。 

（左中图）计顺市市长Joy Belmonte、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合照。（右上图）本会诸领导與计顺市首都菲华商会理事长

林育纬合照。（右中图）本会领导、计顺市首都菲华商会领导與计顺市市长



Joy Belmonte合照。 

（下图）计顺市市长Joy Belmonte、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本会领导

、计顺市首都菲华商会领导、计顺市中国城发展基金会主席陈凯复合影留念

。 

 

商总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 

“Go Negosyo”十五週年庆典 

 

菲华商联总会讯：“Go Negosyo”于元月廿七日（星期一）上午十时至下

午四时，假Robinsons Place Manila商场的Atrium，举行十五週年庆典，诚邀

本会领导出席，并作为其Mentor Me on Wheels项目的模范辅导者。本会多位

领导于是日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自率领出席参加。 

Mentor me on Wheels 项 目 是 一 项 由 Philippine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Go Negosyo”倡议，并与总统府企业事务顾问办公室和工

商部合作推展的全国性免费一对一辅导项目。 

此项目的内容是由本国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向全国各地主流社会有意创业

者，以及有意扩充业务，或者转行的中小型企业家，免费提供一对一辅导。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陈俊礼、施东方博士，劳

工主任洪逢骏律师，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科技资讯

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及理事黄淑贤。 

 （左上图）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暨诸领

导与总统府企业事务顾

问兼“Go Negosyo”创始

人Joey Concepcion合照

。（左中图）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暨诸领导

与出席的其他模范辅导

者合照。（左下图）本

会领导与青年组成员合

照。（右上图至右图三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副理事长施东方博

士、陈俊礼分别进行一

对一辅导。（下图）会场一瞥。 

 

商总诸领导前往访问并参观 

Pedro Guevara小学特别指导班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应菲律滨历史最悠久公立学校，亦即本会邻近拥

有120年校史的Pedro Guevara小学（Pedro Guevara Elementary School）邀

请，于二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一时，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副理

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率领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领导，一起前往参观该校的特

别指导班。 

在该特别指导班学习者为口吃、说话有困难等具有语言障碍的特殊情况

学 生 。 Jose Abad 

Santos市立医院的志

願醫生和物理治疗师

，对该班的每一位学

生进行一星期两次（

逢星期一和星期五）

、每人每次一小时的

治疗方案。在本国所

有 公 立 小 学 中 ，

Pedro Guevara小学

是唯一拥有该方案的

一所学校。 

本会曾应该校的

要求，尝试赞助该项

方案，过后该校有前

来汇报，现在他们需

要各方面的继续赞助

，方能持续推展下去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

任施超权偕其胞妹，

均有个别响应。 

本会经了解后，

在二月份的常务理事

会议上，批准再予以

支持一个季度，等进

一步了解其进度和成

果后再作决定。是日

本会还向该校移交分

别由本会和执行副理

事长黄美丽捐赠的口

罩和清洁剂，该校教职员和学生使用。 

 （上图）在场的一位Jose Abad Santos市立医院医生向本会讲解该项方

案。（中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向Pedro Guevara小学移交其个人



捐献支票。（下图）本会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和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

雄，分别向Pedro Guevara移交分别由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和本会捐赠的清

洁剂和口罩。 

 

商总諸领导与光坦医院院长共进午餐 

了解探讨对新冠状病毒肺炎应对措施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于二月八日（星期六）中午，

特别邀请光坦纪念医院（前崇基医院Metropolitan Hospital）院长龔金生医

学博士（Dr. Tan Kim Shi）前来本会，与诸领导共进午餐，探讨了解该医院

对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病疫情的应对措施。 

本会于二月三日（星期一）下午，邀请本地三间华人医院负责人和卫生

部副部长Domingo医师，前来共同探讨交流。 

當日龔金生院长因有要事无法出席，所以本会于二月八日特别邀请他前

来交流。龔金生院长当天由光坦医院脑科名医陈祖從医学博士陪同下前来。 

交流中，龔金生院长特别向本会介绍光坦医院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表示该医院也设有隔离病房，若有类似病例，可

以进行治疗。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对光坦医院和龔金生院长在百忙中接受邀请

，拨冗前来共同探讨交流，让本会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万

二分谢意。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王连侨，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小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秘书长颜长江博士、龔金生院长进行

探讨交流。（大图）宾主合影。 

 

 



商总中吕宋地区联席会议 

假仙彬兰洛市 Ichiban餐厅举行 

理事長林育慶率領領導出席參與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中吕宋地区联席会议，于二月九日（星期日）中

午，假邦邦牙省仙彬兰洛市Ichiban餐厅隆重举行。中吕宋地区各菲华商会领

导踊跃出席参加。 

大会主席本会中吕宋地区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致欢迎词，然後介绍出

席代表。继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勉励，及汇报本会近期重点工作。 

接着由吴俊民董事向邦省仙彬兰洛新生小学、丹辘新民中学、甲万那端

市中华中学等中吕宋地区三所华校捐款。接下去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主

持工作会议，各地区商会负责人介绍各自地区工作状况，并向本会领导提出

各项问题，以更进一步了解各项课题，以及对各该会所遭遇的各项问题要求

协助。双方并交流会务，增进情谊。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理事长

施伟廉、陈俊礼、戴亚明、吴启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外交理事戴福安。 

出席的董事吴俊民，各地区商会代表有武六干省菲华厂商总会马雪丽、

吴远程、李建宙

、林育纬、施纯

永、陈培煌、陈

章云、许辉钦。

邦省仙彬兰洛菲

华商会王世民、

许经栋、高淑贞

、施海澄、许端

愿、许漂亮、许

前途、施顺利、

施加潑、王民里

道、蔡荣鑫。丹

辘省菲华商会许

谢珊珊、许庭评

、许金龙、洪芳

鹏、朱远东。荷

浪牙波菲华商会

陈明熙、王艺利

、 李 實 鵬 、

Piosie Guiteles

、佐顺菊、陈艳

艺。红奚礼示市



菲华商会蔡順意。蕊描怡丝夏省菲华商会杨光照律師、洪维清，描沓安省菲

华商会许伟力。 

 （小图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副理事长陈俊礼致謝詞、中

吕宋地区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致欢迎词、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主持工作会议

。 （左图二）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汇报本会近期重点工作。（左图三）会场一

瞥。 （右上图至右图三）本会中吕宋地区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向中吕宋地

区三所华校移交捐献支票。（图四）诸领导合照。（下图）全体合影。 

 

加牙渊省省长拜会商总 

宾主双方进行探讨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加牙渊省省长Manuel Mamba在本会东北吕宋区常务

理事、亦即马尼拉市第一区市议员林梅瑟偕其胞兄亦即Mamba省长好友陪同

下，于二月六日（星期四）中午前来本会进行拜会，受到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暨诸领导的热烈欢迎。双方就菲律滨目前各方面情况进行广泛探讨。 

Mamba省长特别向本会领导介绍加牙渊省的各项发展。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也向其介绍商总所推行的各方面支持政府的经济方案，和各项社会福

利方案。 

交谈中，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了解到加牙渊省一些偏远农村地区，极度缺

乏农村校舍，

所以答应将通

过 Mamba 省

长，向该省捐

建农村校舍，

并由其安排建

造在最迫切需

要的地区。 

本会出席

领导有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

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董事兼

新闻主任李天

荣，东北吕宋

区常务理事林

梅瑟。 

（上图）宾主合影。（下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Mamba省长赠送

由其经营农田种植，并由其经营企业加工包装的优质白米和糙米，以及由其

经营企业生产的零食。        



 

商总理事长林育慶就肺炎疫情 

接受CNN电视台主播采访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于二月六日（星期四）

，偕同世界卫生组织（

WHO）菲律滨负责人

Rabi医学博士，应CNN

电视台主播Ruth Cabal

邀 请 ， 一 起 出 席 由

Cabal主播主持的采访

交谈。就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近况和

事态发展，进行探讨交

流。 

WHO菲律滨负责

人Rabi医学博士对这种

病毒的有关细节进行介

绍，并向大家提供应对

措施。 

理事长林育庆表示

强调，由于这种病毒始

于中国，所以引起不少

人产生仇中和仇视华人

的心理，甚至产生对华

人种族歧视的意识，令

人感到很遗憾。他说，

中国和中国病患本身乃是这场疫情的最大受害者，大家不应该对他们有仇视

的心理。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菲中是传统友好邻邦，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

望，彼此具有近千年的友好往来，双方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应该珍惜彼此之

间的兄弟般情谊，千万不能因为这场疫情，而对中国和华人有仇视态度。此

外，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这场疫情采取透明度举措，并且积极应对，相信

病毒很快就能受到控制。他同时呼吁民众要遵守政府对这方面的一切相关指

示。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WHO菲律滨负责人Rabi医学博士，

一起接受CNN电视台主播Ruth Cabal采访。（中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WHO菲律滨负责人与CNN主播Ruth Cabal合照。（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与WHO菲律滨负责人Rabi医学博士合照。 

 

商总理事长主持记者会 

针对肺炎疫情发表声明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二月六日（星期四）中午，在七楼大礼堂主持

一场记者会，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本国经

济--社会发展所造成影响，向主流媒体记者发表声明。受邀来自全国各电视

台、无线电台、报社、杂志社等主流媒体记者50多人出席。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声明中，对主流媒体记者们莅临本会表示欢迎，并

感谢他们支持本会所推行一系列旨在促进国家进步的经济和社会--民生方案

，以及维护民主、社会安宁，以及坚持资讯自由传播的重要性。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说，商总支持菲律滨政府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蔓延方面，所做的出自诚意努力。我们呼吁大众应保持冷静和警惕，并与

政府当局相互配合，促进大众健康，并养成日常卫生习惯，同时切勿散播足

以对社会构成创伤的未经证实消息或假新闻，以及任何含有种族歧视意识的

诽谤。尽管这个始于中国的疫情困惑着若干国家和地区，商总对菲律滨2020

年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6.5%到7.5%，仍然持乐观态度。尽管本国受到这种

我们希望

是短暂性

的病毒所

困惑，菲

华社会很

多企业家

均有信心

菲律滨经

济具有巨

大潜力和

弹性，同

时还将持

续投资和

再投资。 

理 事

长林育庆

博士表示

，菲华社

会因为长年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具有做善事的乐善好施优良传统。

在这次的疫情期间，各团体纷纷向有关机构捐赠口罩，甚至是在街道上，向



来往人群分发。这项举措显明菲华社会与主流社会菲人兄弟团结一致，大家

万众一心，对全国民众的健康表示关怀。我们都是一同乘搭菲律滨这艘巨轮

，所以大家应该互相帮助。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同时向主流媒体记者介绍本会所推行的各项支持政府

的经济和社会--民生方案。他并呼吁大家一起抗击、克服并战胜这次的疫情

。 

本会并当场向所有出席主流媒体记者分送口罩。记者会结束後，本会设

午餐招待所有在场记者。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工商主

任李栋梁，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社会责任

副主任吴良顺，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福利理事王清涵。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记者会上发表声明。（中图）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暨诸领导向主流媒体记者分发口罩。（下图）记者会进行情况。         

 

商总理事长应主流媒体邀请 

出席参加星期二俱乐部座谈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于二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

九时，率同副理事长兼新闻督导黄奇昭，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新闻主

任李天荣，受邀参加由星期二俱乐部（Tuesday Club）假厄沙香格里拉（

Edsa Shangrila）酒店主持的座谈会，讨论重要课题。星期二俱乐部是由主

流社会各主要媒体的社长、总编辑、专栏作家、编辑、记者组成，每逢星期

二在厄沙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一次座谈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在座谈会上应邀作为当日主讲人。应邀出

席贵宾尚有Marikina市前市长Marides Fernando。 

座谈会由菲星报（Philippine Star）名专栏作家Marichu Villanueva主持

。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話表示，今天本人有三个主要课题想与大

家分享：首先是为能真正巩固菲律滨经济，吸引更多本地和海外投资者促进

本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以及促成本国的全球竞争力，菲华商联总会呼吁菲

律滨国会果断并迅速通过悬而未决的公司入息税逐减暨优惠法案（CITIRA

）。该项提案将把本国公司的入息税在十年期间内，从30%降至20%。我们

支持旨在促成我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更具包容性和真正充满活力的持续进

步改革。 

其次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菲华商联总会支持菲律滨政府

出自诚意的致力于预防疫情的蔓延。尽管这个健康问题已经构成全球性的新

挑战，同时可能会冲击到全球的旅游业和经贸运作，我们仍然期盼菲律滨

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6.5%。 

还有就是本人呼吁本国领导人和各领域人士，正当中国处于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危急关头之际，能够向我们这个持续近千年的老朋友

和长期贸易伙伴，表达我们对它在道义上的支持。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还接受媒体朋友提问，并一一作答。当天是

Marikina市前市长Marides Fernando的生日，出席者准备一块蛋糕为其庆生

。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話。（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暨诸领导与Marikina市前市长Marides Fernando、座谈会主持人菲星报

名专栏作家Marichu Villanueva和主流媒体新闻从业员合照。（下图）全体

合影。 

 

通   告 
 

这次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日益严重，每

天都有人感染和死亡。疫情随即扩散至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严重威胁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会基于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以第一时间

特召集华社救灾基金紧急会议，探讨疫区的疫情进展，以及赈济事宜。 

會議一致决定捐献人民币两百万，通过中国驻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有关

单位，并亲往中国大使馆，向黄溪连大使阁下移交捐献支票。 

現時疫情繼續惡化，疫區正值最需要各方面全力支持的時候，大家應該

更積極貢獻自己的愛心，為抗擊疫情盡一份力量！ 

为此，本会特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董事、参议委员、常

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顾问踴躍响應，华社各热心团体和民众，倘若有

意响應向疫区捐款，亦可直接交予本會由本会接收，集合後總列名單提交中

国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相信我们整合华社的整体力量，大家团结一

致，向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定能起到更大和更有力的效应！ 

                        菲 华 商 联 总 会 

                          2020年2月14日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首日認捐合计菲币二千八百八十萬元 

今日收款一千一百九十萬兩日來所得四千零七十萬 

 

菲华商联总会讯：这次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

发後，本会以第一时间召集华社救灾基金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捐献人民币两

百万，通过中国驻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有关单位，并亲往大使馆，向黄溪连

大使阁下移交捐献支票。 

鉴于病例继续增加，每天都有人感染和死亡，本会基于疫区正值最需要

各方面全力支援的时候，大家应该积极贡献自己的爱心，为抗击疫情出一份

力，特于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探讨赈济

事宜。 

经探讨後，会议一致决定将发通告，呼吁本会诸位正副理事长、名誉理

事长、名譽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顾问踊跃

响应，同时亦呼吁本會會員單位、华社各热心团体、企業和民众，倘若有意

响应向疫区捐款，亦可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

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华社救灾基金领导赴描东岸省

灾区 

配合该省里巴市Halang描笼涯
官员 

向当地火山灾民分发五百份救

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沓亚火山于元月十

二日开始喷发，火山灰喷发最高达10至15

公里，灾情惨重，附近一带疏散将近百万

人。 

本基金基于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于

二月八日（星期六）上午，通过里巴市菲

华商会，前往描东岸省里巴市Halang描笼

涯，配合该描笼涯官员，向当地灾民分发

五百份救济品。 

出席的华社救灾基金代表有商总福利

副主任柯顺庆。里巴市菲华商会出席者有



理事长陈清山，秘书长王勇贤，副秘书长许建阳，吴辉龙，理事杜成达。 

华社救灾基金十一个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旅

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律滨中国商会总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

新联公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旅菲深沪镇同乡总

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上图）向灾民分发救济品。（中图）华社救灾基金代表商总福利副主

任柯庆顺、里巴市菲华商会领导、Halang描笼涯官员、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下图）灾民等候分发救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领导赴描东岸省灾区 

配合该省Mataas Na Kahoy社长 

向该社火山灾民分发五百份救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沓亚火山于元月十二日开始喷发，火山灰喷发最高达

10至15公里，灾情惨重，附近一带疏散将近百万人。 

本基金基于人溺己溺

的恻隐之心，于二月八日

（星期六）上午，通过里巴

市菲华商会，前往描东岸

省Mataas Na Kahoy社， 

配合该社社长Janet Ilagan

，向当地灾民分发五百份

救济品。 

出席的华社救灾基金

代表有商总福利副主任柯

顺庆。里巴市菲华商会出

席者有理事长陈清山，秘

书长王勇贤，副秘书长许

建阳，吴辉龙，理事杜成

达。 

华社救灾基金十一个

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

会、菲华各界联合会、旅

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律

滨中国商会总会、菲华联

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

新联公会、旅菲华侨工商

联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

金会、旅菲深沪镇同乡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左上图至右上图）向灾民分发救济品。（右中图）华社救灾基金代表

商总福利副主任柯顺庆、里巴市菲华商会诸领导、Mataas Na Kahoy社社长

Janet Ilagan合照。（下图）华社救灾基金代表商总福利副主任柯庆顺、里巴

市菲华商会领导、Mataas Na Kahoy社社长Janet Ilagan、工作人员和灾民合

影留念。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兩日認捐合计菲币四千零七十萬 

今收六百三十萬合共四千七百萬 

菲聯誼羽毛球會原擬慶春節因疫情取消特响應捐二十萬 

 

菲华商联总会讯：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祖籍国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连日来的疫情，已经在社会

上引起人心惶惶。 

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非常关心疫情的发展和患者的救治情况

，特于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探讨赈济事

宜。经探讨后，会议一致决定发动募捐，并当场向出席参议委员、名誉理事

长、董事募得菲币二千八百八十万捐款。 

会议亦同时一致决定将通過发通告和新闻，呼吁本会诸位政府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顾

问、各會員商會、名譽團體會員、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若有意

响应向疫区捐款，亦可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后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

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各诸位热心同仁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十四日的认捐金额已合计

菲币四千零七十万。本会藉此呼吁社会各热心人士，在这个救援工作如火如

荼当前，能够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信念，予以积极响应，以便在第

一时间，向疫区提供援助。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三日認捐合计菲币四千七百萬元 

今收一千三百四十一萬合共六千零四十一萬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非常关心疫情的发展

和患者的救治情况，特于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召开董事会紧急

会议，探讨赈济事宜。经探讨後，会议一致决定发动募捐，并当场向参议委



员、名誉理事长、董事募得菲币二千八百八十万捐款。 

会议亦同时一致决定将通过发通告和新闻，呼吁本会诸位正副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顾

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若有意

响应向疫区捐款，亦可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

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同仁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十五日的认捐金额已合计菲

币四千七百万。 

本会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先生担任华助中心主任以

来，对維護华人华侨事项做出大量的工作，他非常关怀疫情的发展，日前亲

往大使馆向黄溪连大使移交二百万捐款，这次再响应本会捐款运动，又认捐

一百万，总共合捐三百万。 

名誉理事长张昭和先生较早前率领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由其担

任会长）向大使馆移交五百万捐款，现個人再响应本会，认捐一百万。 

本会老前辈名誉董事黄有恒先生在商总服务数十年，为华社、为商总做

很多事，退休後由令公子黄家顺先生在本会服务，担任宿务武运常务理事兼

劳工副主任，这次响应本会，认捐一百万。 

参议委员施蒂絲（SM集团）捐来一百万。名誉董事华社名律师留典辉

大律师转来吗拉汶凤山寺光泽尊王庙捐款一百万。 

名誉董事戴国兴捐来五十万。理事长外交事务助理洪文棋捐来三十万。

菲律宾香港商会较早前亦亲往大使馆移交八百万捐款，现再响应本会，捐来

二十万。此外，本会也陆续收到各宗亲会、同乡会、基金会及本会会员商会

、財務委員和热心团体及個人的热烈响应。 

本会藉此呼吁社会各热心人士，在这个救援工作如火如荼当前，能够本

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信念，予以积极响应，以便向疫区提供援助。 

 

商总配合Gintong Silahis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 

为计顺市La Loma区患者进行义诊施药服务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社会责任委员

会 义 诊 队 配 合

Gintong Silahis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 Inc.，于

二月九日（星期日）

上午，在计顺市La 

Loma区，为邻近一

带病患提供义诊施药



服务，造福当地患者。 

当天义诊工作由本会义诊队医生，以及牙医主持。 

Gintong Silahis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会长Tony Hombrebueno暨该

会诸领导提供协助。 

本会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副主任陈清雷，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

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惠及病患四百二十九人，为牙患者五十一人拔牙，并分发二百二十九副

老花眼镜。 

 （左上图）义诊进行情况。（左下图）分发老花眼镜。（右上图）本会

领导与Gintong Silahis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领导合照。（右下图）为

患者拔牙。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新屆職員就職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二十萬 

林水真捐馬尼拉華助中心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慶祝成立十四週年紀念暨第六屆

職員就職典禮於二月十六日（星期日）在本會七樓大禮堂舉行，同時上午該

會隆重舉行新會所落成啟用儀式並剪綵。中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黃溪連出席

落成禮並

致詞。本

會理事長

林育慶擔

任監誓員

及訓誨，

名譽理事

長蔡聰妙

博士任大

會主講人

，名譽理

事長兼華

助中心主

任莊前進

致詞。 

該會

為支持華

文教育發

展，特捐

菲幣二十



萬元予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 

同時新任理事長林水真亦捐菲幣十萬元予馬尼拉華助中心，以作為護僑

之用途，仁風義舉，殊堪彰表，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上圖）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新任理事長林水真親自遞交支票予本會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諸領導陪同合照。（下圖）本會名譽理事長兼馬尼拉華助

中心主任莊前進接受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新任理事長林水真支票。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四日認捐合计菲币六千零四十一萬元 

今收五百廿五萬合共六千五百六十六萬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非常关心疫情的发展

和患者的救治情况，特于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召开董事会紧急

会议，探讨赈济事宜。经探讨後，会议一致决定发动募捐，并当场向参议委

员、名誉理事长、董事募得菲币二千八百八十万捐款。 

会议亦同时一致决定将通过发通告和新闻，呼吁本会诸位正副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顾

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若有意

响应向疫区捐款，亦可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

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國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十七日的认捐金额已合计

菲币六千零四十一萬元。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十三日召開緊急董事會議推動捐款支援中國新冠

狀病毒疫情時倡捐二百萬元，今日又再認捐一百萬元，合共捐了三百萬，熱

情可嘉。 

另本會財務委員林維水先生一向支持本會各項災難募捐活動，本次再响

應捐獻二百元巨款。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新屆職員就職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為新會所剪綵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於二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邀

請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閣下，本會名譽理事長蔡聰妙博士，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等共同為該會新會所主持剪綵儀式嘉賓，及後假本會七樓大禮堂舉行新屆

職員就職典禮。 

（左上圖）黃溪連大使致詞。（右上圖）諸領導剪綵儀式。（圖二）旅

菲華僑工商聯總會向大使黃溪連閣下頒贈感謝狀。（左圖三左起）該會新任



理事長林水真、本會理事長林育慶、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閣下、本會名譽理

事長蔡聰妙博士合照。（右圖三）諸領導與大使黃溪連閣下合照留念。（下

圖）諸領導合照。 

 

商总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 

捐赠一千万人民币支持中国抗疫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牵动着海外华夏儿

女的心，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菲律濱航空公司董事長陈永栽博士心系祖籍国

疫区群众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向中国华文

教育基金会捐款一千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支援福建、湖北、辽宁和江西等

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在菲律滨，作为商业巨子、华社领袖，陈永栽博士平素乐善好施，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长期以来，除打理自己的商业帝国，陈永栽博士把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服务菲律滨華人社会和推动菲中友好，以及推展华文教育事业。他

于1999年到2001年的理事长任内，在本会创设文教基金会，以提高本地华教

水平，及弘扬中华文化的方案和工作。他示意由商总同仁所捐献的特别基金

中，播出款项，供文教委员会推行有关文教活动的经费，而且独立资送华人



子弟往中国去学习华文华语。 

近20年来，他坚持每年组织千人规模的“菲律滨华裔学生学习中文夏令

营”，累计资助近两万名菲籍华裔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体验。他还倡议并带领

其他侨胞一起资助由菲律滨华教中心发起的培养本土中文教师的“造血计划”

。一掷千金的背後，是陈永栽博士对故土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挚爱。 

为表彰陈永栽博士对华文教育的杰出贡献，国务院侨办授予他“热心海

外华文教育杰出人士”称号。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週年和2019年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週年，陈永栽博士两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新冠肺炎疫情一直牵动着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的心，他虽身在海

外，却心系祖籍国疫区，非常关注此次疫情的发展，想为祖籍国尽一份绵薄

之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向血脉相连的同胞，表示关怀和献上爱心，把

自己的心意，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他也衷心盼望祖籍国能够早日克服并战

胜疫情。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五日認捐合计菲币六千五百六十六萬 

今收五百七十一萬合共七千一百三十七萬 

首都銀行基金會參議委員鄭康為二百萬元 

菲許氏宗親總會一百萬、近南校友會五十萬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后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十八日的认捐金额已合计

菲币六千五百六十六萬元。 

 

菲华校友总响应商总 

捐中国新冠疫区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华各校

友会联谊总会慨捐菲币廿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该会一行在会长施志雄率领下，前来

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内



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领导有会长施志雄，名誉会

长许丽容、姚丽英，理事柯仁森、吴圣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親自接待

。 

图为菲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会长施志雄將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代收。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 

海关局成立一百一十八週年庆典 

并向海关局检验员赠送一批口罩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一行七人于二

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二时前往海关局，向海关局局长 Leonardo 

Guerrero移交本会赠送该局的口罩。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二月六日出席参加海

关局成立118週年纪念庆典时，Guerrero局长有向其提及该局检验人员极需

口罩，以在上船进行检验时使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即刻答应将向他们提供

。 

当天移交的口罩是由本会外交副主任许扁所提供。Guerrero局长对本会

赠送口罩给海关局之事十分重视，是日特安排隆重移交仪式，海关局副局长

Donato San Juan暨该局各部门主任均有出席参加。 

首先由海关局副局长San Juan 向本会出席领导推介该局最近实行的十

点优先方案措施。十点优先方案措施为: 

1. 持续填满空缺职务 

2. 第一线业务全面自动化 

3. 改进风险处理体系 

4. 推行海关现代化方案 

5.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坚定并获PGS附和的海关单位/办事处 



6. 增进贸易简化 

7. 促使罚则机制合理化 

8. 增进管理暨技术技能 

9. 增进利益相关者参与 

10. 加强边境保护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致词中，向海关人员介绍商总推行的各项协助

政府国家建设项目的经贸方案和社会福利工作，并对本会在第一夫人

Honeylet Acancena陪同下，前往沓亚火山灾区，向当地灾民分发一万份救济

品和一万份甜菓，以及其本人主有的Sterling纸业和SL Agritech公司也捐赠

一万包一公斤装大米，其主有Dona Maria牌子糙米煮成的一万份巧克力甜粥

，还有本会对最近一系列台风展开救灾工作等事项进行简报。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呼吁民众遵照政府卫生部所推

行措施，共同维护大众的健康。 

海关局长Guerrero致谢词，对本会在该局缺少口罩之下，慷慨赠送给他

们的义举，向本会表示感谢，并向本会赠送纪念牌聊表心意。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税务共同主任

李月西，副主任王家烟、施祥云、林志文，外交副主任许扁。 

       （左上图）本会诸领导与海关局长Guerrero暨诸长官交流探讨。（右上

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Guerrero局长移交赠送口罩。（下图）Guerrero局

长向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赠送纪念牌。 

 



菲华电视台响应商总 

献捐中国疫区五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电视台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

，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特

慨捐菲币五万元，帮助中国政

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上

午十时，该台台主姚丽英偕同

指导员许丽容，前来移交捐献

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

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

给国内相关单位。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親

自接受。 

图为菲华台台主姚丽英將

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许氏宗亲会响应商总 

捐中国新冠疫区百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许

氏宗亲总会慨捐菲币一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许宏达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

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许氏宗亲总会领导有理事长许宏达，永远名

誉理事长许自钦，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许学禹，执行副理事长许长



安，副理事长许友三。本会接待领导有副理事长施伟廉，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税务副主任林志文。 

图为菲律滨许氏宗亲总会理事长许宏达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副理事长施

伟廉代收暨諸領導合影留念。 

 

近南校友会响应商总 

献捐中国疫区五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濱近

南学校校友会慨捐菲币五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柯仁森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

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濱近南学校校友会领导有理事长柯仁森，秘书

长吴圣顺。前

来的还有近南

学校董事会董

事长施志雄。

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親自

接受。 

图为菲律

濱近南学校校

友会理事长柯

仁森將捐献支

票移交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

士代收。 

 

菲餐馆商会响应商总 

捐中国新冠疫区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醫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餐

馆总商会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时，该会一行在会长陈东鹰率领下，前来

移交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

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餐馆总商会领导有会长陈东鹰、副会长亦即

本会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常务顾问蔡良圻。本会接待领导有副理

事长许学禹、董事兼农资主任潘振兴、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图为菲律滨餐馆总商会会长陈东鹰將捐献支票移交本会副理事长许学禹

代收。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六日認捐合计菲币七千一百三十七萬 

今收五百三十五萬，合共七千六百七十二萬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十九日的认捐金额已合计

菲币七千一百三十七万元。 

一名化名无名氏的善心老华妇，昨天亲自携带菲币一百万現金，响应本

会所推动募款支援中国疫区活动。该名老华妇表示，钱财乃身外物，生不带

来，死不带去，有机会应该尽量做一些有益社会人群的好事，所以特献捐此

笔金额，聊表拯救受难同胞的心意。热情可嘉，深值钦佩。 



李国箴许美真紀念基金会 

献捐中国新冠疫区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李国箴许美真紀念基金会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

和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时，李国箴许美真紀念基金會董事、亦即

本会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偕同董事亦菲律滨华教中心主席黄端铭，前

来移交捐献支

票予本会代收

，以待集合後

总列名单提交

中国大使馆转

交给国内相关

单位。 

本会接待

领导有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和

副理事长林荣

辉。 

图为李国

箴许美真紀念基金會董事亦即本会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將捐献支票

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七日認捐合计菲币七千六百七十二萬 

今收二百六十七萬，合共七千九百卅九萬 

本会决定募款活动到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截止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二十日的认捐金额已合计

菲币七千六百七十二万元。 



本会昨天收到一位热心华商施培景捐来一百万，以及收到菲律滨国际科

技学院董事长许经旋博士热心捐献五十万。 

 

商总理事长与岷市府长官共进早餐 

捐献巡逻车支持警方维护岷市治安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一行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于二月十

五日（星期六）上午，假座马尼拉大酒店咖啡厅与马尼拉市长Isko Moreno

秘书洪英钟、菲国警岷警区警长Bernabe Balba准将，以及前岷警区警长、国

调局局长、现任岷市府安全顾问Pedro Bulaong等人共进早餐，探讨相关课题

。 

其间马尼拉市长秘书洪英钟代表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

，要求本会向岷市府捐献20辆巡逻车和六辆Ranger Patrol（供SWAT使用）

，作为加强维护岷市治安工作的用途。 

洪英钟秘书说，由于Moreno市长非常顾及马尼拉，特别是华人区的治安

，所以要求岷市警局加强巡逻工作。基于岷市华人区范围很大，一共有六个

进出口，除

了二十輛巡

邏車外，，

市长希望每

一个进出口

都能拥有一

辆 Ranger 

Patrol ， 以

完善巡逻工

作的缘故，

所以希望本

会能够支持

他们。 

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

表示，维持

马尼拉的治

安，以及维

护市民的生

命安全和财

产，乃是商

总的重点工

作之一，所以答应市长的要求。双方还就岷市的一系列课题，进行友好探讨



。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理事长

林荣辉（兼外交委员会督导）、施东方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上图）本会诸领導与岷市长秘书洪英钟、岷警区警长Balba准将和岷

市府安全顾问Bulaong共进早餐。（下图）宾主合影。 

 

菲律滨成衣纺织厂商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二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成

衣纺织厂商会慨捐菲币二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一日（星期五）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亦即本会工商副主

任蒋晓玮率领下，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

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成衣纺织厂商会领导有理事长蒋晓玮，名誉

理事长亦即本会组织理事蔡维新，理事廖成宗，秘书杨培钦。本会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代表接收。 

图为菲律滨成衣纺织厂商会理事长蒋晓玮將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代收。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国会众院邀请出席 

春节作为特别非工作假日议案听证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应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委员会邀请，在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率领下，于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前赴众议院出席参

与由众议员Rufus Rodriguez所提出的春节作为特别非工作假日议案的听证会

。 

本会几届以来，均有向国会提及此议案，以努力促使本地农历春节假期

，能有一个立法规定。因为这几年的农历春节，都只是由总统颁佈行政令宣

佈放假。 

听证会由众议院法律修订委员会主席Cheryl P. Deloso-Montalla众议员主

持。Montalla众议员首先邀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言，对该项议案所持

立场进行表态。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农历春节在东南亚各国和亚洲多个国家，包括

日韩在内，都以特别非工作假日予以隆重庆祝，菲律滨华人历来对本国各方

面作出许多贡献，希望国会能够立法通过此议案，让本地华人每年都能与菲

律滨兄弟一起庆祝这一节日。 

Montalla众议员也邀请劳工部代表和菲律滨雇主联盟（ECOP）等出席

单位的代表逐一发言，大家都一致表示支持。Montalla众议员当场用锤子敲

桌通过该法案，并将提交众议院议会列入议程讨论。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董事

兼司庫许自友，北棉兰佬董事兼组织共同主任林惠中，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和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

主任李培培律师。 

   (左上图)众议院Rofus Rodriguez說明其提案。（左中图）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发言。（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众议员Rofus Rodrigues握



手致意。（下图）全体合影。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八日認捐合计菲币七千九百卅九萬元 

今（2-22）收七十萬元合共突破八千萬元 

本会决定募款活动到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截止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二十一日（第八日）的认

捐金额已合计菲币七千九百卅九万元。 

今天星期六辦公半天至上午十一時收到八筆捐款共七十萬元，令九日來

總數突破八千萬元的好成績，本會已決定本次募款運動訂二月廿八日（星期

五）截止。 

 

商总理事长与华人区商家 

探讨厘务局人员查税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最近厘务局（BIR

）再派出查税员前往

各商店，进行检查各

自销售情况。岷市华

人 区 的 Elcano 和

Divisoria等地有许多

商店均受到检查，所

以邻近一带的店主纷

纷向本会汇报，并寻

求指示及提供应对措

施。 

有鉴于此，本会

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带领下，于二



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接见Elcano和Divisoria等地的商家代表，

大家就此事一起进行探讨。其间，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

江均向他们提供应对的忠告。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施伟廉、施梓云，理事长

税务助理蔡自立，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税务

主任杨长江，税务副主任施祥云、林志文，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言。（图二和图三）出席的本会领导

以及Elcano和Divisoria等地商家。（下图）会场一瞥。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九日認捐合计菲币八千零九萬元 

今收三百四十五萬五千合共八千三百五十四萬五千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捐二百五十萬元 

廈門大學菲律濱校友會三十萬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二十二日（第九日）的认

捐金额合计菲币八千零九万元，突破八千萬元的好成績。 

本會已決定本次募款運動訂二月廿八日（星期五）截止。 

今天收到太原王氏宗親總會捐款二百五十萬元，廈門大學菲律濱校友會

三十萬元等。 

 

株后菲华商会献捐十万 

帮助中国疫区抗击疫情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株后菲华

商会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四日（星期一）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薛锦和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

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株后菲华商会领导有理事长薛锦和，以及赵炳炘和



吴堯峰（亦即本会东北

吕宋区理事）负责人。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代表接收，在场尚有本

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

。 

图为株后菲华商会

理事长薛锦和將捐献支

票移交本会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代收。 

 

商总理事长应邀出席 

厘务局纳税启动仪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厘务局（BIR）于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二时，

假菲律滨国际会议中心（PICC）举行今年度纳税启动仪式。本会由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亲率税务委员会诸位同

仁，一起应邀出席。 

启动仪式由厘务局长 Caesar 

Dulay 主 持 ， 财 政 部 长 Carlos 

Dominguez应邀担任大会主讲人。 

厘务局总局和各分局，每年分别

举办纳税启动仪式，本会均踊跃出

席参与并共同推动，今年继续与他

们紧密配合，以唤醒纳税人在四月

十五日之前，缴纳正确的税赋。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理事长顾问黄孟德，理事长税

务助理蔡自立，执行副理事长黄美

丽，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税务

副主任王家烟。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等诸领导与财政部长Dominguez和

厘务局长Dulay合照。（图二）本会

诸领导与厘务局長Dulay合照。（图

三 ） 本 会 诸 领 导 与 海 关 局 长

Leonardo Guerrero合照。（下图）

本会诸领导与厘务局诸位长官合照

。 



万拉俞央菲华商会拜会商总 

共同探讨该会有关产业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会员商会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的几位主要领导，

在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以及执行副理事长亦

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等多位负责人率领下，于二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

十时，前来本会拜会，就该会产业所遇到的问题，向本会作汇报请示，以及

请求提供协助。 

本会诸领导与他们举行会议，探讨有关问题。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主持，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和多位副理事长等诸领导出席。本会领导在

聆听汇报了解之後，决定给予该会员商会支助，将订日邀请该会各有关领导

前来协商，以期取得圆满解决。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譽理事長莊前進，执行副理事长

黄美丽，副理事长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东方博士、许学禹、戴亚明

、董事兼司库许自友

，董事兼一带一路主

任李雯生，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出席者尚

有黎刹法律策略中心

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

师。 

前来拜会的万拉

俞央市菲华商会负责

人尚有理事亦即本会

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

暨诸领导。 

    （上图）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主持会

议。（图二和图三）本会和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诸领导在会议上探讨。（下

图）会场一瞥。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十日認捐合计菲币八千三百五十四萬五千 

今收四百六十五萬合共八千八百十九萬五千 

本会决定募款活动到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截止 

菲弘農楊氏宗親會一百萬元，菲中醫藥總商會六十萬元 

菲南島貿易商聯誼會、洪建都各五十萬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二十四日（第十日）的认

捐金额合计菲币八千三百五十四萬五千元。 

本會已決定本次募款運動訂二月廿八日（星期五）截止。 

今天菲律濱弘農楊氏宗親會由理事長楊安哲暨諸領導親臨移交捐獻支票

一百萬元。菲律濱中醫藥總商會捐獻六十萬元。 

 

參議委員林國良關懷本國教育 

捐菲華商聯總會五座農村校舍 

 

菲華商聯總會：本會參議委員林國良先生於二月二十日再向本會獻捐五

座農村校舍，以協助本國貧瘠地區教育發展。林國良參議委員歷屆均有响應

本會農村校舍方案，其仁風義舉，殊堪彰表，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商总理事长约见众议员Junie Cua 

探讨并了解反洗钱法案相关条文 

 

菲华商联总会

讯：本会诸领导在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率领下，于二月二

十日（星期四）下

午五时，假座仙范

市青山区Ortigas中

心 Marcopolo 酒 店

龙轩中餐厅，约见

众议员Junie Cua偕

其公子Quirino省省

长Dakila Cua，双

方共进晚餐并进行

探讨。 

国会目前正在

修订的反洗钱法案，本会由于对内中许多不合理条文有待澄清，因此特别向



Junie Cua众议员了解，听取其意见，以便能够书写商总对该法案的立场书，

准备在下週听证会中提交。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蔡

荣卫、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王连侨，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

成，董事兼工商主任李栋樑，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

，副主任王家烟、吕君恒。出席者尚有本会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

培培律师。 

（上图）本会领导与Junie Cua众议员共同探讨反洗钱法案。（下图）宾

主合影。 

 

弘农杨氏宗亲会捐百万 

帮助中国疫区抗击疫情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弘

农杨氏宗亲会慨捐菲币一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杨安哲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

予本会代收，以

待集合後总列名

单提交中国大使

馆转交给国内相

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

献支票的菲律滨

弘农杨氏宗亲会

领导有理事长杨

安哲，名誉理事

长兼常务理事杨德意，执行副理事长杨振鑫，副理事长杨传兴、杨振芳。本

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代表接收，在场尚有本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 

图为菲律滨弘农杨氏宗亲会理事长杨安哲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代收。 

 

商总参议委员李荣美八十大寿 

献捐中国新冠肺炎疫区一百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参议委员李荣美先生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

和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于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晚间庆祝其八十大寿寿宴期间，当场



特慨捐菲币一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是晚李荣美参议委员亲自将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尚有名誉理事长蔡聪妙博士，副理事长施伟廉、施

东方博士

，董事兼

工商主任

李栋樑，

董事兼农

资主任潘

振兴，董

事兼新闻

主任李天

荣，组织

副主任丁

伟都，文

教副主任

卢連兴。 

 （ 上

图）理事

长林育庆

博士代表

本会表扬

李荣美参

议委员，并向其表达谢意與祝賀。 （下图）本会参议委员李荣美，把捐献支

票移交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諸領導合影留念。 

 

商总名誉董事高武扬 

献捐中国疫区廿五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名誉董事高武扬先

生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

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

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

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

，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

，于二月二十五日（星

期二）晚间出席参加本



会参议委员李荣美先生八十大寿寿宴期间，当场特慨捐菲币二十五万元，帮

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是晚名誉董事高武扬先生亲自将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

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尚有名誉理事长蔡聪妙博士和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

。 

图为本会名誉董事高武扬先生，把捐献支票移交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召开董事紧急会议 

呼吁诸同仁华社团体个人等响应捐款 

十一日認捐合计菲币八千八百十四萬五千 

今收一百九十五萬四千合共突破九千萬元 

本会决定募款活动明天二月廿八日（星期五）截止 

菲太原王氏宗親總會捐款達三百十六萬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正副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

问、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

若有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

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二十七日（第十一日）的

认捐金额合计菲币八千八百十四萬五千元。 

本會已決定本次募款運動訂二月廿八日（星期五）截止。 

 

菲工商總會領導禮訪商總 

林育慶博士親自接待交流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工商總會（PCCI）三位主要領導前周日（二月

十六日）上午前來禮訪本會進行友好交流，由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親自接

待並陪同參觀本會各項設施及方案。這三位是PCCI副會長兼農漁業委員會

主任Roberto Amores、菲律濱—韓國商業理事會主任、菲律濱商業會議本屆

主席Mina Mangio女士及前蘇祿省省長、菲律濱—中東商業理事會副主任

Ben Loong。 

當天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在理事長室與三位PCCI領導座談交流，向其推介

本會組織及成立六十六年來對主流社會和國家所作貢献，並簡介其將近一年

任內重點工作，然後雙方再相互交流今後可能合作的方案等。 



（上圖）在理事長室合照。左前蘇祿省長、菲—中東商業理事會主任Ben 

Loong、本屆PBC主席、菲—韓商業理事會主任Mina Mangio，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PCCI副會長兼農漁業主任Roberto Amores。（下圖）四位在本會

八樓董事會會議室留影。 

 

 

 

 

 

 

 

 

 

 

 

 

 

 

 

 

 

 

 

 

 

 

菲律滨中医药总商会 

捐中国疫区六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中

医药总商会慨捐菲币六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吕子经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国

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中医药总商会领导有理事长吕子经，以及陈

国庆、洪跃进、陈良友、郑丽霞、陈德惠等领导。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

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

伟廉、施东方博士、吴启发。 



图为菲律滨中医药总商会理事长吕子经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代收暨諸領導合照。 

 

 

 

 

 

 

 

 

 

 

 

怡朗华商大岷区校友会 

献中国新冠疫区二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怡朗华商大岷区校友会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

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

一份力，特慨捐菲币二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理事长郑丽双偕同执行副理事

长施珊珊，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

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副理事长许学

禹，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图为怡朗华商大岷区校友会理事长郑丽双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代收，左起本會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

章成，右副理事长许学禹陪同合照。 

 

 

 

 

 

 

 

 

 

 

 

 



菲律滨惠安公会总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卅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惠

安公会总会慨捐菲币三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洪泰山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

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惠安公会总会领导有理事长洪泰山，执行副

理事长亦即本会文教副主任庄清河，副理事长郑培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许学禹

、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理事长福利事务、社会责任

助理蔡黎景。 

图为菲律惠安公会总会理事长洪泰山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代收暨諸領導合影。 

 

 

 

 

 

 

 

 

 

 

 

 

圣公会中学校友会 

捐中国疫区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圣公会中

学校友会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副理事长许秀華率领下，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馆转交给

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圣公会中學校友会领导有副理事长许秀华，咨询委

员许丽容，理事卢淑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



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许学禹、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

路督导陈章成，理事长福利事务、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 

图为圣公会中學校友会副理事长许秀华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代收暨諸領導合影。 

 

 

 

 

 

 

 

 

 

 

 

 

 

商總／華助中心聯同福建總商會福建青商會代表 

向羅剛參贊反映有華僑鄉親護照被公部注銷事 

 

菲華商聯總會／馬尼拉華助中心訊：中國政府為了更切實地保护菲中兩

國人民合法權益，共同維護中菲友好與合作，最近已經開始雷厲風行地打擊

電訊網絡詐騙、非法網絡賭博、洗錢、非法雇佣、綁架、勒索、傷害和謀殺

等犯罪活動，正如菲華媒體的報導的，目前已經有數千名從事以上非法活動

的人被中國公安部注銷了護照。不過，連日來，有來自泉州市、晋江市和石

獅市在菲律賓經營正當生意的華僑向其所屬的社團反應，他們也被調查，並

被要求回到國內協助調查。有的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阻撓，而未能在限定期間

回國，現在已經被注銷了護照。 

基於福建總商會及時地向商總／馬尼拉華助中心反映，因為菲華商聯總

會名譽理事長、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商總副理事長吳啓發，董事兼

一带一路委员会主任李雯生，常務理事兼外交副主任、亦即福建總商會會長

許扁，常務理事兼福利副主任、亦即福建青年商會會長吳永堅，馬尼拉華助

中心副秘書長吳建省联同被注销的三位同僑在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

，於2月27日（星期四）上午前往中国驻菲大使馆领事总部礼拜罗刚参贊兼

總領事，及时地向中國大使館反映问题。 

罗刚参赞在贾岩领事陪同下親切会见了代表，並與大家進行坦誠的座談

。聽完代表的發言後，羅剛參贊重申中國嚴厲打擊電訊網絡詐騙、非法網絡

賭博、洗錢、非法雇佣、綁架、勒索、傷害和謀殺等犯罪活動的一貫政策，

然後指出，菲律賓是網路賭博的嚴重炎區。有些從事正當生意的華僑的護照



被注銷，中國駐菲大使館也是剛接到這樣的訊息，這有待進一步調查，因此

，大使館希望商總和福建總商會等菲華社團能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這樣的事

情發生，假如受影響的人是很多，大使館一定會及時地向國內反應，這既是

為你們的會員服務，也是在帮助大使館。羅剛參贊重申了大使館一定幫助從

事合法經營和正當工作的華僑的護僑立場，他同時呼籲發生問題的華僑一定

要主動行動，積極地配合國內的審查工作，才能早日恢復護照，最後他呼籲

大家要鎮定，不要亂相信網絡上的謠言。賈岩領事在座談會上清楚地介紹了

安公部公布的指示和細節。 

商總名譽理事長、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為大家回顧大使館在兩年前幫助

大家解決了一部份同僑回國時遇到護照上姓名與身分居留證不同的問題。他

最后指出，如果大家能夠按照羅剛參贊的建議去做，在大使館幫助下，這個

問題一定能夠順利解決的。 

（上圖）座談後合照。（下圖）座談探討。 

 

 

 

 

 

 

 

 

 

 

 

 

 

 

 

 

 

 

 

 

 

 

 

 

 

 

 



菲律滨酒文化研究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酒

文化研究会慨捐菲币二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会长黄奕澍率领下，前来

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

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酒文化研究会领导有会长黄奕澍，会务指导

员兼财政侯培水，秘书长陈刚、王利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

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施伟廉、许学禹、吴

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理事长福利事务、社会责任助理

蔡黎景。 

图为菲律滨酒文化研究会会长黄奕澍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代收暨雙方領導合照。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募款運動圓滿結束 

今收一千八百十一萬元 

捐款總數突破一億八百二十萬九千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捐一千六百五十萬元 

訂3月4日商總“聲援中國抗擊新冠疫情大會上”親自移交黃溪連大使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

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若有

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



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截至二月二十八日（第十二日）的

认捐金额合计菲币九千零九萬九千元。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捐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的巨款令捐款運動突破一

億大關，真是大快人心！ 

募款运动结束成绩良好，捐款将于3月4日“声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大会”

上移交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 

 

FRUITAS GROUP INC.（杨智超） 

献中国新冠病毒疫区十六万八千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FRUITAS GROUP INC.（杨智超先生）为响应本会呼

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

，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十六万八千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

服疫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企业派遣两名经理，前来移交捐

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

关单位。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

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施东方博士。 

 图为FRUITAS GROUP INC.经理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代收，諸領導陪同見証。該公司特別將其部份飲料產品樣品排在桌前，並

贈送飲料。 

 

 

 

 

 

 

 

 

 

 

 

 

 

菲律滨南岛贸易商联谊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五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南

岛贸易商联谊会慨捐菲币五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王圣惠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

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南岛贸易商联谊会领导有理事长王圣惠，名

誉理事长黄景沧、许有为，执行副理事长蔡文渊，副理事长蔡程辉、陈杨谦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

美丽，副理事长许学禹、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理事

长福利事务、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 

图为菲律滨南岛贸易商联谊会理事长王圣惠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代收。 

 

 

 

 

 

 

 

 

 

 

 

菲律滨电器商联总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电

器商联总会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施正崇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

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电器商联总会领导有理事长施正崇，常务顾

问董尚平、颜长江博士（亦即本会秘书长）、郭峥嵘（亦即本会社会责任聘

任委员），副理事长蔡文渊，副理事长Stevenson Ang。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

、施伟廉、施东方博士、许学禹。 

图为菲律滨电器商联总会理事长施正崇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代收諸領導合照。 

 

 

 

 

\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新屆就職 

商總捐助五十萬以支持該會運作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於二Ｏ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星

期日）上

午十一時

假座東海

皇宮舉行

慶祝成立

卅三週年

暨第卅一

屆職員就

職典禮。

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

博士應邀

為大會主

持宣誓儀

式並致詞

祝賀。 

該 會

名譽會長

王民駿，

新任會長

亦即本會

組織副主

任王書侯

，同時亦

得到中國駐菲大使館董洪亞領事親臨指導訓誨，大會賓客滿堂，熱鬧非常。 



本會為支持該會的消防工作，助困扶危，特捐菲幣五十萬元以便運作費

用。 

（上小圖左起）DILG Secretary Hon. Eduardo Año、董洪亞領事、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該會吳炳祥、大會主席名譽會長王民駿、新任會長王書

侯、Dept. of Education Asst. Director Dr. Ruth Legazpi Fuentes分別致詞，致

謝詞鄭國賓。 

（圖二）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為大會主持宣誓儀式。（左圖三）本會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見証新舊屆理事長授旗儀式。（右圖三）該會新任理事長王

書侯向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贈送感謝盾。（右圖四）諸領導與董洪亞領事

合照。（圖五）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以象徵支票菲幣五十萬元支持該會消

防工作暨諸領導合照。（下左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諸領導合照。（下

右圖）本會諸領導筵宴間合照。 

 

旅菲锦塘同乡会 

献中国疫区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旅菲锦塘同乡会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

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

，特慨捐菲币二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时，该会理事长陈少伟偕同执行副理事

长陈耀威，前来移交

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

，以待集合後总列名

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

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

位。 

本会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代表接收。在

场见证有办公厅主任

林杨雪芹。 

图为旅菲锦塘同

乡会理事长陈少伟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代收。 

 

商总因应新冠病毒募款運動結束後 

繼續收到捐款七百八十三萬八千 

總數一億一千六百零九萬二千元 

請所有捐款者出席 

訂3月4日商總“聲援中國抗擊新冠疫情大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国疫区群众

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呼吁诸位正副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名誉董事、董事、参议委员、常务理事、理事、常务顾问、

顾问、各会员商会、名誉团体会员、华社各热心团体、企业和民众，倘若有

意响应向疫区捐款，可以直接交予本会代收，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大使

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在诸位热心祖籍国的踊跃响应之下，二月二十九日（第十四日）繼續收

到认捐金额合计菲币。 

募款运动结束成绩良好，捐款将于3月4日“声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大会”

上移交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 

 

菲中国华东联谊总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中国华东联谊总会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

和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二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下午二时，该会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梓

云偕同执行副理

事长亦即本会董

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前来移交

捐献支票予本会

代收，以待集合

後总列名单提交

中国駐菲大使馆

转交给国内相关

单位。 

本会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代表接

收。在场见证有

名誉理事长庄前

进，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 

图为菲律滨中国华东联谊总会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把捐献支

票移交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代收。 

 

吗拉汶商会献捐 

中国疫区五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吗拉汶商会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

，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特

慨捐菲币五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下午二时

，该会理事长蔡启

泉偕同中文书主任

刘家宝，前来移交

捐献支票予本会代

收，以待集合後总

列名单提交中国駐

菲大使馆转交给国

内相关单位。 

本会副理事长

施梓云代表接收。

在场见证有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图为吗拉汶商会理事长蔡启泉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代收。 

 

商总曾任地区理事林少扬 

献捐中国新冠疫区二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商总曾任地区理事林少扬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

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

情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

二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

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

三）下午二时，林少扬先

生亲临本会移交捐献支票

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

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

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代表接收。 

图为商总曾任地区理

事林少扬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UP同学会洪敏龙 

捐中国疫区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的UP同学会同

窗洪敏龙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

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或人士，

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

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二十万

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

疫情。 

洪敏龙先生并亲自将捐献

支票移交予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

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图为洪敏龙先生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旅菲萧妃同乡会 

捐中国疫区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旅菲萧妃

（烧灰）同乡会慨捐菲币二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洪庄严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

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旅菲萧妃（烧灰）同乡会领导有理事长洪庄严，名

誉理事长洪嘉斗、许天恩（亦即本会工商共同主任）、许经作，副理事长许

培明，理事许天祝。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代表接收，在场见证有名誉理事长

庄前进，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外交副主任许扁，组织副主任王书侯。 

图为旅菲萧妃（烧灰）同乡会理事长洪庄严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副理事

长施梓云代收，諸領導陪同合照。 

 

菲律滨太原王氏宗亲总会 

捐中国疫区三百十六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太

原王氏宗亲总会慨捐菲币三百十六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

王连侨率领下，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

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太原王氏宗亲总会领导有理事长亦即本会副

理事长王连侨，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组织副主任王书侯，咨询委员王尚书，

执行副理事长王永河，副理事长王香生、王松龄。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代表

接收，在场见证有名誉理事长庄前进，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工商共同主任许

天恩，外交副主任许扁。 

图为菲律太原王氏宗亲总会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把捐献支票

移交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代收暨雙方諸領導合照。 

 

 

 

 

 

 

 

 

 

 

 

菲律滨广东侨团总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广



东侨团总会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朱民辉率领下，前

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

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广东侨团总会领导有理事长朱民辉，名誉理

事长关杰明，副理事长关德莲，秘书长余卫强，妇女主任陈美智。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

、施伟廉、施东方博士。 

图为菲律濱广东侨团总会理事长朱民辉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代收暨諸領導合照。 

 

 

 

 

 

 

 

 

 

 

 

商总参议委员吴聪满博士 

献捐中国新冠疫区三百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商总参议委员吴

聪满博士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位領導、各

会员商会、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

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

击疫情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三百万元

，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

，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亲往吴聪满博士

的集团总部，代表本会接受其移交捐献

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

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

位。 

图为商总参议委员吴聪满博士把捐

献支票移交副理事长施伟廉代收。 

 



 

罗申那菲华商会献捐 

中国新冠疫区十五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罗申那菲

华商会慨捐菲币十五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廿八日（星期五）

上午十时，该会名譽理事長

亦即本会南吕宋区常务理事

萧烱明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

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

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

交给国内相关单位。本会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代表接收。 

图为罗申那菲华商会名

譽理事長亦即本会南吕宋区

常务理事萧烱明把捐献支票

移交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代收。 

 

菲律滨锦绣庄氏宗亲总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二百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锦

绣庄氏宗亲总会慨捐菲币二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三月二日（星期一）下午一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亦即本会福利副主任

庄联禄率领下，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

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锦绣庄氏宗亲总会领导有理事长亦即本会福

利副主任庄联禄，副理事长庄优待、庄清河（亦即本会文教副主任），秘书

长庄荣森，理事庄建芳。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有名誉理

事长庄前进，副理事长林荣辉、许学禹，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组织副主任王

书侯、丁伟都。 

图为菲律滨锦绣庄氏宗亲总会理事长亦即本会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把捐献

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叶芳枫代收暨諸領導合照。 

 

 



 

 

 

 

 

 

 

 

 

 

 

 

商总举行声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大会 

向中国驻菲使馆移交一亿二千萬捐款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三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七楼大礼堂

举行“声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大会”，恭请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

躬临指导致词，并在大会上移交本会发动的“因应新冠疫情募捐运动”的全部

捐款合计菲币一亿二千多万元，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親自移交给黄溪连大使

阁下暨諸領導陪同。 

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董洪亚領事、王晓东领事及华

社众多团体单位出席参加。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致词中表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新冠病

毒感染肺炎，肆虐神州大地，疫情迅速发展，严重威胁中国同胞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同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令人们牵肠挂肚。中国党和国家领

导人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的英明领导下，对疫情采取果断措施，以及负责

任的行动予以赢对，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明显果效

，目前中国境内的形势已经好转。我们非常钦佩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中所表

现出的速度和效率。 

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捐款，充分体现以主席阁下为首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人为本的无私奉献精神，海内外炎黄子孙无比深受感

动和由衷佩服！ 

黄溪连大使阁下为能更好地向菲律滨民众介绍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

和取得良好进展，分别在本地主要主流英文报章和华文报章回应当前菲民众

在应对疫情方面关注的一些问题，希望菲人民客观看待疫情，以科学和事实

为依据，应对并战胜疫情。大使阁下并就应对疫情的有关问题，与菲律滨卫

生部长交换意见，希望菲方科学评估疫情及时调整相关限制措施，尽可能减

少对两国正常人员交往和经贸工作的影响。大使阁下凡事亲力亲为，令人由

衷佩服。 



中国的新冠疫情牵动着菲律滨华人华侨的心，大家深切惦念着祖（籍）

国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本会基于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情，心系祖（籍

）国疫区群众和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特发起全华社捐款运动，得到各方

面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献上爱心，踊跃捐款，收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

效果。两个星期的募款运动圆满结束，成绩令人兴奋，捐款总数突破菲币壹

亿贰千多万元。此外，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亦亲自向国内捐赠一

千万人民币支持抗疫，深值表扬。本人谨代表菲华商联总会，向全体热心同

仁，和华社各热心团体，以及诸位热心人士，致以崇高的谢意。今天特主持

商总“声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大会”，把全部捐款移交予大使阁下，以使在第

一时间转交给国内相关机构。 

顺便一提，这次的捐款运动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疫情，不过我们亦非常关

心菲律滨的受影响状况，同时也会积极帮助并照顾我们的菲律滨兄弟。本人

已经委派商总理事长外交事务助理李雯生董事跟卫生部长交流探讨，了解一

下本国的疫情进展，以及看看主流社会，尤其是基层民众有什么地方需要我

们帮忙，我们定会尽全力，以第一时间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本会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坚强有力领导下，各级党委

和政府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及服务保障工作，与大家共同奋斗，必定能够取

得抗击新冠病毒防治工作的最后胜利。全菲广大华人华侨，也将作为全体医

护人员和病患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筑牢防控疫情的铜墙铁壁

，为抗击疫情工作加油！』 

黄溪连大使阁下致词表示，『菲律滨华侨华人历来有热爱、支持祖（籍

）国的光荣传统。此次疫情时时刻刻牵动着旅菲华侨华人的心，踊跃捐款捐

物，体现海外侨胞心系祖（籍）国、无私奉献、大爱无疆、血浓于水的赤子

情怀。在抗疫初期，许多菲华社团自发行动，克服各种困难，积极采购并向

国内捐赠急需的医疗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侨胞们在想方设法援助中国抗疫的同时，同样关心本国

同胞的健康和安全，不仅积极向政府和医疗机构送物资，还自发走上街头，

向普通民众分发口罩。你们的善举赢得当地社会的广泛赞誉，也再次证明旅

菲华侨华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此次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活动中，商总发挥者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

早在一月底，林育庆理事长就牵头华社救灾基金各单位向国内捐款抗疫，是

华社最早捐款团体之一。在今天声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大会之前，很多商总

的成员已经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为进一步凝聚商总全体

成员的共识和愿望，体现菲华社会支援中国抗击疫情力量，商总自二月十三

日起再次在商总内部和华社发动募捐，迄今已经募集到超过1.2亿披索的善款

。这充分体现商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大的号召力。在此我要再次向林

理事长，向商总的全体领导和成员，并通过你们向参与捐款的广大社团和众

多个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疫情发生以来向祖（籍）国捐款捐物的所有菲

华社团组织和个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对祖（籍）国的这份深厚感

情和慷慨的大爱！你们的仁心大爱有力地支持着祖（籍）国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彻底战胜疫情的信心。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你们！ 

此次支援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不仅体现菲华社会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的优良传统，也深化旅菲华侨华人群体对祖籍国和对居住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强化血浓于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骨肉亲情与民间友谊。不仅如此，

菲华社会各团体和个人在捐赠中所发出的热情与力量，还极大地促进华社内

部的团结与包容，凝聚华社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使得华社作为一个整体能够

更加协调一致，坚强有力。患难见真情，危难结相知，相信经过此次疫情的

考验，中菲两国之间以及菲律滨华社内部各社团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得到进

一步加深。』 

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报告募捐过程。声援大会上还为中国、为武汉祷告

守望，由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领祷。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大会司仪。

最後全體出席者共同呐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口号後結束大會。黄溪连大

使阁下并与捐款人分批合影。 

 （小图左起）黄溪连大使阁下致词，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副理事长

施梓云博士报告募捐过程、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领祷、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

任大会司仪。（左中图）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和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分别与黄溪连大使阁下合影。（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及永遠名

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一起向黄溪连大使阁下移交捐献支票，诸领导在场见证

。（下圖）全体呐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口号并合影。 

 

 

 

 

 

 

 

 

 

 

 

 

 

 

 

菲律滨济阳柯蔡宗亲总会 

捐中国新冠疫区五百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济

阳柯蔡宗亲总会慨捐菲币五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三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柯沧海率领下，前来

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於當天集合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

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济阳柯蔡宗亲总会领导有理事长柯沧海，以

及蔡景明、蔡天乙、蔡黎景（亦即本会理事长福利、社会责任事务助理）、

蔡家安、蔡紫苏、蔡天津。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 

图为菲律滨济阳柯蔡宗亲总会理事长柯沧海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代收。 

 

 

 

 

 

 

 

 

 

 

 

 

 

 

 

 

菲律滨漳厦龙同海总会／商會 

捐中国新冠疫区菲幣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滨漳

厦龙同海总会／商會慨捐菲币十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三月六日（星期五）下午二时，该会一行在理事长曾佳龙率领下，前来

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

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滨漳厦龙同海总会／商會领导有理事长曾佳龙

，名誉理事长游瑞琼，执行副理事长黄书榜，副理事长赵小龙、蔡志忠、李

敏。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接收，亦有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办公厅主任林

杨雪芹。 



图为菲律滨漳厦龙同海总会／商會理事长曾佳龙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副

理事长葉芳楓代收。 

 

 

 

 

 

 

 

 

 

 

 

 

Letran华生同学会响應 

捐中国疫区十三万二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同届的Letran华生同学会（

Letran Grupo De Fil-Chinos）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

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特慨捐

菲币十三万二千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时，该会两位负责人前来将捐献支票交

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施东方博士、许学禹、吴启发。 

图为Letran华生同学会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暨諸

領導合照。 

 

 

 

 

 

 

 

 

 

 

 



 

商总参议委员施恭旗特使 

献捐中国新冠疫区一百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商总参议委员施恭旗特使为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

和华社各团体，向中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特慨捐菲币一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三月六日（星期五）下午二时，施恭旗特使高级特助、亦即本会一带一

路聘任委员王勇先生前来轉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

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有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东方

博士、王连侨、戴亚明，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图为商总参议委员施恭旗特使由其高级特助、亦即本会一带一路聘任委

员王勇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收。 

 

 

 

 

 

 

 

 

 

 

 

 

 

 

 

 

旅菲临濮总堂献捐 

中国疫区二百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踊跃响应本会呼吁各会员商会和华社各团体，向中

国新冠疫区病患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旅菲临濮

总堂慨捐菲币二百万元，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三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三时，本會召開常務會議之際，该会一行在理

事长施性祥率领下，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会代收，以待集合後总列名单提

交中国駐菲大使馆转交给国内相关单位。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旅菲临濮总堂领导有理事长施性祥，荣誉理事长施

性答、施伟廉（亦即本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施文

界博士，副理事长施清胆（亦即本会调解副主任）、施培铨（亦即本会物业

管理副主任）、施应铎，常务理事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秘书长施丕雄

，青合委员会主任亦即本会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理事亦即本会财经副主

任施良泉。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收，在场见证有名誉理事长张昭和，执行

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施东方博士、许学禹、戴亚明

、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 

图为旅菲临濮总堂理事长施性祥把捐献支票移交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代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