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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華文記者會2020年度職員就職典禮 

菲華傳媒工作者聯誼會首屆成立職員就職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華文記者會二零二零年度職員就職典禮、菲華

傳媒工作者聯誼會首屆成立職員就職禮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六）

中午十二時假豪門鮑翅海鮮大酒樓隆重舉行。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為

大會主持監誓儀式並訓誨致賀詞。 

（小圖左起）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華各界聯合會副主席蔡永檸分

別訓誨，菲華工商總會理事長黃拔來主講演誨，主席名譽會長王利民，記者

會連任會長黃學

鳴，傳媒工作者

聯誼會創會會長

洪金銘分別致詞

，副會長姚麗英

致謝詞。 

（左圖二）

本會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為新屆職

員監誓。（左圖

三）諸領導在筵

席間合照。 

（右上圖）

該會向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致

贈感謝盾。（右

中圖）本會諸領

導合照。 

（圖四）本

會諸領導與該會職員合照。（下圖）該會職員與諸領導大合照。 

 

菲律濱山西海外聯誼會成立就職禮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主持揭牌儀式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山西海外聯誼會於二Ｏ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下午

七時假座馬尼拉酒店舉行創會暨首屆職員就職典禮，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應邀為大會主持揭牌儀式並致詞祝賀。該會同時邀請山西省僑聯主席王維卿



女士親臨指導。 

（左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祝賀。（上中圖）本會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山西省僑聯主席王維卿女士及該會諸領導人共同為大會揭牌。（

右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山西僑聯主席王維卿女士暨諸領導合照。 

（下圖）諸領導與山西僑聯主席王維卿女士大合照。 

 

 

 

 

 

 

 

 

 

 

 

 

 

商总与校联开会探讨优化和完善 

( 1＋2＋1华文师范奖学基金) 方案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二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一时，在六楼会议

厅与校联主要领导及各聘用该方案畢业生华校代表举行会议，探讨如何巩固

、优化和完善1+2+1华文师范奖学金方案，包括：招收選拔，学科安排，学

业成绩，筆畫正音，畢业論文，職前培訓，中英授課，專业录取，绩效待遇

，硕博進修，更新替舊，教学效益，系列輔導，社会的参与，商总的主導，

校联的配合，学校的培养等。使畢业後的老师能继续成长，争取她们獻身於

教育，大家就以上要点进行了热烈和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及各副理事长，名譽理事长等商总領導，均對华

文教育表达由衷的关切，踴躍发表对现况的关心、担忧、及建言。 

校联全体与会者，均赞赏商总该方案六年来所获得的成果，已有四批次

的学生，前两批已畢业並已在十五所华校任教，给予菲律宾华文教师的欠缺

，及時的幫助，她們虽然缺乏教学经验，但在各自任教学校领导的鼓励和悉

心指导下，也漸漸的提升各自的教学水平，学生们也能够吸收他们所传授的

知识并取得一定的进步。 

各与会代表亦强调要鼓励这批教师继续深造，待他们的教学经验逐渐丰

富以后，再进修硕士学位，并完成论文来提升华文教学的素质。 

校联领导重视与承诺，校联理事会将承担此方案的管理和辅导工作，提

升整个方案的运作，使这项方案能更具效力，更适合华校的培养目标。 



商总和校联及各与会学校领导们也呼籲各华文学校董事会，校友会，高

瞻远瞩，重视培养自己的本土教师，亦恳请各位领导，担当大任，登高一呼

，带领华社团体，有识之士，提供赞助，输财出力，功在华教。 

此方案 第一批毕业生有蔡月珍、雷启莲、庄莱莎、施佳妮、陈佳美、丁

丽丽、李明玻、庄安娜、汪杰仁、许莱娜、会珍娜、施罗娜、李亚美、王佳

男、庄丝达、陈佩洁、蔡雅林、黄肯尼、洪丽亚、李尼克、蔡安琪; 第二批

毕业生有雷启丝、戴美珠、巴丝拉、甘玫瑰、莱莎、邓佳惠、邓嘉明、洪琳

琳、施妮娜、马玉棉、王玉琳、刘瑞美、李艾丽、丁玛利、许丽安、苏佳美

、陈安安、黄明强、丁美佳、王洁莲、李小娇、吴金仁、王秀琳、洪小圆、

杜佳霓。这两批学生分别在中正和侨中毕业后，已经分配到本地十五所华校

任教，校方也在继续培养他们。 

各华校代表也表示，培养1+2+1华文师资，虽然过程中尚有优缺点，但

还是可以栽培，当然亦需要进行长远性的改善。各与会代表在热烈讨论中，

多人建议要争取各教育机构、各华校董事会支持这个方案，为全菲华校约

2000多名教师作长期和持续性的培养。 

校联领导和各华校代表高度赞扬商总倡议的这个方案，并希望在关心和

支持本地华文教育的同时，能继续努力并带领华教不断迈前。会议经过长达

两个小时的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将全力支持这个方案，期望它能够获得良好

成果。大家同时呼吁有识之士、华文基金和各团体能够支持这个方案，共同

打造培养本地华文教师的新路子。 

商总出席座谈会的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执

行副理

事长黄

美丽，

副理事

长叶芳

枫、陈

俊礼、

林荣辉

、施梓

云（兼

文教督

导）、

施东方

博士、

许学禹

、戴亚

明，董

事兼司

库许自友，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文



教主任洪健雄，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汉，副主任吴满满、卢联兴等。 

校联出席的有：侨中学院黄琬蓉博士，圣公会中学吴紫薇，百阁公民学

校林文诚，中正叶启明、章石芳、李佩蓉，计顺菲华中学李淑慧，晨光中学

黄思华，嘉南中学许丽玲，灵惠学院杨振炎，慧光基督学院吴真真，计顺市

基督学院李文蘅，吗拉汶文化书院叶丽媚，义德中学杨碧姗，崇德李美神父

，巴石华侨学校薛如惠，培德中学蔡山川等。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会上发言。（图二和图三）本会领导

、校联主要领导和各相关华校代表进行探讨交流。（下图）会场一瞥。 

 

李康希家屬關心本地華教工作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財務委員李康希不幸於二Ｏ二Ｏ年元月廿九日逝

世，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財務委員李康希生前貢獻本會十三年。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居喪期間，不忘關懷本國華文教育發展，

特獻捐菲幣十萬元予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孝道仁風，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以申謝忱。 

 

 

商总配合武六干省Balagtas社Borol 2nd描笼涯 

在当地邻近一带进行义诊施药活动 

 

       菲 华 商

联总会讯：

本会社会责

任委员会义

诊队配合武

六 干 省

Balagtas 社

Borol 2nd描

笼涯，于三

月一日（星

期日）早上

，在当地为

邻近一带病

患提供义诊

施药服务，

造福四周患

者。 



当天义诊工作由本会义诊队医生，以及吳輝鵬牙醫師帶領牙医隊主持。 

武六干省Balagtas社Borol 2nd描笼涯主席Michael  Payuran暨该描笼涯诸

位官员提供协助。 

本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患四百八十人，为牙患者七十一人拔牙，并分发一百六十副

老花眼镜。 

 （左上图）分发老花眼镜。（左下图和右上图）分发药物。（右下图）

为牙患者拔牙。  

 

商总向岷市府捐赠廿六辆巡逻警车 

与岷市长Moreno签署协议备忘录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于二月中旬假座马尼拉酒店咖啡厅，与马尼

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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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调局局长、现任岷市府安全顾

问Pedro Bulaong等人共进早餐，其间马尼拉市长秘书洪英钟代表Moreno市

长，要求本会向岷市捐赠20辆巡逻车和6辆Ranger Patrol（供SWAT使用）

，作为加强维护岷市治安工作的用途。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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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时，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一行前来本会，签署本会捐赠岷市府20辆巡逻车和6辆Ranger 

Patrol的协议备亡录，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就商总

捐献20辆丰田Vios和6辆丰田Hilux，作为警方巡逻车用途，与马尼拉市政府

和菲国警岷警区签署这份协议备忘录。 

当我们的好市长要求本会捐赠这些车辆给岷警区的时候，我们立刻答应

，以表达我们对Moreno市长的尽忠职守，以及超越的工作能力和表现的高度

肯定和全力支持。 

Moreno市长在清除Divisoria、Quiapo等地的非法路摊，以及通过“一站

式营业”（Business One-Stop Shop），简化在马尼拉营商的程序，以及他的

教育、房屋、卫生、健保等方案，都做得有声有色，给大家留下极佳印象。

我们期盼着市长的其他方案能够做得更好，以使把马尼拉建设得更出色。 

治安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们希望所捐赠的这

26辆警车，能够帮助岷警区更有效地维持本市治安，以及维护市民的生命财

产。』 

Moreno市长在致词中，感谢本会慷慨捐赠26辆急需的警车，让岷警区警

员能够拥有更多资源，及更有效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他并表示，自己上任

後的前几个月，岷市非法路摊清除工作已完成一半，以前的公园几乎成为垃



圾堆，以及流浪汉的栖身之地，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均有人在巡视，也有人

在固定时间清扫。 

Moreno市长说，他的长远目标，是把马尼拉发展成为本国的一个主要旅

游区，以及成为一个安全有保障的适宜居住地方，让市民能够安居乐业。很

感谢商总长期以来与市政府积极配合，使他能够顺畅推行其施政方针，让其

目标早日得以实现。 

Moreno市长同时表示，Escolta街在二战战後，曾经是岷市华人区最繁

华的地带，所以他要重新建设这个地方，让它恢复往日的光辉。他并鼓励本

会领导踊跃在Escolta投资。 

继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岷市长Francisco“Isko Moreno” Domagoso

签署本会捐赠26辆巡逻车的协议备忘录。在场见证者有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

将、庄前进、施文界博士、张昭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

、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

侨、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岷市长秘书洪英钟，岷警区警长Bernabe Balba准将，以及市議員

Zarcal。 

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担任大会司仪，并向在座各位介绍岷市长

Moreno。 

（小图左起）岷市长Francisco“Isko Moreno” Domagoso致词、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

士致欢迎词

、副理事长

施东方博士

介绍Moreno

市长。（左

图二）理事

长林育庆博

士与岷市长

Moreno合影

。（右上图

）本会诸领

导在商总大

厦门口迎接

Moreno市长

并合影留念

。（图三）

签署协议备

忘录。（下

图）协议备忘录签署完毕，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Moreno市长握手致意，

并与全体见证者合影留念。 



許王麗蓮家屬熱心華文教育發展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二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常務理事兼稅務副主任許讚良先生（Johnny 

Cobankiat）令萱堂許府王太夫人麗蓮，不幸於二Ｏ二Ｏ年二月廿二日在仙

範紅衣主教醫院逝世，享壽積閨九十有五高齡，軫悼同深，懿範弍表。 

常務理事許讚良先生於守喪期間，亦不忘公益事項，特捐菲幣二十萬元

以支持本國華文教育發展。孝道仁風，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以

申謝忱。 

 

马尼拉青少年发明家协会 

向商总理事长颁赠感谢状 

 

菲华商联总会讯：第四届马尼拉青少年发明家论坛、博览会暨贸易展（

4th Manila Young Investors Forum, Expo and Trade Fair）于2月27至2月28日

两天，假Tondo公立中学举行。马尼拉青少年发明家协会会长、Tondo公立

中学校长Sonny Valenzuela行函本会，要求赞助并支持该会所举办的是项活

动。 

该项活动的目标为： 

1. 动员社会力量以支持和参与自行创新，以及促进发明动力和创意

，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奠下根基。 

2. 推展创造力发展暨创新教育，以培训具有创新能力的天才。 

3. 协助将发明物加以应用，以使能够被充分利用。 

4. 扮演好政府与发明家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角色。 

本会在正副理事长会议上一致表示给予支持。商总历年来也赞助该协会

赴国外参加比赛，以鼓励青少年人从事科技创作，每次均取得金银铜牌。 

2月28日（星期五）下午二时，马尼拉青少年发明家协会会长、Tondo公

立 中 学 校 长 Sonny 

Valenzuela偕同该协会

职员前来本会，向本会

给予的支持进行答谢，

并颁赠一面感谢状给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 

图为马尼拉青少年

发明家协会职员向本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颁赠

感谢状。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接受ABS-CBN电视台采访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于三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二

時，在商总理事长室接受本地主流媒体ABS-CBN 2号电视台记者Zyann 

Ambrosio采访，就网络博彩等问题，回答对方的提问，同时分享自己的立场

和观点。双方也进行友好的探

讨交流。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

网络博彩在菲律滨属于合法行

业，受到政府的承认。政府通

过它来吸收一些投资，以增加

税务和促进就业。但是此行业

在中国则是一项非法运作，希

望它不会影响及菲中两国之间

的友好关系。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强调，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采取严厉举

措，大力打击侨民在国外所从

事的各种非法活动，本国政府

如国会参议院也表示反对本国

从事这项行业。政府将会考虑

是否将就此事采取行动，而这

种事情也是应该由政府来做决

定。 

图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接受ABS-CBN电视台记者Zyann Ambrosio

采访。 

 

商总华助中心与泉属六乡会领导探讨 

有关华侨护照被中国公安部注销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福建总商会会长、亦即商总外交副

主任许扁前些时候向本会／本中心反映，中国政府为能更切实地保护菲中两

国人民合法权益，共同维护菲中友好与合作，最近开始雷厉风行地打击电讯

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洗钱、非法雇佣、绑架、勒索、伤害和谋杀等犯

罪活动。据报道，目前已有数千名从事以上非法活动的中国籍民被中国公安

部注销护照。 

但是却有来自中国泉州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地在菲经营正当生意和正

当求学的中国籍商人和学生，也受到中国政府实施严厉打击非法人士的国策



所影响，成为调查对象，并被要求回到国内协助调查，向所属村子报到，惟

有人因受到新冠疫情问题的阻扰，未能在限定期间回国，因而被注销护照。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闻悉後，立刻指示副理事长吴启发偕同名誉理事

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理事长外交事务助理李雯生董事和马尼拉

华助中心副秘书长吴建省，以及福建总商会会长亦即商总外交副主任许扁和

福建青年商会会长亦即商总福利副主任吴永坚，共同前往拜会中国驻菲大使

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就此事进行反映并了解。 

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表示，大使馆尚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希望本会／本中心和福建总商会等菲华社团能够了解一下，假如受影响

的人确实很多，大使馆一定会及时向国内反映。罗刚阁下重申中国大使馆一

定会帮助从事合法经营和正当工作的华侨的护侨立场，同时呼吁发生问题的

华侨一定要主动行动，积极配合国内的审查工作，才能早日恢复护照。他并

呼吁大家要镇定，不要乱相信网路上的谣言。 

三月二日（星期一）下午二时，本会／本中心特邀请菲律滨泉属六乡会

（泉州、晋江、石狮、惠安、南安、永春）的理事长前来商总开会，就此事

进行探讨。本

会／本中心要

求泉属六乡会

指示各自属下

分会，了解一

下到底有多少

人遇到此问题

，并要求他们

收集名单後，

本星期再开会

做最後决定。 

 （上图）

商总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在会

上发言。（图

二至图四）商

总、华助中心

、福建总商会

、福建青年商

会和泉属六乡

会诸领导交流

探讨。（下图

）会场一瞥。 

 

 



华社救灾基金紧急会议一致决定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建議拨发一亿 

应对本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基金在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下午三时，在商总六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探讨本国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相关事宜。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杜

特地总统表示，疫情在菲律滨的传播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需要社会共同

努力抗击。 

杜特地总统本週一宣布本国新增4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衛生部又宣佈

九宗，使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3例。鉴于卫生部已确认新冠肺炎疫情在菲出现

本地传播的迹象，杜特地总统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本基金基于国家的安全兴衰，以及顾及菲律滨兄弟的健康，在会议上讨

论华社应如何响应，帮助菲律滨政府和菲人兄弟。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征

求各成员单位提供宝贵建议和意见，出席各单位领导纷纷提出各自见解。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最後建议，基于情况紧急，本基金应该先拨出菲

币一亿，帮忙菲律滨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 

本基金九个出席单位一致赞同林育庆理事长的建议，同时表示这只是初

步的响应，倘若情况趋于严重，将再开会探讨应对措施。 

當日出席領導有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華各界聯合會副主席柯志超

。菲華聯誼總會理事長戴國安。菲華新聯公會會長黃天從。世界日報副董事

長吳仲振。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主席許澤恭、張年習、郭從願。旅菲華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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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林水

真。旅菲

深滬鎮同

鄉總會名

譽會長施

振謀。菲

律濱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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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商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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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華助中

心主任莊

前進、名



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林榮輝、施

梓雲、施東方博士、許學禹、王連僑、戴亞明，稽核陳章成董事。 

（上图）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会上发言。（图二和图三）华社救灾

基金各单位领导在会议上探讨。（下图）会场一瞥。 

 

商总配合四个菲华志愿防火单位 

前往中正侨中两校协助清洗消毒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国最近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威胁，各所华校遵照

岷市府的指令，停课一星期。 

本会于三月十日（星期二）下午二时三十分，配合马尼拉市防火局及诸

菲华志愿消防队，前往中正学院及侨中学院两所华校，进行消毒及清洗活动

。 

本会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副理事长叶芳枫带领董事兼外交主

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许扁、聘任委员刘少强、吴肇新（亦即佰利春菲华志

愿防火会名誉会长）等领导，偕同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前往该两所

华校，利用高压消防栓，并混入消毒液与多位志愿消防员协助该两所华校进

行消毒和清洗。 

本会领导分别受到中正学院副校长葉启明，以及侨中学院副校长蔡艺术

、总务主任

施文恭和中

英文各部门

主任的热烈

欢迎。 

出 席 者

尚有马尼拉

第二区市议

员林民洛（

中正校友）

，马尼拉市

防火局负责

人 Rodolfo 

Denaga ， 佰

利春菲华志

愿防火会名

誉会长甄山

国，菲华新

市场防火会

消防员，杜



杜万志愿防火会消防员，杜杜万消防队协会消防员。 

（左上图）在中正学院进行消毒和清洗活动。（右上图）本会领导和马

尼拉第二区市议员林民洛与中正学院副校长葉启明合照。（图二）本会暨华

助中心领导、马尼拉第二区市议员林民洛、马尼拉市防火局负责人Rodolfo 

Denaga上校、中正学院副校长葉启明、佰利春菲华志愿防火会名誉会长甄山

国、诸菲华志愿防火会消防员合照。（左图三）在侨中学院进行消毒和清洗

活动。（右图三）本会暨华助中心领导和马尼拉第二区市议员林民洛与侨中

学院副校长蔡艺术合照。（下图）本会暨华助中心领导、马尼拉第二区市议

员林民洛、马尼拉市防火局负责人Rodolfo Denaga上校、侨中学院副校长蔡

艺术等领导、佰利春菲华志愿防火会名誉会长甄山国、诸菲华志愿防火会消

防员合照。 

 

总统府跨部门特别工作小组会议 

通过掌控新冠疫情第十号决议案 

           

菲华商联总会讯：鉴于本国最近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威胁，杜特地总统宣

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于三月九日（星期一），在马拉干鄢总统

府英雄厅，召开跨部门（卫生部、外交部、内政部、司法部、劳工部、旅游

部、运输部、咨询、通讯暨技术部）特别工作组会议，探讨有关应对措施。 

经过一番探讨和商议，会议通过第10号决议案，订下若干大众在关键时

刻须遵守的规则如下： 

1. 卫生部技术咨询小组建议在国都区实施的社会隔离措施，必须予以采

纳： 

a. 大岷区各公私立学校自幼稚园到大学，须在三月十到十四日期间停课

，但是学生们必须在该段时间内，完成学校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作业。此外

，有关地方政府单位必须负责施行确保学生们于该段时间内均留在家里。 

b. 所有出席人数将造成举办单位负担的经过筹划或未经筹划聚会，在这

段时间应予暂时禁止。 

c. 私营界雇主和公务员署负责人被鼓励在职工实施自我隔离时，施行可

供选择的工作安排。 

2. 上述规定应由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及其它有关机构持续和例常评估。 

3. 总统办公室应被建议采纳此项决议案，并指示其它中央政府机构执行

以上规定。 

 

商总华助与泉属六乡会领导从速处理 

华侨护照无故被中国公安部注销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福建总商会会长、亦即商总外交副

主任许扁前些时候向本会／本中心反映，有来自中国泉州地区一带在菲经营



正当生意和正当求学的中国籍商人和学生，也受到中国政府实施严厉打击非

法人士的政策所影响，成为调查对象，并被要求回到国内协助调查，向所属

市（县）、镇、乡、村报到，一部分因受到新冠疫情问题的阻扰，而未能在

限定时间回国，竟然被注销护照。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闻悉後，立刻指示副理事长吴启发偕同名誉理事

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理事长外交事务助理李雯生董事和马尼拉

华助中心副秘书长吴建省，以及福建总商会会长亦即商总外交副主任许扁和

福建青年会会长亦即商总福利副主任吴永坚，共同前往拜会中国驻菲大使馆

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就此事进行反映并了解。 

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表示，大使馆尚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希望本会／本中心和福建总商会等菲华社团能够了解一下，假如受影响

的人确实很多，大使馆一定会及时向国内反映。罗刚阁下重申中国大使馆一

定会帮助从事合法经营和正当工作的华侨的护侨立场，同时呼吁发生问题的

华侨一定要主动行动，积极配合国内的审查工作，才能早日恢复护照。他并

呼吁大家要镇定，不要乱相信网路上的谣言。 

三月二日（星期一）下午二时，本会／本中心特邀请菲律滨泉属六乡会

（泉州、晋江、石狮、惠安、南安、永春）的理事长前来商总开会，就此事

进行探讨。本会／本中心要求泉属六乡会指示各自属下分会，了解一下到底

有多少人遇到此问题，并要求他们收集名单後，再开会做最後决定。 

三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二时，本会／本中心再次召集泉属六乡会理

事长前来商总开会，会上根据各乡会所了解情况和所搜集名单，建议无故受

影响的侨民最迟在三月卅一日之前，向各自有关乡会办理登记手续，到时集

中交给商总，经探讨後呈递中国驻菲大使馆。 

受影响侨民请尽速向各自基层乡会办理登记手续，以便能尽早把有关资

料呈递使馆，从而获得圆满解决。 

       （上图）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会上发言。（下图）会场一瞥。 

 

 



王彬街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枪杀案 

商总向警方了解案情促早日破案 

        

菲华商联总会讯：马尼拉华人区昨天下午，发生一起枪杀命案。由于是

在光天化日且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所以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非常重视此案

，立刻指示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跟警方联系，了解案情。 

施超权董事以第一时间前往岷警区，向警长Bernabe Balba准将了解此案

有关细节。 

Balba警长说，受害者为60岁华商Albert Yu Tan，从事珠宝首饰行业，

案发時他沿王彬街行至豪园大厦前时，不知何故突然转身，走向位于该大厦

旁边的达华糕饼店，这时候，一辆尾随的两人骑坐摩托车开到他背後，其中

一名凶徒朝其背部近距离连开两枪，受害者中枪後随即倒地，随後匪徒下车

抢走其右手上的一个黑色手提包，并迅速逃逸。 

据悉有人声称受害者手提包里面装有巨款现金，但有熟悉的人透露，里

面装的是他所经营的珠宝等物品。 

据Balba准将情報，受害者每天都路过王彬街，可能是有人开始注意到

他的日常行踪。此案到底是抢劫案，或者是出于其他动机，警方正在加紧追

查，若有进一步事态发展，将立刻通知本会。 

本会呼吁警方尽早查明事实真相破案，把凶徒缉拿归案，还受害者及其

家属一个公道，同时也呼吁受害者家属能跟警方配合，讓案情早日水落石出

。受害者家属也可以前来商总，本会将向他们全力提供协助。 

 

华社救灾基金召开记者会宣佈 

将捐值一亿医疗物资助菲抗疫情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基金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一

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商总六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探讨本国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事宜。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杜特地总统表示，疫情在菲律滨的传播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需要社会共

同努力抗击。 

基于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国家的安危兴衰，和菲律滨兄弟的健康，本基金

在会议上讨论华社应如何响应，帮助菲律滨政府和菲人兄弟。商总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征求各成员单位提供宝贵建议和意见後，根据出席各单位领导所提

出的各自见解，建议在此情况紧急之下，本基金应该先拨出菲币一亿，帮忙

菲律滨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 

林育庆理事长的建议立时受到本基金九个出席单位的一致赞同。同时认

为这只是初步的响应，倘若疫情趋于恶化，将再开会探讨进一步应对措施。 

三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时，本基金在假计顺市Kamuning咖啡

厅举行的Pandesal媒体论坛（Pandesal Forum）上召开记者会，由商总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宣佈，本基金将捐赠价值菲币约一亿元的医疗用品和器材，帮

助菲律滨抗击新冠肺炎的蔓延。 

林育庆理事长表示，本基金也将与中国大使馆协调，希望中国方面能够

运送更多紧急物资和派出他们最顶尖的医护人员和专家，前来协助本国医护

人员。 

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也呼吁商人要谨遵杜特地总统的指示，共同对

抗疫情。商总并呼吁其会员商会要提早分发第十三个月工资给工人。 

当日出席领导有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校友联主席李朝晖，新联公会

会长黄天从，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会

长王荣忠。 

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王连侨、吳啟發，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

兼新闻主任李天荣，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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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菲华侨工商联

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菲律濱晉江深沪镇同乡聯合总会、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滨联会。 

        （上图）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记者会上发言。（图二）商总董事兼

新闻主任

李天荣向

与会者和

在场媒体

记者赠送

由其经营

企业生产

的面包。

（图三）商

总理事长

林育庆博

士赠送由

其主有农

田种植，

并由其经

营企业加

工 

包装的大

米和糙米

。（下图

）本基金

各单位领导与媒体记者合影。 

 



华社救灾基金召开紧急会议 

探讨捐献医疗物资抗击疫情 

現場捐款五千七百万并将发动华社捐款 

商总捐献二千万、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 

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商联三百万、宋庆龄基金会二百万、 

世福青菲聯會二百万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基金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六

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在商总八楼会议厅再度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探讨

本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事宜。疫情已经趋于恶化，迄今已有140人

确诊，12人死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当天下午三点半，总统发言人Panelo称，杜特地总统下令在整个吕宋岛

执行加强版社区隔离，所有人被勒令居家隔离，仅食物及医疗服务被允许出

行。 

本基金在上一次召开紧急会议时，与会各单位领导一致决定先拨出菲币

一亿元，帮助菲律滨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 

 是日会议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主要探讨如何展开援助抗疫活

动。经讨论後，大家一致认为应优先采购医疗物资，捐献给相关机构。目前

最需要的医疗物资是口罩、测試劑、防护服和酒精，本基金将向国立大学订

购1000套测試盒，并优先向中国进口口罩，同时亦将订购酒精。 

会议同时进行各单位的工作分配，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负责与菲律滨

政府各部门和官员联系，菲華各界主席杨华鸿负责处理口罩采购项目，中国

商会会长洪及祥负责处理测試劑收购事项。 

会议还发动由本基金十一个成员单位带头捐款，并向华社募款援助抗疫

。商总捐献二千万、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

商联三百万、宋庆龄基金会二百万、世福青菲聯會二百万，一共筹得五千七

百万，连同上次拨发一亿合计一亿五千七百万。希望此举能够起到抛砖引玉

作用，动员华社更多善心人士慷慨捐款。 

捐款可交給商總代收，電話8241-9201至05 Mrs. Lim。 

 本基金同时顾及全吕宋岛施行加强版社区隔离之际，因大多数商家暂停

作业，工人没有收入，到时如果没有饭吃，恐将引起社会动荡，所以鼓励各

单位成员商家能够体恤时艰，提前向各自菲人员工发放13个月薪资，帮助他

们克服难关。 

當天下午二時在商總八樓董事室召開緊急會議，出席者有商總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 

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菲律濱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旅菲各校友

會聯合會主席郭從愿、李朝暉、許澤恭。菲華新聯公會會長黃天從。菲律濱

宋慶齡基金會稽核施超權。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濱聯會會長王榮忠。旅菲華僑



工商聯總會會長林水真、副會長孫明強。菲華聯誼總會理事長戴國安。世界

日報董事吳勝利。王珊珊、呂迎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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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滨中国商会总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旅菲华侨工商联

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菲律濱晉江深沪镇同乡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

律滨联会。 

 

 

 

 

 

 

 

（上图）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緊急会上发言。（下图）会场一瞥。 

 

 

 

華社救災基金馬尼拉華助中心 

決設立“華社醫療諮詢熱線” 

供華人華僑有發熱、咳嗽等病情服務 

 

華社救災基金／馬尼拉華助中心訊：鑑於近期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造成許

多華人華僑有發熱、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等狀況者不知所措，本基金在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華各界主席楊華鴻、菲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及馬

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共同推動下，決定設立“華社醫療諮詢熱線”，邀請

多位名醫生通過手機聯系可提供病人義務諮詢，經雙方溝通後，了解病況，

讓病患有所遵循，如一般感冒或咳嗽指示服藥治療，認為須要找醫生者，應

到醫室檢查，如遇特別病例者，指示到醫院某處接受檢驗等。 

茲將下列三位名醫生手機號碼列下，可直接聯系諮詢。陳祖從醫學博士

（Dr. Tan Cho Chiong）、手機0917-895-2366、黃漢水醫學博士（Dr. Donato 

Ting）0920-210-9690及 吳雅各醫學博士（Dr. James Go）0917-574-0167。 

同時亦歡迎其他有愛心的醫生參與本熱線為華人華僑服務，有意者可聯

系秘書長顏長江手機0917-819-9201。 

下面為新冠病毒COVID-19感染的情況供參考： 

#第1至3天 

1.症状几乎等于感冒。 

2.喉咙轻微疼痛。 

3.不发烧，不疲倦。您仍然可以正常饮食。 

＃第四天 



1.喉咙有点痛，身体疼痛。 

2.发出嘶哑的声音。 

3.体温约为36.5⁰C。 

4.开始影响饮食习惯。 

5.轻微头痛。 

6.轻微腹泻或消化系统问题。 

＃第五天 

1.喉咙痛，声音嘶哑。 

2.轻微发烧，温度介于36.5 -36.7⁰C 

3.身体虚弱，关节疼痛。 

#第六天 

1.轻微发烧，在37°C左右。 

2.咳嗽伴有粘液或干咳。 

3.进食，说话或吞咽时喉咙痛。 

4.疲劳，恶心。 

5.偶尔呼吸困难。 

6.手指疼痛。 

7.腹泻，并会呕吐。 

#第七天 

1.发烧更高，介于37.4 - 37.8⁰C 

2.咳嗽多，有痰。 

3.身体和头痛。 

4.腹泻加重。 

5.呕吐。 

#第八天 

1.发烧，介于38°C或38°C以上。 

2.呼吸困难，每次呼吸时感觉胸部沉重。 

3.持续咳嗽。 

4.头痛，关节痛和臀部痛。 

＃第九天 

1.症状不会改变，但会恶化。 

2.发烧加重。 

3.咳嗽持续，而会比之前更严重。 

4.呼吸困难，您必须努力呼吸。 

此时，需要进行血液检查和肺部X射线检查。 

特殊时期，戴上口罩，注意卫生，勤劳洗手，避免聚会，取消旅行。 

《菲律濱加油！》 

 

 

 



華社救災基金決支援菲新冠病毒疫情 

擬向政府及民間捐献医疗物资抗疫 

菲律濱慧源寺捐二百萬元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基金十一个成员单位於三月十六日下午假商總召開

特別會議，共同探討如何在疫情惡化下對政府及民間進行支援，就目前口罩

大量缺乏下，應及時向中國供應商採購，提供政府各醫院前線醫護人員的需

求，以及民間需要以防止疫情擴大。同時對諸如檢測試劑、消毒火酒、防護

服、眼鏡等的醫療物資亦在洽購中，以能盡快提供使用，諸領導有感先前撥

出一億批索，恐不夠應付，當場再由各單位倡捐，商总捐献二千万、各界一

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商联三百万、宋庆龄基金会

二百万、世福青菲聯會二百万，一共筹得五千七百万。希望此举能够起到抛

砖引玉作用，令华社更多善心人士慷慨响應。 

本基金顾及全吕宋岛施行加强版社区隔离之际，因大多数商家暂停作业

，工人没有收入，到时如果没有饭吃，恐将引起社会动荡，所以鼓励各单位

成员商家能够体恤时艰，提前向各自员工发放十三个月薪资，帮助他们克服

难关。 

即日起至四月十二日因遵照政府實施“加強社區隔離”規定，商總暫停辦

公，如擬捐款可與商總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聯系，手機0917-819-9201。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拜会卫生部正副部长 

就华社救灾基金配合政府抗疫进行探讨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基金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六

日（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在本国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趋于恶化之

下，如何以第一时间展开援助抗疫活动事宜。 

本基金各单位领导一致认为应优先采购口罩、测试剂和酒精等迫切需要

医疗物资，捐献给相关机构。会议同时进行各单位的工作分配，商总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负责与菲律滨政府各部门和官员联系，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负责

处理口罩采购项目，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负责处理测试剂订购事项。 

因情况紧急，各单位迅速展开各自获分配的工作。三月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十点半，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理事长外交事务助理李雯生、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一行前往卫生部，

先後拜会副部长Bayugo和部长Duque。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告诉卫生部副部长Bayugo，本基金在三月十七日

的紧急会议上决定筹款采购口罩、测试剂、酒精、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配合

卫生部尽快提供予前线医护人员，让他们有充分的医药器材使用。本基金在

上一次的紧急会议上，决定拨出菲币一亿元，帮助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



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三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再倡捐五千七百万，其中商总捐

献二千万、菲华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

、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商联三百万、宋庆龄

基金会二百万、世福青菲联会二百万，连同上

次拨发一亿合计一亿五千七百万，同时向华社

发动筹款，动员更多热心人士响应捐款。如擬

捐款可與商總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聯系，手機

0917-819-9201。 

目前本基金正在向中国方面采购口罩，相

信很快将运抵本国供应。本基金也向国立大学

订购1000套测试剂盒，已获得食品暨药物局批

准。 

然後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一行也跟卫生

部部长Duque进行探讨交流

，以及了解政府的抗疫进展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告

诉Duque部长，基于杜特地

总统的跨部门疫情掌控机构

是以卫生部为核心，所以本

基金将与该部门全面配合，

目前所采购的有关医疗物资

运抵後，本基金将与该部门

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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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滨中国商会、旅菲各校友

会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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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滨晋江深沪镇同乡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上左图）商总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与卫生部长Duque合照。（上

右图）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诸

领导与卫生部长Duque合影。 

 （下图）商总诸领导与卫生部副部长Bayugo合影。 

 

晉江僑聯系統馳援海外（菲律濱）防疫物資與商總 

、晉總聯同華社救災基金視頻贈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商總和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聯同華社救災基金的各領

導滿懷喜悅於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時通過視頻連線來舉行由晉江僑聯系統馳援

海外（菲律濱）防疫物資捐贈儀式，承蒙市僑聯系統諸領導和晉江捐贈企業

的利郎集團董事長王冬星、斯蘭集團董事長丁宗寅、潯兴股份董事长施能坑

、久久王食品董事长郑振忠等共同出席主持為支援菲律濱新冠疫情關懷華人

華僑捐贈價值一百七十萬元物資的交付儀式，商總、晉總、華社救災基金及

全體華人華僑表達最衷心的感謝晉江市的深情厚意，讓本國晉江藉的華僑華

人帶來溫暖，患難見真情，愛心令人感動。 

商總正在和華社救災基金發動華社支援菲國新冠疫情的募捐活動，所以

我們決定將這些捐贈的抗疫急須物資一部份參與華社救災基金一起配合由衛

生部主催的政府疫情特別工作組分發到救護人員前線，以及把口罩分發給各

成員單位眾多華人華僑使用，以能保障他們的安全。華社救災基金於第一時

間撥捐一億批索支援本國疫情，近幾日又得到捐款六千多萬，並尚在响應中

，屆時必能為抗疫作出一份力量。 

商總領導和晉總執行副理事長陳凱復、副理事長姚金鎮外，也特別邀請

華社救災基金各成員單位領導參與見証，有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名

譽主席

蔡志河

，菲律

濱中國

商會會

長洪及

祥、菲

華聯誼

會副理

事長姚

金鎮、

世界日

報王利

民、新

聯公會

主席黃

天從、

菲律濱

宋慶齡

基金會

施超權

和菲晉

江深滬



鎮同鄉總會名譽會長施振謀及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上下圖）商總、晉總、本基金諸領導與晉江僑聯系統馳援海外（菲律

濱）防疫通過視頻連線舉行物資捐贈儀式。 

 

菲律濱慧源寺熱心响應 

捐献華社救災基金抗疫二百万元 

 

华社救灾基金讯：本國疫情已经趋于恶化，迄今已有180餘人确诊，14

人死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總統杜特地也宣佈全國

處於災難狀態。 

为踊跃响应本基金呼吁各熱心人士和华社各团体，向本國新冠疫区病患

和医务人员献上深切关爱，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菲律濱慧源寺在非常時間

熱心慨捐菲币二百万元，帮助本國政府和人民克服疫情。 

本基金領導於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假商總接受该会一行在住持郭寶琴等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予本基金。 

前来移交捐献支票的菲律濱慧源寺领导有董事柯志誠，陳純挺，郭曼思

和住持郭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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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滨中国商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報、菲華新聯

公會、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菲律濱晉江深沪镇同乡

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图为菲律濱慧源寺住持郭寶琴等領導將捐献支票移交商總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菲華各界主席楊華鴻，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等領導共同接收。 

 

福慧行佛法慈善團隊捐 

商總華社救災基金接受 

 

華社救災基金訊：福慧行佛法慈善团队（HOPE WE WELL BUDDHIST 

CHARITY FOUNDATION）由商總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外交聘任委員

岷市第三區二八一描籠涯主席劉少強代表移交捐贈善款三十萬批索，购买口

罩及消毒剂等救灾用品。 

並由商总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本基金諸位領導牵头救助菲律宾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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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滨中国商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報、菲華新聯

公會、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菲律濱晉江深沪镇同乡

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圖為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本基金有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菲

律濱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菲華聯誼會副理事長姚金鎮、世界日報記者王利

民、新聯公會主席黃天從和菲晉江深滬鎮同鄉總會名譽會長施振謀接受福慧



行佛法慈善团队捐贈善款，商總名譽理事長、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

晉總執行副理事長陳凱復參與見証，由商總施超權董事、外交聘任委員岷市

第三區二八一描籠涯主席劉少強代表移交。 

 

 

 

 

 

 

 

 

 

 

华社救灾基金召开紧急会议 

探讨捐献医疗物资抗击疫情 
再筹得捐款五千七百万并将发动华社捐款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六

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在商总八楼会议厅再度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探讨

本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事宜。疫情已经趋于恶化，迄今已有140人

确诊，12人死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当天下午三点半，总统发言人Panelo称，杜特地总统下令在整个吕宋岛

执行加强版社区隔离，所有人被勒令居家隔离，仅食物及医疗服务被允许出

行。 

        本基金在上一次召开紧急会议时，与会各单位领导一致决定先拨出菲币

一亿元，帮忙菲律滨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 

        是日会议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主要探讨如何展开援助抗疫活

动。经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应优先采购医疗物资，捐献给相关机构。目前

最需要的医疗物资是口罩、探测器、防护服和火酒，本基金将向国立大学订

购1000套探测器，并优秀向中国进口口罩，同时亦将订购火酒。 

        会议同时进行各单位的工作分配，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负责与菲律滨

政府各部门和官员联系，各界主席杨华鸿负责处理口罩采购项目，中国商会

会长洪及祥负责处理探测器收购事项。 

        会议还发动由本基金十一个成员单位带头捐款，并向华社募款援助抗疫

。商总捐献二千万、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

商联三百万、宋庆龄基金会二百万、世福青二百万，一共筹得五千七百万，

连同上次拨发一亿合计一亿五千七百万。希望此举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动员华社更多善心人士慷慨捐款。 

        本基金同时顾及全吕宋岛施行加强版社区隔离之际，因大多数商家暂停



作业，工人没有收入，到时如果没有饭吃，恐将引起社会动荡，所以鼓励各

单位成员商家能够体恤时艰，提前向各自菲人员工发放13个月薪资，帮助他

们克服难关。 

        当日出席领导有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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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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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召开紧急会议 

探讨捐献医疗物资抗击疫情 
现场捐款五千七百万并将发动华社捐款 

商总捐二千万、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校友联一千万、华

侨工商联三百万、宋庆龄基金会二百万、世福青菲联会二百万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六

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在商总八楼会议厅再度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探讨

本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事宜。疫情已经趋于恶化，迄今已有140人

确诊，12人死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当天下午三点半，总统发言人Panelo称，杜特地总统下令在整个吕宋岛执行

加强版社区隔离，所有人被勒令居家隔离，仅食物及医疗服务被允许出行。 

    本基金在上一次召开紧急会议时，与会各单位领导一致决定先拨出菲币

一亿元，帮忙菲律滨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 

     是日会议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主要探讨如何展开援助抗疫活

动。经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应优先采购医疗物资，捐献给相关机构。目前

最需要的医疗物资是口罩、测试剂、防护服和酒精，本基金将向国立大学订

购1000套测试剂，并优先向中国进口口罩，同时亦将订购酒精。 

        会议同时进行各单位的工作分配，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负责与菲律滨

政府各部门和官员联系，各界主席杨华鸿负责处理口罩采购项目，中国商会

会长洪及祥负责处理测试剂收购事项。 

        会议还发动由本基金十一个成员单位带头捐款，并向华社募款援助抗疫

。商总捐献二千万、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

商联三百万、宋庆龄基金会二百万、世福青菲联会二百万，一共筹得五千七

百万，连同上次拨发一亿合计一亿五千七百万。希望此举能够起到抛砖引玉

作用，动员华社更多善心人士慷慨捐款。 

        捐款可交给商总代收，电话82419201至05，找Mrs. Lim。 

    本基金同时顾及全吕宋岛施行加强版社区隔离之际，因大多数商家暂停

作业，工人没有收入，到时如果没有饭吃，恐将引起社会动荡，所以鼓励各

单位成员商家能够体恤时艰，提前向各自菲人员工发放13个月薪资，帮助他



们克服难关。 

    当日出席领导有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

菲律滨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郭从愿、李朝晖、许

泽恭，菲华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滨联会会长王荣忠，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会长林水真、副会长孙

明强，菲华联谊总会理事长戴国安，世界日报董事吴胜利。王珊珊，吕迎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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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滨中国商会总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旅菲华侨工商联

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菲律滨晋江深沪镇同乡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

律滨联会。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拜会卫生部正副部长 

就华社救灾基金配合政府抗疫进行探讨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集下，于三月十六

日（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在本国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趋于恶化之

下，如何以第一时间展开援助抗疫活动事宜。 

    本基金各单位领导一致认为应优先采购口罩、测试剂和酒精等迫切需要

医疗物资，捐献给相关机构。会议同时进行各单位的工作分配，商总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负责与菲律滨政府各部门和官员联系，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负责

处理口罩采购项目，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负责处理测试剂订购事项。 

    因情况紧急，各单位迅速展开各自获分配的工作。三月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十点半，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理事长外交事务助理李雯生、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一行前往卫生部，

先后拜会副部长Bayugo和部长Duque。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告诉卫生部副部长Bayugo，本基金在三月十七日

的紧急会议上决定筹款采购口罩、测试剂、酒精、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配合

卫生部尽快提供予前线医护人员，让他们有充分的医药器材使用。本基金在

上一次的紧急会议上，决定拨出菲币一亿元，帮助政府应急，并向有需要的

菲律滨兄弟伸出援手，星期一的会议上再倡捐五千七百万，其中商总捐献二

千万、菲华各界一千万、中国商会一千万、校友联一千万、华侨工商联三百

万、宋庆龄基金会二百万、世福青菲联会二百万，连同上次拨发一亿合计一

亿五千七百万，同时向华社发动筹款，动员更多热心人士响应捐款。 

    目前本基金正在向中国方面采购口罩，相信很快将运抵本国供应。本基

金也向国立大学订购1000套测试剂盒，已获得食品暨药物局批准。 

    然后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一行也跟卫生部部长Duque进行探讨交流，

以及了解政府的抗疫进展。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告诉Duque部长，基于杜

特地总统的跨部门疫情掌控机构是以卫生部为核心，所以本基金将与该部门



全面配合，目前所采购的有关医疗物资运抵后，本基金将与该部门密切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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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滨中国商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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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滨晋江深沪镇同乡

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 

 

商总呼吁食品生产/供应商 

隔离期间应持续生产/供应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正副理事长于3月29日（星期日）下午五时，通

过手机连线举行线上会议，探讨新冠疫情相关课题。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报告其于是日下午二时与跨部门防疫小组的几位部长级成员沟通，就目前

的事态发展探讨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相关问题，该小组表示试剂盒一旦经中国

政府核准，即可在本国使用。 

    会议中正副理事长等也探讨一旦封城时间再宣布延长的应对措施。基于

政府实施隔离和封城后，本国疫情仍然迅速蔓延，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与日

俱增，这样下去，政府在隔离期限至4月12日届满时，或将会宣布展延。这

样一来，对社会将会造成更大的冲击，届时恐将出现食品短缺，加上工人被

强制性停工，大量基层民众没有入息，恐将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会诸领导经探讨后，一致呼吁基本必需日用品，尤其是食品的生产/

供应商尽量与工商部配合，若是在隔离和封城期间停止生产/供应的话，应

该恢复生产/供应，如果不能全面，至少也要局部性，以使民众在这段危急

时期，最起码能够获得食品的供应。 

    本会诸领导认为，这段时间最迫切需要的基本食品是速食面和大米， 所

以呼吁速食面的生产/供应商以及大米加工/供应商在这段时间，应该保持供

货。本会同时呼吁在隔离和封城期间保持生产的食品厂，向员工提供在厂住

宿，让他们得以作息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