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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救灾基金向Joel Chua市议员 

移交五百份装有大米等救济品 

转交Delpan贫民窟火灾受灾民众 

 

        华社救灾基金讯 : 4月15日（星期三）上午，马尼拉敦洛区Delpan贫民窟

发生大火，致使大约500户家庭遭受影响，无家可归。本基金闻讯后，立刻

采取行动，于4月16日（星期四）在商总大厦将500份装有5公斤大米、消毒

酒精和Hapee牙刷暨牙膏的救济品，移交给马尼拉市议员Joel Chua，由其转

交给受灾灾民，并转达本基金的慰问，希望他们早日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

活。 

        移交活动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等代表

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发动支援 

本国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厦门市海丝慈善会捐赠一万片口罩 

由菲律宾驻厦门原总领事付昕伟经手并转交本基金 

 

        华社救灾基金讯 : 今天收到厦门市海丝慈善会捐赠口罩一万片，由本基

金拨入捐助物资当中一并分发，实属难能可贵。该批口罩是由菲律宾驻厦门

原总领事付昕伟（Julius Caesar Flores）经手并转交本基金。 

        本基金谨此对厦门市海丝慈善会的善行义举，向其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

敬意，同时顺此向付昕伟原总领事道谢。 

 

华社救灾基金委托Peter Ong和林梅瑟市议员 

向HappyLand贫民窟千户火灾灾民发放救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 : 4月18日（星期六），马尼拉敦洛区HappyLand贫民窟



发生大火，致使大约1000户家庭遭受影响，无家可归。本基金闻讯后，立刻

采取行动，于4月20日（星期一）在商总大厦将一批装有大米和Hapee牙刷暨

牙膏的救济品，委托马尼拉第一区市议员Peter Ong和林梅瑟（Bobby Lim）

亦即商总地区常务理事发给一千户受灾灾民，并转达本基金的慰问，希望他

们早日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活。 

        移交活动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等代表

主持。 

         

中北吕宋陇西李氏宗亲会 

决向商总捐献菲币五十万 

作为支援抗击新冠疫情用途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国感染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新增病例与日俱增

，吕宋全岛正处于隔离和封城状态。菲律滨也是本地华人华侨的家园，这段

时间大家都心系疫情的进展，和牵挂着在前线与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

受感染的病患。 

        中北吕宋陇西李氏宗亲会（李焕坪理事长）本着对这块土地和对本国人

民的热爱，以及本着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表示决意献捐菲币五十万给本会

，作为支援抗击新冠疫情的服务用途，希望能够在这个艰难时刻，帮助受疫

情封城影响的前线医护人员和病患，以及帮助受影响民众解燃眉之急。 

        本会同时对中北吕宋陇西李氏宗亲会（李焕坪理事长）的善行义举，向

其致以万二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华社救灾基金陸續向光坦医院捐赠 

3台呼吸机3500套防护服和500副防护眼镜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正值本国感染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新增病例与日

俱增，本基金心系疫情进展，也牵挂着在前线与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

与病魔挣扎的病患。这段日子以来，本基金积极参与支援抗疫工作。 

本基金先前于四月十八日（上星期六）由成员单位菲律滨中国商会会长洪及

祥亲自与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共同向光坦（



前崇基）医院捐

赠三台呼吸机后

，昨天（4月20日

）再向该医院捐

赠三千五百套防

护服和五百副防

护眼镜， 并在商

总大厦移交给光

坦医院院长龚金

生医学博士（Dr. 

Kim Shi Tan），

以向病患提供医

疗服务。 

 

华社救灾基金捐赠 

光坦医院三台呼吸机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正值本国感染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新增病例与日

俱增，本基金心系疫情进展，也牵挂着在前线与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

与病魔挣扎的病患。这段日子以来，本基金积极参与支援抗疫工作。 

昨天（4月18日），本基金向光坦（前崇基）医院捐赠三台呼吸机，每台价值

约二百万批索 以向病患提供医疗服务。 

        

华社救灾基金发动支援 

本国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福慧行慈善基金会捐赠五十张折叠床和二十袋白米 

华社救灾基金转捐给菲海岸警卫队首都区--中吕宋区前线人员 

 

       华社救灾基金讯 : 今天收到福慧行慈善基金会（HOPE WELL 

BUDDHIST CHARITY FOUNDATION）捐来五十张折叠床和二十袋五十公

斤装白米，实属难能可贵。 



       本基金已通过商总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捐赠给菲海岸警卫队国家首都

区--中吕宋区（Phil. Coast Guard NCL--CL）前线人员，同时谨此向福慧行

慈善基金会，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华社救灾基金发动支援 

本国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菲晋江龙湖鎭联乡总会/商会移交二百万捐款 

南海紫竹修行群联系捐折叠床 

龚素真女士捐1000片口罩和240副防护眼镜 

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捐6000片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今天收到南紫竹修行群联系捐赠二百张折叠床的支票

，每张菲币六百五十元，合计十三万元，另收到龚素真女士捐来一千片口罩

和二百四十副防护眼镜。此外，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亦捐赠六千片口罩

，由Mr. Hans Tan转交商总。 

        以上三批捐赠物资均由本基金拨入捐助物资当中一并分发，实属难能可

贵。 

        本基金谨此对南海紫竹修行群、龚素真女士和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的善行义举，向他们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华社救灾基金发动支援 

本国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捐赠6000片外科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今天收到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捐来六千片外科口

罩，由陈宏峰先生转交商总。以上捐赠物资将由本基金拨入捐助物资当中一

并分发，实属难能可贵。 

        本基金谨此对四川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善行义举，向其致以万分谢意

和崇高敬意。 

 



商总领导与黄溪连大使 

举行抗疫工作视频会议 

 

        本会高层领导于4月27日（星期一）下午三点，与中国驻菲大使馆特命

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举行一场视频会议，就当前菲中合作抗疫形势以及充

分发挥华社在抗疫中积极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对黄溪连大使阁下在百忙中拨冗与

本会诸领导交流沟通，致以万分谢意。林育庆理事长同时向黄溪连大使阁下

介绍了商总支持菲中两国在抗击疫情方面所作工作情况，表示截至目前已通

过华社救灾基金筹集资金2.7亿披索，采购并向菲政府机构、在菲华人华侨、

菲当地民众捐赠大米、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大量物资，有效缓解了当前菲物

资短缺问题。 

        黄溪连大使介绍了中方支持菲抗疫各项举措。他同时强调，作为友好近

邻，中菲面对困难时一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中国疫情最艰难的时刻，

菲政府和人民向中方伸出援手，特别是菲华社团和个人踊跃捐款捐物，帮助

中国度过难关，我们对此牢记于心。菲疫情爆发以来，中方投桃报李，全力

支持和协助菲方防控疫情，通过多渠道向菲方援助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

等关键医疗物资，第一时间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派遣援菲抗疫医疗专家组，

切实帮助菲方提高疫情防控能力。专家组在菲期间，深入抗疫一线指导工作

，及时开通热线咨询服务，大力开展线上讲座和培训，为华社和广大在菲同

胞战胜疫情添加了信心。 

        黄溪连大使指出，专家组抵菲后，在使馆协调推动下，菲主要社团和医

疗机构成立了华社救灾基金抗疫委员会，凝聚力量，为专家组各项工作提供

了大量支持和服务，确保专家组圆满完成任务。抗疫委对政府及医疗机构联

络小组由商总领导配合使馆和专家组，重点负责专家组与菲卫生部、政府直

属医疗机构、华社医疗机构的对接交流，协助国内单位捐助的物资尽快发到

华社医疗机构和有关侨团，近期还协助向当地民众发放大量抗疫医疗和生活

物资，为支持两国抗疫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溪连大使表示，希望商总及其他华社团体发挥自身优势，齐心协力，

在统筹华社医疗资源，保障同胞生命安全和健康，支持菲政府解决抗疫物资

、粮食问题、经济复苏等民生问题，加强华社团结融合传递正能量等方面做

出贡献。 



        林育庆理事长和本会诸领导感谢黄大使对菲中合作抗疫的详细介绍，赞

赏中国驻菲使馆在帮助菲政府和支持华社抗击疫情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

并表示商总将一如既往地配合好使馆工作，通过华社救灾基金和抗疫委，更

加深入开展各项支持政府应对疫情和服务华社的工作，为本国早日战胜疫情

和促进菲中友好合作发挥应有作用。 

        黄溪连大使还就中国抗疫经验、复工复产复商、中菲抗疫合作等与本会

领导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并回答了大家感到兴趣的有关问题。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了视频会议。本会名誉理事长李永年、董尚

真、卢武敏少将、蔡聪妙特使、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

暨其他主要领导，以及中国驻菲使馆兼总领事罗刚阁下等出席会议。 

        图为本会高层领导与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阁下举行视频会议。 

 

中国驻菲大使馆 

向商总赠送中药材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国感染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新增病例与日俱增



，吕宋全岛正处于隔离和封城状态。菲律滨也是本地华人华侨的家园，这段

时间大家都心系疫情的进展，和牵挂着在前线与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

受感染的病患。 

        中国驻菲大使馆珍视菲中两国源远流长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亲密友谊

，并本着对本国华人华侨和菲律滨人民的关爱，以及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

向华社救灾基金抗疫委员会赠送一批中药材，其中定向将七箱中药包和六十

五箱中药冲剂赠送给本会，作为支援抗击新冠疫情的服务用途，希望能够在

这个艰难时刻，帮助受疫情封城影响的前线医护人员和病患。 

        本会谨此向中

国驻菲大使馆致以

万分谢意和崇高敬

意。 

        图为中国驻菲

大使馆委托菲华各

界联合会代表洪珊

谊女士，向本会董

事兼外交主任、马

尼拉华助中心副主

任施超权和本会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移交捐赠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发动支援 

本国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施东方博士再次捐赠二千份HAPEE牙膏和牙刷 

新联公会／商会和菲东联分别捐赠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今天收到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再次捐来由其经营

企业生产的HAPEE牙膏和牙刷另二千份，由本基金拨入捐助物资当中一并

分发。施东方博士上週亦捐了二千份HAPEE牙膏和牙刷给本基金，实属难

能可贵。 

        此外，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会、菲律滨东石商会亦将东石镇侨联赠送物



资当中的部分口罩转赠本基金，其中八千片定向捐赠崇仁医院、一万二千片

定向捐赠光坦（前崇基）医院、一万二千片定向捐赠崇仰医院，支援一线医

护人员; 另本基金成员单位菲华新联公会/菲律滨中国新联总商会亦赠送五万

个医用口罩和五百副医用眼罩予本基金，定向分别捐赠给崇仁医院、光坦（

前崇基）医院、崇仰医院、PGH和SAN LAZARO HOSPITAL等五家医院，

以舒缓各医院前线医护人员的急需，实属难能可贵。 

        本基金谨向施东方博士、东石镇侨联、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会/商会、晋

江市人民政府、菲华新联公会/商会，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商总顾问王远铭 

献捐卅万支持抗疫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国感染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新增病例与日俱增

，吕宋全岛正处于隔离和封城状态。菲律滨也是本地华人华侨的家园，这段

时间大家都心系疫情的进展，和牵挂着在前线与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

受感染的病患。 

        本会顾问王远铭本着对这块土地和对本国人民的热爱，以及本着人溺己

溺的恻隐之心，通过本会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献捐菲币三十万给本会

，作为支援抗击新冠疫情的服务用途，希望能够在这个艰难时刻，帮助受疫

情封城影响的前线医护人员和病患，以及帮助受影响民众解燃眉之急。 

        本会同时对王远铭顾问的善行义举，向其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中国驻菲大使馆向华社救灾基金 

赠送口罩以及手套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国感染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新增病例与日俱增

，吕宋全岛正处于隔离和封城状态。菲律滨也是本地华人华侨的家园，这段

时间大家都心系疫情的进展，和牵挂着在前线与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

受感染的病患。 

        中国驻菲大使馆珍视菲中两国源远流长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亲密友谊

，并本着对本国华人华侨和菲律滨人民的关爱，以及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



日前向华社救灾基金抗疫委员会赠送一批中药材，其中包括中药包和中药冲

剂，作为支援抗击新冠疫情的服务用途，希望能够在这个艰难时刻，帮助受

疫情封城影响的前线医护人员和病患。昨天（4月28日），中国驻菲大使馆又

通过华社救灾基金抗疫委员会，向本基金赠送一百五十箱口罩，每箱二千片

，合计三十万片，以及三十箱手套，每箱一千双，合计三万双，实属难能可

贵。 

        接收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

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商总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

代表主持。 

        本会谨此向中国驻菲大使馆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上图中国驻菲大使馆委托菲华各界联合会代表洪珊谊女士，向商总董事

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商总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移交

捐赠物资。 

        中图商总

副理事长施东

方博士、董事

兼外交主任、

马尼拉华助中

心副主任施超

权、新闻副主

任林莉莉博士

、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合照

。 

        下图中国

驻菲大使馆赠

送的医疗物资

。 

 

光坦医院龚金生院长与商总诸领导 

就新冠肺炎疫情课题举行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4月29日（星期三）下午二时，与光坦（前

崇基）医院院长龚金生医学博士举行视频会议，其间由龚金生院长主持一场

医学讲座，为大家讲解有关新冠肺炎课题的医学常识，并就抗疫等问题与本

会诸领导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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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等领导出席会议。 

        林育庆理事长对龚金生院长和光坦医院的全体前线医护人员在抗疫工作

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向龚院长表达由衷感激和崇高

敬意。本会诸领导亦对疫情和有关抗疫课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和见解。 

        龚金生院长向本会诸领导介绍了光坦医院的抗疫情况以及有关疫情的进

展状况，同时也向大家提供有关防疫的常识。他说，光坦医院自3月1日至4

月30日这段时间，一共有54名确诊病患进入该院留医接受治疗，其中23人获

得痊愈出院，16人不幸病故。 

        龚院长表示，该医院会将新冠病患和罹患其他疾病的病患加以分别安置

在不同的病房区，而新冠病患当中，他们也会将确诊病患和疑似病患分别安

置在不同的病房区。他说，该医院一般都会尽量接收新冠病患，如果病床全

满，他们也会先把病患安排在某些临时地方进行治疗，等有病房再把他们迁

过去。 

        龚院长指出，大家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应该马上求医就诊，因为新冠肺

炎在病情初期阶段，是最佳的治疗黄金时间，即使是进入医院后病情恶化，

还是有机会治愈，但是一旦到病情严重之后才入院就医，则复原机会十分渺

茫。不过他说，有些就诊病患若是病情轻微，院方有时反而是建议他们回家

休养，这样对病情更有帮助。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对新冠疫情的一些疑问，向龚金生院长提问，龚

院长一一解答。然后龚院长和本会诸领导就疫情和抗疫的各方面课题，进行

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龚

金生院长对疫情和抗疫课题的详细介绍，以及分享他们的经验。 

 

 

 



光坦医院龚金生院长与商总诸领导 

就新冠肺炎疫情课题举行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4月29日（星期三）下午二时，与光坦（前

崇基）医院院长龚金生医学博士举行视频会议，其间由龚金生院长主持一场

医学讲座，为大家讲解有关新冠肺炎课题的医学常识，并就抗疫等问题与本

会诸领导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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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等领导出席会议。 

        林育庆理事长对龚金生院长和光坦医院的全体前线医护人员在抗疫工作

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向龚院长表达由衷感激和崇高

敬意。本会诸领导亦对疫情和有关抗疫课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和见解。 

        龚金生院长向本会诸领导介绍了光坦医院的抗疫情况以及有关疫情的进

展状况，同时也向大家提供有关防疫的常识。他说，光坦医院自3月1日至4

月30日这段时间，一共有54名确诊病患进入该院留医接受治疗，其中23人获

得痊愈出院，16人不幸病故。 

        龚院长表示，该医院会将新冠病患和罹患其他疾病的病患加以分别安置

在不同的病房区，而新冠病患当中，他们也会将确诊病患和疑似病患分别安

置在不同的病房区。他说，该医院一般都会尽量接收新冠病患，如果病床全

满，他们也会先把病患安排在某些临时地方进行治疗，等有病房再把他们迁

过去。 

        龚院长指出，大家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应该马上求医就诊，因为新冠肺

炎在病情初期阶段，是最佳的治疗黄金时间，即使是进入医院后病情恶化，

还是有机会治愈，但是一旦到病情严重之后才入院就医，则复原机会十分渺

茫。不过他说，有些就诊病患若是病情轻微，院方有时反而是建议他们回家

休养，这样对病情更有帮助。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对新冠疫情的一些疑问，向龚金生院长提问，龚

院长一一解答。然后龚院长和本会诸领导就疫情和抗疫的各方面课题，进行

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龚

金生院长对疫情和抗疫课题的详细介绍，以及分享他们的经验。 

 

华社救灾基金发动支援 

本国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昨天收到金銮御苑捐赠四百八十份赈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 : 今天（4月30日）收到商总转交由金銮御苑捐来四百八

十份装有白米、泡面、沙丁鱼和咖啡等基本食品的赈济品，实属难能可贵。 

本基金谨此向金銮御苑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