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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周二邀请总统发言人 Harry Roque 

主持线上讲座探讨疫情经济等相关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在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新闻委员会督

导副理事长黄奇昭和主任李天荣董事

积极推动安排，订于4月6日（星期二

）下午3点，特邀总统发言人 Harry 

Roque，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

主讲人。讲座会主题为“菲华社会与

Harry Roque部长对话 ”（Filipino 

Chinese Community Dialogue With 

Sec. Harry Roque），届时Roque部

长将跟大家探讨疫情和经济等相关课

题。 

         Harry Roque部长律师出身，曾

于 2016 至 2017 年 期 间 担 任

KABAYAN政党名单众议员，现任

职杜特地总统的发言人。疫情肆虐期

间，他协助杜特地总统在推展抗疫工

作方面，做出大量工作，付出一切努

力，贡献巨大，深受大家的钦佩。其间也应邀与本会诸领导举行一场视频会议

，双方就本国在抗疫封城解除及加强社区隔离修改后，如何过渡到处于MECQ

和GCQ之下的新规范社会，特别是大马尼拉国都区如何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

过渡到一般社区隔离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Harry Roque部长这次也将向大家介绍政府的疫苗接种，以及推动经济复

苏等方案。 

        此次讲座将通过Zoom在线举行，并对华社各团体开放，会议ID号码 : 

83569854628; 密码 : 123316。欢迎本会诸同仁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届时踊跃参加

并准时上网参与，了解有关重要事项。 

 

商总邀请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部长 

主持线上讲座探讨疫情经济等相关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新闻委员会督导副

理事长黄奇昭和主任李天荣董事积极安排，于4月6日（星期二）下午3点，邀



请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 部长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是日讲座

会主题为“菲华社会与Harry Roque部长对话”（Filipino Chinese Community 

Dialogue With Sec. Harry Roque）; Roque部长跟大家探讨疫情和经济等相关课

题。  

        Harry Roque部长当天也向大家介绍政府的疫苗接种，以及推动经济复苏

等方案。是日讲座通过ZOOM在线举行，并对华社各团体开放，受到热烈响应

，大家踊跃出席。 

        大会由本会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主持。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

词。林育庆理事长对Roque部长在百忙中拨冗前来主讲，致以万二分谢意。同

时感谢Roque部长于去年疫情肆虐期间应邀与本会诸领导举行一场视频会议，

就本国在抗疫封城解除及加强社区隔离修改后，如何过渡到处于MECQ和

GCQ之下的新规范社会，特别是大马尼拉国都区如何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过

渡到一般社区隔离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林理事长说，基于最近

的单日新增病例升至数以万计，上星期和本星期，国都区和若干邻近省份又再

置于ECQ之下。 

         林育庆理事长說，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很强，现在不只是菲律宾的疫情很严

重，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等地也随着单日的新增病例高达

20000宗，甚至是40000宗而重新封城和施行禁足令。他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很高兴我们的地方政府单位已经开始为前线医护人员、

年长者以及合并症患者进行大规模接种。 

        林理事长说，更令人振奋的是，接下来的日子将有更多疫苗运抵，这将有

助于加强本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我们了解，在面对疫情之下，政府正致力于寻

求折中办法，以使在拯救生命和挽救经济之间求得平衡。我们菲华社会随时都

准备好配合政府。有鉴于此，本会提出一项进口疫苗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前线人

员--我们家庭中唯一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的企业家和职工--的民事项目。因为通

过接种疫苗，我们不只是在保护他们，同时也在保护他们的家人，包括他们的

年长父母、年幼孩子; 此外，我们更是在保护全国各地的地方社区。 

        林理事长说，我们仍在致力于落实这项民事项目，并将在政府批准一项建

议中的多方协议后，公布有关细节并开始实施。我们想通过这项民事项目，显

明我们对政府的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方案的大力支持，以及恢复本国人民的信心

，好让我们重建国家经济。他说，尽快且果断处理卫生保健问题，对重启经济

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恢复那数以百万计的失掉的工作。我们需要恢复消费，以

及进一步开放经济。 

        林理事长表示，公私营界必须携手合作，以使能够早日处理这项健康卫生

问题。疫苗旨在拯救生命，而我们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同时也可以恢复

那失掉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 我们可以恢复消费，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开放经济

。让我们保持信心并继续向前迈进。 

        林理事长说，今天下午，我们期待Roque部长能够就政府的最新政策、决

策，以及疫苗方案等课题，为我们作出硕果丰满的讲解。本人谨此呼吁大家专

心听讲。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为大家介绍当天出席的本会诸领导和华社各团

体领导和代表，接着由本会董事兼理事长福利、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介绍主讲

人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然后有请Roque部长为大家主讲。 

        Harry Roque部长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邀请，让他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沟通

和互换信息。他说，就本国应对新冠疫情而言，并非是一个人说了算。包含所

有内阁部门首长，其中包括菲国警（PNP）和菲三军头目在内的政府跨机构抗

疫特别工作组（IATF）成员，迄今都是一星期至少两次大家一起坐下来，共

同探讨应对疫情的事宜。这可说是“整个政府”的着手处理。 

         Roque部长表示，参与IATF和全国抗疫工作组者，均是专家和专门人才

，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卫生部（DOH）、菲大-菲总医院（UP-PGH）和

Ateneo大学医学院。他们当中包括医学专家Edsel Salvana医学博士和 Althea De 

Guzman医学博士。 

        Roque部长说，起先并没有疫苗，整个政府可以做的是通过推动最低限度

的卫生健康准则--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来限制疫情的蔓延。

政府同时也推动检测; 疫情爆发时，本国只有1间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如今已增

至260间左右，我们目前每天可以做52000次检测。他说隔离也非常重要，我们

有若干大型隔离设施，如Ninoy Aquino Stadium、Rizal Stadium、Philippine 

Arena、PICC、WTC，以及各地的酒店和旅社。当他本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时，他前往一个设在青山区Summit酒店的隔离中心。隔离很重要，能以抑制

疫情的蔓延。 

        Roque部长说，我们的应对措施中，有一个区块比较脆弱，就是追踪接触

着。政府只能追踪到4到10个接触者，惟最理想是能够追踪到37个。他说，治

疗新冠肺炎病患的药物也已具备，如抗新冠药物Remdesivir、甾体类抗炎药，

以及鼻导管。有鉴于此，本国录得了最低新冠肺炎病患死亡率之一--1.7%。我

们在拯救民众生命方面，做得比美国和若干欧洲国家更完美。 

        Roque部长说，好消息是现在已经有了疫苗。他说，政府将在两三周内批

准长者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待本会采购的50万剂科兴疫苗运抵后，长者不需再

签署免责声明书，也会被允许接种。他也对本会采购了50万剂中国科兴企业的

Sinovac疫苗表示感谢，声称这批疫苗将有助于国家的复苏。他说，政府疫苗沙

皇Galvez部长曾提及，今年4月份政府将获得200万剂的疫苗。他同时希望本会

能够通过三方协议，进口更多的疫苗，最好是1000万剂。 

        Roque部长说，国内的阿斯利康疫苗已经用完，幸好有中国疫苗的不断输

入。他同时质问反对派和反对中国疫苗的人士，他们所鼓吹的西方疫苗在何处

?他说，美国不断教唆菲律宾，说中国是敌人，但在危难当头，却是中国出手

相助，为菲律宾提供了大量疫苗，那些自称是菲律宾盟友的国家的疫苗仍然无

影无踪。他说，曾经极度贫穷的中国，必定会在今后数年间，超越美国成为世

界超级经济强国。菲中两国是近邻，我们从来未曾把中国视为敌人，而是能够

受益于中国目前所经历的经济繁荣所带给我们的好处。 



        接着由本会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主持公

开探讨，本会诸领导及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

也分别就其他各项相关问题，向Roque部长提问

，后者一一解答。然后Roque部长与大家就一系

列相关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由本会稽核陈章成董事致闭幕词，然

后司仪宣布讲座会结束。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图二

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部长为大家主讲。图三

至下图本会及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出席讲座

会。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警后勤处 

赠送一批口罩面罩和额温计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7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向菲国警后勤处

（PNP Logistics）赠送一批面罩、口罩和额温计等医疗物资，慰劳该单位全体

工作人员。 



        是日由菲国警

后 勤 处 的 Delmar 

Balinang少校，代

表该处处长Angelito 

Casimiro少将，前

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

由商总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福利副主任庄联禄，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郭从愿等代表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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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宋

庆龄基金

会、菲律

宾深沪镇

同乡联合

总会、世

界福建青

年菲律宾

联会。 

        上 图

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与菲国警后勤处代表Delmar 

Balinang交流。下图移交赠送物资，由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和校友联主席郭

从愿，移交给菲国警后勤处处长Angelito Casimiro少将的代表Delmar Balinang

少校等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武运省政府赠送一批 

口罩面罩额温计和连花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7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向武运省政府赠

送一批面罩、口罩、额温计和连花清瘟胶囊等医疗物资，慰劳当地前线医护人

员。 

        是日由武运省省长黄严辉（Arthur Yap）的行政助理Pauline Agoncillo女

士，代表他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福利副主任庄联禄，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郭从愿等代表主持

。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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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上图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施超权与武运省省长黄严輝的行政

助理Pauline Agoncillo交流。下图移交赠送物

资，由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和校友联主席

郭从愿，移交给武运省省长黄严辉的行政助

理Pauline Agoncillo等接收。 

 

华社抗疫委举行视频会议探讨 

科兴疫苗价格以及安排接种等事宜 

 

        华社抗疫委员会讯 : 本抗疫委疫苗工作小组于4月8日（星期四）下午三点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有关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Sinovac疫苗的各项事宜以及如何

分工合作积极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出席者有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的代

表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副总指挥菲华各界主席楊华鸿及中国商会会长洪

及祥等。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王悦以及董洪亚和王晓东两位领事亦出

席指导。 

        本抗疫委在黄溪连大使阁下指导下，由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

总指挥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共同积极展开防疫工作，组

织医疗热线让华社人士询问，以及安排医生和住院等等，工作进展顺利。 



        在由中国科兴企业生产的Sinovac疫苗获准紧急使用后，本抗疫委即刻积极

进行预订工作，并与中国使馆密切配合，在他们协助下向中国科兴企业在菲代

理商IP Biotech预订50万剂Sinovac疫苗，在华社推动登记统计工作。一个多月

以来，华社向商总、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预订已告一段落。 

        一个多月以来，本抗疫委在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努力下，与菲律

宾政府方面为三方协议进行了各项工作，协议終于在4月4日最后签订。目前本

抗疫委在中国驻菲大使馆指导下，正在展开各项相关工作，包括敦促代理商和

中国科兴企业对50万剂Sinovac疫苗作出及时安排，以推动早日抵菲。 

        会议中，商总李培培律师向大家介绍由商总代表本抗疫委与科兴企业代理

商IP Biotech，以及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疫苗沙皇Galvez部长和卫生部长Duque签

署的三方协议的细节。协议书是根据第11525号共和国法令的规定达成，签署

各方必须遵照该法令的规则。 

        会议也规定预订团体最迟必须在4月15日前把应付款额一次性存入商总疫

苗银行户口（Phil. National Bank ，Account Name-Federation of Filipino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 Inc. (FFCCCII) Account No. 

160270006361）。疫苗每一剂订价850披索，每人2剂計1700元，包括運输、冷

藏、保險及其他等费用，但不包括接种费。敬请各预定单位予以合作，按期完

成交费等手续，以便疫苗早日抵菲。 

        协议同时强调，科兴疫苗尚在紧急使用当中，尚未作为正式药品，所以不

可转卖，否则将被视作违法行为，违犯者不单会被抓捕，而且疫苗也将被没收

。 

        会议也探讨了各项应准备的工作，包括如何适当安排接种等事宜。根据协

议，大家必须按照政府的优先计划接种。 

 

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向商总 

移交支付科兴疫苗费用支票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总指挥、菲华各界主席杨

华鸿和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担任副总指挥的华社抗疫委员会前些时候已刊登新

闻，通知预订中国科兴企业的Sinovac疫苗的华社各团体，最迟必须在4月15日

以前，把应付款额一次性存入商总疫苗银行户口，以使按期完成交费等手续，

让疫苗早日抵达。 

        4月12日（星期一）早上，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和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亲

临本会，分别移交支付該两会预訂及代收Sinovac疫苗的支票。移交支票仪式由

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兼外交督导）、施东方博士（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吴启发亦即中国商会名誉会长和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等领导主持。在场尚有中

国商会董事莊树燃等。 



        此外，先前新闻是通知疫苗每一剂定价850披索，每人2剂合计1700披索，

惟由于华社抗疫委决定承担部分额外其他费用，现将疫苗订价调整为每剂780

披索，每人2剂合计1560披索，包括运输、冷藏及保险费，但不包括接种费。 

        上图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向本会移交支付疫苗费用支票，由副理事长施东

方博士接收。下图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向本会移交支付疫苗费用支票，由副理

事长施东方博士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赠送 

20000片口罩10件额温计和若干药物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19日（星期一）上午，向菲海岸警卫队辅警

队Malasakit特遣部队，赠送20000片口罩、10件额温计和若干药物等医疗物资

，慰劳该部队全体人员。 

        是日由菲海岸警卫队司令Emmanuel Velante上尉一行，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施超权等代表主持。 

        在场尚有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的Bien Enrico Ah司令、Nelson Uy司令、

Jun Lombos司令和Eugene Chua上尉等代表。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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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宋庆龄基金

会、菲律宾深沪镇

同乡联合总会、世

界福建青年菲律宾

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

物资，由商总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移

交给菲海岸警卫队

司 令 Emmanuel 

Velante上尉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赠送8000片口罩 

予岷市第五区市议员Mon Yupangco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19日（星期一）上午，向马尼拉市第五区市

议员Mon Yupangco赠送8000片面罩，以分发给该区有需要的人。 

        是日Mon Yupangco市议员的代表Herbert Adona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

稽核施超权等代表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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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市场暨发展管理署赠送 

4000片口罩200个面罩8件额温计和40盒连花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20日（星期二）上午，向计顺市市场暨发展

管理署（Quezon City Market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赠送4000片

口罩、200个面罩、8件额温计和40小盒连花清瘟胶囊等医疗物资，慰劳该机构

全体人员。 

        是日计顺市市场暨发展管理署署长Procopio Lipana上校代表，前赴商总接

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

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社会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秘书长助理陈光燦，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华侨

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和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主持

。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

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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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

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圖：向计顺市市场暨发展管理署署长

Procopio Lipana移交赠送物资。 

 

華社抗疫委重啓医療諮詢熱綫 

慎防新冠变異病毒株交叉感染 

 

        菲律賓華社抗疫委員會訊：目前菲律賓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冠變異病毒的

肆虐，交叉感染人數空前驟增，本著抗疫自救互助，共克時艱精神，本會再次

發出通告，提醒大家警惕，注意防護，保持社交距離，養成戴口罩、面罩，勤

洗手等衞生習惯，用良好心態来面對逆境，保证充足睡眠，合理营養，適量運

動，全面增進身體防疫系統，激活自癒力。 

  以下是本会相關醫療諮詢服務負责人及联系方式: 

 

I. 西醫問診諮詢服務組 

組       長：柯智超 

副 組 長：莊樹然    洪鴻燦   馬   平   鄭萬傑   林清輝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66-3274567（+微信） 

（閩南話）0956-9541096（+微信） 

（閩南話）0956-9541087（+微信） 

（閩南話）0956-9541088（+微信） 

（英、菲）0917-8903348（+Viber） 

（英、菲）0917-8077885（+Viber） 

 

II. 住院治療諮詢服務組 

組       長：黃火泉 

副 組 長：侯明智   滿   昭   高銘森   黃尚美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95-3784893（+微信） 

（閩南話）0963-9697777（+微信） 



（閩南話）0906-3125125（+微信） 

（英、菲）0927-7602652（+微信） 

（英、菲）0917-6475052（+Viber） 

 

III. 中醫治療諮詢服務組 

組       長：柯志超 

副 組 長：孫明強   蔡鴻語   蔡榮煊   洪珊誼   鄭啟明   呂迎迎   王清涵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95-5513124（+微信） 

（普通話）0968-3983033（+微信） 

（閩南話）0915-2241601（+微信） 

（閩南話）0917-1778111（+微信） 

（閩南話）0968-3983034（+微信） 

（閩南話）0968-3983035（+微信） 

（閩南話）0915-9948632（+微信） 

（英、菲）0968-3983036（+Viber） 

  

IV. 核酸檢測諮詢服務組 

組       長：李鴻銘 

副 組 長：蔡輝煌   施玉容   蔡清宗   許海港   蔡文藝   洪瑞萱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33-7777777（+微信） 

（普通話）0915-9948637（+微信） 

（閩南話）0917-5822188（+微信） 

（閩南話）0968-3983038（+微信） 

（英、菲）0918-9205917（+Viber） 

（英、菲）0915-9948642（+Viber） 

  

V. 回國航班核酸血清雙檢督察組 

A組組長：侯澤欽 

副 組 長：施玉容     王珊珊 

巡 視 員：曾飛虎     黃福安 

後勤保障：蔡瑛琪     郭碧蓉 

秘 書 處：吳奇霖 

A組督察員：胡    盷     吳天警     楊國徽     楊嘉崝     楊文錦      林錦進 

B組組長：施純程 

副 組 長：施玉容     王珊珊 

巡 視 員：曾飛虎     黃福安 

後勤保障：蔡瑛琪     郭碧蓉 

秘 書 處：吳奇霖 



B組督察員：蔡良泉     蔡長城     曾嘉楊     丁    彦     林    立     盧文濤 

 

FCAEC Resumes Its Medical Treatment Advisory Hotline 

to Prevent Cross Contamination of new COVID-19 Strain 

   

Information from FILIPINO-CHINESE ANTI-EPIDEMIC COMMITTEE: The 

Philippines is currently being ravaged by an unprecedented mutation of the 

COVID-19 virus, and the number of cross-infections has increased sharply. 

We would like to again remind everyone to be vigilant, pay attention to protection,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observe hygiene habits such as wearing face masks 

and washing hands frequently, face adversity with a good attitude, have adequate 

sleep and good nutrition, and exercise moderately.  Overall, enhance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to stimulate self-healing ability. 

Below are the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relevant med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of 

the Committee and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I. Western Medicine Inquiry Consultation Service Section 

Section Head：柯智超 

Deputy Section Heads：莊樹然    洪鴻燦   馬   平   鄭萬傑   林清輝 

Hours of Service：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Consultation Hotline：（Mandarin）0966-3274567（+WeChat） 

（Fukien）0956-9541096（+WeChat） 

（Fukien）0956-9541087（+WeChat） 

（Fukien）0956-9541088（+WeChat） 

（English 、Filipino）0917-8903348（+Viber） 

（English 、Filipino）0917-8077885（+Viber） 

  

II. Inpatient Treatment Advisory Service Section 

Section Head：黃火泉 

Deputy Section Heads：侯明智   滿   昭   高銘森   黃尚美 

Hours of Service：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Consultation Hotline：（Mandarin）0995-3784893（+Wechat） 

（Fukien）0963-9697777（+Wechat） 

（Fukien）0906-3125125（+Wechat） 

（English、Filipino）0927-7602652（+Wechat） 

（English 、Filipino）0917-6475052（+Viber） 

  

III. Chinese Traditional Treatment Advisory Service Section 

Section Head：柯志超 

Deputy Section Head：孫明強   蔡鴻語   蔡榮煊   洪珊誼   鄭啟明   呂迎迎    



          王清涵 

Hours of Service：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Consultation Hotline：（Mandarin）0995-5513124（+Wechat） 

（Mandarin）0968-3983033（+Wchat） 

（Fukien）0915-2241601（+Wechat） 

（Fukien）0917-1778111（+Wechat） 

（Fukien）0968-3983034（+Wechat） 

（Fukien）0968-3983035（+Wechat） 

（Fukien）0915-9948632（+Wechat） 

（English、Filipino）0968-3983036（+Viber） 

  

IV. Nucleic Test Advisory Service Section 

Section Head：李鴻銘 

Deputy Sect 

 

华社救灾基金及商总配合岷市第三区368描笼涯 

向其赠送医疗物资和药品供作义诊施药用途 

 

        华社救灾基金/商总讯 : 为配合地方义诊之需求，本基金/本会社会责任委员

会配合岷市第三区368描笼涯，向其赠送2000片口罩、3件额温计、四盒尿布和

各种药品，供作当地义诊施药用途。 

        4月20日（星期二）上午，岷市第三区368描笼涯由议员Crisanto Espino和

司库Juliet Rivera代表，一同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医疗物资和药品。移交

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

超权，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和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

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

宾中国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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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华社救灾基金及商总配合巴兰玉计年长市民办事处 

向其赠送医疗物资和药品供作义诊施药用途 

             

        华社救灾基金/商总讯 : 为配合地方义诊之需求，本基金/本会社会责任委员

会配合巴兰玉计年长市民办事处（Paranaque Office of the Senior Citizen），向

其赠送6000片口罩、1000个KN95口罩、30小盒连花清瘟胶囊和各种药品，供

作当地义诊施药用途。 



        4月 20日（星期二）上午，巴兰玉计年长市民办事处由秘书 Linda 

Alcantara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医疗物资和药品。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社会责任

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和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11个成

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

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

律宾中国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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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

、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

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

宾联会。 

        上图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与巴兰玉计年长市

民办事处秘书Linda Alcantara交流。下图移交赠送药品。 

 

 

 

 

 

 

 

 

 

 

 

 

 

 

 

 

 

 

 

 

 

 



華社抗疫委重啓医療諮詢熱綫 

慎防新冠变異病毒株交叉感染 

 

  菲律賓華社抗疫委員會訊：目前菲律賓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冠變異病毒的

肆虐，交叉感染人數空前驟增，本著抗疫自救互助，共克時艱精神，本會再次

發出通告，提醒大家警惕，注意防護，保持社交距離，養成戴口罩、面罩，勤

洗手等衞生習惯，用良好心態来面對逆境，保证充足睡眠，合理营養，適量運

動，全面增進身體防疫系統，激活自癒力。 

  以下是本会相關醫療諮詢服務負责人及联系方式: 

 

Philippine Chinese News Agency's Anti-epidemic Committee News: 

The Philippines is currently being ravaged by an unprecedented mutation of the 

new crown virus, and the number of cross-infections has increased sharply. 

This association issued a notice again to remind everyone to be vigilant, pay 

attention to protection,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develop hygiene habits such as 

wearing masks, face masks, and washing hands frequently, face adversity with a 

good attitude, ensure adequate sleep, reasonable nutrition, and exercise 

moderately.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body's anti-epidemic system and activate self-

healing power. 

The following i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relevant med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I. 西醫問診諮詢服務組 

組       長：柯智超 

副 組 長：莊樹然    洪鴻燦   馬   平   鄭萬傑   林清輝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66-3274567（+微信） 

（閩南話）0956-9541096（+微信） 

（閩南話）0956-9541087（+微信） 

（閩南話）0956-9541088（+微信） 

（英、菲）0917-8903348（+Viber） 

（英、菲）0917-8077885（+Viber） 

 

II. 住院治療諮詢服務組 

組       長：黃火泉 

副 組 長：侯明智   滿   昭   高銘森   黃尚美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95-3784893（+微信） 



（閩南話）0963-9697777（+微信） 

（閩南話）0906-3125125（+微信） 

（英、菲）0927-7602652（+微信） 

（英、菲）0917-6475052（+Viber） 

 

III. 中醫治療諮詢服務組 

組       長：柯志超 

副 組 長：孫明強   蔡鴻語   蔡榮煊   洪珊誼   鄭啟明   呂迎迎   王清涵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95-5513124（+微信） 

（普通話）0968-3983033（+微信） 

（閩南話）0915-2241601（+微信） 

（閩南話）0917-1778111（+微信） 

（閩南話）0968-3983034（+微信） 

（閩南話）0968-3983035（+微信） 

（閩南話）0915-9948632（+微信） 

（英、菲）0968-3983036（+Viber） 

  

IV. 核酸檢測諮詢服務組 

組       長：李鴻銘 

副 組 長：蔡輝煌   施玉容   蔡清宗   許海港   蔡文藝   洪瑞萱 

服務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諮詢熱線：（普通話）0933-7777777（+微信） 

（普通話）0915-9948637（+微信） 

（閩南話）0917-5822188（+微信） 

（閩南話）0968-3983038（+微信） 

（英、菲）0918-9205917（+Viber） 

（英、菲）0915-9948642（+Viber） 

  

V. 回國航班核酸血清雙檢督察組 

A組組長：侯澤欽 

副 組 長：施玉容     王珊珊 

巡 視 員：曾飛虎     黃福安 

後勤保障：蔡瑛琪     郭碧蓉 

秘 書 處：吳奇霖 

A組督察員：胡    盷     吳天警     楊國徽     楊嘉崝     楊文錦      林錦進 

B組組長：施純程 

副 組 長：施玉容     王珊珊 

巡 視 員：曾飛虎     黃福安 

後勤保障：蔡瑛琪     郭碧蓉 



秘 書 處：吳奇霖 

B組督察員：蔡良泉     蔡長城     曾嘉楊     丁    彦     林    立     盧文濤 

 

商总聘任五位社会贤达 

担任本届财务委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应常务理事兼组织副主任王书侯举荐，决聘任菲华

消防队员联合总会副会长王圣惠、王培铮和施顿尔等三位社会贤达，担任本会

财务委员。相信三位贤达将能作出出色的贡献，造福大众。 

        王圣惠先生、王培铮先生和施顿尔先生三位均为社会热心人士，平素积极

参与各项社会慈善福利活动，为主流社会基层草根民众贡献心力，赢得良好口

碑。加入菲华消防队员联合总会以致荣膺副会长，三位社会贤达均热衷于从事

“菲华三宝”之一的防火救火工作，拯救无数生命财产，无私付出，造福华社和

主流社会，相信他们受聘担任本会财务委员后，定将有助于本会推动更多促进

民生方案，及对华社和主流社会民众提供更多福祉。 

        本会同时亦应常务理事兼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举荐，决聘任菲律宾车

器商同业公会候任副理事长施永嘉和组织主任蔡宗俊两位社会贤达，担任本会

财务委员。相信两位的加入，将有助于本会进一步扩大各项服务项目。 

        施永嘉先生和蔡宗俊先生都是事业有成的华商，除了从事商务经营以外，

对社会公益事业更是不遗余力，热心贡献心力，在华社和主流社会的声誉和名

望极佳。两位贤达任职菲律宾车器商同业公会热心会务，积极参与各种会务活

动和从事各种社会服务，惠及社会大众，而今他们作为本会财务委员，定能尽

心尽力支持本会所推展的一系列福国利民方案，为社会提供正能量。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Sta. Cruz区334描龙涯赠送医疗物资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輝煌和校友联主席郭从願共同主持移交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2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Sta. Cruz区

334描笼涯赠送2000片口罩、价值10000披索的各种药物、15盒连花清瘟胶囊和

4盒尿布等医疗物资，以分发给当地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Sta. Cruz区334描笼涯主席Dionicio Busalp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社会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秘书

长助理陈光燦，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 校友联主席郭从

愿; 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秘书长陈添地、林志鹏等代表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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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和校友联主席郭从愿移交给

岷市Sta. Cruz区334描笼涯主席Dionicio Busalpa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描东岸省仙范社地方青发委赠送 

4000片口罩200个面罩4件额温计和药物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

基金于4月27日（星期二

）上午，向描东岸省仙范

社地方青年发展委员会（

Local Youth Development 

of San Juan Municipality,  

Batangas）赠送4000片口

罩、200个面罩、4件额温

计、100件护目镜和一箱

硫酸亚铁片等医疗物资，慰劳该机构全体人员。 

        是日描东岸省仙范社地方青年发展委员会由Mario Tommy Moraleja和

Agripina T.  Sulit两位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社

会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

副主任柯顺庆，秘书长助

理陈光燦，外交聘任委员

刘少强;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

辉煌; 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

真等代表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

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

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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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

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上图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

副主任施超权，与描东岸省仙范社地方青年发展委员会代表Mario Tommy 

Moraleja和Agripina T. Sulit交流。下图移交赠送物资。由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

煌和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移交给描东岸省仙范社地方青年发展委员会代表

Mario Tommy Moraleja和Agripina T. Sulit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应岷市第一区市议员Peter Ong请求 

向岷市敦洛区火灾灾民分发大米速食面等救济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 : 4月27日（星期二），马尼拉敦洛区Pilapil街发生大火，

导致一名3岁女童葬身火海，10间房屋被焚毁，20个家庭无家可归。 

        本基金应马尼拉第一区市议员Peter Ong请求，于4月30日（星期五）上午

，在商总大厦将10袋25 公斤装大米和20箱速食面等救济品，委托该名市议员分

发给当地灾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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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理事陈德伟，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



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常务委员吕迎迎;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黄国杰，

副秘书长陈添地、林志鹏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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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

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

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宾联会。 

        上图商总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与岷市

第一区市议员Peter Ong交流。下图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溪仔婆区309描龙涯赠送医疗物资 

校友联主席郭从願和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共同主持移交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2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溪仔婆区309

描笼涯赠送2000片口罩、价值10000披索的各种药物、15盒连花清瘟胶囊和4盒

尿布等医疗物资，以分发给該区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溪仔婆区309描笼涯主席Jose Manuel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社会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秘书长助理

陈光燦，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 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华



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主持。在场尚有岷市第三区市议员

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Rodriguez参与见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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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图：校友联主席郭从愿和华侨工商联

会长林水真，与岷市第三区市议员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Rodriguez交流。

移交赠送物资。由校友联主席郭从愿和华

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移交给岷市第三区

市议员 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

Rodriguez和岷市溪仔婆区309描笼涯主席

Jose Manuel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市议员Rodriguez赠送 

6000片口罩和价值20000披索各种药物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2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市议员

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Rodriguez赠送6000片口罩和价值20000披索的

各种药物，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市议员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 Rodriguez亲赴商

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社会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燦，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 校

友联主席郭从愿; 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秘书长陈添地、林志鹏等代表主持

。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

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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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

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

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上图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与岷市第三区市

议员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

Rodriguez交流。中图商总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和校友联主席郭从愿，与岷

市第三区市议员 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Rodriguez交流。下图

移交赠送物资。由菲华各界秘书长蔡

辉煌移交给岷市第三区市议员Johanna Maureen “Apple” Nieto-Rodriguez接收

。 

 

 

 

 

 

 

 

 

 

 

 

 

 

 

 

华社救灾基金向Fairview Christian Love Fellowship 

赠送大米口罩罐头食品等医疗和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

于4月29日（星期四）上午，向

教会组织 Fairview Christian 

Love Fellowship赠送20袋25公

斤装大米、两箱半罐头猪肉丝

（150罐）和2000片口罩，以分

发给有需要的教友。 

        是 日 Fairview Christian 

Love Fellowship由Eric Grape

牧师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秘书郑

万杰等代表主持。在场尚有脑

科专家陈祖从医学博士助理

Jonah Cervantes参与见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

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

合会、菲律宾中国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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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

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宾联会。 

        上图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

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

权，与Eric Grape牧师一起祷

告。中图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与Eric Grape牧师交流。下图移交赠

送物资。 

 

商总订下周四邀请名儿科感染专家 

施莉莎医学博士主持线上医学讲座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新闻委员会督导副

理事长黄奇昭和主任李天荣董事积极推动安排，订于4月29日（星期四）下午



三点半，特邀儿科感染学会会长施莉莎医学

博士（Dra. Anna Lisa Ong-Lim），为商总

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届时施莉莎医

学博士将与大家一起探讨疫情状况、疫苗，

以及如何预防/克服新冠病毒等课题。 

        施莉莎医学博士是一位医术高明且经验

丰富的医学专家，她同时也是菲大（UP）

教授和菲律宾总医院（PGH）传染病科主任

。 

        施莉莎医学博士这次也将为大家介绍本

国的疫情进展，以及相关医学常识。 

        此次讲座将通过Zoom在线举行，并对

华社各团体开放，会议ID号码  : 854 1531 

1693; 密码 : 860931。欢迎本会诸同仁和华社

各团体领导届时踊跃参加并准时上网参与，

了解疫情期间的保健准则。 

 

商总邀请儿科感染专家施莉莎医学博士向华社主讲 

探讨疫情状况疫苗及如何预防/克服新冠病毒等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新闻委员会督导副

理事长黄奇昭和主任李天荣董事积极安排，于4月29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半

，邀请儿科感染学会会长施莉莎医学博士（Dra. Anna Lisa Ong-Lim），为商

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是日施莉莎医学博士与大家一起探讨疫情状况

、疫苗以及如何预防/克服新冠病毒等课题。 

        施莉莎医学博士是一位医术高明且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她同时也是菲大

（UP）教授和菲律宾总医院（PGH）传染病科主任。是日她也为大家介绍本国

的疫情进展，以及相关医学常识，让大家了解疫情期间的保健准则。是日讲座

通过ZOOM在线举行，并对华社各团体开放，受到热烈响应，大家踊跃出席。 

        大会由本会新闻理事蔡荣利主持。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

育庆理事长代表本会对施莉莎医学博士在百忙中拨冗前来主讲，致以万二分谢

意。他说，四月份早些时候，国都区（NCR）和若干邻近省份返回ECQ隔离级

别，而今我们置于MECQ的隔离级别，迄今本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高达

超过一百万宗。本国已经没有能力承受另一次的全面封城。尽管面对重重困难

，本地企业还是尽其所能接受现实，并竭尽所能持续运营。自去年疫情爆发以

来，本会一直都保持着积极态度。 

        林育庆理事长说，由包括菲华商联总会在内的菲华社会11个主要团体组成

的华社救灾基金，在疫情爆发后不久，就筹集了三亿披索，用以向受疫情影响

社区提供医疗物资和赈济品; 向全国各省、市社、医院和描笼涯的前线医护人



员和前线工作人员提供大米、口罩、面罩和个人防护用品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同时也采购了连花清瘟胶囊，帮助了国都区和外省地区的许多新

冠病患缓解病情。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快处理疫情期间的保健卫生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欢迎更多疫苗的到来。我们目前拥有的疫苗包括通过商总、

政府和中国科兴企业签署的三方协议，向科兴采购的50万剂Sinovac疫苗。由本

会提出的这项民事项目，乃旨在通过进口疫苗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前线人员--我

们家庭中唯一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的企业家和职工。 

        林理事长表示，通过接种疫苗，我们不单只是在保护这些经济前线人员，

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家人-年迈家长和年幼子女，此外，我们也要保护全国各地

的社区。我们正在落实疫苗项目，并准备实施接种。我们想通过这项民事项目

，显明我们对政府的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方案的大力支持，以及恢复本国人民的

信心，好让我们重建国家经济。他说，我们需要恢复那数以百万计的失掉的工

作; 我们需要恢复消费，以及进一步开放经济。 

        林理事长说，我们在等待接种疫苗的同时，也要自我装备，多吸收一些相

关常识，以使在一旦有家庭成员确诊新冠肺炎时，恰巧医院的床位和医疗设备

均不够分配的情况下，懂得如何应对，以及在家里照顾他们。今天，我们期待

通过这场ZOOM视频讲座，能够倾听菲大教授也是儿科感染专家施莉莎医学博

士对目前的疫情趋势、疫苗，以及如何克服新冠病毒等课题，作出精细讲解。

本人谨此呼吁大家专心听讲。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当天出席的本会诸领导和华社各团体领导

和代表，再由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介绍主讲人儿科感染学会会长施莉莎医学

博士，然后有请施莉莎医学博士为大家主讲。 

        施莉莎医学博士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邀请，让她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沟通和

互换信息。她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4月28

日，全球已有一亿四千八百三十二万九千三百四十八宗确诊新冠病例，其中包

括向WHO汇报的三百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二宗死亡病例。菲律宾的疫情持续

对本国的保健系统，构成严重挑战。 

        施莉莎医学博士表示，4月28日，菲律宾累计有一百零二万四百九十五宗

确诊病例，其中六万七千七百六十九宗为未痊愈病例、九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

五宗已复原，另外一万七千三十一宗病故。六万七千七百六十九宗未痊愈病例

当中，一千零五十九宗（1.5%）为无症状者、六万八千二百五十六宗（95.2%

）轻微症状、648宗（0.9%）一般病状、959宗（1.3%）重症症状，以及753宗

（1.1%）病危症状。她说，同一天，国都区（NCR）累计有四十五万八百九十

二宗确诊病例，其中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一宗为未痊愈病例、四十一万六千七百

四十七宗已复原，另外六千二百五十四宗病故。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一宗未痊愈

病例当中，418宗为无症状者、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二宗轻微症状、921宗一般/重

症/病危症状。 

        施医学博士向大家解释说，无症状病患是经RT-PRC检测确诊染疫，惟没

有出现任何感染病毒的症状。轻微病患症状轻微，且情况稳定。除非患者是属

于高风险亚群或者共病症，否则他们一般都无需入院留医治疗。一般症状病患



具有非严重性肺炎的临床症状。重症病患具有严重肺炎或者严重急性呼吸道感

染的症状。病危病患处于紧急或者持续性呼吸道衰竭状态，需要插上呼吸机管

道，或者有明显的终末器官损伤或败血性休克症状。 

        施医学博士声称，2020年8月还有12月假日后两国星期，确诊病例均处于

巅峰; 2021年二月中旬亦基于变异病毒株的传入的缘故，确诊病例再度攀上高

峰。严重和病危病患一般都在医院里留医10到21天。国都区拥有159个保健设

施，合计9836张床位。截至4月28日，专供新冠肺炎患者使用的病床当中，有

5900张（60%）被使用。 

         施医学博士说，接种疫苗是终止疫情的主要途径。她说，有不少人决定先

不接种疫苗，直至更多人接种之后再看情况而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段、不

同族群的人当中，都有人对是否接

种疫苗犹豫不决，但是等太长时间

才接种疫苗，将导致新冠病毒继续

在社区中蔓延，也让新的变异病毒

株有机会传入。重症的新冠肺炎非

常危险，越早接种疫苗，将能以越

早受到保护。 

        继由本会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

荣主持公开探讨，本会诸领导及华

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也分别就其他

各项相关问题，向施莉莎医学博士

提问，后者一一解答。然后施莉莎

医学博士与大家就一系列相关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由本会董事兼青合主任施

清玮致闭幕词，然后司仪宣布讲座

会结束。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 图二儿科感染学会会长施莉莎医学

博士为大家主讲。图三至下图本会及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出席讲座会。 

 

 

 

 

 

 

 

 

 

 

 



 

 

 

 

 

 

 

 

 

 

 

 

 

 

 

 

 

 

 

 

 

 

 

 

 

 

 

 

 

 

 

 

华社救灾基金向Hospicio de San Jose 

赠送大米口罩和尿布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由慈善机构Sisters 

of the Daughters of Charity经营的孤儿院Hospicio de San Jose赠送10袋25公斤

装大米、2000片口罩和4盒尿布，以慰劳该孤儿院全体工作人员，及向其收养

的所有孤儿献上一份关怀和爱心。 



        是日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

副主任柯顺庆，理事陈德伟和秘书郑万杰等代表华社，亲赴Hospicio de San 

Jose，移交该批赠送物资，由该院一名看管员代表接收。 

        Hospicio de San Jose目前有14名工作人员和4名长者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一

名长者已不幸离世，该院全体工

作人员和所有收养孤儿正在接受

拭子测试。该名看管员表示，鉴

于以上情况，该院目前急切缺乏

食品等基本日用物资，本基金能

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及时向他们

雪中送炭，令他们十分感动，并

心存感恩。他并代表全孤儿院，

向本基金表示万二分谢意。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

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

、菲律宾中国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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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

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Jose Abad Santos法官总医院 

赠送10000个KN95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4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Jose Abad Santos

法官总医院（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Hospital）赠送10000个KN95口罩，以供

该医院作为抗疫用途。 

        是日Jose Abad Santos法官总医院院长Merle Sacdalan医学博士，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

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常务委员吕迎迎; 华侨

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林志鹏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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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