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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救灾基金向万拉俞央市政府 

移交 1800份装有大米等救济品 

分发给 Addition Hills火灾受灾民众 

 

        华社救灾基金讯 : 6月1日（星期一）下午，大岷区万拉俞央市Addition 

Hills描笼涯发生大火，致使800间房屋被焚毁，约2000户家庭遭受影响，无

家可归，财产损失高达二百万披索左右。本基金闻讯后，立刻采取行动，展

开救灾工作。 

        6月5日（星期五），本基金在商总大厦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

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等领导，

安排将1800份5公斤装大米等赈济品，包括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捐赠的

1800份HAPEE牙膏/牙刷，及副理事长王连侨和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合捐的15箱速食米粉，运往万拉俞市政厅移交给Anthony Suva副市长代表接

收，及转达本基金的慰问，希望他们早日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活。 

        分发活动由商总副理事长陈俊礼、王连侨、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福利副主任柯庆顺等代表主持。在场者尚有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副理事长

Louis Santos和副秘书长Alex Tiu。 

 

商总理事长一行礼访岷警区警长 

探讨有关捐赠26辆巡逻车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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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六月四

日（星期四）下午一时，前往菲国警岷警区礼访警长Rolando Miranda准将

，共同探讨相关课题。 

        林育庆理事长向Miranda警长表示，前些时候，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曾要求本会向岷市府捐献20辆巡逻车和六辆Ranger 

Patrol（供SWAT用），作为加强维护岷市治安工作的用途。Moreno市长是因

为非常顾及马尼拉，特别是华人区的治安，所以要求岷市警局加强巡逻工作

，因而需要添置该批巡逻车和Ranger Patrol。 



        基于岷市华人区范围很大，一共有六个进出口，除了20辆巡逻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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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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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达我们对Moreno市

长在勤政方面的卓越表现的高度肯定和全力支持。三月三日下午，Moreno市

长一行前来本会，签署本会捐赠岷市府20辆丰田Vios和6辆丰田Hilux的协议

备忘录。 

        林育庆理事长说，由于本国于三月份遭受新冠疫情侵袭，杜特地总统宣

布吕宋岛和其他疫情严重地区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两个多月，所以该批捐赠

警车拖延至今仍未能移交，目前社区隔离已降级至GCQ，本会将加速完成相

关程序，早日移交该批捐赠警车。他说，治安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基本要素，所以本会希望所捐赠的这26辆急需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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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nda警长对林育庆理事长一行的莅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并感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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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Miranda警长也感谢本会长年以来对岷警区的无限支持，协助他们维持

本市治安及维护社会的安定。他说，他将更加努力做好份内工作，使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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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还就岷市治安的一系列课题，进行友好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中国使馆委托商总采购生活物资 

通过马尼拉市长发给有需要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讯 : 今年三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世纪疫情---新冠病毒袭

击菲律滨，对本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杜特地总统

为了大众的生命安全能受到保障，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吕宋全島和本国其

他疫情严重地区，从三月中旬开始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状态。 

        两个多月的封城，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并严重影响到国民的生计



，中下阶层家庭因社区隔离而遭遇到极度困难。许多打工阶层因而加入失业

大军，更有不少极度贫困户连一日三餐的温饱都成问题。 

        菲中两国一衣带水，是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友好邻邦，两

国之间关系源远流长，有着上千年的深厚情谊，历史传承的友谊和合作将双

方紧紧相连。中国驻菲大使馆心系本地民众的苦境，体念许多家庭在新冠疫

情影响之下，生活出现艰难，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委托本会采购5000份“友

谊包”，里面含有大米、沙丁鱼罐头等生活物资，移交马尼拉市长，以分发

给有需要的家庭，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6月4日（星期四），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与马尼拉市长

Francisco“Isko Moreno” Domagoso，在岷市府市政厅，共同出席“友谊包”生

活援助物资捐赠仪式。在场的马尼拉市政府官员尚有副市长Lacuna、秘书长

洪英钟和市行政长官Espiritu。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施东方博

士、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等领导也陪同出席。此项义

举充分彰显菲中两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深厚情谊。 

        黄溪连大使表示，自疫情暴发以来，中菲两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

抗疫合作中构建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中国大使馆将始终同菲民众站在一起

，共克时艰。 

        Moreno市长感谢中国驻菲大使馆长期以来对马尼拉民众的关心与支持，

相信这批生活物资将有助于减轻有困难的马尼拉民众在疫情下的生活负担，

这一善举再次充分体现出菲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黄大使还向Moreno市长介绍了中国复工复产的经验。Moreno市长希望

双方加强经验分享，相信这将有助于菲方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为进一步深化中菲抗疫工作，并体现对菲民众的关爱与友谊，中国驻菲

大使馆协同驻宿务、纳卯总领馆和驻拉瓦领事馆共同发起“友谊包”项目，通

过向当地民众捐赠基本生活物资，协助菲面临困难的基层民众渡过难关。近

期，四馆将在菲各地开展“友谊包”项目。 

 

商总领导协助马尼拉市政府 

向集尼客车和巴士司机分发 

中国驻菲大使馆捐赠“友谊包”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由于本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很多本地家庭生活出现



困难，中国驻菲大使馆本着菲中两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理念，心系本地

民众的苦境，对他们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委托本会采购5000份“友谊包”，里

面含有大米、沙丁鱼罐头等生活物资，移交马尼拉市长，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家庭，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

并于6月4日，在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等领导陪同下，在岷市府市政厅与马尼

拉 市 长Francisco“Isko Moreno” 

Domagoso共同出席“友谊包”生活援助物

资捐赠仪式。 

        6月10日（星期三）马尼拉市政府行

政长官Felixberto Espiritu代表市政府，

在MTPB负责人Dennis Viaje协助下，前

往 位 于 岷 市Pandacan区Beata街 的

Pandacan运输总站（Pandacan Transport 

Terminal），向集尼客车和巴士司机分发

首批“友谊包”。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和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等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指示下，前往当地协助分发。 

 

华商洪聪晓向国调局 

捐赠三百个面部防护罩 

 

        本市讯 : 华商洪聪晓在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岷市第三区281描

笼涯主席刘少强等人陪同下，一行人于6月5日（星期五）前往拜访国调局（

NBI）局长Eric Distor，向其移交捐赠给该局执法人员的300个面部防护罩。

宾主双方并进行茶点座谈，就疫情和治安等相关事宜，互相交流探讨。 

        洪聪晓先生一行向Distor局长说明此行来意，声称在疫情期间，捐赠这

批物资，是想慰劳在前线执法的国调局人员。Distor局长表示，迄今新冠疫

情尚未完全控制，国调局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侦破案情而在前线执法，需

冒着很大风险，洪先生捐赠的这批物资，将给他们的健康安全，带来很大的



保障。在此，他代表国调局全体同仁，向其表达由衷感激。 

        陪同洪先生一行拜访国调局长的，尚有NBI幕僚长 Santiago “Jun” Tria 

Jr.和MMDA交通事务负责人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 

 

众议员Salceda与商总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刺激经济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于6月10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与众议院

税赋委员会主席、众议院经济刺激响应一篮子方案小组共同主席、Albay省

众议员Joey Sarte Salceda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首都地区解封后的刺激

经济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Salceda众议员并主持一场讲座，向大家讲解第6581号众议院议案，亦

即“为菲律滨经济加速复苏暨投资刺激一篮子方案”（Accelerated Recovery 

and Investment Stimulus for the Economy of the Philippines）。视频会议由本

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林育庆理事长向Salceda众议员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

的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

个成员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

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

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

工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Salceda众议员反映大家所关注的解封后各项相关课题

。 

         Salceda众议员首先感谢本会和华社在疫情期间，对政府的全力支持，

使他们能够促使国家顺利过度到新常态社会。他说，在过去，国家每逢遭遇

天灾人祸，商总一定会伸出援手，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 

         Salceda众议员表示，菲律滨在全世界66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排行

第六位。他说，本国的信用评分，包括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均仍然稳定，其中

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给我们的评分，分别是BBB+、Baa和BBB。 

         Salceda众议员指出，由于我们有良好的信誉评分，如果有必要的话，

本国将能以获得贷款，以向ARISE Philippines提供资金。他说，根据预算协

调委员会（DBCC）预计，本国的实质GDP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6.0%减低



至2020年的-2.0%到-3.4%；税收总额从P3.137T降低至P2.612T；取得收入的

工作从16.1%减低至13.6%；支出从P3.797T增加至P4.175T；基础设施建设

从P1.049T减低至P725B；赤字从P660.2B增加至P1.562T；中央政府债务从

P7.731T增加至P9.589T。 

         Salceda众议员说，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一样，新冠疫情期间，取得收入的工作预期将会大幅减低。他说，尽管目前

菲律滨的赤字高达9%，我们的情况大概能够同时在东南亚和东盟国家当中

处于居中地位。 

         Salceda众议员表示，长达三个月的封城已导致大幅度的经济损失，政

府应该想办法弥补新冠疫情对商业、就业、海外菲劳和旅游业所造成的损失

。菲律滨经不起第二轮的封城，因为每10天的封城，致使GDP损失2%。众

议院的一兆三千万披索经济刺激一篮子方案，将包括七千亿披索的直接投资

和六千六百十亿披索的信贷担保。 

         Salceda众议员说，菲律滨大约有400兆披索的国家财富，我们可以从中

借贷一兆披索来运用。通过竞争实力和结构改革，我们将有能力还债。他说

，ARISE Philippines的内容包括集体检测、工作补贴、以工代赈方案、向学

生提供教育津贴、海外菲劳PhilHealth援助、扩展贷款范围、由BIR、BOC

、SEC、DOTR等机构向总统建议中止、减少或豁免执照、登记、证件等的

费用、付款最后期限暨其它、微小中型企业系统化、取得财务干预介入必要

条件整体化、微小中型企业信贷调整暨其它。 

         Salceda众议员同时鼓励大家要保持积极和正面的心态，展望2021年和

聚焦2022年。他说，预计2022年将是菲律滨比较好的一年。2021年或许将能

取得疫苗。政府已下定决心，我们的总统表现得很好，倘若我们大家能够团

结一致，我们定能实现全体菲律滨人过上舒适生活的愿望。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Salceda众议员提问，后者一一

解答。然后Salceda众议员与本会诸领导就一系列相关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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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ceda众议员对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禎潭博士、庄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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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

以及诸位共同主任和常务理事。 

 

马尼拉防火局局长一行 

莅访商总进行探讨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 : 马尼拉防火局新上任局长Geranndie Agonos上校一行

，在马尼拉市政府行政长官Felixberto Espiritu和秘书长洪英钟陪同下，于6

月15日（星期一）下午二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首先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对Agonos局长一行的莅临表示

欢迎。林理事长同时向Agonos局长一行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

会福利工作。 

        Agonos局长首先对本会诸领导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万分感谢。他说，

他之前是在内湖省Calamba市防火局工作，现在调来马尼拉任职，希望与本

会诸领导能够经常交流，有机会能够合作。 

        Agonos局长表示，他们这次莅访本会，是因为本会成员基本上都是从商

人士，所以想跟我们互相认识，并探讨有关企业的防火设备等问题。他同时

劝勉商家应该遵守政府的防火规则，特别是防火法典（Fire Code），防火局

每年派人前往各商家检查防火设备，商家应该予以配合。倘若本会成员有任

何问题，他很乐意提供协助。 

        他同时也表示很乐意跟本地的华人志愿防火会探讨交流和交换意见，希

望在救火工作方面能够互相配合。 

        马尼拉市政府行政长官Espiritu说，市政府将会尽量改善防火局的设备

，以及提高服务水平。马尼拉市政府秘书长洪英钟亦表示，商家在防火方面

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Agonos局长反映。 

       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表示，防火法典当中有关要求商家安装

灭火器的规章，有些小型企业无法承担庞大的成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酌情

考虑作出修改。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表示，希望双方今后能够加强互动，

让马尼拉防火局能够进一步了解商家的情况，对相关问题能够多一些沟通。 

        本会物业管理共同主任吴铭灿向Agonos局长反映，防火局人员每年检查

商家时，有时候会发生找商家麻烦的事情。 

        Agonos局长表示他会正视并处理有关问题，并强调他非常重视其管辖单



位的清廉问题，最近已解除一批防火局贪污官员的职务。他同时表示，马尼

拉防火局并无从事售卖灭火器的运作，听说有人冒充防火局人员，向商家出

售灭火器，所以每逢有防火局的人员前往检查企业的防火设备时，商家应该

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以及特别检查令，以免受骗。 

        宾主双方并进行交流探讨，就相关课题各自提出宝贵建议，以及交换意

见。 

        莅访本会的马尼拉防火局官员尚有Mandie Giovanne P. Las、Darwin Sy

、Gifferson Peng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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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东方博士，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物业管理主任陈

炳清，共同主任吴铭灿，外交聘仁委员刘少强。出席者尚有菲律宾佰利春菲

华志愿消防会负责人吴肇新（亦即本会外交聘任委员）、Gino Chen。 

 

教育部两位副部长与商总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开学及网上授课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6月16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与教育部两

位副部长Jesus Lorenzo Mateo 和Tonisito Umali 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2020-

2021学年度的入学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两位副部长Mateo 和 Umali 并主持一场讲座，向大家讲解视频连线上课

的课题。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林育庆理事长向两位副部长介绍本会在疫情期间所从事的各项社

会服务工作，同时也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参与的各项慈善公益活动。 

        本会诸领导亦向两位副部长反映，基于新冠疫情尚未完全受到抑制，政

府不允许课堂授课，大家都很担心学生的学业将会受到不良影响。 

       Mateo 和 Umali 两位副部长首先感谢本会和华社在疫情期间，对政府的

全力支持，使他们能够促使国家顺利过度到新常态社会。两位副部长说，在

过去，国家每逢遭遇天灾人祸，商总一定会伸出援手，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不

例外。 

        两位副部长表示，新学年将于八月份开学，但是杜特地总统已正式表示

不许可进行课堂授课，直至治疗新冠肺炎的疫苗研制成功为止，所以教育部

推出一项基础教育持续学习规划（Basic Education -Learning Continuity Plan



或BE-LCP）。他们说，迄今为止，大约一千一百九十万名公私立学校学生已

报名入学新学年从幼稚园开始的K-12，其中差不多一千一百万人是报名在公

立学校求学。 

        BE-LCP的主要内容是将K-12的课程精简至几个最主要的科目; 根据各地

的疫情概况实施多元授课方式，包括混合学习、社区距离学习、在家上学暨

其它; 为相关授课方式提供教师等。 

        教育部绘制了一幅为新学年作准备的路线图，包括提供视频连线授课平

台和持续与资讯暨通讯技术部、国家电讯署和Telcos等部门和机构进行配合

，争取他们的支援; 准备各种形式的自学模式的内容; 教师对新技能的掌握和

重新培训; 按各地区的情况将BE-LCP溶入各当地; 向教师、医生、护士和指

导师提供思想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援助，让他们向素质较差的学生进行适当

处理。 

        该项规划遇到若干挑战，尤其是技术性课题，诸如缺乏给予学生的对外

连线等有效设备。有鉴于此，教育部建议本会发表声明支持BE-LCP，并将

给予一切协助，促使视频连线授课方式获得成功。教育部正在准备8月24日

开学的工作，是否能够如期开学，将取决于与各地方政府单位和民间组织之

间的伙伴式合作。 

        电子授课所面对的挑战包括缺乏给予学生的对外连线等有效设备的技术

，这对学生的学习很不利。对此，教育部正在首先制定让教师具有相关设备

的措施，同时也在实施网络教育项目，以向公立学校提供有关设备，根据

2017年教育部与内政暨地方政府部之间的JOINT MEMORANDUM，地方政

府单位应注入特别教育资金，让保持距离学习能具有在所必要的相关设备。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两位副部长提问，对方一一解答

。然后两位副部长与本会诸领导就8月24日开学暨家长教授自己的孩子、整

修现代化的电子教室（EGG classrooms）、教育部的“Adopt a School 

Program”暨商总的农村校舍方案是否具备条件被包括在内、与电子学习供应

商和教科书印刷商取得伙伴性合作及联系、在疫情期间向学生讲解公共医疗

保健，以及向高中生教授生计课程、教育部支持商总的学习华语方案并寻求

进行伙伴性合作等相关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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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感谢

Mateo 和 Umali 两位副部长对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他们的丰富经

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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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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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

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

区董事，以及诸位共同主任、常务理事和理事。 

 

王诗沪为纪念令尊翁特捐 

商总华生流失补助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常务理事兼一带一路副主任王诗沪令尊王国阔老

先生，不幸于二0二0年三月六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寿终于岷市崇仰医院，享

寿积闰九十有四高龄，老成凋谢，轸悼同深，饰终令典，极尽哀荣。 

        王诗沪常务理事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传播中华文化和

华文教育工作更是全力支持。守制期间，不忘善举，特献捐本会华生流失补

助金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国华文教育发展。孝道仁风，特殊钦式，特藉报

端，予以表扬，以申谢忱。 

 

商总理事长一行向马尼拉市长 

移交20辆捐赠Toyota Vios巡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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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星期一）上午7时30分，前往马尼拉市政府前面的Kartilya ng Katipunan，

参加由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主持的升旗礼，并向市

长移交20辆Toyota Vios巡逻车，由Moreno市长亲自转交给菲国警岷警区警长

Rolando Miranda准将。 

        前些时候，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曾要求本会向

岷市府捐献20辆巡逻车和6辆Ranger Patrol（供SWAT用），作为加强维护岷

市治安工作的用途。Moreno市长是因为非常顾及马尼拉，特别是华人区的治

安，所以要求岷市警局加强巡逻工作，因而需要添置该批巡逻车和Ranger 

Patrol。 

        基于岷市华人区范围很大，一共有六个进出口，除了20辆巡逻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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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当天先向他们移交其中20辆巡逻车。 

        Moreno市长代表马尼拉市政府和菲国警岷警区，向林育庆理事长表示由

衷谢意和崇高敬意，感谢商总长年以来对马尼拉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对马

尼拉治安的关怀。他说，有了这些巡逻车，岷市的警察能见度将相对提高，

警方的反应也将加速。这些车辆将以战略性作为考量，分别部署在岷市各警

区和警站。 

        Moreno市长说，岷警区的11个警站将各自部署一辆Toyota Vios巡逻车，

以提高警察的能见度。他同时预期岷警区SWAT部队不久也将获得6辆

Ranger Patrol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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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商总捐赠了这批巡逻车，以表达我们对

Moreno市长在勤政方面的卓越表现的高度肯定和全力支持。他说，治安是推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所以本会希望所捐赠的这20辆急需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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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的马尼拉市政府官员和菲国警警官有马尼拉副市长Honey Lacuna-

Pangan、市政府行政长官Felix Espiritu、秘书长洪英钟、菲国警国都区警长

Debold Sinas少将、菲国警岷警区警长Rolando Miranda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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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商总领导协助中国驻菲大使馆代表 

向马尼拉康卡迪亚儿童福利院送爱心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等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指示下，应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邀请，陪同中国驻菲大使馆

几位代表，前往马尼拉市 Sta. Mesa区康卡迪亚儿童福利院（Concordia 

Children's Services, Inc.或CCSI），协助他们进行爱心捐赠。中国驻菲大使馆

在中国传统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关怀缺乏父爱和母爱以及家庭温暖的孤儿

，于6月23日（星期二）下午3时，由驻菲使馆政治处主任郭晓涵、新公处主

任刘轶群、政治处随员赵育健三人亲往康卡迪亚儿童福利院，向该院儿童献

上爱心。 



        捐赠物资除了包含大米和沙丁鱼罐头等生活物资的“友谊包”外，使馆官

员还向该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赠送熊猫玩偶和端午节美食粽子，并向他们讲

述端午节和粽子的来历和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CCSI院长Chrisler Go说，疫情下很少有人前往看望他们，非常感激中国

驻菲大使馆的爱心捐赠，该些孩子们极度喜爱的玩具和食品，定会给他们带

来一段愉快的时光。当前因为疫情，他们缺少很多物资，此次捐赠对他们来

说是雪中送炭，将帮助福利院度过疫情难关。 

        他说，其本身也曾是孤儿，后由华人家庭收养并抚养长大，对中国怀有

深厚感情，今后愿多向孩子们讲述菲中友谊的故事。 

        仪式现场气氛友好温馨，因考虑到疫情因素，使馆官员和本会领导等与

孩子们保持社交距离，进行挥手致意并合影留念。孩子们看到熊猫玩偶欢呼

雀跃，绽开快乐的笑脸。 

        此次捐赠是中国驻菲大使馆展开“友谊包”的一部分。中国使馆在疫情期

间本着中菲两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理念，心系本地民众的苦境，委托本

会采购5000份“友谊包”，移交给马尼拉市长，以分发给有需要的家庭，帮助

面临困难的本地基层民众渡过难关，同时进一步深化中菲抗疫合作，体现对

菲民众的关爱与友谊。 

        CCSI是一家收留年龄从不到一岁到六岁的被遗弃、忽视孤儿的儿童之家

，它向孤儿们提供一个充满爱的如家一般温暖的生活环境，给予孩子们无微

不至的关爱和照顾，直至他们重新与家人团员或者被领养，拥有一个固定的

居所为止。 

        陪同中国驻菲大使馆代表前往CCSI的本会领导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商总与南岛三地区 

举行视频联席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于六月廿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通过视频连线

，举行北棉兰佬、南棉兰佬、西南棉兰佬三地区联席会议。三地区各菲华商

会领导踊跃出席参加。 

        根据商总代大决议，理事长任内应分别到全国十二个地区进行巡回视导

，主持联席会议，与各地区会员商会接触交流。为了更进一步联系，在名誉



理事长张昭和任内创起期中各地区商会联席会议。本会原订四月份召开为期

三天的本届地区会员单位领导会议，但因本国新冠疫情肆虐而无法进行，所

以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建议将十二个地区分成四次举行，每次邀请三个地区的

会员商会领导出席视频会议，让大家有机会互相认识，以及彼此了解各方面

的情况。 

        大会首先由北棉兰佬地区董事林惠中、南棉兰佬地区董事雷永泽、西南

棉兰佬地区董事林振民分别致词，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领导

。然后由本会副理事长兼组织督导叶芳枫致词，介绍组织这次联席会议概况

，继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勉励，及汇报本会一年来重点工作。 

        接着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主持工作会议，本会十六个工作委员会主

任分别报告各自负责工作的概况，各地区商会负责人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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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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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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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及共同主任。 

        出席者尚有北棉兰佬、南棉兰佬、西南棉兰佬三个地区董事以及各会员

商会正副理事长及诸位主要负责人合计103人。会议進行了近四个小时且非

常顺利举行。 

 

华社救灾基金向AFP-ETDC 

赠送一批医疗物资由Arevalo指挥官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六月廿五日（星期四），向菲三军教育、培训

暨准则指挥部（AFP-ETDC）赠送一批防护服、防护镜、手套、外科口罩、

N95口罩、额温计等医疗物资，作为政府跨机构抗疫工作组（IATF）前线人

员在各自隔离设施的用途。 

        当天由商总副理事长陈俊礼、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等代表，在Sharon Garin和Jericho Nograles两位众议员陪同下，亲往位

于计顺市Aguinaldo军营的AFP-ETDC，向该指挥部指挥官Edgard Arevalo准



将移交赠送物资。在场尚有Joel S Nacnac上校和Bim Quemado上校两位军官

。 

 

华社救灾基金成员单位领导出席 

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启用剪綵仪式 

 

        华社救灾基金讯 : 由菲律滨红十字会主持兴建、本基金捐助的新冠病毒

检测实验室（RT-PCR LAB）  ，于6月27日（星期六） 下午在马尼拉南码头

区红十字会中心举行启用剪綵仪式。菲律滨卫生部长杜计、菲律滨国会参议

员、菲律滨国家红十字会会长Gordon、澳大利亚驻菲律滨大使Steven  

Robinson、华社救灾基金发起单位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华各

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菲律滨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等出席启用仪式并担任主

剪嘉宾。 

        菲律滨国会参议员、菲律滨国家红十会会长Gordon致词时表示，目前全

国各地已经有十余间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但是检测能力仍然有限，对防控

新冠病毒极为不利。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之下，这座新型的检测试验中

心终于落成使用，将会提高病毒检测能力，为防控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据Gordon透露，这个检测中心是目前全菲最大的分子实验室，装备有14

台PCR检测仪，单日可检测1万4千个样本。 

        Gordon会长特别感谢菲律滨华社的大力支持，并赞扬菲华社会长期以来

对菲律滨各项事业的支持与帮助。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基金致词表示，为了支援菲律滨主流社会

抗击新冠疫情，本基金特献捐一千五百万披索，兴建这座病毒检测实验室。

林育庆理事长同时也介绍菲华社会多年以来为本国的防灾救灾，包括此次支

援抗疫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 

        菲律滨国家红十字会会长Gordon参议员最近向本基金成员单位菲华商联

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提及，该会为协助政府推广民众对新冠病毒测试次数

，积极推建了多个测试实验室，目前每天可测试八千人，并在继续推建中，

希望华社能予以支持创建一所测试中心。5月14日本基金举行视频会议期间

，林育庆理事长让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大家报告此事，随后林理事长并

建议以“华社救灾基金”命名，在大岷区捐建一座测试中心实验室，助力菲律

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以表华社支持并能留名，同时也能促进华社与主流社



会之间的深情友谊。 

        经讨论后，本基金各成员单位的出席领导，一致通过该决议。本基金决

定捐献一千五百万披

索，协助建立该所新

冠病毒检测中心实验

室。 

        5月22日下午，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

诸代表一行，亲赴菲

国家红十字会总部，

向该会会长Gordon

参议员移交捐献支票

，双方并签署捐献协

议备忘录。 

        应邀出席剪綵启

用仪式的本基金成员

单位代表有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陈俊礼、林

荣辉、施东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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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联

合会主席杨华鸿，副

主席蔡永柠; 菲律滨

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

，副会长刘传伏; 旅

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

席郭从願、許澤恭、

菲华联谊会副理事长

蔡长裕; 菲华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 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会长林水真、副会长

黄国杰、世界日报王利民;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会会长王荣忠，常务副会

长陈清发，常务委员吴金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