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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林荣辉副理事长和施超权董事 

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 

菲国警探讨国家治安会议并获颁感谢状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国警总监

Guillermo Eleazar将军于6月2日（星期

三）下午四时，在克楠美军营（Camp 

Crame）菲国警多功能中心（ PNP 

Multi-Purpose Center），召开National 

Coalition of Lingkod Bayan Advocacy 

Support Groups and Force Multipliers

会议，邀请该联盟成员、亦即诸地方政

府单位和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和代表出

席参加，探讨有关国家治安事宜。本会

由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和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应邀出席。 

        会议期间，菲国警总监Guillermo 

Eleazar将军感谢诸地方政府单位和各

非政府组织几十年来，对菲国警的全力

支持。他同时呼吁大家共同配合，致力

于支持菲国警的反恐和反罪恶活动，以

维持全国的治安，为大众提供一个安居

乐业的环境。 

        Eleazar总监亦与大家举行座谈，

大家就有关国家治安等问题进行交流沟

通，提出各自宝贵建议，并相互交换意

见 。 在 场 尚 有 高 级 警 官 Rhodel 

Sermonia少将; 受邀贵宾尚有移民局长

外侨登记处副主任Manuel Ferdinand 

“Patch” Arbas。 

        Eleazar总监同时向该联盟成员颁

发感谢状，感激大家长年以来对菲国警

的支持。获颁发感谢状者包括本会副理

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和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 



        上图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和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Eleazar总监合影。图二林

荣辉副理事长和施超权董事，与Eleazar总监和移

民局外侨登记处副主任Arbas合影。图三Eleazar

总监发表讲话。图四林荣辉副理事长和施超权董

事，与Eleazar总监交流沟通。下图林荣辉副理事

长和施超权董事，分别获Eleazar总监颁发感谢状

。 

 

 

 

 

 

 

商总/华助再收到热心人士 

柯伟业捐来100箱速食面 

以分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热心华商柯伟业先生，平素关怀社会公

益事业，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

工作均十分认同。近日有感于新冠疫情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平民百姓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遂动了恻隐之心。 

        日前柯伟业捐赠本会/本中心100箱速食面，帮助有需要的基层民众。柯伟

业先生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柯强捐赠100袋50公斤装大米委托 

商总/华助分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华商柯强先生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输财出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

心所推展的护侨工作亦十分认同。近因体恤大众在疫情下所受困境，5月下旬特

向本会/本中心捐赠200箱速食面，以供各描笼涯推行社区厨库活动，分发给有

需要的民众。 

        6月3日（星期四）上午，柯强先生再向本会/本中心捐赠100袋50公斤装大

米，委托本会/本中心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该批捐赠物资于是日运抵商总，由

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接收

。 



        柯强先生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刊，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接收捐赠物资。 

 

一群社会热心人士慷慨捐赠 

商总/华助合计903箱速食面 

以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一群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人士，平

素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工作均

十分认同。近日有感于新冠疫情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平民百姓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遂动了恻隐之心。 

        6月4日（星期五），该群热心人士捐赠本会/本中心合计903箱速食面，帮

助有需要的民众。捐赠者芳名如下 : 柯金盾先生 200箱，柯金集先生100箱，柯

及时先生100箱，阿K女士21箱，阿碧女士50箱，萧鸿雨先生21箱，李丽英女士

20箱，陈先生20箱，思思女士50箱，吴修群女士200箱，柯锦扬先生100箱，陈

先生21箱。 

        该群热心社会人士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 

 

华商施森林捐商总二万福利金 

另捐赠26袋25公斤装大米于商总/华助 

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华商施森林女士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善心

人士，平素乐善好施，慷慨大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

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工作亦十分认同。近日有感于新

冠疫情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遂动了恻隐之

心。 



        6月4日（星期五），施森林女士向本会捐献菲币二万元，充作福利金用途

。另外捐赠本会/本中心26袋25公斤装大米，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施森林女士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华社救灾基金向Dela Costa Homes赠送 

维他命丸口罩和大米等医疗和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Dela Costa Homes赠

送一批包括维他命C补丸在内的各种药物、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

沙丁鱼、1箱口罩、1箱消毒酒精、2件额温计、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

Amoxiclav、30盒Azithromycin和18盒连花清瘟胶囊等医疗和生活物资，以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Dela Costa Homes由业主联谊会副会长Sonia S. Reyes代表，前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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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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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Dela Costa Homes业主联谊会副会长Sonia S.Reyes 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38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38描笼

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沙丁鱼、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

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38描笼涯主席Alfredo C. Garci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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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

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

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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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岷市第一区38描笼涯主席Alfredo C. Garcia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118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18描笼

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

Amoxiclav、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118描笼涯主席Jasmin Onasin，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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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

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

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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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岷市第一区118描笼涯主席Jasmin Onasin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市议员Raymundo Yupangco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市议员

Raymundo Yupangco，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

Ferrous Sulfate、2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

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市议员Raymundo Yupangco率代表，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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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

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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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6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7描笼

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

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67描笼涯主席Joseph S Valderam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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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

联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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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施超权，共同移交给岷市第六区867描笼涯主席Joseph S. Valderama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93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93描笼

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

Amoxiclav、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93描笼涯主席Christian Emanuel C. Tuzon，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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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委员

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

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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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岷市第六区893描笼涯主席Christian Emanuel C.Tuzon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Talayan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Talayan描笼

涯青委会，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

、2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是日计顺市Talayan描笼涯青委会主席Lenard Karl M.Badiang，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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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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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计顺市Talayan描笼涯青委会主席Lenard Karl M.Badiang接收

。 

 

商总理事长一行拜访菲国警总监Eleazar将军 

探讨进一步深化合作协力打击犯罪维持治安 

 

        菲华商联总会訉 : 本会领导一行，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自率领下，于6月

4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前往位于计顺市克楠美军营（Camp Crame）的菲

国警（PNP）总部，拜访新上任的菲国警总监Guillermo Eleazar将军并向其道

贺，同时也共同探讨治安等相关课题。参与拜访的本会领导尚有副理事长兼外

交督导林荣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 

        本会诸领导一行受到Eleazar总监的热情接待。Eleazar总监早在担任菲国警

反绑架组负责人期间，就跟本会建立了密切关系，双方维持了长达15年的亲密

合作。 

        林育庆理事长表示，在过去15年来，Eleazar总监与本会在维持治安和打击

犯罪方面，双方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未曾间断过。他并称赞Eleazar总监长期以来

保持着谦卑低调的姿态，一直默默地努力付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同时感谢

他对本会对抗罪恶工作的支持。 

        Eleazar总监对本会诸领导一行的拜访表示欢迎，并感谢大家给予他的温馨

祝贺。他说，商总一直以来都是菲国警的长期伙伴，双方在打击犯罪，向民众

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环境方面，有很良好的配合。他同时感谢本会历年以来对菲



国警各项方案和工作，所给予的支持，以及赠送各种各样的设备和器材、巡逻

车和医疗物资。他希望双方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各方面和各领域的合作

，为打造国家的良好治安共作贡献。 

        宾主双方也就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网络犯罪、绑架索赎以及与网络

博彩相关的犯罪活动，进行交流沟通，探讨应对措施; 同时也各自提出宝贵建议

，和互相交换意见。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也以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的

身份，代表庄前进主任，感谢菲国警一直以来对华助的护侨工作，给予的全力

支持。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Eleazar总监碰肘致意。图二本会副理事长林

荣辉与Eleazar总监碰肘致意。图三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Eleazar总监碰

肘致意。下图本会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与Eleazar总监碰肘致意。 

 

 

 

 

 

 

 

 

 

 

 

 

 

 

 

 

 

 

福建总商会捐赠100箱米粉和100箱速食面 

委托商总/华助分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平素急公好义，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素有济贫扶困之优良传统。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各种赈灾等慈

善活动，帮助菲律宾弱势群体，以及遭遇灾害民众，输财出力，不遗余力；对

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工作亦十分

认同。近因体恤大众在疫情下所受困境，特向本会/本中心捐赠100箱每箱24包

米粉，以及100箱速食面，以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众。 



        6月4日（星期五）上午，菲律宾福建总商会诸领导，在会长许扁亲自率领

下，前来商总移交该批捐赠物资，委托本会/本中心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众。

捐赠物资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和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等代表接收。前来移交的

该会领导有会长许扁，执行常务

副会长吴清泉，常务副会长蒋晓

玮，妇女组主任李华莎，以及刘

英英、王丽容、吴肇新和姚金镇

等理事。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仁风义举

，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

扬，并申谢忱。 

        图福建总商会捐赠的物资。 

        

       图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许扁，向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移交捐赠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168 deparo Caloocan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4日（星期五）上午，向168 Deparo 

Caloocan，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沙丁鱼、1箱口罩、1箱消毒

酒精、2件额温计、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Amoxiclav、30盒Azithromycin和

18盒连花清瘟胶囊等医疗和生活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168 Deparo Caloocan由业主联谊会会长Joel  M. De Jesus代表，前赴商

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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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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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168 Deparo Caloocan业主联谊会会长Joel M.De Jesus 接收。 

 

商总联合菲华各团体订6月9日线上庆祝 

菲中建交四十六周年暨第廿届菲中友谊日 

敬请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届时踊跃出席观赏 

 

        菲华商联总会

讯 : 本会订于6月9日

（星期三）下午三时

，联合菲华各团体

，通过线上庆祝菲

中建交四十六周年

暨第二十届菲中友

谊日，与全菲兄弟

和全国各地菲华社

会诸位同胞，一起

欢度这一节庆。 

        是日庆典活动

将于下午三时准时开始，其中安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录像放映等

助兴，增添热闹气氛。本会也邀请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地阁下和中国驻菲大使馆

檀勍生代办致词，同时也将邀请数位政要，包括本国参众议员、部长、大法官

等致简短祝词，以及邀请各囯驻菲使节、主流社会商业团体、旅菲外囯商会和

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参与，加添庆祝活动的光彩。 



        庆祝活动也穿插歌唱表演等文娱节目，邀请两位分别荣獲“文化中国、水立

方杯“世界决赛第一名的优秀歌手献唱菲中歌曲以增添节庆热闹气氛，庆祝活动

将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结束。 

        此次庆祝活动对华社各团体开放，视频ID号码  : 82199283028 ; 密码  : 

Frienship 。欢迎华社各团体领导和成员，届时踊跃出席参与观赏。 

 

商总联合菲华各团体线上庆祝 

菲中建交四十六周年 

暨第廿届菲中友谊日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联合菲华各团体，于六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通过线上庆祝菲中建交四十六周年暨第二十届菲中友谊日。本国政要及各国使

领馆领导和菲华各团体代表四百多人出席是场盛会，在线共襄盛举。 

        大会由奏菲中两国国歌拉开序幕。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政要、

使节、旅菲外囯商会及本地菲华团体领导贵宾等，同时宣佈黄溪連大使阁下特

從囯内向林理事长发耒致商总及华社庆双节的贺讯，颜秘书长也代表本会向中

囯共産党将于下月迎来百年大庆致热烈祝贺。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然后由菲

律宾总统杜特地阁下和中国驻菲大使馆檀京生临时代办应邀分别致词。前总统

亚罗育、参议长苏道、众议长未拉斯戈、参议员张侨伟、参议员蒙吴、参议员

艾美 马科斯、参议员维惹、外交部长陆辛、国防部长罗仁刹那、交通部长杜牙

地、贸工部长罗伯示、总统发言人罗计、大理院华裔法官蔡友忠代表首席法官

、TESDA主管拉彬迎部长等政要亦应邀出席并致祝词，为庆祝活动增添光彩。

本会副理事长黄奇昭致谢词。 

        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菲中两国隔海相望，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历

史。长期以来，两国人民为了双方的友谊以及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种友好关系会更进一步。 

        林育庆理事长说，当前菲律宾正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相信在杜特地

总统的领导下，及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定会战胜疫情，共同迎来美好

的明天。菲中兄弟情谊经得起考验，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在菲

律宾“大建特建”中，更加体现出了这种兄弟情谊。 

        林育庆理事长表示，菲中两国经贸合作源远流长，双方之间长达千年的经

贸交往对两国的繁荣和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如今两国经贸合作仍发挥着增

进彼此相互了解、提升双边关系的重要作用。相信在疫情过后，两国经贸投资

等领域的合作，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他说，今年是菲中两国建交四十六周年，也是第二十届菲中友谊日，在庆

祝这一双喜临门的节日之际，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友好局面，并以实

际行动延续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我们坚信，双方只要不断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关系，新冠带给我们的种种困难和重重困惑，定能迎刃而解。我们定能在持续

共建“一带一路”和“大建特建”的大道上勇往直前，取得最后胜利! 



        杜特地总统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和合作共赢，将使两国和平、进步和繁荣

的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他说，菲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深厚且久远，可追溯

至几个世纪之前。感谢菲律宾华人社会为促进两国经济、文化和人文交流作出

的贡献。 

        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京生致词表示，中菲建交虽只有46年，但两国

传统友谊已延绵千年。海上丝绸之路搭建起商贸和人文交往的桥梁，将两国民

心与文化和血脉紧紧联结在一起。进入新时代，中菲关系在两国领导人关心引

领下沐风成长，节节登高。习近平主席与杜特地总统8次会面，为中菲关系发展

擘画了宏伟的战略蓝图，为双边关系健康平稳发展把舵引航。 

        檀勍生临时代办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菲两国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新时期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升华。我们创造了无数个难忘的“第一

” : 中国是第一个向菲捐赠核酸检测试剂的国家，第一且唯一向菲派遣医疗专家

组的国家，第一个协助菲方用军机运输防疫物资的国家，第一个通过政府捐赠

和商业采购双重方式向菲提供疫苗的国家，也是受菲民众信任度第一的疫苗原

产国家。感谢广大菲律宾华侨华人为祖（籍）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携手抗疫所

做出的卓越贡献。 

        檀勍生临时代办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参

与和支持下，中菲将始终坚持友好合作的主旋律，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期

伙伴关系。 

        黄奇昭副理事长在致谢词中，感谢杜特地总统、檀勍生临时代办和诸位政

要，在百忙中拨出宝贵的时间，向大家发表精彩的致词，让在座各位获益良多

。同时感谢各国驻菲使节、主流社会商业团体、旅菲外国商会和华社各团体领

导和代表，在百忙中拨冗参加当天的盛会，加添了是场盛会的热闹气氛。他说

，大家一直以来对商总的支持和爱护，令我们深受感动，并存感恩之心，本会

将会铭记于心。 

        黄奇昭副理事长表示，菲中建交四十六年来，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发展，为

彼此间在贸易、投资、农业、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铺平道路。两国应该以互

相信任为根本，彼此之间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追求彼此之间共同

繁荣。 

        他说，菲华商联总会今后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发展菲中两国关系进一步巩固

，我们将与菲华社会携手合作，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期盼菲中两国

能够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调和联系，使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更加辉煌。 

        庆祝活动简介和播放了早期中国人来菲谋生和发展，以及菲中友谊的简史

，同时也穿插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表演。其中包括曾荣获“文化中国、水立方

杯”世界决赛第一名的著名歌手李安安和施美妮，为大家献唱多首动听的菲中歌

曲，以增添节庆热闹气氛。庆祝大会在欢乐、喜庆和热烈祥和的气氛中圆满结

束。 

        本次庆祝活动由菲华电视台（Chinoy TV）录制，李美玲小姐担任大会司

仪。 

        



        上图和图二杜特地总统、中国驻菲大使馆檀勍生临时代办、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和诸位政要分别致词。图三和下图出席的本会领导和諸贵宾。 

 

 

 

 

 

 

 

 

 

 

 

 

 

 

 

 

 

 

 

 

 

 

 

 

 

 

 

 

 

 

 

 

 

洪文檀向Mother and Child Hospital 

捐赠8箱面罩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福利委员会共同主任洪文檀先生，平素乐善好施，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输财出力。近因体恤前线医护人员在疫情下的辛劳，特委

托本会向Mother and Child Hospital捐赠8箱面罩，以慰劳该医院的前线医护人

员。 

        6月10日（星期四）上午，洪文檀共同主任亲赴本会，委托本会将其捐赠物

资，移交给Mother and Child Hospital的代表。移交仪式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洪文

檀共同主任偕同令公子洪德顺，在场参与见证。 

        洪文檀共同主任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刊，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移交捐赠物资，由本会福利主任许灿荣，移交给Mother and Child代表

。 

 

洪文檀向UST医院捐赠 

20箱面罩和5箱口罩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福利委员会共同主任洪文檀先生，平素乐善好施，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输财出力。近因体恤前线医护人员在疫情下的辛劳，特委

托本会向UST医院，捐赠20箱面罩和5箱口罩，以慰劳该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 

        6月10日（星期四）上午，洪文檀共同主任亲赴本会，委托本会将其捐赠物

资，移交给UST医院的代表、亦即其公子洪德顺（Jackson Ang）先生。移交仪

式由本会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许灿荣，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洪文檀共同主任在场参与见证。 

        洪文檀共同主任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刊，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移交捐赠物资，由本会福利主任许灿荣，移交给UST医院代表、亦即

洪文檀共同主任令公子洪德顺先生接收。 



 

 

 

 

 

 

 

 

 

 

 

 
 

洪文檀向商总 

捐赠100箱面罩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福利委员会共同主任洪文檀先生，平素乐善好施，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输财出力。近因体恤前线医护人员在疫情下的辛劳，以及

疫情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困扰，特向本会捐赠100箱面罩，以分发给各医院的前线

医护人员，以及社会上的基层民众。 

 

        6月10日（星期四）上午，洪文檀共同主任亲赴本会，向本会移交捐赠物资

。移交仪式由本会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

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

，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洪文檀共同主任令公

子洪德顺（Jackson Ang）先生，亦在场参与见证。 

        洪文檀共同主任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刊，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移交捐赠物资，由洪文檀共同主任，移交给本会福利主任许灿荣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描笼涯联合会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描笼涯

联合会，分别赠送10袋50公斤装大米、10箱速食面、5000片口罩、2箱猪肉丝罐

头、50箱Azithromycin、50箱Amoxiclav、25Ferrous Sulfate，以及3袋50公斤装

大米、3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1箱猪肉丝罐头、50箱Azithromycin、40箱

Amoxiclav和25盒Ferrous Sulfate等生活和医疗物资，分别分发给隶属该联合会

的岷市码头区650描笼涯，和岷市Paco区686描笼涯。 

        是日岷市第五区描笼涯联合会负责人Basilia Boliche，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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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

书长林志鹏等代表华社主持。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市议员Raymundo Yupangco 

赠送一万片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

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市议员

Raymundo Yupangco，赠送一万片口罩，

以分发给在当地协助疫苗接种工作的描笼

涯人员。 



        是日岷市第五区市议员Raymundo Yupangc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

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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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事陈德伟，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

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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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pangco市

议员交流。图二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与Yupangco市议员交流。图三

商 总 董

事 兼 社

会 责 任

主 任 吕

安 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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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pangco市议员合影。  

图四宾主合影。下图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589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589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589描笼涯主席Raffy L. Dizon，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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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

界财政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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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61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14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614描笼涯主席Cherry H.Veloir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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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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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63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32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632描笼涯主席Virgilio M. Llamos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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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事陈德伟，西

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志鹏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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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30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30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30描笼涯主席Efren Medin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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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

界财政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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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移交给岷市第六

区830描笼涯主席Efren Medina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6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6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66描笼涯主席Teresita M. Sangil，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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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事陈德伟，西北

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志鹏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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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

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7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72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72描笼涯主席Edwardo H. Lozad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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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事陈德伟，西

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志鹏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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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90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904描

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

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904描笼涯主席Emily L. Fabros，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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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事陈德伟，西北吕

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志鹏等代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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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计顺市San Isidro Galas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

社 救 灾

基金讯 : 

本 基 金

于6月11

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

向 计 顺

市 San 

Isidro 

Galas描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位于

该描笼涯的Yakap Day Care Center。 

        是日计顺市San Isidro Galas描笼涯由Yakap Day Care Center职员Arlene A. 

Barredo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

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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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



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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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联谊会副理事长

姚金镇，分别移交给Arlene A. Barredo等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一区Balingasa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1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第一区

Balingasa描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3箱速食面、1箱口罩、25盒Ferrous 

Sulfate、2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

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市第

一 区 Balingasa 描

笼 涯 由 议 员

Constanten M. 

Diancin代表，前

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

由商总董事兼社会

责任主任吕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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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理事陈德伟

，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秘书长林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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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菲律宾铁商公会举行新届就职礼 

献捐商总华生流失补助金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铁商公会于六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三时，通过

ZOOM视频会议室，举行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暨第八十一届理事就职典礼。疫情

期间，仪式简单，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黄光伟先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副主任黄

天从先生。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律宾铁商公会为支持本國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

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

申谢忱。 

 

商总施超权董事主持 

11号警站咨询委员会例常会议 

探讨马尼拉华人区治安等相关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菲国警岷警区Meisic（11号）警站咨询委员

会主席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

于6月14日（星期一）上午，在商总8楼董事室

，代表本会和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咨询委员

会，主持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咨询委员会例

常会议，与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警监Rollyfer 

Capoquian上校、该警站警员，以及菲国警岷警

区11号警站咨询委员会成员，探讨有关岷市华

人区的治安等相关课题。在场尚有菲国警岷警

区咨询委员会主席Francis Naguit和岷市San 

Nicolas区281描笼涯主席、亦即本会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菲国警岷警区

11号警站咨询委员会施超权致词表示，本会与

11号警站和11号警站咨询委员会经常保持联系

，互相探讨岷市华人区的治安等相关课题，就

一系列议题交流沟通，以进一步改善本地区的

治安。他并希望彼此之间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

，同时表扬11号警站警员的辛劳工作。 

        施超权董事说，尽管目前正处于疫情之下

，惟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的警员还是冒着风

险，维持本地区治安，并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

和财产，实在令人钦佩。他也代表本会和11号

警站咨询委员会，向他们表达万分谢意。 



        施超权董事强调

，本会无论接到有关

治安的报告或者投诉

，都会全力与警方配

合，以确保本地区民

众，能有一个安居乐

业的环境。 

        菲国警岷警区11

号警站也向本会和11

号警站咨询委员会汇

报2020年11月至2021

年5月期间，该警站在

打击罪恶、处理意外

事故，以及应对投诉

方面，所获得的各项

成就。他们同时播放

录像，展示他们的成

就、计划和方案。 

        然后大家共同探讨，就改善社区治安的各项计划和方案，进行交流沟通，

并提出各自宝贵建议，同时互相交换意见。 

        上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咨询委员会主席施超权致

词。图二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Rollyfer Capoquian上校汇报工作进展。图三菲

国警岷警区咨询委员会主席Francis Naguit发表讲话。图四全体探讨交流。图五

会场一瞥。下图全体合影。 

 

华侨工商联捐赠220袋食物包委托 

商总/华助分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平素乐善好施，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素有赈灾拯急、扶危解厄之优良传统。多年来一直积极参

与各种慈善活动，帮助菲律宾弱势群体，以及遭遇灾害民众，输财出力，不遗

余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工

作亦十分认同,也是华社救災基金成员单位之一。近因体恤大众在疫情下所受困



境，特向本会/本中心捐赠220袋食物包，里面装有大米、速食面和罐头沙丁鱼

等基本食品，以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众。 

        6月16日（星期三）上午，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诸领导，在会长林水真亲自

率领下，前来商总移交该批捐赠物资，委托本会/本中心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

众。捐赠物资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华助副主任施超

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接收。前来移交的该会领导有会长林水真，名

誉会长柯志超，副会长庄雄彪、孙明强、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林志鹏。 

        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

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

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

谢忱。 

        上图移交捐赠物资。下图华侨工商联捐赠的食物包。 

 

华社采购50万剂新冠疫苗 

顺利运抵马尼拉国际机场 

 

        华社抗疫委员会讯 : 由本抗疫委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Sinovac新冠

疫苗，于6月17日（星期四）上午7时30分，由宿务太平洋（Cebu Pacific）航机

，准时运抵马尼拉Ninoy Aquino国际机场2号站；由同一该架航机运抵的，还有

由政府采购的100万剂Sinovac疫苗。这50万剂科兴疫苗，是本国第一批经过由

私人与政府签署三方协议订购的新冠疫苗。 

        卫生部长Duque率领该部门几位重要成员、疫苗沙皇Galvez部长、财政部

副部长亦即商总理事长税务助理蔡自立令公子、商总前税务聘任委员蔡笃彬（

Dennis Joven）、总统中国事务特使洪海萍（Jaime Cruz）、中国驻菲大使馆临

时代办檀勍生、参赞兼总领事王悦和领事莫迟等亲赴机场迎接并出席移交仪式

。本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总指挥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和中

国商会会长洪及祥率领各自几位领导，包括商总名誉理事长蔡聪妙特使、副理

事长林荣辉、施东方博士、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菲华各界副主席亦是該会疫苗小



组负责人侯泽钦、总务施玉蓉和楊囯徽、中国商会副会长侯世鍊、柯智超和吴

明晓等代表华社前往迎接。在场尚有其他相关人员和媒体工作人员，计有100多

人，场面显得热烈。 

        卫生部长Duque和疫苗沙皇Galvez部长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均表示感谢中

国政府对菲抗疫的全力支持，声称作为菲全国接种计划的一部分，中方向菲律

宾华社提供的疫苗，将为菲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提供有效助力。他们同时对商

总全力支持并配合政府的这项疫苗接种方案，以促进抗疫工作顺利进展，表达

崇高敬意和万分谢意。 

        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勍生阁下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国内疫苗资

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对菲律宾“春苗行动”，确保旅菲侨

胞能尽早获得疫苗，充分体现了对广大在菲侨胞们的关心和关爱，也体现了对

中菲关系和中菲抗疫合作的重视。他说，中国驻菲使馆一直把在菲同胞的健康

安全放在心上。 

        本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代表华社对菲

中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中国驻菲大使馆的积极协调深表感谢，表示本抗疫

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高效稳妥地组织好疫苗接种工作。他并特别向杜特

地总统、Duque部长和Galvez部长致以万分谢意，强调这项方案是经过政府的

认同并大力支持，及由卫生部长Duque、疫苗沙皇Galvez部长和他本人共同签

署三方协议，方能顺利展开。他也特别感谢蔡笃彬副财长积极协助本抗疫委，

处理豁免关税和加值税的工作。 

        林育庆博士说，这50万剂疫苗当中，60%将为大岷区的民众施打，另外

40%将为吕宋、未狮耶和棉兰佬等外省地区的民众接种。他说，这批疫苗的化

验证明书（COA）尚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收到，预期将会稍微耽误到接种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见谅。他同时期盼25万人接种合共50万剂疫苗的工作，预订能

以在两个月内顺利完成。 

        此次运抵的疫苗，是由华社根据菲政府有关规定，通过政府与私营机构合

作模式进行采购，将依托当地医疗体系进行有序施打。 
 

  

 

 



圖：诸位政要与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在机场手持横幅迎接科兴疫苗运抵 

  

诸位政要与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合影 

  

卫生部长Duque和疫苗沙皇

Galvez部长代表接受一百万

剂中国科兴疫苗抵达马尼拉

机场 

诸位政要与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以接种疫

苗的手势，迎接科兴疫苗的到来。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诸领导，

与卫生部长Duque和疫苗沙皇Galvez

部长合影。 

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率领诸领导，与

卫生部长Duque和疫苗沙皇Galvez部

长合影。 

  



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率领诸领导，与卫生部

长Duque和疫苗沙皇Galvez部长合影。 

卫生部长Duque、疫苗沙皇

Galvez部长和商总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分别接受媒体采访。 

 

运抵的中国科兴

疫苗。 

 

 

宗联捐赠1900套防护服委托商总分发给 

参与50万剂科兴疫苗接种服务的医护人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每逢国家遭遇天灾人祸，均以第一时间向灾区和灾民伸出援手。该会成

立以来，一直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各方面服务，也积极增进基层

民众的福祉，和参与各种慈善活动，输财出力，不遗余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

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亦十分认同。6月17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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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抗疫委员会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Sinovac疫苗顺利运抵后，该会当



天迅即以第一时间捐赠1900套防护服，委托本会分发给在各接种点参与接种服

务的医护人员。 

        是日上午，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五位主席李耀鹏、何良顺、吴启发亦即

本会副理事长、佘培侨和留典良，亲赴本会移交该批捐赠物资。捐赠物资由本

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福利秘书

郑万杰等代表接收。 

        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

谢忱。 

        图为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主席李耀鹏，向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移交捐

赠物资。 

 

华社抗疫委员会“春苗行动”开打仪式 

在崇仁医院疫苗接种中心正式启动 

 

        华社抗疫委员会讯  : 由华社抗疫委员会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

Sinovac新冠疫苗，于6月17日（星期四）顺利运抵。紧接着，为海外中国公民

接种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动”开打仪式，于6月25日（星期五）下午一点半，假崇

仁医院疫苗接种中心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完毕后，随即开始为大众注射接种，

并于随后每天开放服务大众。开打仪式由菲华各界副主席许东晓担任司仪。 

        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通过视频参加是日启动仪式并致词。

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勍生公参亲临主持启动仪式，王悦参赞兼总领事陪

同出席。本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大会上致词，副总指挥菲

华各界主席杨华鸿和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率领各自团体领导和代表出席。菲

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荫，名誉董事长兼执行委员会主席吴荣祥博士，

执行副总理谢铭洲等出席并配合接种中心工作。 

        启动仪式由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勍生公参宣布正式开始。黄溪连阁

下致词表示，广大旅菲华侨华人心系桑梓，积极支持祖（籍）国发展建设，并

为支持祖（籍）国防控疫情作出重要贡献。祖（籍）国也一直惦记着在菲同胞

的健康和安全，出台了一系列爱侨护侨的举措。在中国国内加快推进全民接种

、疫苗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克服巨大困难，批准在菲实施“

春苗行动”，体现了对广大在菲同胞的深切关爱，也体现了对中菲关系的高度重

视。菲律宾政府此次为疫苗采购提供了全力协助与支持，对此深表感谢。 

        黄溪连大使说，驻菲使馆深入贯彻“外交为民”的理念，用情助侨、以心暖

侨，始终作广大旅菲华侨华人的好朋友和坚强后盾。我们全力以赴护卫同胞的

健康安全，把在菲实施“春苗行动”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行动，特事特办

、连续奋战，确保50万剂中国疫苗第一时间运抵菲律宾。他说，此次华社抗疫

委为推进“春苗行动”，付出巨大努力，在与菲政府沟通协调、组织接种报名、

商洽采购运输等多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借此机会向抗疫委致以崇



高敬意! 希望抗疫委再接再厉，全力以赴做好疫苗接种组织工作，为护佑同胞、

服务华社再立新功。 

        本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表示，在过去一段日子以来

，在本抗疫委的努力下，与菲政府方面为三方协议进行了各项工作，协议终于

在4月4日最后签订。本抗疫委同时在中国驻菲大使馆黄溪连阁下亲自指导下，

全力展开各项相关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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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这批疫苗的早日抵菲。 

        林育庆理事长说，此批向菲供应的50万剂Sinovac疫苗，乃是中国政府为协

助海外中国公民接种疫苗而推动的“春苗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方面向菲优先拨

出的这批疫苗，主要是关照本地华人华侨。“春苗行动”获得海内外同胞广泛点

赞，大家纷纷表示，春苗行动暖人心，从千里之外感受到了来自祖（籍）国的

温暖。新冠疫情在本国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牵挂着本地每一位中国公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和保障本地华人华侨的福祉，令

我们深受感动，本人谨此代表本抗疫委和菲律宾全体华人华侨，充满热情地向

国内表达我们最由衷的感激，并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诞辰，致以最热

烈的祝贺及最崇高的敬意，祝愿中国共产党继续扎根人民，再创辉煌。 

        林育庆理事长强调，我们也相信，在本国政府有力领导、中国驻菲大使馆

全力支持，以及前线医护人员英勇抗疫之下，全菲广大华人华侨和菲律宾兄弟

团结一心，共同筑牢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最终将会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 

        在中方的支持和协助下的菲律宾“春苗行动”此次施打的疫苗，是本地华社

采购的50万剂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这批疫苗在本月17日抵达马尼拉后，完成了

菲方的各项审批程序。 

        按计划，“春苗行动”将在菲律宾多地同时开展，本抗疫委将协助疫苗配送

及接种工作，力争在3个月内覆盖已登记人群，完成施打工作。 

        启动仪式后，在崇仁医院搭建起的雪白帐篷内，数百位在菲中国同胞、华

人华侨接种了科兴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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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唱菲律宾国歌 

 

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副总指挥菲华各界主席杨华

鸿和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率众迎

接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勍生

公参和参赞兼总领事王悦 

 

王悦参赞兼总领事通过手机，让黄溪

连大使阁下与本抗疫委正副总指挥沟

通 

在场人士聆听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

使黄溪连阁下致词 

 

 

商总诸领导与檀勍生公参和王悦参赞

兼总领事合影 

  



 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和善举总会诸领导及崇仁医院医护

人员，与檀勍生公参和王悦参赞兼总

领事合影。 

 

 

抗疫委正副总指挥与檀勍生公参和

王悦参赞兼总领事等合影。 

 抗疫委总指挥、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观看医护人员准备替大众接种疫苗 

 

商总疫苗接种工作 

在光启学校拉开序幕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由华社抗疫委员会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Sinovac

新冠疫苗于6月17日（星期四）顺利运抵，并于6月25日（星期五）下午一点半

，假崇仁医院举行“菲律宾春苗行动”启动仪式。本会同时于是日下午三时，假

光启学校举行启动开打仪式，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和个人接种。当

天共接种300剂左右，为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安全，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 

        开打仪式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自主持并致词，名誉理事长蔡聪妙特

使和疫苗组主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相继致词。本会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担

任大会司仪；分布在11个接种点的商总志愿者40左右人出席参与，并配合相关

工作。 

        光启学校总校长陈孟利神父致欢迎词并领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

表示，由华社抗疫委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Sinovac疫苗，于6月17日顺

利运抵，让华社抗疫委正式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前线人员展开疫苗接种方案。这

是商总和菲华社会对政府的全国接种疫苗方案所作的贡献。 

        林理事长说，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辛勤工作的杜特地总统道谢，感谢他制

订政策，允许我们私营界进口新冠疫苗，让国人能够迅速接种。我们同时感谢

卫生部、国家抗疫工作组和中国驻菲大使馆对商总疫苗接种方案的全力支持。

我们更感谢中国政府通过“春苗行动”，优先向本国出口疫苗，支持我们的这项



方案，以及向菲律宾捐赠100万剂科兴疫苗。我们也要藉此机会，向习近平主席

恭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林育庆理事长说，我们的接种疫苗方案于今天拉开序幕，同时在全国各地

展开。逾30%的接种者是在外省地区。本会暨各地区会员商会正在与各地方政

府单位，以及卫生部地区办事处和各医院进行协调，以确保在第一时间替疫情

严峻地区的民众接种，和确保接种的效率。 

        林理事长表示，疫苗能够救命，同时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有望最终能够

战胜疫情。通过接种疫苗，我们将能够保护我们的职工和企业家，同时也能保

护他们的家人-年迈父母、年幼孩子，以及保护我们的社区。他说，我们鼓励所

有人支持政府的疫苗接种方案，以使能够促进恢复丢失的数以百万计工作，以

及恢复消费，从而恢复经济增长。 

        当天的民众井然有序等候进场接种，进场后保持社交距离，就坐等待接种

。接种疫苗服务公司Medgrocer将安排各个接种点，在日内启动施打。 

        是日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蔡聪妙特使，执行

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王连侨、黄奇昭、

吴启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 

          

 

 

 

 

本会名誉理事长蔡聪妙特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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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进场后保持社交距离就坐等待接种 

 

医护人员替民众接种 

 

本会领导拿着冷藏疫苗的箱

子让医护人员准备开打 

    本会诸领导和光启学校领导与本会分布在11个接种点的志愿者合影。 

 

 

 

 

 

 

 

 

 

 



 

 

 

 

 

 
 

华社救灾基金向JV PAZ Road 10 Neighborhood ASSN.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JV PAZ Road 10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

、1箱口罩、1箱面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以分发给该团体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JV PAZ Road 10 Neighborhood Associatuon由秘书Mary Jo代表，前赴

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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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主任洪文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

会责任理事许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

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晖

，分别移交给JV PAZ Road 10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秘书Mary Jo等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Navotas市Bagumbayan South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Navotas市

Bagumbayan South描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

丝、1箱口罩、50个面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

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Navotas市Bagumbayan South描笼涯主席Joselito Sulit，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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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

洪文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

事许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

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和理事许焕东，移交给

Navotas市Bagumbayan South描笼涯主席Joselito Sulit。 

 

华社救灾基金向Navotas市San Rafael Village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Navotas市 San 

Rafael Village描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

箱口罩、50个面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Navotas市 San Rafael Village描笼涯主席George So，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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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

文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

许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

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福利共同主任洪

文檀，移交给Navotas市 San Rafael Village描笼涯主席George So。 



 

华社救灾基金向内湖省Siniloan社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内湖省Siniloan社

赠送5袋50公斤装大米、10箱速食面、3箱罐头猪肉丝、4000片口罩、100个面罩

、2件额温计、1箱Ferrous Sulfate、60盒Amoxiclav、50盒Azithromycin和其他

药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内湖省Siniloan社由副社长Patrick Ellis Z. Go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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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

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

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31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31描笼

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箱口罩、1箱面罩、

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 

        是日岷市第一区31描笼涯主席Ederlina Tamondong，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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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焕



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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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福利共同主任洪

文檀，分别移交给岷市第一区31描笼涯主席Ederlina Tamondong等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27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275描

笼涯，赠送6袋25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3箱罐头猪肉丝、4000片口罩、50个

面罩、5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275描笼涯主席Teddy M. Cinc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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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社

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焕东，

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

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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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分别移交给岷市第三区275描笼涯主席Teddy M. Cinco等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323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23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箱口罩、1箱面罩

、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323描笼涯主席Dandy C. Tan，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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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社会

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焕东，西

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

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

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8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84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箱口罩、30个面

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84描笼涯主席Evangeline A. Esguerr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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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

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

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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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暉移交给岷市第六区884描笼涯主席Evangeline A. Esguerra。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541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23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箱口罩、30个面

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541描笼涯主席Angelito D. Paderan，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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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焕

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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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移交给岷市第四

区541描笼涯主席Angellito D. Paderan。 

 

 

 

 

 

 

 

 

 

 

华社救灾基金向蜂雅絲蘭省Sison社赠送 

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蜂省Sison社赠送20

袋25公斤装大米、10箱速食面、2000个KN95口罩、90套防护服、100件护目镜

、5箱罐头猪肉丝、5000片口罩、100个面罩、5件额温计、500副手套、40盒连

花清瘟胶囊、40盒Amoxiclav、50盒Azithromycin和其他各种药物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蜂省Sison社社长Danilo Uy由令公子Dennis Uy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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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

文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

许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

金镇；华侨工商联会长林水真、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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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共同移交给蜂省Sison社社长Danilo Uy令公子Dennis Uy接收。 

 

 

 

 

 

 

 

 

 

 

王志钦捐赠500箱方便面委托 

商总/华助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菲律宾晋江市罗山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

王志钦先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善心人士，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输财出力，不遗余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

心所推展的护侨工作亦十分认同。近日有感于新冠疫情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

击，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遂动了恻隐之心。 

        王志钦先生日前特向本会/本中心捐赠500箱方便面，以供各描笼涯推行社

区厨库活动，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该批捐赠物资随后运抵商总，委托本会/本

中心负责分发。 

      王志钦先生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华社救灾基金向Navotas市Bangkulasi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Navotas市

Bangkulasi描笼涯，赠送3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箱

口罩、50个面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

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Navotas市Bangkulasi描笼涯主席Loreto Pavi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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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事许焕东

，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和理事许焕东代表福利主

任许灿荣移交给Navotas市Bangkulasi描笼涯主席Loreto Pavia。 

 

 

 

 

 

 

 

 

 

 

华社救灾基金向Sower Church of Jesus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18日（星期五）上午，向Sower Church of 

Jesus，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1箱罐头猪肉丝、1箱口罩、30个面

罩、40盒Amoxiclav和30盒Azithromycin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Sower Church of Jesus负责人Alexander C. Ramos牧师，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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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共同主任

洪文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社会责任理

事许焕东，西北吕宋区理事兼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

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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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理事许焕东，移

交给Sower Church of Jesus负责人Alexander C. Ramos牧师。 

 

陈明锦捐赠一批洗洁精洗衣粉漂白水委托 

商总/华助通过社区厨库分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华

商 EVERLIGHT CHEMIECOLOR 

CORP.东主亦即菲律宾罗山中学校友会会

长陈明锦先生，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

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工

作亦十分认同。近因体恤大众在疫情下所

受困境，而动了恻隐之心。 

        6月21日（星期一）下午，陈明锦先

生派代表前赴商总，向本会/本

中心捐赠 25箱内装 12瓶每瓶

1000ML的洗洁精、25袋内装25

包每包1000ML的洗衣粉，以及

50箱内装15瓶每瓶1000ML的漂

白水，委托本会/本中心通过各

描笼涯的社区厨库，分发给有

需要的基层民众。该批捐赠物

资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和福利秘书郑万杰等代表接收

。 

        陈明锦先生仁风义举，殊

堪钦佩，特藉报刊，予以表扬

，并申谢忱。 

        上图为接收捐赠物资。下图陈明锦先生捐赠的物资。 

 

商总诸领导应邀出席美加广场举办 

岷市建市450周年暨安全达标颁奖仪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 : 为庆祝马尼拉市建市450周年，美加广场于6月22日（星

期二）中午，举办马尼拉市建市450周年庆美食食节（餐馆周）开幕暨颁发安全

达标仪式。本会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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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等领导应邀出席。 



        岷市府行政主任Felixberto Espiritu代表马尼拉市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出席并致词，同时向美加广场颁发疫情期间合格安全达标标

志。 

        为期一周的美食节旨在展示岷市作为菲律宾首都的丰富多样烹饪文化。此

次食品周由美加广场的所有餐厅参与。 

        图为本会出席领导与其他宾客合影。 

 

商总诸领导与岷市议员Joel Chua共进晚餐 

宾主双方就一系列相关课题亲切沟通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常务理事兼税务副主任王家烟于6月22日（星期二）

下午7时，在其经营的Seascape餐厅举行餐会，诚邀请马尼拉市议会多数党领袖

Joel Chua市议员和几位好友，同时也特别邀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理事

长施东方博士出席，大家一起共进晚餐，并在餐叙中进行友好交流。宾主双方

就一系列重要课题，共同进行探讨。 

        林育庆理事长对Joel Chua市议员在百忙中，特别拨出宝贵时间，与本会同

仁一起交流沟通，表示万分谢意。他同时感谢Joel Chua市议员上任以来，无数

次为本市华人的利益，在市议会中为大家请命。 

        林理事长同时告诉Joel Chua市议员，马尼拉市议会若有任何议案需要商总

或者华社的配合，尽管告诉本会，我们一定会予以全力支持。 

        Joel Chua市议员表示感谢本会在其上任以来，给予他多方面的支持，尤其

是对其在市议会的提案，给予鼎力相挺。他说，身为马尼拉市民的民意代表，

他将继续致力于为大家争取福祉及合法权益。 

        然后宾主双方就一系列相关课题，包括最近的疫情趋势和疫苗的进展，以

及疫情对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进行探讨交流，以及寻求妥善的处

理方法。林育庆理事长并向Joel Chua市议员报告，华社抗疫委向中国科兴企业



采购的50万剂Sinovac疫苗，在中国驻菲大使馆协助下，已经顺利运抵，并订于

这两天内开打。 

        图为本会诸领导与马尼拉市议会多数党领袖Joel Chua市议员聚餐交流。 

 

华社救灾基金向Jose Abad Santos法官医院 

赠送一万个KN95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3日（星期三）上午，向Jose Abad Santos法

官总医院，赠送一万个KN95口罩，以慰劳该医院医护人员。 

        是日J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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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林荣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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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秘书郑

万杰及华商庄伟东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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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副理事长林荣辉，移交给Jose Abad Santos法官

总医院院长Merle Sacdalan医学博士接收。 

 

 

 

 

 

 

 

 

 



 

柯强捐赠一批速食面委托 

商总/华助发给有需要基层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华商柯强先生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输财出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

所推展的护侨工作亦十分认同。近因体恤大众在疫情下所受困境，分别于5月下

旬特向本会/本中心捐赠200箱速食面，以供各描笼涯推行社区厨库活动，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以及于6月初旬向本会/本中心捐赠100袋50公斤装大米，委托

本会/本中心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6月23日（星期三），柯强先生再捐赠一批速食面，委托本会/本中心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该批捐赠

物资于是日运抵商总，由商

总副理事长林荣辉，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

任亦即华助副主任施超权和

福利秘书郑万杰等代表接收

。 

        柯强先生仁风义举，殊

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

扬，并申谢忱。 

        图为接收捐赠物资。 

 

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应邀列席 

Joel Chua市议员与岷伦洛和San Nicolas区描笼涯主席例常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马尼拉市议会多数党领袖、亦即岷市第三区市议员Joel 

Chua于6月23日（星期三），假马尼拉华人区王彬街裕华餐厅，与马尼拉华人

区岷伦洛区和San Nicolas区逾20个描笼涯的主席，举行例常会议，诚邀本会领

导列席。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代表其出

席。 

        当天会议主要探讨马尼拉市议会与隶属岷市第三区的各描笼涯和华社之间

，合作维护当地治安，以及保护当地华人居民和华商企业的安全等课题。大家

一面进餐，一面交流沟通，就一系列相关课题展开讨论。 

        施超权董事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对Joel Chua市议员的盛情邀请，表示万分

谢意。他同时感谢Joel Chua市议员上任以来，无数次为本市华人的福祉及合法

权益，在市议会中为大家请命。同时告诉Joel Chua市议员，商总将一如既往地

全力配合马尼拉市议会，并将给予全力支持；马尼拉市议会若有任何议案需要

商总或者华社的配合，我们定将全力以赴。。 



        Joel Chua市议员表示感谢本会在其上任以来，给予他多方面的支持，尤其

是对其在市议会的提案，给予鼎力相挺。他说，身为马尼拉市民的民意代表，

他将继续致力于为华人区的居民和华商企业，争取福祉及合法权益，以及保护

他们的安全。 

        大家并就其他一系列相关课题，包括最近的疫情趋势和疫苗的进展，以及

疫情对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进行探讨交流，以及寻求妥善的处理

方法。施超权董事并向Joel Chua 市议员和在座各描笼涯主席，报告本会启动开

打科兴疫苗的最新事态发展。 

        图为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马尼拉市议会多数党领袖、亦即岷市

第三区市议员Joel Chua，以及岷伦洛区和San Nicilas区的各描笼涯主席聚餐交

流。 

 

 

 

 

 

 

 

 

 

 

 

商总赠送一批雨衣予 

大岷署西部交通执法区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由于雨季来临，本会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

于6月23日（星期三）上午，向大马尼拉发展署西部交通执法区（MMDA 

Western Traffic Enforcement District）赠送雨衣，以让该交通执法区交通指挥

人员，能够在下雨天继续执行任务，确保国都区街道畅通，以及维持当地治安

。 

        当天由大马尼拉发

展署西部交通执法区指

挥 官 Jose Ruel R. 

Poliarco，在国都区交通

沙皇Edison Bong Nebrija

上校陪同下，率领TA3

交警Jovelin Madriaga、

TA3 交 警 Rommel 

Maralit、TA2交警Norma Dingle、TA3交警Vincent Santos和TA2交警Hernan 



Guillomas亲临本会，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

林荣辉，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许扁，聘任

委员刘少强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主持。Poliarco指挥官对商总多年来所提

供各种物资的赞助，向本会表示万分感激，并承诺将为首都地区提供更好的服

务。 

        上图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与Poliarco指挥官合影。下图宾主手持本会赠送雨衣合影。 

 

 

 

 

 

 

 

 

 

 

 

 

马尼拉第三区众议员 

Yul Servo Nieto礼访商总 

 

        菲华商联总会讯 : 岷市第三区众议员Yul Servo Nieto于6月23日（星期三）

上午礼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情接待。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

对Yul Servo Nieto众议员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本地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

及为他们的福祉请命，致以万二分的谢意。他同时表示，Nieto众议员今后若有

任何需要商总或者华社的配合，本会一定会予以全力支持。 

        Nieto众议员向本会领导说明来意，声称他这次是专程前来向本会道谢，感

谢我们在疫情期间，每一次都应他的请求，向其选区亦即岷市第三区各描笼涯

，赠送各种生活和医疗物资，供作社区厨库和义诊施药等用途，以及分发给有

需要的基层草根民众，缓解大家的困境。他也感谢本会在其上任以来，给予他

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其提案，给予鼎力相挺。他并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为大

家争取福祉及合法权益。 

        双方并就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探讨交流，以及寻求妥善的处理方法。本

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亦向Nieto众议员介绍华人区的治安概况，以及川往皇

城内与岷伦洛华人区之间的一座桥梁的施工进展。 

        参与接见的本会领导有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

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在场尚有 Jose Abad Santos总医院院长Merle 

Sacdalan医学博士和华商庄伟东。 



        上图和中图Yul Servo Nieto众议员分别与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

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碰肘致意。 下图全体合影。 

 

 

 

 

 

 

 

 

 

 

 

 

 

 

 

 

商总订周四邀请Lobien Realty Group执行长 

Shiela Lobien女士主持线上房地产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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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星期四）下午四

点，邀请Lobien Realty Group执行长Shiela Lobien女士，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

频讲座主讲人。届时Shiela Lobien执行长将为大家介绍本国房地产业的近况和

潜力。 

        Shiela Lobien是一位成功

且经验丰富的房地产业专家

，她这次也将为大家讲解本

国年中的房地产业趋向和进

展，以及疫情后的国家经济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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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1 6070 

3833; 密码 : 645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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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疫情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房地产业的相关信息，以及疫情后的

新常态社会的营商环境。 

 



商总南棉兰佬董事配合纳卯市政府和卫生部办事处 

为当地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侨胞接种中国科兴疫苗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继6月25日（星期五）下午假光启学校举行50万剂科

兴疫苗启动开打仪式，开始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和个人接种后，亦

开始陆续在各接种点，包括位于外省山顶州府各地区的接种点，替各当地向本

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接种，为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生命安全和

健康，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本会南棉兰佬董事雷永泽配合纳卯市政府及当地卫生部办事处，在收到疫

苗后，即刻分别假当地多个接种点启动接种。雷永泽董事在本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指示下，与纳卯市政府和当地卫生部办事处配合进行周详的规划和安排，

并做足了疫苗接种的各项准备，接种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各接种点的接种民众井然有序进场，并保持社交距离就坐等候接种。有关

工作人员向前往接种的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无微不至服务；护工人员也一丝

不苟地向接种民众进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上图为本会的宣传横幅。图二接种民众井然有序就坐等候接种。图三至图

五护工人员向接种民众进行体检等服务。下图本会南棉兰佬董事雷永泽与当地

市政府和卫生部办事处人员等以接种疫苗手势合影。 

 

 

 

 

 

 

 

 

 

 

 

 

 

 

 

 

 

 

华社救灾基金向Mike Delta Force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Mike Delta Force，

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Mike Delta Force负责人Clarita Ali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

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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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年习；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39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39描笼

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39描笼涯主席Jose  Zamor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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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年习、

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

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7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72描笼

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72描笼涯主席Vani Tizon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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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年习、

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

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10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07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107描笼涯主席Dominador Cacam派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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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

主席张年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

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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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120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20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120描笼涯主席Rodolfo Quebec派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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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



席张年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

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29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292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各种药物

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292描笼涯主席吴式明（Lance Kerwin Gaw）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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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张年习、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

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和校友联主席李朝

晖，移交给岷市第三区292描笼涯主席吴式明。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8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85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85描笼涯主席Richard  Lopez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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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年

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

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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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8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86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86描笼涯主席Ana Janina Santiag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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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

张年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90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90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90描笼涯主席Rosita Catayl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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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年



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

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9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96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896描笼涯主席Dennis  Leonard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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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

年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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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90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

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

）上午，向岷市第六区

902描笼涯，赠送2袋50公

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

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

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902描笼涯主席Edgar Adelante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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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年

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

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90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6月25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905描

笼涯，赠送2袋50公斤装大米、5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905描笼涯主席Thelma Zambran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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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张

年习、许泽恭、李朝晖；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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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商总疫苗接种“春苗行动” 

在宿务正式启动开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继6月25日（星期五）下午假光启学校举行50万剂科

兴疫苗启动开打仪式，开始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和个人接种后，亦

开始陆续在各接种点，包括位于外省山顶州府各地区的接种点，替各当地向本

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接种，为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生命安全和

健康，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7月5日（星期一），宿务菲华商会配合万那威菲华商会、宿务菲华联谊会

、菲律宾中国商会宿务分会，以及宿务市政府及当地卫生部办事处，假当地宿

务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Cebu Medical Center 或UCMed），启动“春苗行

动”，为7500至8000名经济前线人员开打接种。中国驻宿务总领事馆贾力总领事

、菲律宾前外交部副部长、前驻华大使亦即宿务菲华商会理事长周清琦、当地

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以及宿务大学医学院校长Augusto Go律师暨诸位负责

人等出席。 

        中国驻宿务总领馆贾力总领事表示，宿务华社始终秉持爱国爱乡的赤子之

心，关心祖（籍）国的发展和建设，致力于促进中菲友好关系。我们也一直牵

挂侨胞们的健康和安全，此次“春苗行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侨胞的深切关爱，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希望侨社有序安排接种，继续做

好防护，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当地华社代表纷纷表达谢意，声称自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始终牵挂海外

侨胞的健康和安全，“春苗行动”的开展令侨胞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来自祖（籍）

国的关爱和温暖，疫苗的到来为大家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接种民众井然有序进场，并保持社交距离就坐等候接种。有关工作人员向

前往接种的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无微不至服务；护工人员也一丝不苟地向接

种民众进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据宿务大学医学院表示，预计每天将为500人施打，并以两个星期的时间完

成。 

        上图“春苗行动”宣传横幅。中图全体合影。下图菲律宾外交部前副部长、

前驻华大使亦即宿务菲华商会理事长周清琦获颁赠感谢状。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赠送商总4800个面罩分发给 

派往商总疫苗接种点服务Medgrocer工作人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校友联）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持

服务社会的宗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出钱出力，不遗余

力，对华社和主流社会做出诸多贡献，深得大家的肯定和褒扬。作为华社救灾

基金成员单位之一，校友联在本国疫情爆发以来这段日子，更是全力配合救灾

基金全体单位，全心全意投入协助抗疫和赈济等工作，成绩斐然，表现卓越。 

        6月25日（星期五），校友联向本会赠送4800个面罩，以分配給派往本会各

疫苗接种点，协助登记等工作的由本会委托接种服务商Medgrocer的工作人员

。是日校友联主席张年习、许泽恭、李朝晖等领导，亲临本会移交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本会董事兼社会主义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

灿等领导代表接收。在场尚有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和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参

与见证。 

        旅

菲各校

友会联

合会仁

风义举

，殊堪

钦佩，

特藉报

端，予

以表扬



，并申谢忱。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由校友联主席移交给本会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 

 

菲律宾晋江金井镇联乡总会/商会举行新届就职礼 

李焕展献捐商总华生流失补助金菲币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晋江金井镇联乡总会/商会于六月廿七日（星期日

）下午七时半，通过ZOOM视频会议室，举行庆祝成立二十三周年暨第十二届

理监事、菲律宾金井商会成立五周年洎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疫情期间，仪式

简单，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先生，新届理事长本

会财务委员李焕展先生。 

        菲律宾晋江金井镇联乡总会新届理事长李焕展先生为支持本國华文教育发

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

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