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聞 稿 2020 七月 (July)
商总与吕宋三地区
举行视频联席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于七月二日（星期四）下午三时，通过视频连线，
举行东北吕宋、西北吕宋、中吕宋三地区联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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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本会举行的第二次视频连线联席会议。第一次视频会议于六月二十
五日举行，邀请北棉兰佬、南棉兰佬和西南棉兰佬三个地区的会员商会领导出
席参加，得到热烈响应，大家踊跃参加，出席者连同以上三个地区商总董事以
及各会员商会正副理事长和诸位主要负责人合计103人，会议进行近四个小时
，程序非常顺利，得到良好的效果。
大会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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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由东北吕宋地区董事陈光曦、西北吕宋地区董事李雯生、中吕宋地区
董事吴俊民分别致词，再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领导。然后由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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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连同东北吕宋、西北吕宋、中吕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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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人。会议进行近四个小时，各项程序非常顺
利展开。

商总领导应邀出席参加
万拉俞央警长交接仪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
，于7月3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前往万拉俞央市政厅（Atrium Executive
Blue Building），应邀出席参加菲国警万拉俞央市警区警长Remigio Sedanto上
校荣休暨新旧任警长交接仪式。施超权董事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向其致以亲切
问候和致意。
荣休暨交接仪式由万拉俞央市市长Carmelita “Menchie” Abalos担任主讲贵
宾，并由菲国警国都区警长Debold M. Sinas少将见证。在场尚有万拉俞央市前
市长Benhur Abalos。
菲国警万拉俞央市警区新任警长为Hector Grijaldo Jr.上校。施超权董事亦
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向Grijaldo警长表示热烈道贺，以及致以亲切问候。
在进行交流时，施超权董事向Sedanto警长转达了林理事长对其任内在维
持万拉俞央市治安，以及维护当地市民生命财产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予以高
度肯定和赞扬，同时转达林理事长表示相信Grijaldo警长绝对有能力持续管理
好当地治安，以及商总愿意继续与他们配合。新旧任两位警长也高度肯定商总
对维护社会治安所作的贡献，同时感谢本会长年以来给予他们的全力支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NCIP
赠送一批外科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向国家原住
民署（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或NCIP）赠送一批外科口罩
，缓解吕宋全岛等地封城期间，滞留在大岷区未能回乡的由外省前来国都区谋
生的原住民劳工的困境。滞留大岷区的原住民劳工，在吕宋全岛封城期间，一
直由NCIP负责照顾。
当天该署署长Jennifer Sibug-Las偕同委员Aljon Cayanan，在负责原住民
工作的内政暨地方政府部（DILG）副部长Marjorie N. Jalosjos陪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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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

福慧行慈善基金会和施超权向商总
赠送合计三十袋五十公斤装大米
商总将该批物资转送国家原住民署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福慧行慈善基金会（HOPE WE WELL BUDDHIST
CHARITY FOUNDATION）和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分别向本会赠送
18袋和12袋合计30袋50公斤装大米，作为慈善赈济用途。本会将该批物资转送
给国家原住民署（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或NCIP），缓解吕

宋全島等地封城期间，滞留在大岷区未能回乡的由外省前来国都区谋生的原住
民劳工的困境。
滞留大岷区的原住民劳工，在吕宋全岛封城期间，一直由NCIP负责照顾
。
7月3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该署署长Jennifer Sibug-Las偕同委员
Aljon Cayanan， 在 负 责原 住 民工作 的 内政 暨 地方政 府 部 （DILG） 副 部 长
Marjorie N. Jalosjos陪同下，亲自莅临本会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
主任施超权、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光坦医院捐赠
一批防护服和N95口罩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之前先后向光坦（前崇基）医院捐赠三台呼吸机
、数千片外科口罩、三千五百套防护服和五百副防护眼镜等医疗物资。由于近
日确诊新冠病例越来越多，因此本基金于7月6日（星期一）上午，再次向该医
院捐赠一批N95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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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该院医护人员抗疫工作，以及向病患
提供医疗服务。
当天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代表商总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会长王荣
忠、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和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
志群等代表主持移交仪式。
龚金生院长代表光坦医院，向本基金的慷慨捐赠表示由衷谢意。他说，自
今年三月份新冠病毒在本国蔓延以来，该医院一直都有接收在其急诊室求诊的
受感染和疑似病患。在这段非常时期，该院全体医护人员均尽忠职守、分秒必
争地救护及照料在急诊室和病房里的所有新冠病患。
龚金生院长说，我们非常感激来自私营界、政府机构和商业团体在这段艰
难时刻所给予的持续不断支援。特别是成员单位包括商总、菲华各界、中国商
会、世福青菲联会等团体的华社救灾基金，在疫情肆虐期间，一直都给予本院
全力支援。
近日来，本院急诊室面临着人数与日俱增的求诊新冠病患，我们一直都有
接收他们。我们尽最大限度让他们在我们的病房里就医。我们祈求并希望新冠
病例能够减少，同时也在严格实施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及对感染病患进行适当
的隔离，以预防病毒进一步扩散。

商总与公造部等部门和单位代表举行座谈
探讨迁移四季大厦对面桥段旁边电柱事宜

菲 华 商 联 总 会 讯 : 本 会 应 中 囯 路 桥 公 司 （China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或CRBC）請求，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于七月六日（星期
一）上午十时，安排公造暨公路部（DPWH）、中囯路桥公司和四季大厦（
Four Season Riviera Condominium）等单位的代表，前来举行座谈，探讨有关
在商总大厦旁边建造一座从皇城内（Intramuros）通往岷伦洛的桥梁的造桥进
展，特别是即将在四季大厦对面沿马尼拉市San Nicolas区的桥段奠下地基的工
程事项。
基于四季大厦对面有一根Meralco电公司的电柱，公造暨公路部和中囯路
桥公司在考虑到造桥工人和四季大厦的业主和住户的安全之下，建议在奠基期
间，应暂时迁移该根电柱。由于迁移电柱时，四季大厦将会暂时停电，因此本
会与他们三方一起商谈安排迁移电柱的时间，以使把对四季大厦业主和住户造
成的不方便，降至最低限度。
出席者有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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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公造暨公路部代表Melchor Cabiling工程师、
Rosendo Doria工程师、Renz Del Rosario工程师; 中囯路桥公司代表Tang Chao
工程师; 四季大厦行政人员Buhay De Guzman Jr.和Loriejay Vizconde。

菲驻华大使Sta. Romana与商总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菲中两国友好关系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7月18日(星期六)下午三时，与菲律滨驻中国
大使Jose Santiago “Chito” Sta. Romana阁下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菲中两国友
好关系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Sta. Romana大使并主持一场讲座，向大家分享菲中两国外长举行视频会
议的内容，以及其对南海问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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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
Romana大使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然后由本会董
事兼工商主任李栋梁，为大家介绍Sta. Romana大使。
Sta. Romana大使说，本国外长 Teodoro Locsin和中国外长王毅日前举行视
频会议，彼此之间以直接和坦诚的方式交换意见，就一系列课题取得重大共识
。两人就南海问题和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立场等一系列课题所展开的探讨非常全
面。更重要的是，两位外长均一致认为，海上争议不是菲中关系的全部，不应
也不会影响两国友好。并强调菲中双方应搁置海上争议，以及应珍惜得来不易
的友好局面，维护两国合作带来的重要成果。Sta. Romana外长表示，此次视
频会议意义深远且重大。
Sta. Romana大使个人认为，南海问题中有若干课题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处
理，大概将由下一代或好几代人继续努力解决，惟诸如九段线等课题，则可以
通过双边友好磋商来逐步解决。对于中美问题，菲律滨将保持中立的立场，绝
对不会选边站队。

本会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Sta. Romana大使提问，后者一一解
答。然后Sta. Romana大使与本会诸领导就菲律滨的外交政策、新冠疫情、香
港国安法、滞留在中国的因疫情失业菲劳和菲留学生，以及本国教师到中国教
英语等一系列相关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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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
Romana大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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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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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与南吕宋等三地区
举行视频连线联席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于七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通过视频连线，举
行南吕宋、美骨、东未狮耶三地区联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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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本会举行的第三次视频连线联席会议。第一次视频会议于六月二十
五日举行，邀请北棉兰佬、南棉兰佬和西南棉兰佬三个地区的会员商会领导出
席参加; 第二次视频联席会议于七月二日举行，邀请东北吕宋、西北吕宋和中
吕宋三个地区的会员商会领导出席参加，得到热烈响应，大家踊跃参加，出席
者连同北棉兰佬等三个地区的商总董事以及各会员商会正副理事长和诸位主要
负责人合计103人，以及连同东北吕宋等三个地区的商总董事以及各会员商会
正副理事长和诸位主要负责人合计87人，两次会议均进行近四个小时，程序非
常顺利，得到良好的效果。
大会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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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由美骨地区董事陈华民、东未狮耶地区董事姚荣材分别致词，再由本
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领导。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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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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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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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连同南吕宋、美骨、东未狮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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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人。会议进行近四个小时，各项程序非常顺利展
开。

诚恳的忠告
菲中两族群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彼此之间兄弟情谊延绵千年。早在唐宋时
代，位于当今菲律滨群岛南部的古苏禄国就已经和中国开展广泛全面的贸易往
来。自那之后，历代均有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到菲律滨落脚谋生。
菲律滨华人华侨先辈们早年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千岛
之国，立意在这里创出一片天地。他们虽然大多数都是教育程度不高，但是秉
承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忠孝传家的优良传统，把中华文化刻苦耐劳、艰苦创业
的不屈不挠精神带到异邦; 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缓慢积累资本，逐渐扩大业务
，终于创出一番事业。
他们事业有成以后，依然秉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
民，与人为善，把我们华人族群凝聚成一股和谐共生的社会力量，受到主流社
会的认同和肯定。
菲律滨人民信奉天主教，天性善良，民风淳朴热情，非常好客，温文有礼
，而且不会排外。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几百年来，本地华人华侨与菲律滨兄弟
一直和睦相处，彼此打成一片，成为一个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这种融合精神无形中形成了菲中两个族群之间更为亲密的相依为命关系，
促使彼此之间和衷共济，本会的创会宗旨也是要通过多方面的慈善活动、同情
心和人道主义，深入参与菲律滨国家经济、民间、社会及文化生活。特别是通
过“四宝”工作，帮助菲律滨主流社会的弱势群体，促进菲华两族裔情谊的更上
一层楼，并使华人华侨在菲的事业和生活更加顺利和美满幸福，达成护侨任务
。
但是，近一年多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局，无论是金融、贸易、社会、
人文、生活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冲击，尤其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菲律滨也不能幸免，封城两个多月已对经济造成破坏，百业萧条，大小企业纷
纷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们华人华
侨应该秉承先辈们的传统优良精神，在力所能及之下，帮助有需要的菲律滨兄
弟渡过难关，与他们同甘共苦，共度时艰。此外，我们在为人处世的作风方面
务必要保持低调，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同时也要遵守政府的社区安全距离
规则，做好自我防护的安全防范，同时也要顾及他人的健康安全，使我们大家

能够在这个非常时期安身立命。
近日，本地主流媒体报道了数起涉及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在菲华人华侨违
法犯罪案件，包括贩毒、诈骗、经营冒牌货品、、走私、绑架、妨碍公共秩序
等一系列犯法行为，引起主流社会的极度反感。尤其是一位中国女子近日在马
加智街上过马路时企图闯红灯，被交警阻止时攻击对方，并用雨伞击打一名骑
脚踏车男子，稍后又在一家餐馆内闹事，并朝一名保安吐口水，行为极其恶劣
，引起各方的非议。
华人华侨从事违法勾当以及言行举止不检点，将会严重破坏我们长年以来
在主流社会人士心中的良好形象，也有损于华人华侨作为优秀民族的声誉，同
时也会引起菲律滨兄弟对我们的不认同。这件事引起中国驻菲大使馆的高度关
怀，本会作为华社最大的护侨团体，将会密切配合中国大使馆，加紧关注事态
的发展。
本会谨此忠告奉劝在菲华人华侨，必须循规蹈矩，遵守本国法律，合法居
留、合法营商、合法务工，不从事任何违规犯法的事，特别是走私贩毒和绑架
等为非作歹的不法勾当。在公共场所必须保持良好形象，展示优良素质，不大
声喊叫、不插队、不随地吐痰，凡事奉公守法，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才能
在这里安居乐业。
菲华商联总会
2020年7月11日

菲中瞭解协会举行首次视频联席会议
邀驻华大使Sta. Romana主讲菲中关系
受邀出席贵宾包括参议员Pimentel和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多位政商名人
菲中瞭解协会讯 : 本会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忘发扬菲中两国悠久友谊，特
于7月15日（星期三）下午三点半，举行第一次视频联席会议。大会主题为“菲
中 双 边 关 系 现 状”（THE CURRENT STATE OF PHILIPPINE-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邀请菲律滨驻中国大使Jose Luis Santiago
“Chito” Sta Romana阁下担任主讲贵宾。
大会由本会会长黄奇昭主持，首先由本会主席Raul Lambino致欢迎词，继
由 黄 奇 昭 会 长 向 在 座 各 位 介 绍 主 讲 贵 宾Sta Romana大 使 ， 然 后 有 请Sta
Romana大使为大家主讲。
Sta Romana大使表示，菲中双方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之间兄弟情谊延绵千
年。建立外交关系四十五年以来，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为彼此间在各领域的合
作铺平道路。杜特地总统上台以后，双方友好关系处于高峰状态，大家应该珍
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友好局面。他同时强调两国巩固双边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希
望双方能够继续携手合作，彼此求同存异，让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更加炫目多
彩。

是日会议出席者共八十八位，受邀出席贵宾包括参议员Koko Pimentel和商
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多位政商名人。会议进行顺利，大家踊跃提问发言，气
氛热烈，圆满成功。

商总与宿务武运、黑人省、班乃三地区
举行视频连线联席会议加强联系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于七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三时，通过视频连线
，举行宿务武运、黑人省、班乃三地区联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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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本会举行的第四次、亦是最后一次视频连线联席会议。第一次视频
会议于六月二十五日举行，邀请北棉兰佬、南棉兰佬和西南棉兰佬三个地区的
会员商会领导出席参加; 第二次视频联席会议于七月二日举行，邀请东北吕宋
、西北吕宋和中吕宋三个地区的会员商会领导出席参加; 第三次视频联席会议
于七月九日举行，邀请南吕宋、美骨、东未狮耶三个地区的会员商会领导出席
参加，得到热烈响应，大家踊跃参加，出席者连同北棉兰佬等三个地区的商总
董事以及各会员商会正副理事长和诸位主要负责人合计103人; 连同东北吕宋等
三个地区的商总董事以及各会员商会正副理事长和诸位主要负责人合计87人，
以及连同南吕宋等三个地区的商总董事以及各会员商会正副理事长和诸位主要
负责人合计93人，三次会议均进行近四个小时，程序非常顺利，得到良好的效
果。
大会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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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由宿务武运地区董事周清琦、黑人省地区董事叶应运、班乃地区董事
朱亨利分别致词，再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领导。然后由本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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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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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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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连同宿务武运、黑人省、班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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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人。会议进行近四个小时，各项程序非常顺利
展开。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警4A地区财务服务办事处
赠送一批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医疗物资
华 社 救 灾 基 金 讯 : 本 基 金 于7月17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 向 菲 国 警4A（
Calabazon ） 地 区 财 务 服 务 办 事 处 （PNP-Regional Finance Service Office
4A(Calabazon)）赠送一批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等医疗物资，慰劳4A地区医
疗卫生服务处的前线医护人员。
当天由菲国警4A(Calabazon)地区财务服务办事处助理警监Don Dicksie L
De Dios少校亲往商总接收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兼
调解主任吴俊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
任施超权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律滨海岸警卫队
赠送一批大米支援隔离海外菲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由商总理事长、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少将林育庆博士、
菲华各界主席杨华鸿和菲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等成员单位领导率领的本基金于
7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菲海岸警卫队赠送一批大米，以缓解滞留在马尼
拉15号码头Eva Macapagal Super Terminal-Quarantine Facility（EMST-QF）
进行隔离的回国海外菲劳（OFWs）。
当天由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国都区-中吕宋（PCGA NCR-CL）特遣部队指
挥官Joy Conde Puno上校和CGAD NCR-CL负责人Manny Idquival少将等长官
，亲往商总接受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兼调解主任
吴俊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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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代表主持。
在场尚有菲海岸警卫队的Rockcliff Buling少校、Elmar Agacid一级长官、
菲海岸警卫队CGS Manila和CGSS C.C.P.成员，以及菲海岸警卫队辅警队的
Euge Chua上校、Bien Enrico Ah中校、Nelson Uy中校、Austin Chua中校和
Wendy Go少校。

商总华助已向中国驻菲大使馆领事部递交
泉属侨胞护照被中国公安部注销者名单
现正等候进一步消息有结果将会另行通知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福建总商会曾于今年早些时候向本会/本
中心反映，中国政府为能更切实保护菲中两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共同维护菲中
友好与合作，而全力打击电讯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洗钱、绑架勒索、伤
害和谋杀等犯罪活动并注消各其护照，但是却有来自中国泉州地区一带在菲经
营正当生意和正当求学的中国籍商人和学生，也受到中国政府实施严厉打击非
法人士的政策所牵连，成为调查对象，并被要求回到国内协助调查，向所属市
（县）、镇、乡、村报到，一部分因受到新冠疫情问题的阻扰，而未能在限定
时间回国，竟然被注销护照。
本会/本中心闻悉后，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庄前进主任指示下，立刻派代
表前往拜会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就此事进行反映并了解情
况。
罗刚参赞兼总领事希望本会/本中心和福建总商会等菲华社团能够详细了解
一下，假如受影响的人确实很多，大使馆一定会及时向国内反映。
三月二日下午，本会/本中心特邀请菲律滨泉属六乡会（泉州、晋江、石狮
、惠安、南安、永春）的理事长前来商总开会，就此事进行探讨。本会/本中心
要求泉属六乡会指示各自属下分会，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人遇到此问题，并要
求他们收集名单后，再开会做最后决定。
三月十一日下午，本会/本中心再次召集泉属六乡会理事长前来商总开会，
会上根据各乡会所了解情况和所搜集名单，建议无故受影响的侨民最迟在三月
卅一日之前，向各自所属乡会办理登记手续并填写申请表格，到时集中交给商
总，经探讨后呈递中国驻菲大使馆。
但是在我们收集了相关名单之后，政府因疫情肆虐而宣布社区隔离，由于
没有办公，致使事情受到拖延。直到复工后，本会/本中心以第一时间跟罗刚参
赞兼总领事联系，现已将全部申请表格递交给中国驻菲大使馆领事部，目前正
在等待进一步消息，一有结果将另行通知。

商总举行视频主题讲座
邀请尼尔森公司柯遵坚
讲解新常态社会消费趋向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于7月21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举行一场主题
为“在疫情期间复苏”（Resilience Amid The Pandemic）的讲座，邀请尼尔森（
Nielsen）公司菲律滨、越南、缅甸董事总经理、菲华青年企业家商会理事长亦
即本会税务理事柯遵坚担任主讲人，为大家讲解消费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习
惯因受到疫情影响而发生改变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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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遵坚理
事致欢迎词，同时感谢他在百忙中拨冗，应邀为大家讲解是日的讲座主题。然
后由本会工商副主任吴彼得，为大家介绍主讲人柯遵坚理事。

柯遵坚理事首先为大家介绍尼尔森公司。他说，尼尔森是全球著名的市场
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1923年由现代市场研究行业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瑟 . 查尔
斯 . 尼尔森先生创立，总部位于英国牛津。尼尔森是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资
讯和分析服务的提供者，服务对象包括消费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政府和社会
机构。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里有超过9000的客户依靠尼尔森认真负责的专业人
士来测量竞争激烈的市场的动态，来理解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以及形成能促
进销售和增加利润的高级分析性洞识。
尼尔森的主要客户是快速消费品零售商和制造商。对于全球市场，同时也
服务于汽车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消费品集中行业。他们根据客户的具体
需求来定制调查方案。对于一般性的调查需求，尼尔森有一套在全球范围内得
到认可的专有调查产品和方法，为客户提供最有力的可比性标准化数据。
柯遵坚理事说，今年三月份，本国受到新冠病毒肆虐，政府施行了长达两
个多月的封城。目前虽然疫情仍在蔓延，但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计，
政府唯有实施较为宽松的GCQ，并且正在致力于复苏工作，希望我们的国家能
够尽快重新返回正轨，一切恢复正常。
就疫情的趋势而言，在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完全恢复以往的状态，即使
疫情受到控制后，我们也将进入新常态社会。在新常态之下，消费大众的日常
生活方式和习惯，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是营商方式，也将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大家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够适应改变中的新环境。
不过，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也将会形成很多商机，商家只要详细了解一下
消费大众在新常态之下的一般需求是什么，然后尽量想办法去迎合他们，将能
够开辟出一条新的经商之路。现在很多人都尽量避免外出，日常生活上的需要
，一般都进行网购，所以网上经营将会成为一项新兴行业，大家如果能把握良
机，必定能够创出一番事业。
近年来，随着大型综合购物商场的兴起，很多小商店都相继被淘汰; 但是
如今由于疫情肆虐，消费大众一般都不会专程到大商场购物，日常生活中的日
用必需品，基本上都会在住家附近的商店采购，所以小商店得以东山再起的机
会很大。
随着人类已经进入电子和网络时代，大家可以利用微信、脸书和viber等网
络来促销各自的经营商品。疫情导致本国很多人失去工作，这些失业大军可以
利用小本生意的商机，做一些家庭式生意。
柯遵坚理事说，时代和环境变化无穷，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只固定做一种
生意，而是应该看什么行业比较有发展商机的潜力，就要去尝试一下，即使是
小本经营，说不定也能为我们提供大展宏图的机遇。他说，在封城期间，销量
最大的商品是罐头商品、泡面等基本食品和日用必需品，销量最差的则是化妆
品、汽水、糖果等奢侈品和零食，而今的复苏阶段和往后的新常态期间，销量
最大的商品应该是消毒酒精、口罩、维他命等医疗物资和保养品。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安全，以前消费者一般都在找价
廉物美的商品，现在则是着重于优良品质，所以我们经营事业，要非常注重维
持商品的品牌和质量。

本会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柯遵坚理事提问，后者一一解答。然
后柯遵坚理事与本会诸领导就本国在复苏期和新常态社会的经济民生、各行各
业前景、消费方式以及市场趋向等一系列相关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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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柯遵
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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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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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疫情
二Ｏ二Ｏ年元月份由於中國新冠病毒疫情惡化，由菲律濱菲華商聯總會
（商總）主催的華社救災基金由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於元月廿七日召開緊急
會議，共同探討應如何驅援武漢疫情，會議決定由華社救災基金倡捐二百萬人
民幣，並約訂翌日元月廿八日下午親往中國駐菲大使館移交予黃溪連大使閣下
。
繼後菲律濱菲華商聯總會並發動華社捐款於二周內共籌得一億二千三百
萬批索，並於商總三月四日主持華社聲援中國抗疫大會上悉數呈交黃溪連大使
，轉交國內當局。

華社救災基金十一個成員單位首
長代表向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閣下
移交支援中國抗疫捐款二百萬人民
幣

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等主
要領導在商總主持的聲援中國抗疫
大會上向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閣下
移交商總發動的華社捐款一億二千
三百多萬批索

聲援大會上全體合影留念
三月份菲律濱疫情開始惡化，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非常關注本國疫情，
於三月十一日在商總召開華社救災基金十一個成員單位會議，決定撥出一億批
索支援。三月十三日政府宣佈實施社區隔離，林理事長感覺其嚴重性，遂於三
月十六日再在商總召開華社救災基金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華社捐款，並由菲華
商聯總會倡捐五千萬，菲華各界聯合會四千萬，菲律濱中國商會三千萬，菲華
各校友會聯合會一千萬，菲華聯誼總會二百萬，旅菲華僑工商聯三百萬，菲晉
江市深滬鎮同鄉總會二百多萬，菲律濱宋慶齡基金會三百萬，世界福建青年菲
律濱聯會二百萬，另菲華新聯公會捐醫療物資一批，至今連同先前所撥一億共
達三億批索。
其間並配合中國駐菲大使館組織華社抗疫委員會大力協助由中國福建來菲
支援的專家醫療團隊在菲律濱進行二星期活動，包括與衛生部及各醫院指導醫
療工作及舉行視頻求診等。
自三月下旬至五月下旬華社救災基金向全國200多家公私醫院、政府機構
及民間600多Barangays共發出下列醫療及食品物資：
1. 1,500,000 Kilos of Rice
2. 2,800,000 Surgical Face Mask
3. 25,000 PPE Suits
4. 18,000 N-95 Mask
5. 100,000 Surgical Gloves
6. 12,000 Safety Goggles
7. 3,000 Gallons Alcohol

8.
9.
10.
11.
12.
13.

850 Thermal Scanners
3 Ventilators
1,000,000 pills of Vitamin C
5,000 HAPEE Tooth Paste & Toothbrush
60,000 Cans Sardines
60,000 Packs instant noodle
華社救災基金並向菲紅十字會捐贈Covid-19核酸檢測中心，為目前本國
最大實驗室，每天可測試14,000人。
其他圖片:

華社救災基金領導巡視食品包裝過程

華社救災基金向失業菲人贈送食品包

華社救災基金向大馬尼拉區發展
署移交一批外科口罩及食品包

華社救災基金召開三家華人醫院崇
仁、崇基及崇仰院長會議探討如何方
便接納華僑華人有疫狀者入院治療

向馬尼拉警察局移交食品包

向菲海岸巡邏隊移交食品包

向崇基醫院捐送呼吸機、防護服
及醫療口罩

向大馬尼拉發展署主席 Danilo Lim
移交口署一批

向社區 Barangay 分發口罩及食品

向菲紅十字會會長戈頓參議員移交
一千五百萬批索支票。

菲紅十字會會長戈頓參議員頒贈
感謝狀予華社救災基金領導，商總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華各界主席
楊華鴻及菲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代表接受媒
體採訪

商总举行董事空缺补选
理事长助理蔡黎景当选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本届董事会因名誉理事长施文界董事不幸离世，致
使一个董事席位呈现空缺，本会依章进行补选，报名参选同仁有理事长福利事
务、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
7月21日（星期二）下午二时三十分，本会召开董事会特别视频会议，举
行董事空缺补选，会上蔡黎景先生发表其参选宣言，然后由雷永泽董事提议，
多位董事附议，最后一致通过蔡黎景先生当选本会董事，并当场宣誓就职，由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监誓。

菲律宾慈航禅寺妈祖基金会向商总赠送
一批纸尿布Azithromycin和维他命C等药物
商总当场转送Jose Abad Santos法官总医院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慈航禅寺妈祖慈善基金会向本会赠送1200箱，每
箱180片，合共216000片的纸尿布，以及价值五十多万披索的一批可治疗新冠
肺炎消炎药Azithromycin、维他命C和其他药物，供本会作为慈善用途，分配
给有需要的医院。7月22日（星期三），该基金会主席杨端贞、副主席施超权
（亦即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和刘少强（亦即本会外交聘任委员），亲自莅临
本会移交该批赠送物资，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代表接
收。
本会当场将该批赠送物资转送给Jose Abad Satos法官总医院（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由该医院院长Merle Sacdalan医学博士代表
接收。

商总领导与中国路桥公司代表举行座谈
探讨川往皇城内与敏沦洛桥梁工程进展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等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
示下，于7月28日（星期二）上午，在六楼办公厅与中国路桥公司（China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或CRBC）方案副工程师汤超和方案副经理方兴
等代表举行座谈，探讨有关在商总大厦旁边建造一座从皇城内（Intramuros）
通往华人区岷伦洛的桥梁的造桥进展。
施东方副理事长表示，本会希望该项造桥工程能够早日竣工，以缓解马尼
拉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两位代表表示，他们将尽量让该项工程在明年年底前完
工。
施东方副理事长同时告诉他们，由于马尼拉车辆与日俱增，目前泊车位严
重短缺，所以本会建议在本会门前桥梁地下加以利用建置停车场，希望能够听
取两位代表的意见，本会将予以全力配合，同时也将会向马尼拉市政府反映此
事，并按指示行事。

双方并就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交流探讨，同时提出各自的宝贵建议，以及
互换意见，並约訂八月底再相会。
本会出席领导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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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共同主任吴铭灿和工商副主任蒋晓玮。

华社救灾基金向PLM
赠送六千片外科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8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向马尼拉检察官
联盟（Prosecutors League of Manila或PLM ）赠送六千片外科口罩，慰劳该联
盟的诸位检察官和工作人员。
以主席Bernard Almeda检察官为首的马尼拉检察官联盟，是由岷市约130
检察官组成。Bernard Almeda主席之前向本基金反映，该联盟的成员检察官为
了维持办案的效率，在疫情肆虐期间，仍然冒着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风险照常办
公，所以希望本基金能够提供口罩等医疗物资给他们，以支援他们的防护措施
。本基金立刻答应将赠送他们口罩，并以第一时间移交给他们。
当天由PLM主席Bernard Almeda检察官亲往商总接收赠送物资，移交仪式
由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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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

商总/华助中心昨晚与岷警长举行视频会议
就华人区一连三起枪杀案进行探讨催促追兇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最近马尼拉华人区一连发生三起枪杀案
，受害者均属华人，引起华社的极度关注。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华助副主任
施超权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华助中心主任（亦即商总名誉理事长）莊前
進及商总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指示下，已就相关事件向岷市府秘书长洪
英钟反映。
洪英钟秘书长表示，Moreno市长十分关切这一系列案件，并已要求岷警
区加紧调查，同时也要求警方加强巡逻。
施超权董事也即刻与菲国警岷警区警长Miranda准将联系，他正在住院並
决与本会领导约订下午六点半就此事举行视频会談。Miranda警长当場表示，
根据他们的调查，他们有掌握凶手资料，并表示三起案件可能是由同一伙犯罪
集团所为，警方将接受本会要求尽快破案。
为了维护华人区的治安和本地全体华人的生命安全，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及华助主任莊前進共率几位领导与菲国警岷警区警长Miranda准将于昨晚（7
月29日）六点半举行视频会议，探讨华人区治安问题，以及最近的一系列案情
。Miranda警长並接受本会要求加紧揖兇，同时在华人区增加警察可视度。

福建中医药大学荣誉教授郑启明中医师
与商总诸领导就新冠疫情举行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7月29日（星期三）下午二时三十分，与福建
中医药大学荣誉教授、中国 - 菲律宾中医薬中心菲方主任、本会社会责任聘任
委员郑启明中医师举行视频会议，其间由郑启明中医师主持一场医学讲座，为
大家讲解有关中医对新冠肺炎预防、治疗及康复的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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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理事长首先为全体出席领导介绍郑启明中医师，然后请郑启明中医师为
大家主持讲座。
郑启明中医师首先向本会诸领导介绍有关中医药的一些基本常识，以及中
医学的治疗和养生之道。他说，能够长寿且活得健康，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地，菲律滨目前的疫情也在持续蔓延，对大众的生命安全
和健康安危，造成重大冲击。
郑启明中医师表示，最近几个月，本地疫情日益恶化，相信大家这一阵子
不时都有听闻亲友当中谁又受到了感染。不过，这种病只要病情轻微时及时就
医接受治疗，治愈率还是很高。
郑启明中医师说，一般人受到疫情感染，第一反应就是该怎么办和吃什么
药，所以他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自己在这段期间参与相关治疗所获得的经验，
以及从几位专家学到的一些知识。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有关于认识新冠病
毒、中医药为什么能够参与新冠治疗、中医和中医药在疫情肆虐期间能做什么
，以及若干治疗相关病毒的中药的用法。
关于认识新冠病毒的问题，这种病毒的一个最普遍的传染方式，就是通过
口沫传播，所以外出时及在外面与人接触时，都要戴上口罩。此外也要经常消
毒，特别是经常洗手，用肥皂洗手其实比使用消毒酒精作用更大。同时也要保
持安全社交距离以及保持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中医药之所以能够参与新冠治疗，是因为疫情期间，就疗效而言，西医药
一般会比中医药好，但是在尚没有疫苗之前，中医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中医药同时也具有调理和饮食调节的作用。
至于中医和中医药在疫情期间能做什么，最主要是中医药有治病毒的作用
，以及有抗纤维化的作用。此外，中医药有预防作用、有调整免疫力作用、对
普通轻型病症转成重症有阻断作用，以及在康复中的治疗起到作用。
说到若干治疗新冠病毒的中药的用法，目前最普遍的就是连花清瘟胶囊，
这种药对治疗新冠病毒的确很有效。至于怎样服用，每次要服用多少，最好应
该按照医嘱使用。这种药除了治疗以外，也具有预防的作用。我们只要曾跟患
者有过接触，就可以服用。另一种有效药物是清肺排毒汤，不过这种药不被建
议用作预防，而是作为治疗用途。
郑启明中医师同时告诉大家，新冠病毒开始时的潜伏期是7到14天，现在
很多病例基本上都是5到8天左右，平均是11.5天发病，它跟普通感冒和流感的

最大区别就是有肺炎的症状，而且感觉特别疲劳，所以大家要稍加注意。他同
时提醒大家中药和西药不能同时服用，必须相隔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至于疫
苗什么时候能够试验成功，他说，这个是没有时间性，无法预知。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对新冠疫情的一些疑问，向郑启明中医师提问，后
者一一解答。然后郑启明中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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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郑启明中医师对疫情和
抗疫课题的详细介绍，以及分享
他的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董尚真、黄
祯潭博士、庄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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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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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共同主任和常务理
事等。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省Macalelon社
赠送五百包大米和二千片外科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四）上午，向计顺省Macalelon社
赠送五百包五公斤装大米，以及二千片外科口罩，缓解该社贫困家庭的困境。
当天由计顺省Macalelon社社长Nelson Tra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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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
超权、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福利秘书郑万杰等代表主持。

商总举行视频主题講座邀请
董事/工商主任李栋梁讲解南海局势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于7月31日（星期五）下午三点，举行一场主题为“
南海的局势”（Philippine in the New US. China Cold War）的讲座，邀请本会
董事兼工商主任亦即菲华青年企业家商会永远名誉理事长李栋梁担任主讲人，
为大家讲解菲律滨处在中美两国新冷战之间的处境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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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栋梁董

事致欢迎词，同时感谢他在百忙中拨冗，应邀为大家讲解是日的讲座主题。然
后由本会科技资讯副主任许赞逢，为大家介绍主讲人李栋梁董事。
李栋梁董事首先为大家介绍当今的中美关系以及南海局势。他说，美国自
冷战以来，就一直实施霸权主义，为巩固其霸权地位，哪一个国家威胁到他对
全世界的资源垄断以及支配权，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瞄准目标对付那个国家。近
年来看到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兴盛，基于顾虑到这可能将威胁到该国的既得利益
，所以千方百计要遏止对方的崛起和民族复兴。
正值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美国趁机恶意甩锅中国，一些政客和媒体更编造
病毒源自中国的谎言，以转移该国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不满情绪，以及
刻意唆使世界各国仇视中国。近年来，该国更煽动南海争议，来挑拨东盟诸国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菲律滨曾经是美国殖民地，长期受到该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本国人民
普遍都有亲美倾向，多项民调结果显示，菲人对美国的好感和信任多于对中国
，倘若美国煽动本地主流媒体制造仇中舆论，引起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本国华
人华侨也将遭受池鱼之殃。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多做国民外交工作，以巩固菲
华两族群的友谊，以及让菲律滨兄弟对本地华人华侨有良好的正面印象。
疫情期间，菲华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本着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
神，向菲律滨兄弟及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
和中国商会共同率领、成员包括校友联、联谊会、新联公会、世界日报、华侨
工商联、宋庆龄基金会、晋江市深沪镇同乡总会和世福青菲联会等单位的华社
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抗疫工作，发动倡捐及向全华社募捐运动，合共筹得菲
币三亿余元，并向全国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地方基层
政府单位，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本食品，缓解他们的困境，
同时还在各主要主流社会报章刊登华社救灾基金在这段期间所从事的一切支援
抗疫和赈济工作的全版宣传新闻，赢得主流社会基层民众的好评。华社应该多
做类似这一方面的国民外交工作，才能够和主流社会的基层民众打成一片，赢
得他们的好感。
我们也应该善加利用杜特地总统的亲中友中政策，推动巩固菲中友好关系
，改变菲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同时也要通过Viber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传播促
进菲中两国友好关系和菲华两族群民间友谊的正能量信息，以及支持一些散播
正能量的学者，作为菲中友好的桥梁。
本会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李栋梁董事提问，后者一一解答。然
后李栋梁董事与本会诸领导就本国如何应对有关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相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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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李栋梁董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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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董尚真、蔡聪妙博士、黄
祯潭博士、荘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陈俊礼、施梓云、王连侨、黄
奇昭、吴启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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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