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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救灾基金向 Brgy Dona Imelda Palanza Day Care Center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Brgy Dona 

Imelda Palanza Day Care Center ，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市 Brgy Dona Imelda Palanza Day Care Center 负责人Marissa de 

Le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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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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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gy Paligsahan Day Care Center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 7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 Brgy 

Paligsahan Day Care Center，赠送 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 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市 Brgy Paligsahan Day Care Center负责人Marilou May Dio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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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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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los Group 1 Cor 9 : 24 Brgy Tatalon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Kicklos Group 

1 Cor 9 : 24 Brgy Tatalon ，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

资，以分发给有

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市

Kicklos Group 1 

Cor 9 : 24 Brgy 

Tatalon 负责人

Vince Axel 

Bacab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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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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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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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eva Ecija省San Leonardo社 

赠送药物口罩护目镜和速食面等医疗和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Nueva Ecija省San 

Lorenzo社，赠送一批药物、6000片口罩、1箱护目镜、12箱速食面和4大包米粉

等医疗和生活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Nueva Ecija省San Leonardo社社长Froilan Nag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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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共同主

任吴铭灿，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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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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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09描笼涯

，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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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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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00描笼涯

，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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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描笼涯主席Purification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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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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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2描笼涯

，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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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描笼涯主席Marietta Villanue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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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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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

讯 : 本基金于7月2

日（星期五）上午

，向岷市第六区

863描笼涯，赠送7

箱速食面、1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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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描笼涯主席Ramonito Tuli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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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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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

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

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9

描笼涯，赠送7箱速食面

、1箱口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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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描笼涯主席Ephemio Dimatul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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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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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79描笼涯

，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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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描笼涯主席Romel Molina Talin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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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



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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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四区 San Isidro Galas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 第四区San 

Isidro Galas描笼涯，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是日计顺市第

四区  San Isidro 

Galas描笼涯主席

Almira D.   Ma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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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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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四区Sto Nino San Isidro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Sto Nino San 

Isidro描笼涯，赠送7箱速食面、1箱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市Sto Nino San Isidro描笼涯主席Hanna Vanessa Alb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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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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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ter of Mary School 

赠送药物口罩护目镜和速食面等医疗和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日（星期五）上午，向Sister of Mary School

，赠送1箱猪肉丝罐头、12箱速食面、5大包米粉、6000片口罩、1袋清洁剂、1箱

消毒剂和1箱洗碟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Sister of Mary School负责人Teresita Sumala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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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业管理共同主任吴铭

灿，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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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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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疫苗接种“春苗行动” 

在北棉鄢市正式启动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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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科兴疫苗运抵北棉鄢市（Cagayan De Oro），

东棉省鄢市菲华商会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北棉兰佬区董事林惠中，率领该会诸领

导，连同鄢市菲华各界轮值主席菲华联谊会鄢市分会名誉会长亦即本会北棉兰佬

区理事刘锡杲，及会长蔡永安暨当地华社各团体和侨胞，亲往机场迎接，并配合

当地市政府及卫生部办事处，以第一时间运往卫生部办事处冷藏库进行库存。翌

日假当地医院，启动“春苗行动”，为当地侨胞开打接种。 

        当地华社代表纷纷表达谢意，感谢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的健康和安全的温馨

关怀。此批疫苗的运抵，定将为当地侨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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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同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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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棉省鄢市菲华商会名誉理事长、亦

即本会北棉兰佬区董事林惠中率领该

会诸领导，在机场拉开“春苗行动”

宣传横幅，迎接科兴疫苗。 

鄢市菲华各界轮值主席联谊会鄢市分

会名誉会长亦即本会北棉兰佬区理事

刘锡杲，及会长蔡永安率领该会诸领

导，在机场拉开欢迎横幅，迎接科兴

疫苗。 

  

科兴疫苗运抵当地机场 东棉省鄢市菲华商会名誉理事长亦即

本会北棉兰佬区董事林惠中，与鄢市

菲华各界轮值主席联谊会分会名誉会

长亦即本会北棉兰佬区理事刘锡杲，

和北棉鄢市联谊会分会会长蔡永安，

在当地卫生部冷藏庫合影。 



  

当地卫生部办事处人员在机场接收运

抵的科兴疫苗。 

林惠中董事与当地医院负责人等合影 

  

医护人员准备替当地侨胞接种 医护人员为接种者进行体检 

 

王悦参赞兼总领事巡视关怀 

光启学校施打新冠疫苗进程 

商总诸领导在场热烈欢迎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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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陆续在各接种点替侨胞施打。 

        7月5日（星期一）下午，中国驻菲大使馆王悦参赞兼总领事亲临光启指导和

关怀，莫迟领事也陪同一起前往。本会诸领导在场热烈欢迎，并陪同王悦参赞兼

总领事巡视和观察当天的接种工作进程，同时对王参的亲民作风表示肯定和钦佩

，并代表广大侨胞向其致谢。 

        王悦参赞兼总领事对本会服务侨胞的无私奉献和精神表示肯定。他同时对本

会积极配合中国大使馆投入春苗行动，关心侨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不辞劳苦，

牺牲宝贵时间，为菲律宾抗疫工作贡献心力表示赞赏。 

        当天的接种侨胞依然井然有序进场，并保持社交距离就坐等待接种。有关工

作人员向接种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无微不至服务；护工人员也一丝不苟地为接

种者进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林荣辉、施东方博士、王连侨

、黄奇昭、吴启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税务主任楊长江，董事兼物业管



理主任陈炳清，工商共同主任許天恩，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工商副主任张孟哲

，税务副主任呂君恆，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在场尚有

光启学校总校长陈孟利神父等领导。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与王参碰肘致意 

林育庆理事长及林荣辉

和施东方副理事长与王

参交流沟通 

王参和本会诸领导与光

启学校总校长陈孟利神

父交流沟通 

 

 

 

 

 

 

 

 
 

医护人员准备替民众施打 

 

 

 

 

 

 

 

全体合影 

 

商总疫苗接种“春苗行动” 

在班乃区正式启动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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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乃菲华商会领导柯晋江代表本会班乃区董事朱亨利博

士，前赴机场迎接疫苗，并随即配合当地政府和卫生部办事处，安排接种运作。

朱亨利董事在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与班乃菲华商会，以及当地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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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工作得以于7月8日（星期四）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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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会与有关地方政

府合作的宣传横幅 

疫苗运抵当地 

  

本会班乃区董事朱亨利博士、柯晋江

和政府有关代表等手持横幅在怡朗会

议中心啟动开打。 

护工人员为接种者提供服务 

  

接种民众井然有序就坐等候接种 医护人员准备替接种者施打疫苗 

 

商总科兴疫苗接种 

在北棉鄢市畅顺进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部分新冠疫苗于7月5日（星期

一）运抵北棉鄢市（Cagayan De Oro），鄢市菲华各界轮值主席鄢市菲华联谊会

配合市府和当地卫生局，于7月6日（星期二）正式开打。市府提供医护人员一共

160人，在林克凯商场专场，为当地侨胞服务。首天計施打1159人，鄢市菲华各

界登记全部5623人，预订五天里打完。 

        接种人员已预先在市府为鄢市菲华各界提供的专用网站上进行登记，所以现

场流程非常畅顺。 

        是日鄢市菲华各界为所有医护人员提供午餐及早晚点心，慰劳他们的辛劳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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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同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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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工人员

为接种者

提供各种

服务 

 

医护人员准备

替接种者接种 

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就坐

，等候接种疫苗。 

 

商总疫苗接种工作 

在嘉南中学开始施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于7月6日（星期二）上午，在嘉南中学开

始接种，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打。当天共接种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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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施东方博士，稽核陈章成董事，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工商副主任蒋晓玮，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聘任委员

庄晓宏等领导出席巡视关怀。 

        本会诸领导一行受到嘉南中学校长陈惠玲女士的热情接待，并由其平台了解

是日接种工作的进展。分布在11个接种点的部分商总志愿者也出席参与，并配合

相关工作，为接种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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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安排在各个接种点，开始启动施打。 

 

  

本会诸领导等拉开本会的宣传横幅

与学校及校友会领导合影 

民众井然有序就坐，等候接种。 

 

  

医护人员为接种者进行体检 医护人员替民众施打疫苗 
 

 

 

本会领导等与嘉南中学校长陈惠玲合影 

 

本会领导等与嘉南中学校长陈惠

玲交流沟通 

 

 

 



商总疫苗接种工作 

在光坦医院启动施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于7月7日（星期三）上午，在光坦（前崇

基）医院开始接种，该医院接种中心亦于同一天正式启动，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

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打。当天共接种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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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工商副主任蒋晓玮，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一带一路聘任委员庄晓宏等领导出席巡视关怀。 

        本会诸领导一行受到光坦医院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并由其平台了解是日接种

工作的进展。分布在11个接种点的部分商总志愿者也出席参与，并配合相关工作

，为接种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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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诸领导与光坦医院负责人交流 本会诸领导等拉开宣传横幅与光坦医
院负责人欢迎  

 

 

民众就坐等候接种 

 
 

医护人员替民众
接种 

医护人员向接种
者量血压。 

护工人员为民众提供服务 

 

商总疫苗接种工作 

在嘉南中学继续施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于7月6日（星期二）上午，在嘉南中学开

始接种，取得斐然成绩。7月7日（星期三）展开第二天接种工作，继续替向本会

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打。当天共接种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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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工商副主任蒋晓玮，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一带一路副聘任委员庄晓宏等领导出席巡视关怀。 

        分布在11个接种点的部分商总志愿者也出席参与，继续配合相关工作，为接

种者提供服务。是日的相关工作均事先充分准备，相关程序亦有所改进，现场流

程非常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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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工作人员向接种侨胞，提供了各方面服务；医护人员也向他们身体检查和施

打疫苗。 

 

  

本会诸领导在现场巡视关怀 医护人员替民众施打疫苗 

  

民众井然有序就坐，等候接种。 

  

医护人员为接种者进行体检 

 

商总领导偕同公造暨公路部与中国路桥公司等代表 

举行座谈探讨华人区-皇城桥梁工程施工期间封路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于7月8日（星期四

）下午两点，在八楼董事室与中国路桥公司（ China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或CRBC）、公造暨公路部（DPWH）、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

MTPB）、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局的代表，以及岷

市第三区281描笼涯主席刘少强（亦即本会外交聘任委员）、282描笼涯主席

Steven Yap举行座谈，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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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有关方案正在全速加紧施工，以使能够通畅

无阻地顺利完成。 

        该座桥梁是根据本国与中国之间一项经济暨技术合作协议（Agreement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兴建，原订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竣工; 但

是由于受到部分計劃更改及去年三月份开始的新冠疫情影响，而延迟了差不多八

个月的时间，并预计延至今年年底竣工。 

        为使是项工程能够如期完成，与会各方探讨暂时封闭Dasmarinas桥的Juan 

Luna街至Muelle De Binondo街路段，以对该桥梁的施工提供方便。 

        与会各方均对有关建议和决定，一致表示赞同并将予以支持，以使该项造桥

工程能够按预计目标，在今年年第四季度完成。本会领导并表示将全力配合各有

关方面，以使该项工程能以早日圆满完成。 

        大家也就相关施行细节进行深入探讨和密切交流，并提出各自的构思和宝贵

建议，以及彼此听取各对方的看法和意见，达成有益和建设性的共识。 

        本会出席领导有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准将和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出席者尚有DPWH项目经理Melchor Choy Kabiling。 

        图四与会各方探讨交流。图五会场一瞥。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准将主持座谈 

 

  

本会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与

DPWH项目经理

Melchor Choy 

Kabiling交流沟通 

 

 

 

MTPB副局长
Wilson Chan
发 表 讲 话 及
DPWH项目经
理 Melchor 
Choy Kabiling
发表讲话 



会场一瞥 

 

华社救灾基金向Tarlac省 La Paz社赠送 

清洁剂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Tarlac省La Paz社，

赠送1袋清洁剂、1箱漂白剂、1箱洗碟剂、1箱KN95口罩、2000片口罩、200个面

罩、20箱速食面和一批药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Tarlac省La Paz社社长Venustiano Jordan派代表Abel Lla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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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

荣，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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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内湖省Paete社赠送 

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

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

）上午，向内湖省Paete

社，赠送20箱速食面、

4000片口罩和100个面罩

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内湖省Paete社代表Johnny T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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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

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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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和

副主任黄太阳，移交给内湖省Paete社代表Jonny Tam。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761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61描笼涯

，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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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761描笼涯主席由Fernando Claveci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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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黄太阳、柯

顺庆，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  校友联主

席张年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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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描笼
涯 

赠送速食

面口罩面
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04描笼涯

，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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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描笼涯主席Jonathan Garz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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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

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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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33，赠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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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描笼涯主席Emilia Enriqu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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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许灿荣，

社会责任共同

主任许焕燃，

福利副主任黄

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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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34描笼涯

，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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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描笼涯主席Remedios U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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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主任许灿荣，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

许焕燃，福利副主

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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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0描笼涯

，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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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描笼涯主席Rene Ja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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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主

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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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73，赠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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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描笼涯主席Emily Chav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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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主任许灿荣

，社会责任共同主

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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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74描笼涯

，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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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描笼涯主席Edward Diaz Carvaj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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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  校

友联主席张年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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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75，赠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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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描笼涯主席Avelina Malla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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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

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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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SFDM区Paltok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San Francisco 

Del Monte区Paltok描笼涯，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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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计顺市San Francisco Del Monte区Paltok描笼涯主席Edgardo Paragua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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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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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SFDM区Paraiso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San Francisco 

Del Monte区Paraiso描笼涯，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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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顺 市 San 

Francisco Del Monte 区

Paraiso描笼涯主席Ryan 

Nav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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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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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一区Bungad描笼涯 

赠送速食面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第一区Bungad

描笼涯，赠送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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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计顺市第一区Bungad描笼涯主席Sherilyn Corpu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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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主任许灿荣，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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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疫苗接种工作 

在描东岸市开始施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于7月9日（星期五）上午，由描东岸市菲

华商会，在描东岸市嘉Kipsi小学（Kipsi Elementary School）开始接种，替向本

会登记订购的当地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打。 



        当地侨众对本会服务同侨的无私奉献和精神表示钦佩和肯定，同时感谢本会

为当地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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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工作人员向前往接种的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服务；医护人员也向接种者进

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描东岸市菲华

商会同仁等在

接种点合影 

  

民众井然有序就坐，等候接种。 医护人员准备替民众施打疫苗 

 

商总疫苗接种工作 

在美骨区开始施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于7月9日（星期五）由美骨区董事陈华民

督促下，在美骨区Legaspi市的接种点开始接种，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当地华社

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打。 

        是日Legaspi市市长Noel Rosal亲往接种点出席开打仪式。Rosal市长对本会推

展的“春苗行动”表示欣慰，并致以万二分谢意。他也称赞本会致力于通过采购

疫苗，协助政府抗疫，处理国家的健康危机，同时造福民众。 

        出席者尚有该市卫生局诸位长官和菲新社负责人。陈华民董事并接受该新闻

通讯社的采访，向他们介绍本会如何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后才与政府和代理商

签署三方协议，从而获得中国科兴企业提供50万剂新冠疫苗的过程。大家获悉林

育庆理事长为采购得该批疫苗而努力奔波的默默奉献后，无不表示衷心的感激。 

        当地侨众对本会服务同侨的无私奉献和精神，表示钦佩和肯定，同时感谢本

会为当地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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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工作人员向前往接种的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服务；医护人员也向接种者进

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本会美骨区董事陈华民与黎牙示備

市长Noel Rosal 及市卫生局及市府

人员 

陈华民董事与市长Rosal等合影 

 

  

陈华民董事及市长Rosal 接受

媒体采访 

医护人员准备替民众施打疫苗 

 

商总新设热线电话 

处理有关疫苗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新设3个热线号码，为向本会登记订购疫苗的华社各团

体成员和个人当中，遇到以下情况的人士提供服务。有关情况包括尚未注册接种

者；完成注册并付还接种费，但未收到接种代码；完成注册和收到代码，但是未

收到接种日期通知。 

        若是有遇到以上3种情况，敬请于办公时间早上8点半至下午5点，通过以下

热线号码，向本会秘书处同仁询问和寻求协助，以便他们作出应对措施，解决有

关问题。陈光灿 : 09662137212；郑万杰 : 09662133967；黄尚美 : 09662133969。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华社团体成员和个人，在付还接种费后获安排接种时间

，但是却没有前往接种，所以烦請也通过以上热线电话，向本会秘书处同仁解释

原因未按照安排时间前往接种，是因当天有要事或因身体不舒服，是否须要另订

接种时间或已在他处接种了，以便能尽速妥善处理。 

        另商总同仁各自预订的疫苗如有余剩，敬请尽速通知秘书长秘书洪瑞萱女士

（Susan Pineda）；其他团体如果有同样情况，也请从速通知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以便协助处理余剩疫苗。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举行新届理监事就职 

黄书榜献捐商总华生流失补助金菲币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于七月十日（星期六）下午八

时，分别在该会会所以及网络视频线下、线上，举行庆祝成立五十七周年纪念暨

第六十连六十一届理监事洎商会第五连六届理监事职员就职典礼。疫情期间，仪

式简单，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名誉理事长高仰东代表卸任理事长曾佳龙担任大会主席，新届理事长黄书榜

先生。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新届理事长黄书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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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星期五）下午，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理事长黄书榜亲赴本会，

移交捐献支票，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自接收。在场尚有本会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财政主任雷团全参与见证。黄

书榜先生仁风义举

，殊堪钦式，特藉

报端，予以表扬，

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宾漳

厦龙同海总会理事

长黄书榜（右二）

向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中）移交

捐献支票。图中尚

有本会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和漳厦龙同海总会财政雷团全。 

 

商总部分科兴疫苗抵描戈律市 

7月12日假华明中学正式开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于日前抵达描戈律市Queen of Mercy 

Hospital，并于7月12日（星期一）上午8时，假当地华明中学开始接种，替向本

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打。预计接下去几天，将陆续替当地民众

施打，为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安全，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疫苗抵达当天，当地菲华商会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前往Queen of 

Mercy Hospital迎接。大家纷纷感谢本会各位领导的劳力与费心，为他们争取到

该批疫苗，造福当地华社和侨胞。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参加 

中国新疆-RCEP成员国经贸合作云对接会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 : 中国新疆-RCEP成员国经贸合作云对接会越南、菲律宾、

缅甸专场活动，于7月14日（星期三）下午4时至6时，成功在线举行。 

        是场活动由新疆商务厅主办，参加在线交流的有新疆商务厅副厅长何国庆、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锡安、缅甸商务处代表杜欣玛泰、菲律宾驻华使

馆商务参赞格伦 . 佩尼亚兰、越南中国商会秘书吕疆、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缅甸中华总商会林文猛会长， 

以及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缅甸商协会及企业代表等200余人。与会代表分

享了各自国家的投资政策和行业动态；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代表发

言。 

        云对接会活动以“把握RCEP新机遇，构建合作共赢新格局”为主题，围绕

农业及副产品、纺织产品、机电、食品、综合服务等领域展开讨论，就如何抓住

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共话互利共赢。 

        新疆商务厅副厅长何国庆介绍，2020年，中国新疆与RCEP成员国外贸进出

口总值同比增长1.2%，成为新增长亮点。今年1月至5月，中国新疆与越南、菲律

宾、缅甸进出口总额11.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2%。何国庆厅长表示，

RCEP成员国对新疆而言是新兴市场将RCEP国家作为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的重点

方向。 

        据悉，新疆对RCEP成员国出口主要有机电产品、农产品、家具及配件、塑

料制品、陶瓷、服装、基本有机化学品等；主要进口农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

机电产品、木制品、塑料等。 

 

 

 

图为当地菲华商会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在Queen of Mercy Hospital迎接

该批疫苗。 



        菲律宾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格伦 . 佩尼亚兰致词表示，希望凭借菲律宾的资源

、市场等优势，以及中国“走出去”的持续动力，让菲律宾可以成为中国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项目发展的互补国家。 

        中国纺织业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锡安说，新疆有着丰富的产品类别，量大质

优的新疆棉等重要行业及领域蕴藏着无限商机和很好的发展前景。 

        新疆农业科学院科技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陆朝晖表示，愿意充分利用科研优势

和人员优势，积极开展与越南、菲律宾和缅甸的农业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为推

动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缅甸农业经贸合作升级做出贡献。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理事长表示，中国与东盟是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彼此

应结合各自的各方面经验，在这场疫情中化危机为机遇，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下，寻找合作商机，加强各住在国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项目，并推动中国-

东盟一体化建设，实现双赢局面。菲中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源远流长，长达千年的经贸交往对两国的繁荣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两国贸易

投资合作潜力巨大，相信今后将再上新台阶。 

        林理事长说，新疆天然资源丰富，尤以生产水果和棉花著称，具有与外进行

农业和工业产品的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菲律宾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国家。我们拥有一个超过一亿人口的市场，热烈欢迎新疆的

企业和投资商到菲律宾投资兴业。希望菲律宾和新疆之间能够有进一步的互动，

探讨合作商机，尤其是在农产品、工业产品贸易，以及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创造

互利共赢。 

        会上，6家分别来自越南、菲律宾、缅甸和中国新疆的企业，分别做了推介

。 

 

华商无名氏捐商总卅万 

充作救灾赈济用途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热心华商无名氏古道热肠，乐善好施，慷慨大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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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认同。近日有感于本

国新冠疫情肆虐，沓亚火山亦告蠢蠢欲动，致使本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平民百

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遂动了恻隐之心。 

        7月14日（星期三），无名氏向本会捐献菲币卅万元，充作救灾赈济用途。

其为善不欲人知的无我精神，深值社会大众的褒扬和仿效。 

        无名氏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总统发言人Roque巡视关怀 

嘉南中学施打新冠疫苗进程 

商总领导在场热烈欢迎陪同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于7月14日（星期三），继续假嘉南中学，替向本会登

记订购科兴疫苗的华社各团体和个人接种。是日上午，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

亲临现场视察和指导，向医护人员、接种民众和义工表示慰问和关怀。 

        本会诸领导在场热烈欢迎，并陪同Roque部长巡视和观察当天的接种工作进

程，同时对Roque部长的亲民作风表示肯定和钦佩，并代表广大侨胞向其致谢。 

        Roque部长对本会服务侨胞的无私奉献和精神表示肯定。在得知当天注射的

疫苗为中国研发生产的科兴疫苗后，他称赞该品牌疫苗功效可信，并深得菲人喜

爱。他也对本会积极配合中国大使馆投入春苗行动，关心侨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不辞劳苦，牺牲宝贵时间，为菲律宾抗疫工作贡献心力表示赞赏。同时对以商

总为代表的华社有关团体，为解除新冠疫情危害，积极购买疫苗，为民众谋福利

的行动予以肯定。 

        Roque部长也感谢华社和商总协助政府展开私营行业接种疫苗工作，减少政

府负担，并强调此次疫苗接种行动是获得杜特地总统和国家抗疫工作组和相关部

门批准。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我们将继续努力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加

快施打疫苗，把华社的抗疫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当天的接种侨胞超过600人，大家依然井然有序进场，并保持社交距离就坐

等待接种。有关工作人员向接种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无微不至服务；护工人员

也一丝不苟地为接种者进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林荣辉、施东方博士，稽核陈

章成董事，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权，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一带一路聘任委员庄晓宏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在场尚

有嘉南中学校校长陈惠玲等领导。 

    

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和董
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分别致词。 
 

  

林育庆理事长接受媒体采访 
总统发言人Roque和本会诸领导，观看医护人

员替民众施打疫苗过程。  



 

宾主

合影 

 

宾主享

用点心 

 

 

商总科兴疫苗接种 

在荷浪牙波市开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部分新冠疫苗日前运抵荷浪牙

波市，菲律宾荷浪牙波菲华商会诸领导配合市府和当地卫生局，于7月14日（星

期三）正式开打。医护人员假当地接种点，为当地侨胞服务。将於这几天陆续施

打，以使能够尽速完成接种。 

        接种人员均有事先进行登记，有关预备工作亦做得相当妥善，所以现场流程

非常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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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同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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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

荷浪牙

波菲华

商会诸

领导合

影 

 

 
荷浪牙

波菲华

商会诸

领导与

市府及

医护人

员合影 

民众保

持社交

距离就

坐，等

后接种

疫苗。 

 

 

 

商总部分科兴疫苗运抵利保洛市 

7月15至16日替当地民众接种施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偕同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

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50万剂新冠疫苗，已顺利运抵利保洛（Dipolog）市，并于7

月15日到7月16日，假当地接种点替向本会登记订购的华社各团体成员和个人施

打。接种程序进展得非常顺利，相关工作井井有条，为华社侨胞在疫情期间的健

康安全，提供了多一层的保障。 

        接种疫苗工作展开期间，利保洛市市长Daryll Dexter Uy、商总西棉兰佬区董

事林振民和利保洛菲华商会理事长Huang Maning偕诸领导，前往接种点视巡视

和指导，向医护人员、接种民众和义工表示慰问和关怀。大家纷纷感谢本会各位

领导的劳力与费心，为他们争取到该批疫苗，造福当地华社和侨胞。 

         



  

医护人员合影 

  

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就坐

，等候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替民众接种施打 

 

华社救灾基金向Diosa-Dedicated in Outstanding Service & Advocacy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Diosa-Dedicated in 

Outstanding Service & Advocacy，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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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sa-Dedicated in Outstanding Service & Advocacy由Levi Migu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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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

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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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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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e Philippines赠送 

清洁剂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Don@te Philippines

，赠送1袋清洁剂、1箱漂白剂、1箱洗碟剂、1箱KN95口罩、2000片口罩、200个

面罩、30套防护服、20箱速食面和一批药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Don@te Philippines负责人Myrna Reyes偕同菲华牙医协会的Marianne 

Manuel牙医师 ，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吴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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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

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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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尚有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呂宋支部主席李振胜

，总部名誉主席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副主席温奕明、周经伟、黄天从等参

与见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Fairview Christian Love Fellowship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Fairview Christian 

Love Fellowship，赠送1袋大米、20箱速食面、4000片口罩、200个面罩，以及一

批药物、肥皂、漂白剂和洗碟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该教会组织的黎刹

省Cainta社和其他教区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Fairview Christian Love Fellowship负责人Luis Martin牧师偕同Jonah 

Mart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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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



顺庆，文教副

主任温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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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联主席许泽

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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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1描笼涯

，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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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描笼涯主席Leonardo Rec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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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

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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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

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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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7描笼涯

，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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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描笼涯主席Mona Liza Buenven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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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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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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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29描笼涯

，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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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描笼涯主席 Nimfa Medal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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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

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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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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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39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

金讯 : 本基金于7

月16日（星期五

）上午，向岷市

第三区 392描笼

涯，赠送1袋大

米、7箱速食面

、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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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392描笼涯主席Ana Corazon A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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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

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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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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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81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812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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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

区 812 描 笼 涯 由

Levi Migu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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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

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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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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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820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820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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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820描笼涯由议员Rolando Cru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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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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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许泽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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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

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

午，向岷市第六区835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

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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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描笼涯主席Reynaldo Ome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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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

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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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

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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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95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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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描笼涯由议员Mico Cat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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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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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联主席许泽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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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员Joel Par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16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赠送1

袋大米、20箱速食面、4000片口罩、200个面罩，以及一批药物、肥皂、漂白剂

和洗碟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市议员Joel Par由代表Louie Sison和Beng Muno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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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文教副主任

温奕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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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主席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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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公党总部联合各支部向华社救灾基金赠送 

100袋50公斤装大米分发给新冠疫情受灾民众 

 

            华社救灾基金讯 : 菲律宾洪门致公党总部联合各支部，于7月16日（星期五

）上午，向本基金赠送100袋50公斤装大米，委托本基金分发给新冠疫情下的受

灾民众。 

        是日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联合各支部诸领导，在总部主席姚金镇率领下，亲

赴商总移交该批赠送物资。该批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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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泽恭等代表华社接收。 

        出席移交的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暨各支部诸领导有总部主席姚金镇、名誉主

席施梓云、名誉副主席黄天从、常务副主席吴启发、副主席温奕明、周经纬、秘

书长黄太阳、蔡天生、赈灾主任庄雄彪、新闻主任陈添地、第二支部主席蔡文忠

、中吕宋支部主席李振胜、第五支部副主席陈成发、武六干省支部主席许天助、

执行副主席吕建发、东棉省副主席陈达恒。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

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商总今午邀请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ena 

主持主题为“通过菲律宾科学和技术推动未来”的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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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星期五）下午两点

半，邀请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ana 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届

时Fortunato De La Pena 部长将为大家讲解的主题为“通过菲律宾科学和技术推

动未来”。 

        Fortunato De La Pena是一位资历丰富的政府官员和科技专家，他这次将为

大家讲解本国应如何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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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4 0234 9827; 密

码 : 798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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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些最

新的科技创新，以及资讯信息

。 

 

商总邀请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ena一行 

向华社讲解菲律宾通过科学和技术推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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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半，邀

请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ena，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是日

Fortunato De La Pena一行，为大家讲解的主题为“通过菲律宾科学和技术推动

未来”。 



        Fortunato De La Pena是一位资历丰富的政府官员和科技专家，他当天为大

家讲解本国应如何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国家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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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林育庆理事长致欢迎词。林

理事长对Fortunato De La Pena部长一行在百忙中拨冗前来进行讲解，致以万二

分谢意。他说，商总一直以来都在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因为科技对国家的进

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先进的科技亦对营商、通讯、运输、医疗照护、灾害处理

和其他相关领域，构成显著影响。 

        林理事长同时强调，我们应该认可本国发明家的天赋、努力和创造力，因为

他们的创新工作，乃是本国人民的光荣。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励本国青

少年人致力于创新，以及从事科技研发工作，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工程师

和科学家，来推动国家的发展，和处理危机。 

        林理事长说，我们也要表扬科技部对本国抗疫工作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下属

机构PHIVOLCS就沓亚火山爆发事故，向大家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他说，由商总

在内的华社11个主要团体组成的华社救灾基金，在疫情爆发后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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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理事长同时强调，我们希望这场网上讲座，能够有助于阐明商界对科技方

面的关切问题。相信通过Fortunato De La Pena部长一行的详细讲解，我们将能

够对最新的科技发展趋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期盼今天能够有丰硕的收获

。他说，科技部一直以来，对一系列的商务运营，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技术

；为此，我们寻求本会成员能够与科技部的各下属研发机构，探讨更多合作机会

。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本会主要出席领导，再由本会司库兼科技委

资讯员会督导许自友董事介绍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ena一行，然后有请De 

La Pena部长一行，先后为大家主讲。 

        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ena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诚邀。他表示，科技部

的愿景是“在2022年成为一个领先的东盟科学、技术暨创新中心。” 科技部2017

年至2022年的重点策略计划，是提倡“科学为人民”，并被包含在以下的科技部

11点工作计划里面 : 

        1. 推行科技研发，以处理紧迫的国家问题。 

        2. 进行科技研发，以加强生产力改善资源管理。 

        3. 从事科技研发，以在跨部门产生和应用新知识和技术。 

        4. 加强和利用地区研发能力。 

        5. 通过技术转移和商业化，充分利用科技研发结果。 

        6. 发展科学、技术暨创新人力资源，和构建一种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暨创新

文化。 



        7. 升级科学、技术暨创新设施和容量，以改进科技研发活动及扩大科技服务

项目。 

        8. 扩大科学、技术暨创新对社区和生产领域，特别是微小中型企业的协助。 

        9. 提供基于科学、技术暨创新对适应和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 

        10. 加强行业-学术-政府和国际科学、技术暨创新合作。 

        11. 增强科学、技术暨创新治理的效力。 

        De La Pena部长说，科技部有3个下属部门规划机构，他们分别是 : 菲律宾农

业、水生暨天然资源研发委员会（PCAARRD）、菲律宾健康卫生委员会（

PCHRD）和菲律宾工业、能源暨新兴技术委员会（PCIEERD）。此外还有2个

学术和科研机构 : 国家科技学院（NAST）和菲律宾国家研究委员会（NRCP）。 

        De La Pena部长说，科技部也设有6个科技服务研究所 : 菲律宾气象局（

PAGASA）、菲律宾火山暨地震学研究所（PHIVOLCS）、菲律宾科学中学（

PSHS）、科学教育研究所（SEI）、科技资讯研究所（STII）和技术应用暨推广

研究所（TAPI）。同时也设有7个研发机构 : 先进科技研究所（ASTI）、食品暨

营养研究学会（FNRI）、林产品研发学会（FPRDI）、工业技术发展研究所（

ITDI）、金属工业研发中心（

MIRDC）、菲律宾核研究学会（

PNRI）和菲律宾纺织品研究学会

（PTRI）。他同时向大家介绍每个

机构的功能和作业。 

        诸位科技部副部长和下属机构

负责人亦向大家进行各有关方面的

讲解。 

        接着由本会新闻主任李天荣董

事主持公开探讨，本会诸领导分别

就其他各项相关问题，向科技部长

Fortunato De La Pena一行提问，

对方一一解答，然后De La Pena部

长一行与大家就一系列相关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整个讲

座会历三个半小时。 

        最后由本会科技资讯主任蔡继

敦致谢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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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科技部长Fortunato De La P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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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牙医协会新届职员举行就职典礼 

商总捐献菲币五万充作该会活动金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华牙医协会于7月18日（星期日）下午2时，通过ZOOM

视频会议室，举行庆祝成立40周年暨新届职员就职典礼。疫情期间，仪式简单，

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新届理事长是吴庄慈白牙医师。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牙医协会多年来配合本会每周日的义诊施药工作，派遣牙医队伍前往施

诊地点，为贫困民众提供服务。本会适值该会新届职员就职，特献捐菲币五万元

，充作该会活动金。 

        7月16日（星期五

）上午，菲华牙医协会

理事长吴庄慈白牙医师

偕同颁奖委员会主任李

燕妮牙医师，亲赴本会

接收捐献支票。移交仪

式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和秘书长助理陈光

灿代表主持。 

        图为移交捐献支票

，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移交给菲华牙医协

会理事长吴庄慈白牙医

师。图中尚有本会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和菲华牙医协会颁奖委员会主任李燕妮牙医师。 

 

菲律宾加洛干菲华商会举行新届职员就职 

洪天平献捐商总华生流失补助金菲币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加洛干市菲华商会庆祝成立五十二周年暨第二十六

届职员、菲律宾加洛干市菲华防火会庆祝成立四十五周年暨第二十一届职员就职

典礼，于7月18日（星期日）下午八时，分别在该会会所以及网络视频线下、线

上联合举行。由于此次就职典礼正值新冠病毒流行之际为防控疫情，典礼仪式从

简。 

        商会名誉理事长杨大田、防火会名誉会长洪瑞山分别担任大会主席，商会新

届理事长洪天平先生，防火会新届会长洪文炳先生。 

        商会荣誉理事长蔡其仁担任商会就职监誓员，防火会荣誉会长洪健雄担任防

火会就职监誓员。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律宾加洛干菲华商会新届理事长洪天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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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星期三）上午，菲律宾加洛干菲华商会由秘书吴炳辉代表前赴本

会，移交捐献支票，由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代表接收。在场尚有本会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参与见证。洪天平先生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

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宾

加洛干菲华商会

秘书吴炳辉（右

二）代表理事长

洪天平，向本会

副理事长施东方

博士（左二）移

交捐献支票。图

中尚有本会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

和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 

 

商总科兴疫苗接种 

在独鲁曼正式开打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向中国科兴企业采购的部分新冠疫苗日前运低独鲁曼

市，独鲁曼市菲华商会诸领导配合市府和当地卫生局，于7月21日（星期三）正

式开打。医护人员假礼智兴华中学大礼堂，为当地侨胞服务，进行接种。预订两

三天内将陆续施打，以使能够尽速完成接种。 

        接种人员均有事先进行登记，有关预备工作亦做得相当妥善，所以现场流程

非常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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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同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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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宣传横幅 
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就坐，等后

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

为民众进

行体检 

 

  

現場一瞥 医护人员准备替民众接种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3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36描笼涯

，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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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描笼涯主席Federico Cabling J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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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

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  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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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4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47描笼涯

，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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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描 笼

涯 主 席

Dolores 

Tel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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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

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  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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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33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34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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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区334描笼涯主

席 Dionisio 

Busalpa派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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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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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20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204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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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二区204描笼涯主席Victoria Balawit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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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

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  校友联

主席亦即本会物

业管理副主任许

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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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669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669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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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669描笼涯主席Cynthia Llorente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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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

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

光灿;  校友

联主席亦

即本会物

业管理副

主任许泽

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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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670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670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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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670描笼涯主席Bai Aleyah Bidu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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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  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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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9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94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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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描笼涯主席Sherwin Canete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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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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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9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2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97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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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描笼涯主席Vicente Penaranda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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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亦即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福利副主任黄太阳、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校友联主席亦即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许泽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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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溪连大使巡视关怀 

光启学校疫苗接种点 

抗疫委领导陪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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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于7月27日（星期二），继续假光启学校，替向商总登记订购科兴疫苗的华社各

团体和个人接种。是日下午，中国驻菲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亲临现

场视察和指导，向医护人员、接种民众和义工表示慰问和关怀。黄溪连大使详细

了解“春苗行动”推进情况，与接种人员现场互动，并与本抗疫委主要领导共同

启动华社第二阶段疫苗接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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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以及中国驻菲大使馆王

悦参赞兼总领事出席了是项活动。 



        黄溪连大使指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承载着祖（籍）国深情

厚意的50万剂疫苗于6月17日运抵菲律宾，这是迄今为止海外最大规模的“春苗

行动”之一。自6月25日正式启动以来，“春苗行动”平稳有序推进，第一阶段

接种顺利结束，为保护同胞、稳定侨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抗疫委克服重重困难，

付出巨大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抗疫委通过内部挖潜

为此前错过预约登记又有迫切需求的同胞创造接种机会，获得广泛好评。希望抗

疫委再接再厉，全力做好第二阶段接种组织实施。 

        黄大使强调，目前菲律宾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德尔塔变异毒株来势汹汹，不

少城市再次升级防疫举措。在此情况下，加紧推进疫苗接种、为在菲同胞尽早构

筑安全屏障尤为重要。下一步的工作要注意三点: 一是科学安排。既把握好整体

工作节奏，做好人员规划和疫苗配送，确保接种按计划推进，也要做好各接种点

的精细化管理，合理分流，严控人员密度，缩短等候时间，强化卫生消杀，杜绝

交叉感染。二要细心服务。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剂疫苗，让宝贵资源发挥最大效

用，力争覆盖所有有需要的华侨华人，做到应接尽接。同时，加强现场人手和技

术保障，为年长、行动不便、语言不通等人员提供协助。三要加强沟通。出现情

况及时沟通处置，针对不实信息第一时间解释澄清，避免因沟通不畅造成误解。 

        黄大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疫情之下，使馆始终贯彻“外交为民”

理念，用心、用情为同胞办实事、解困难。我们克服人手不足困难，增加护照、

旅行证预约名额，加强咨询热线接听，24小时妥善处置领事保护求助；我们加强

对赴华乘客检测工作的监督管理，根据菲当地接种和“春苗行动”进展及时调整

防输入政策，全力护卫同胞健康安全；我们启用“中国领事”APP，积极调研筹

划“不见面”办证，帮助申请人少跑腿，降低感染风险。下一步，我们将推出一

系列新的便民措施，为广大在菲同胞提供更加专业、便捷的服务。 

        黄大使提醒大家，鉴于目前疫情形势，同胞们接种疫苗后不可麻痹大意，要

进一步强化防护意识，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切实做到“非紧急、非必要、不旅行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和社交活动，减少感染风险。 

        本抗疫委诸领导衷心感谢使馆和黄大使为推动在菲律宾实施“春苗行动”所

做的艰辛努力，详细介绍华社接种的具体情况和经验做法，表示将全力以赴做好

第二阶段工作，确保“春苗行动”稳妥顺利完成。 

        当天的接种侨胞等超二千人，大家依然井然有序进场，并保持社交距离就坐

等待接种。有关工作人员向接种同胞，提供了各方面的无微不至服务；护工人员

也一丝不苟地为接种者进行身体检查和施打疫苗。 

        本抗疫委出席领导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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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中国商会会长洪及祥、商总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执行副理

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陈俊礼、林荣辉、施东方博士（接种活动总指挥）、王连

侨、黄奇昭、吴启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菲华各界副主席兼接电话种组主任侯泽钦及中国商会常务副会长侯世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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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救灾基金向慈济菲分会 

赠送一万个KN95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慈济基金会菲律宾分

会，赠送10000个KN95口罩，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慈济基金会菲律宾分会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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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

任黄太阳、庄联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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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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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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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 Camp Riego De Dios Tanza Cavite 

赠送大米速食面肥皂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AFP Camp Riego De 

Dios Tanza Cavite，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一批肥皂、4000片口罩和一箱

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AFP Camp Riego De Dios Tanza Cavite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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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

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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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

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Joy Kiddie Center 

赠送大米速食面肥皂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Joy Kiddie Center，

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一批肥皂、4000片口罩和一箱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

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Joy Kiddie  Center由Aileen Ramos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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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联禄、柯

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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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

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Marmulan Neighborhoid Association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 7月 30日（星期五）上午，向Marmulan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Marmulan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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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Pateros  Chapter Inventrepinoy for Fire Victims of Pateros 

赠送大米速食面肥皂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Pateros Chapter 

Inventrepinoy for Fire 

Victims of Pateros，赠

送10袋大米、20箱速

食面、一批肥皂、

4000片口罩和一箱面

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Pateros  Chapter Inventrepinoy for Fire Victims of  Pateros派遣代表，前

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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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联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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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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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

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3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35描笼涯

，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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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描笼

涯主席Rudy AJ 

Lizarondo 

Cecilio Jr.派遣

代表，前赴商

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

仪式由商总副

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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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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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128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 社 救 灾

基金讯 : 本基金

于7月30日（星

期五）上午，

向岷市第二区

128描笼涯，赠

送 1袋大米、 7

箱 速 食 面 和

2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128描笼涯主席Anthony Lopez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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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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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

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66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662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662描笼涯主席Raul Fabreag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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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

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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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

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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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66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666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666描笼涯主席Felix Macapagal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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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

、庄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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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

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79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96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796描笼涯主席Rogelio Javier Jr.，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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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

灿荣、副主任黄

太阳、庄联禄、

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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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80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802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802描笼涯主席Ulanbai Lizardo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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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

、庄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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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

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64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

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

第六区647描笼涯，赠送1袋大米

、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生活

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647描笼涯主

席Suharto Diampuan Buleg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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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副主任

庄联禄、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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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88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82描笼

涯，赠送1袋大米、7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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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描笼涯主席Ricky Yoingco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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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许灿荣、副主任黄太阳、庄联禄、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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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

地；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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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员Joel Par 

赠送大米速食面肥皂口罩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7月3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市议员

Joel Par，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一批肥皂、4000片口罩、一箱面罩和一

批药材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市议员Joel  Par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

交仪式由商总副理事长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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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任许灿荣、

副主任黄太阳、庄联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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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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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福青菲联会常务理事吴金华等代表华社主持。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菲律宾成衣纺织厂商会新届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为新届职员监誓 

施纯程理亊长特捐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成衣纺织厂商会于七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二时

，通过ZOOM视频会议室，举行庆祝成立七十周年暨第七十一、七十二届理事会

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因正值疫情期间，遂采取简单仪式，另有一番气氛。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新届职员就职监誓并训诲，该会荣誉会长亦即本会

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担任大会主讲人。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工商副主任蒋

晓玮，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劳工理事施纯程分别致词，该会执行副理事长陈育琪

致谢词。 

         新届理事长施纯程一向热爱华文教育的推展，特於就职典礼上捐献本会华生

流失補助金十万元。 

 



 大会
监誓
员本
会理
事长
林育
庆博
士 

 大会主
讲人该
会荣誉
会长亦
即本会
名誉理
事长庄
前进 

  
本会理

事长林

育庆博

士为该

会新届

职员就

职监誓 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
工商副主任蒋晓玮 

  

林育庆

理事长

见证新

旧任理

事长移

交印信 
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劳工理

事施纯程分别致词 

  该会大会主
席亦即本会
工商副主任
蒋晓玮和新
届理事长亦
即本会劳工
理事施纯程
，向林育庆
理事长颁赠
感谢状。 执行副理事长陈育琪致谢词 

 

菲律宾成衣纺织厂商会举行新届就职礼 

理事长施纯程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成衣纺织厂商会于七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二时

，通过ZOOM视频会议室，举行庆祝成立七十周年暨第七十一、七十二届理事会

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因本国正值疫情期间，遂采取仪式简单，另有一番气氛。 



        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工商副主任蒋晓玮女士，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

劳工理事施纯程先生。本

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

出席并为新届职员就职监

誓。 

        菲律宾成衣纺织厂商

会新任理亊长施纯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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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大会主席蒋晓玮

女士和理事长施纯程先生，共同移交捐献支票，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自接

收。 

 

商总诸领导在南吕宋国立大学Tiaong校区 

向历届理事长助理故苏国萱博士铜像献花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诸领导一行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于7月31日（

星期六）上午十一时，前往南吕宋国立大学（South Luzon State University）

Tiaong校区，在竖立于该校园内的本会历届理事长助理故苏国萱博士铜像前，举

行简单的献花仪式，缅怀故苏国萱博士生前，对本会所作的诸多贡献。苏国萱博

士生前在本会服务多年，热心会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对主流社会和菲华社会，做

出诸多无私奉献，深受本会诸同仁的钦佩和爱戴。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董事兼组织主

任蔡建成、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董事兼物业管理主

任陈炳清、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在场尚有故苏国萱博士令公

子、亦即本会福利副主任苏礼顺常务理事等，以及计顺省Tiaong社社长Ramon 

Abad Preza、副社长William A. Razon，和南吕宋国立大学校长Doracie B. Zoleta 

Nantes博士。 

        首先由南吕宋国立大学乐队奏哀乐，继由故苏国萱博士令公子、亦即本会福

利副主任苏礼顺致欢迎词，再由南吕宋国立大学校长Doracie B. Zoleta Nantes博

士发表讲话。然后由林育庆理事长代表本会，向故苏国萱博士铜像献花，全体出

席同仁向故苏国萱博士铜像敬礼致意。 

        中午苏礼顺常务理事在其府上设便餐，招待本会全体出席同仁和其他出席贵

宾。本会诸领导并参观了设在其府上的苏国萱博物馆，并在博物馆内的故苏国萱

博士铜像两旁合影。 



 

故苏国萱博士
令公子亦即本
会福利副主任
苏礼顺致欢迎
词 

 

竖立在南吕宋国立大学Tiaong校区校园

内的故苏国萱博士铜像。 

 

南吕宋国立大
学校长
Doracie B. 

Zoleta Nantes

博士发表讲话 

 

本会诸领导与故苏国萱博士令公子苏礼

顺常务理事，在苏国萱博物馆里的故苏

国萱博士铜像两旁合影。 

 

林育庆理事长
在故苏国萱博
士令公子苏礼
顺等人陪同下
，向故苏国萱
博士铜像献花
。 

 

本会诸领导与故苏国萱博士令公子苏礼顺

常务理事、Tiaong 社正副社长及南吕囯立

大学校长等在苏国萱博物馆外合影。 

 

 



  

放置在故苏国萱博士
府上设立的苏国萱博
物馆内的故苏国萱博
士铜像 全体合影 

 

商总热线电话服务项目包括处理 

委托代为转让所订科兴疫苗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會新設的三條熱線電話的服务项目，亦包括統計已交費

但無意接種，或疫苗有意委托商總代為轉讓者；有以上情况者請向商總登記。 登

記內容包括姓名、電話、接種代碼（若無代碼請註明）、疫苗費及接種費均已付

清或只付疫苗費、向何團體訂購、登記在何處接種、代表的姓名。 

        由於寄存疫苗倉庫公司有期限，故截至7月31日止尚無登記者，将當自動放

棄論。已交清疫苗費及接種費尚在等待注射者，請等待電腦通知或到光啟及嘉南

，在塲商總領導及志願者當會幫助安排注射日期及時間。 

        若已交清費用無意接種或有意委托商總代為轉讓者，請撥以下热线電話接洽

。         陳光燦 : 09662137212；鄭萬杰 : 09662133967；黄尚美 :09662133969。    
 

商总计划于七月三十一日 

结束第一剂疫苗接种工作 

欲委托代为转让所订疫苗 

请尽速拨打热线电话联络 
 

        菲华商联总会讯 :  由於寄存疫苗倉庫公司有期限，商总計劃在7月31日結束

笫一劑疫苗接種工作，結束後開始笫二劑疫苗接種。若已付清費用尚未接種者請

到光啟及嘉南，在塲商總領導及志願者當會幫助安排接種日期及時間。        

        若已付清疫苗費用但無意接種或有意委託商總代為轉讓者，請撥電話： 陳光

燦 09662137212；鄭萬杰 09662133967；黃尚美 09662133969。登記內容包括姓名

、電話、接種代碼（若無代碼請註明）疫苗費及接種費已付清或只付疫苗費、向

何團體訂購、登記在何處接種、代表的姓名。舉手之勞，請各位合作。截至7月

31日，若無登記者，當自動放棄論。因商總需接洽接手人士，再安排接種第一劑

，隔28日後再安排接種第二劑疫苗，屆時已臨近存放的期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