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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与本国医学界权威举行紧急视频会议 

探讨疫情恶化下平衡公众健康和经济民生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国大约40个医疗界团体于8月1日（星期六）上午举

行記者招待会並联名上书请求杜特地总统下令把大马尼拉暨周边地区（Mega 

Manila）封城两周，给医护人员喘息空间。本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召集下，以第一时间于当天下午四点，邀请菲律滨医师学会（PCP）会长

Mario Panaligan医学博士、PCP成员、菲大（UP）心脏专家Antonio Dans医

学博士、菲律滨总医院的Anna Ong-Lim医学博士、PCP成员、名眼科专家

Ruben Lim Bon Siong医学博士、脑科专家陈祖从医学博士和福建中医药大学

荣誉教授、本会社会责任聘任委员郑启明中医师等医学专家，与大家举行一

场紧急视频会议，一起探讨有关应对措施。 

        林理事长代表本会全体同仁以及华社，对诸位医学专家在疫情期间竭尽

全力，牺牲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分秒必争地抢救每一个生命，向他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万二分谢意。 

        林理事长说，我们十分了解前线医护人员的处境和为难，同时也极度关

心疫情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今天召开这场视频会议，就是想与大家一

起交流探讨，想出一个能够促使在公众安全和国家经济民生之间得到平衡的

两全其美折衷方法。同时也探讨一下应该如何给予前线医护人员尽善尽美的

帮忙。他说，菲华商联总会是华社一个规模宏大的团体，我们将尽全力支援

前线医护人员的抗疫工作，满足他们的需要。 

        Mario Panaligan医师说，医学界当天上午就本国疫情趋于恶化事宜，召

开一场记者招待会，并上书杜特地总统，呼吁从8月1日至15日，在大马尼拉

暨周边地区恢复加强社区隔离（ECQ），以重新调整应对新冠肺炎的战略。

医学界同时声称，目前的感染人数持续上升，医疗系统已经不堪负荷、医院

也完全不堪重负、医护人员更是精疲力竭，因此需要喘息时间。 

        Antonio Dans医师、Anna Ong-Lim医师、陈祖从医师和郑启明中医师等

医学专家亦相继发言，分享各自对疫情趋势的看法。据了解，目前各医院最

大的问题除了病床不够以外，医护人员也极度短缺。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新冠疫情的一些疑问，向各位医学专家提问，他们一

一解答。然后各位医学专家和本会诸领导就疫情和抗疫，以及如何促使在公

众安全和经济民生之间得到平衡的两全其美折衷方法等各方面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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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参加视频会议领导，感谢各位医学

专家对疫情和抗疫等课题的详细介绍，以及分享各自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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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共同主任和常务理事等。 

 

华社救灾基金向DEAF 

赠送20包50公斤装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3日（星期一）上午，向Deaf Evangelistic 

Alliance Foundation（DEAF）赠送二十包五十公斤装大米，缓解聋哑残障人

士的困境。 

    当天由DEAF主席、亦即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

中心副主任施超权、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

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DILG赠送 

6000片口罩和2支测温仪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3日（星期一）上午，向内政部（DILG）

赠送六千片外科口罩和两支测温仪等医疗物资，缓解该部门的急需。内政部

最近因为有若干工作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实行封锁两个星期。 

    当天内政部由该部门长官Tito Herminio F. Dino代表内政部长亚诺，亲赴

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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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助理陈光

灿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BOC-MICP 

赠送一批外科口罩和护目镜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3日（星期一）上午，向海关局-马尼拉国

际货柜港口（Bureau of Customs-Manila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Port或BOC-

MICP）赠送一批外科口罩和护目镜等医疗物资，慰劳在当地站岗的前线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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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亲往当地，向BOC-MICP负责人Paul B. Oadasan 上校移交

该批赠送物资。在场尚有BOC-MICP的Henry DizonSA2级长官、Teresita T. 

TurianaSA1级长官和Lino Arroyo Jr.上尉。 

     

金銮御苑向商总赠送 

维他命丸和药物等医疗物资 

 

    菲华商联总会讯 : 金銮御苑向本会赠送一批维他命丸和药物等医疗物资

，以捐赠给有需要的贫困户。 

    8月3日（星期三）上午，本会由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前往金銮御

苑，领取该批赠送物资，并随即运送到本会以待分发，并 

与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等代表共同接收。 

    本会谨此对金銮御苑的善行义举，向其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 

 

华社救灾基金向DOLE-NCR 

赠送一批外科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4日（星期二）上午，向劳工部国都区办

事处（DOLE-NCR）赠送一批外科口罩，慰劳该机构的办公室和外勤工作人

员。 



    当天由商总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和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

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等代表亲往当地，向DOLE-NCR移交该批赠送物资，由

DOLE-NCR负责人Sarah Buena Mirasol律师代表接收。 

   

商总举行视频讲座邀请 

LPC执行长讲解房地产市场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于8月5日（星期三）下午三点，举行一场有关房

地产市场前景研究分析的讲座，邀请Leechiu Property Consultants执行长

David Leechiu担任主讲人，为大家讲解菲律滨房地产业状况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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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eechiu执行长致欢迎词，同时感谢他在百忙中拨冗，应邀为大家讲解是日的

讲座内容。然后由本会副理事长黄奇昭，为大家介绍主讲人David Leechiu执

行长。 

     David Leechiu执行长首先为大家介绍Leechiu Property Consultants，然

后开始讲解本地房地产业状况。他说，大马尼拉区是全世界办公室物业消费

量最大的地方，尽管这里从今年三月中旬开始实施隔离措施，惟2020年第二

季度的办公室新租用率，却比第一季度增长50%（7万7千平方米）。按年增

长方面，2020年上半年的交易量，从2019年上半年的88万5千平方米减至23

万4千平方米，需求量下降-74%。 

    三月份至九月份的封城期间，空置办公室面积合计8万9千平方米，其中

47%在 计 顺 市 、21%在 马 加 智 、16%在Alabang、9%在

Ortigas/Mandaluyong/San Juan、7%在Bay Area。当中博彩业占54%。今后

六年，菲律滨的办公室物业供应将增长508万平方米（36%），其中大岷区将

由目前的224万平方米，增长127平方米; 宿务则将增长65万8千平方米。 

    基于受到疫情影响的缘故，本国2020年和2021年的GDP将分别收缩3.4%

和9%，不过，今年的GDP收缩并不等同于房地产价亦将下降。沓亚火山爆

发、新冠疫情和ECQ等一连串事故，已经对开发商的净收益构成负面冲击，

致使大部分开发商均削减各自的2020年资本支出。 

    住宅物业方面，大马尼拉区公寓住房的供应，仍然维持在2万3千379个

单位。2020年第二季度并无新的规划，开发商纷纷采取观望姿态。大致上，

住宅物业的开发商均经历销售下降，其中更有人削减资本支出。 



    尽管如此，菲律滨却基于若干客观条件，今后六至十二个月期间，经济

将会迅速复苏，其中包括随着11项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的完成，堵车状况将减

少50%，以及公司入息税从30%降低到25%。此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投资

国以及旅游市场，我们应该设法继续吸引他们投资菲律滨。 

    本会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David Leechiu执行长提问，后者一

一解答。然后David Leechiu执行长与本会诸领导就本国的房地产业前景等相

关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David Leechiu执行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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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

士、庄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陈俊礼、林荣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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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红会岷港口区赠送 

一批外科口罩KN95口罩和连花清瘟胶囊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5日（星期三）上午，向菲律滨红十字会

马尼拉港口区（PHILIPPINE RED CROSS-Port Area, Manila）赠送一批外

科口罩、KN95口罩和连花清瘟胶囊等医疗物资，支援该机构每天进行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以及慰劳在那里站岗的前线工作人员。 

    当天由商总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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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往当

地，向菲律滨红十字会马尼拉港口区移交该批赠送物资，由菲律滨红十字会

马尼拉港口区负责人Ging Sanchez和实验室主任Marlon Palarion Jr.代表接收

。 

     

华社救灾基金召开视频会议 

汇报支援抗疫工作进展探讨相关课题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6日（星期四）下午三点，由菲华商联总

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开视频会议。会议上向各成员单位汇报本基金支援抗

疫工作的进展，以及由各主要成员单位报告各自工作事项和探讨继续应对疫

情措施。 

    会议由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林理事长表示，本基金自菲政府展

开抗疫工作以来，在商总、菲华各界、中国商会等十一个成员团体诸领导共

同努力下，发挥华社大团结，为抗疫作出巨大贡献，有目共睹，获得公私界

肯定和赞扬，对商总、菲华各界和中国商会三领导团体贯彻执行各自受分配

责任，做得有声有色，予以表扬。林理事长同时向大家展示本基金的新徽标

（logo），声称今后本基金所展开的一切活动，均将使用这个新徽标。他同时

向大家汇报，本基金还在各主要主流媒体报章刊登我们在这段时间所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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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作上一次视频会议（5月14日）后迄今的财

政和收支报告。 

    接着由菲华各界杨华鸿主席对该会负责本次采购医疗物资工作，作了一

个完整报告，同时对开支亦作了详细清楚财政报告。 

    在进入讨论事项时，林育庆理事长提及他曾写了两封信给杜特地总统，

请求他敦促食品和药物署（FDA）迅速批准连花清瘟胶囊注册上市。林理事

长在与FDA负责人Eric Domingo联系时，后者也表示希望这种传统中药能够

尽快获得批准。林理事长希望此药一旦获得批准，注册商家能够以救人为前

提，用公道的价格出售，造福社会大众。 

    林育庆理事长也提及本国大约40个医疗界团体于本月初旬举行记者招待

会并联名上书请求杜特地总统下令把大马尼拉及周边地区（Mega Manila）

封城两周，给医护人员喘息空间。商总因考虑到遍体鳞伤的国家经济再也经

不起另一次的封城，因此以第一时间邀请相关医疗界团体的权威医学专家举

行紧急视频会议，一起探讨应对措施，同时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加油，激

励他们的士气。 

    另探讨病毒检测课题，基于快速检测并不是很准确，但是核酸检测费用

很昂贵，所以总统企业顧问Joey Concepcion 部长推荐一种叫做Pool Testing

的集体检测方法，费用较便宜每人只450元，要求华社再次给予大力支持，

赞助檢验一万人計四百五十万元，以支持政府擴大民衆测检，本基金决予大

力支助。同时並介绍爱+慈善基金会联合崇仁医院为大众进行爱+志愿者核酸

检测的概况。 



    然后进行座谈，由各成员单位领导和代表相继发言，提出各自宝贵建议

，大家相互交换意见。 

     

华社救灾基金向PGH 

赠送一批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7日（星期五）下午，向菲律滨总医院（

Philippine General Hospital或PGH）赠送一批医疗物资，支援该医院前线医

护人员的抗疫工作。 

    当天由PGH行政人员Joyce   Madrigallos代表该医院院长Geraldo Legaspi

医学博士，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

表主持。 

     

商总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与世长辞 

商总全体同仁深切哀悼寄予无限哀思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不幸于2020年8月9日在马

尼拉往生，享年86高龄。本会全体同仁惊闻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无不对商

总痛失一位有为的好领导深感悲痛和惋惜，并谨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勉

其节哀顺变! 

    卢武敏名誉理事长对华社、华教和主流社会均有巨大贡献，他的的不幸

仙逝，不但使本会失去一位栋梁支柱人才，华社失去一位无私奉献的侨领，

主流社会也失去一位热爱菲律滨和菲人兄弟的善长仁翁。 

    卢武敏名誉理事长于1935年在菲岛出生，是土生土长的菲籍华裔，祖籍

福建泉州石狮市锦尚镇卢厝西坑村，大学主修法律，具备较深的中西文化素

养。他从事船务ASIAN SHIPPING CORP.、重机械RAVAGO EQUIPMENT 

RENTAL等行业; 在经商方面才华卓越，其家族船务生意在他的经营之下，

实力迅速增长，业务蒸蒸日上，拥有庞大的商务船队，成为菲国的业界先锋

，成就非凡。 

    他也曾任本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菲华各宗亲会联合会前常务理



事、宗友会主要成员、菲律滨烈山五姓联宗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菲律滨卢

厝西坑同乡会咨询委员、菲律滨中正学院董事会荣誉副董事长、菲律宾洪门

近南学校校友会名誉顾问等社团要职。 

    卢武敏名誉理事长在菲律滨华人华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华社作出巨大

贡献。长期以来，卢武敏名誉理事长凭着一股坚毅不屈、奋斗开拓和拼搏的

精神，突破重重困境，为菲律滨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付

出了心血和智慧。他也致力于促进菲中友谊和华社的和谐团结，并为祖籍国

家乡发展倾注心力、奉献才智与绵力，影响深远。 

    卢武敏名誉理事长服务商总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一心服务社会人

群，从不计算个人得失。在其理事长任内，本会欣逢成立50周年大庆，在其

领导下，商总展开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社会服务方案，广受赞颂。其间，商

总共捐献农村校舍904座; 为援助台风受灾户而发起赈灾运动，得到全体华社

的大力支持，募得巨款购买救灾物资普济灾民; 面临SARS侵袭时，率领商总

与华社共同为防止疫情传播做出努力，并协助卫生部开展防SARS的宣传运

动; 在推动商业成长与发展方面，多次组织大型商业考察团出国访问，与外

国政府及其驻菲代表、国内外商业组织和学术机构建立良好合作伙伴关系; 

经常举办经济发展简报会、税务研讨会、创业论坛，或与政府官员会谈协商

，加深华社对国家经济运行的了解; 持续开展义诊、奖学、教师医疗补助方

案; 举办大规模的职介会，帮助政府解决失业问题; 注重加强与执法部门合作

，积极提供各种后勤支援，以改善治安情况。 

    卢武敏理事长在其任内也极力推动华文教育事业，分别推行志愿者教师

方案，充实本地华文师资。他也推行了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方案，一方面协

助经济能力不足的华人家庭，一方面也为社会培植人才。 

    卢武敏少将曾两度出任菲律滨烈山五姓联宗总会理事长，在该会德高望

重，热爱家乡和宗族，深获宗亲们的钦仰。他也深深热爱其母校菲律滨中正

学院，并在菲律滨中正学院董事会和校友总会担任要职，长年以来输财出力

，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尽心尽力，贡献良多，加上为人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因此人缘极佳，深得全体校友所爱戴。 

    卢武敏名誉理事长虽然已与世长辞，但是他的无私精神和风范将永垂不

朽! 商总同仁将永远缅怀他的无私奉献的一生，高风亮节的一生! 他虽然已经

永远离开我们，但是他所树下的典范，将永远活在每一位商总人的心中! 安

息吧，卢武敏名誉理事长! 祈愿您一路走好! 

 



菲国警岷警区第七警站警监一行 

莅访商总双方进行密切探讨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国警岷警区第七警站警监Harry Lorenzo中校在菲国

警岷警区Tayuman分站的Joseph Jimenez上尉、Hermosa分站的Kherwin 

Evangelista上尉和第七警站的Napoleon Reyes执行军士长等警官陪同下，于8

月10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半莅访本会，受到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等领导，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的热烈欢迎。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对

Lorenzo警监一行的莅临表示欢迎。颜长江秘书长和施超权董事同时向

Lorenzo警监一行介绍本会，以及我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福利工作。 

     Lorenzo警监首先对本会领导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万分感谢。他并阐

述其管辖地区的治安状况，同时对本会在大马尼拉及周边地区实施ECQ以来

，通过向其管辖警站提供大米和医疗物资，持续给予他们无限支援，表示由

衷感激。 

    本会领导呼吁Lorenzo警监一行在这个非常时期，要加强维持社会的治

安秩序，以及民众的生命财产。Lorenzo警监表示这是他的职责，他一定会

全力以赴。他也向本会领导介绍其管辖地区的一些规划和方案，同时请求本

会向他们提供一批桌上型电脑，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本会领导予以答应

。 

    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就相关课题各自提出宝贵建议，以及交换意见

。 

     

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警监一行 

莅访商总双方进行密切探讨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国警岷警区第十一号警站新任警监Joel Garcia中校

在岷市286描笼涯主席 Richmond Liu陪同下，于8月12日（星期三）上午十点

莅访本会，受到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等领导，代

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的热烈欢迎。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对



Garcia警监一行的莅临表示欢迎。颜长江秘书长和施超权董事同时向Garcia

警监一行介绍本会，以及我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福利工作。 

    Garcia警监首先对本会领导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万分感谢，他説他去

月刚上任时就想安排礼訪本会，但疫情下双方都找不出适当时间，今天终于

成行，他同时阐述其管辖地区的治安状况。宾主双方共同探讨岷市华人区近

期连续发生的几宗枪杀案的案情发展。 

    本会领导顺便再提起马尼拉华人区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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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超权前些时候在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亦即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和副理事长兼外

交督导林荣辉指示下，以第一时间就相关事件分别向岷市府秘书长洪英钟和

岷警区警长Miranda准将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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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nda警长当时虽然在医院接受治疗，仍相当重视那一系列案件及关心民

众的安危，迅即与本会诸领导就此事举行视频会议，共同探讨案情并接受本

会要求尽快破案。 

    本会领导亦请求Garcia警监应加紧破案，早日将歹徒绳之以法，使华人

区恢复安宁。Garcia警监说，根据他们的调查，目前已经掌握到凶手的资料

，以及他们的藏身处，并表示三起案件可能是由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他们

正在跟歹徒藏匿地方的当地警方加紧配合，以使能够尽快破案。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建议Garcia警监应该在华人区一带，特别是在银

行区和商业区等地，多部署一些警务人员，以维持当地治安，及保护商家和

市民。 

    宾主双方继续进行交流探讨，就相关课题各自提出宝贵建议，以及交换

意见。 

     

华社救灾基金通过CWTP 

向计顺市逾千贫困户赠送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9日（星期三）上午十点，通过

Companion With The Poor Inc.（CWTP）的全力协助，向计顺市Payatas描

笼涯的逾一千户贫困家庭赠送一批五公斤装大米，缓解他们的困境。 

    当天由CWTP执行董事 Leo Armas、法务总监Raineer Chu律师和



Bartolome Valeriano牧师等代表，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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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福利秘

书郑万杰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三军监察长办公室 

赠送一批连花清瘟胶囊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9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半，向菲三军-

检察办公室（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赠送一批连花清瘟胶囊，慰劳该机构全体工作人员。 

    当天由菲三军-监察长办公室的Joseph Macasa上尉和Rufina Po军士长等

代表，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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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MMDA 

赠送一箱连花清瘟胶囊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9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半，应大马尼

拉发展署（MMDA）主席Danilo Lim 将军索求，赠送一箱连花清瘟胶囊，支

援该署工作人员，以及在前线站岗的执勤人员。 

    当天由MMDA负责人  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代表该署主席Danilo Lim

将军，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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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警区3号警站 

赠送一批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9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半，向位于岷市



溪亚婆区的菲国警岷警区三号警站赠送一批医疗物资，慰劳该警站警务人员

。 

    当天菲国警岷警区三号警站警长John Guiagui中校在描笼涯主席

Richmond Liu陪同下，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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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主持。 

 

菲律滨妇女委员会主席一行 

莅访商总双方进行探讨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 : 隸属总统府的菲律滨妇女委员会（PCW-Office of the 

President）主席Sandy Sanchez-Montano在内政部（DILG）长官 Tito 

Herminio F. Dino 推介下并在内政部行政助理Gerald Salonga和大马尼拉发展

署（MMDA）负责人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等人陪同下，于8月19日（星

期三）上午11点莅访本会，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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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领导，代表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的热烈欢迎。 

    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等领导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对Montano主席一

行的莅临表示欢迎。诸领导同时向Montano主席一行介绍本会，以及我们所

从事的各项社会福利工作，同时也向她简介华社救災基金在疫情下所做大量

協助工作。 

    Montano主席首先对本会领导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万分感谢，同时向

本会诸领导介绍菲律滨妇女委员会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她说，菲律滨妇女委

员会主要是协助本国受迫害妇女自我捍卫，并为她们争取公义及合法权益。 

    本会诸领导对菲律滨妇女委员会的理念很是赞同，也很赏识她们所从事

的工作，并表示予以支持。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就相关课题各自提出宝

贵建议，以及交换意见。座谈结束后，本会诸领导向Montano主席赠送一批

婴儿尿布，以分发给有需要的婴孩 。 

 

商总决敦聘郑启明中医师 

为理事长中医药特别助理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聘任委员、中国名中医洎福建中

医药大学荣誉教授郑启明中医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才高学传，医术高明，

经验丰富的中医药医学专家; 在菲行医多年，仁心仁术，济世为怀，救死扶

伤，造福病家。他于上个世纪90年代移居马尼拉，作为中国海外中医药同学

会一员，开始积极投入推广海外中医药事业，被誉为一位最地道、最传统，

又是最具国际化、现代化视野的中医师。 

    郑启明中医师现任中国-菲律滨中医药中心菲方主任、菲律滨注册中医及

针灸师、菲律滨科学健康促进会主席、福建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主席团执委、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世中联风湿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世界中医服务贸易联合会主席等要职。郑启明中医师平素关

怀社会弱势群体病患，积极配合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义诊方案，对社会作

出无私奉献 。本会决定敦聘其为本会理事长中医药特别助理。 

 

华商洪聪晓向国警4A警区 

慷慨捐赠五十辆脚踏车 

 

    本市讯 : 华商洪聪晓在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在大马尼拉发展

署（MMDA）负责人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 Benjamin Vialu Jr.先生等人

陪同下，一行人于8月20日（星期四）上午，前往位于内湖（Laguna）省

Calamba市Canlubang描笼涯的Vicente Lim军营，拜访菲国警4A（PRO4A, 

Calabarzon）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 Jr.准将，向其移交捐赠给该警区执法

人员的50辆脚踏车。宾主双方并进行座谈，就疫情和治安等相关事宜，互相

交流探讨。 

    洪聪晓先生一行向Danao警长说明此行来意，声称近些日子以来，菲律

滨大众运输工具多因疫情而停驶或限制运量，包括警务人员在内的不少民众

改以自行车代步，所以向该警区捐赠这批脚踏车，慰劳在前线执法的警务人

员。Danao警长表示，迄今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其警区警务人员为维护

社会治安和侦破案情而在前线执法，有的居家与执勤地方距离遥远，在目前

公交车短缺之下，洪聪晓先生的慷慨捐赠，对他们而言乃是及时雨。对此，

他代表其警区全体同仁，向其表达由衷感激。 

    在座尚有菲国警4A警区的Don Dicksie De Dios少校。 



鄢市市议会通过决议案 

高度褒扬林文海老先生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元老名誉董事亦即北棉兰佬董事兼组织共同主任

林惠中先生令尊林文海老先生不幸于2020年8月18日仙逝，享年壹佰零贰高

龄。老成凋谢，轸悼同深，饰终令典，极尽哀荣。 

    林文海老先生是菲华社会，特别是南岛北棉兰佬地区东棉省鄢市（

Cagayan De Oro）华社的名侨领，也是当地主流社会的闻人，生前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各项慈善工作，对国家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深受当地主

流社会和华社的尊崇和爱戴，也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肯定。当地市议会闻悉

噩耗，诸市议员对痛失一位社会中流砥柱，纷纷感到深切悲痛，并于8月24

日的例会上，通过第13671-2020号决议案，以该市第十九届议会的名义，向

林老先生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盼望他们节哀

顺便。 

    鄢市市议会在决议案中，表扬林老先生是鄢市的一位杰出社会领袖和慈

善家，同时也是该市的荣誉市民。决议案同时缅怀和追忆了林老先生生前积

极参与该市诸社会和民间团体所从事的各项慈善工作，造福当地无数弱势群

体。 

    决议案表示，林文海老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大家，但是他的义举善行和

服务社会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每一个鄢市市民的心中。尤其是那些受过他帮助

后生活获得改善的鄢市市民，将会把他的恩情永远铭记于心。 

 

商总向国家调查局捐赠一輛 

现代Starex Van公务流动車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一行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副理事

长施东方博士（代表林育庆理事长）率领，于8月26日（星期三）上午十点

半，前往国家调查局（NBI）总部，向该局移交本会捐赠的一辆现代（

Hyundai ）Starex Van 公务流动車，受到国调局局长Eric Distor和副局长

Vicente De Guzman III的热情欢迎。 

    施东方副理事长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向Distor局长致以诚挚问候。他说



，本会的创会宗旨是联络在菲华商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除了推动捐建农村

校舍、志愿消防、义诊和赈灾等华社四宝工作外，也积极协助政府维持治安

，同时向其介绍本会在疫情期间，率同华社救災基金支援政府的各项抗疫和

社会福利工作。 

    施东方副理事长说，本会捐赠的这辆现代Starex Van公务流动車 ，是属

于高级豪华型，车厢内可以作为会议用途。捐赠这辆流动車，主要是供国调

局作为驶往外省调查案件及其他公务的用途，以提高该局的办案和破案效率

，并希望今后本会与国调局能有更进一步的合作。Distor局长代表国调局向

本会表示万分谢意，声称他们将会更加尽心尽力办案，同时将会全力与本会

配合。 

    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就各项相关课题各自提出宝贵建议，并相互交

换意见。本会出席领导有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

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税务副主任王家烟、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和黎刹法

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 

 

商总向囯家消防局总部 

赠送大米和各种医疗物资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

雯生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于8月26日（星期三）下午一点半，向国

家消防局总部（BFP-NHQ）赠送50包50公斤装大米（由热心华商Justin Tan

（阿道）先生捐赠本会）以及一批连花清瘟胶囊和其他医疗物资，慰劳在全

国各地维护大众生命财产的消防队人员。 

    当天由国家消防局总部副局长Wilberto Rico Neil Kwan Tiu将军率领FD2

地区消防部门主管Rachel Verbo高级监督、FD4消防部门主管Ricardo 

Pedrigo高级监督、FD3地区消防部门主管Rizalde Castro高级监督、GSS的

Gerry Berte监督和首席工程服务处的Romeo Celoso监督等人，在甄山国先生

陪同下，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

权、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主持，并由内政

部长官Tito Herminio F. Dino见证。 

    宾主双方并进行座谈，就一些相关课题互相探讨交流。施超权董事向

Kwan Tiu副局长一行表示，希望正值这个非常时期，各行各业均受到疫情或



多或少的冲击之际，消防人员暂时不要前往向商家，特别是华商检查他们的

防火设备。Kwan Tiu副局长表示将会尽量与本会配合。双方同时就其他一系

列课题提出各自的宝贵建议，并相互交换意见。 

     

Converge 公司献议向商总大厦 

免费安装和供应快速无线网络 

 

    菲华商联总会讯 : Converge Pure Fire Technology公司敏沦洛工作组组长

Emil M. Catalan于8月28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代表该公司执行长

Dennis Anthony Uy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董事兼外交副主任施超权（代表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领导的热烈欢迎。宾主双方进行座谈

。 

     Catalan组长向施超权董事说明来意，声称该公司拟向本会（正座商总

大厦）免费安装25MBPS网速的快速度无线网络（wifi），并免费提供我们使

用，同时向本会领导介绍他们的无线网络以及讲解如何安装和使用的细节。

他说，他们的公司知道商总是一个成员涵盖全菲各地和各行各业商会，影响

力巨大，且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了很多有益和建设性的事，所以愿

意免费为我们服务，以示支持我们所推行的方案和工作。 

    施超权董事代表林育庆理事长，对Converge公司的献议表示接受，同时

向Catalan组长表示谢意，并表示此举将为商总大厦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时也

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有关安装和使用的细节。Catalan组长说，该项

工程订于9月14日进行安装，同时预期将在本月内正式启动。 

    在场尚有本会福利秘书郑万杰和物业管理秘书李祥庭。 

 

陈永栽夫人陈丽治女士仙逝 

商总领导在其灵前默哀行礼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令夫人亦即副理事长

陈俊礼令萱堂陈丽治女士，不幸于8月31日病逝，享年七十七高龄，宝婺星

沉，轸悼同深。本会领导谨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勉其节哀顺变。 

    9月6日（星期日）上午十点，陈丽治女士家属在其灵前举行弥撒，为其



灵魂祈祷。当天上午十一点，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诸领导代表商总在

其灵前举行追悼会并慰问其家属。林育庆理事长和施东方副理事长分别致悼

词，全体出席领导默哀行礼以表哀思。陈俊礼副理事长代表家属向本会全体

出席领导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