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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诸领导陪同中国驻菲大使黄溪連阁下 

中国建军节前夕前往计顺省Tiaong社 

向中国解放军开国上将叶飞将军铜像献花 

 

        菲华商联总会讯 :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纪念日，中国驻菲特

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为庆祝这一重大节日，特邀约本会领导于7月31日（星期

六）上午，前往本会多年前在计顺省Tiaong社公园竖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

将叶飞将军铜像前，举行献花仪式，缅怀叶飞将军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以及

为推动菲中友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陪同黄溪连大使阁下的中国驻菲大使馆长官

有文化参赞李薇、副武官窦旭东少校和一名随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是日率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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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苏礼顺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领导，应邀出

席参加献花仪式。本会诸领导的计顺省Tiaong社之行，事先通过福利副主任、亦

即计顺省商会负责人之一苏礼顺常务理事协助，周详安排当天所需进行事项，一

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场尚有以Adrian Tiongco 为首的叶飞将军后裔代表及南吕

宋国立大学（Southern Luzon State University）校长Doracie B. Zoleta Nantes博

士。 

        献花仪式开始之前，林育庆理事长等本会诸领导，与黄溪连大使阁下、计顺

省省长Danilo Suarez、众议员David “Jayjay” Suarez、Tiaong社长Ramon Abad 

Preza等长官寒暄交流。计顺省省长Danilo Suarez偕同夫人计顺省众议员Aleta C. 

Suarez贤伉俪特别在叶飞将军纪念公园外，挂着欢迎黄溪连大使阁下一行的横幅

。 

        献花仪式于上午十时正式开始，仪式庄严隆重。首先由黄溪连大使阁下向叶

飞将军的铜像献花，继由林育庆理事长代表本会向叶飞将军铜像献花，再由计顺

省省长Danilo Suarez在Tiaong社社长Ramon Abad Preza陪同下，向叶飞将军铜

像献花，最后由计顺省众议员David “Jayjay ” Suarez向叶飞将军铜像献花。当天

的节目由Tiaong社政府官员Erasto Valdez领祷拉开序幕，接着奏菲中两国国歌，

继由计顺省Tiaong社社长Ramon Abad Preza致欢迎词，并详细介绍叶飞将军履

历。继由本会福利副主任苏礼顺介绍黄溪连大使阁下，然后恭请黄大使致词。 

        黄溪连大使在致词中，盛赞叶飞将军是“中菲友好的象征”。黄大使表示，习

近平主席2018年对菲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曾指出，“菲律宾国父、民族英雄黎刹的

祖先就来自中国福建省晋江市；新中国的开国名将叶飞出生于菲律宾计顺省，他

们都是两国人民共同的骄傲。” 

        黄大使指出，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明天即将迎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伟大成



就，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军队始终听党

话、跟党走，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的中国军队坚持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履行大国军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始终站在维护世

界和平的最前沿。 

        黄大使强调，我们要致力于传承叶飞将军作为共产党人的大无畏奋斗精神，

赓续叶飞将军将延续与发展中菲友好为己任的光荣使命。黄大使指出，在习主席

和杜特地总统的亲自关心和引领下，中菲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菲关系发展顺民

意、得民心、惠民生，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无论灾难疫情如何侵袭，中菲两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携手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

新时期伙伴关系，更多地造福两国人民，更好地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黄大使并向叶飞将军后人表示亲切慰问，对计顺省、Tiaong社以及菲华商联

总会为传承叶飞将军精神、推动中菲友好合作所作贡献，致以崇高敬意。黄大使

并代表中国驻菲大使馆，向叶飞将军后人捐献菲币十万元，由叶飞将军家属

Adrian Tiongco代表接收，同时捐献菲币十万元给Tiaong社，由社长Ramon 

Abad Preza代表接收。 

        接着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林育庆理事长表示，今天，我们聚集在

一起，是为了向一位伟人叶飞将军，菲名Sixto Mercado Tiongco致敬，他在菲中

关系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2000年3月29日，菲华商联总会带头倡议在叶

飞将军的家乡计顺省Tiaong社，竖立了叶飞将军的铜像，来纪念1914年出生于计

顺省Tiaong社的叶飞将军。叶飞将军是出生在当地一个华侨小商人家庭，父亲叶

荪卫，母亲Francisca Mercado。 

        林理事长说，时任商总理事长陈永栽博士为纪念叶飞将军，在当地捐资兴建

一座叫做“叶飞学校”的职业学校。他说，菲华商联总会和菲华社会，均以最崇高

的敬意，缅怀曾经在中国人大常委会、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

海军部队等岗位担任要职的叶飞将军的丰功伟绩。 

        林理事长说，今天的献花仪式意味深长，因为明天8月1日，是叶飞将军服役

数十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94周年的纪念日。他说，叶飞将军在军中的英

勇事迹和卓越表现，确实令人钦佩。他一生中面对着许多战争的危险和各种挑战

，但是最后均能迎刃而解。身上流着一半菲人血统的叶飞将军，具有在遭遇逆境

的时候逆来顺受的毅力等天生特质。 

         林理事长说，叶飞将军可以说是菲律宾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就跟菲律宾华侨

抗日义勇军和华支等二战时期的菲律宾华侨地下抗日游击队被视为中国对菲律宾

抗日战争的贡献一样。菲中两国人民，在过去几百年以来，都是合作伙伴。而今

，菲华社会也是跟菲律宾兄弟姐妹站在一起，期待菲中两国友好关系，有著光明

的前景。中国是菲律宾在贸易、投资、发展、旅游业、基建、技术等领域的策略

伙伴，在有需要的时候彼此间都会互相帮助。当年马拉维市发生叛乱战争后，中

国政府向菲律宾捐赠了一批步枪和弹药，以及八千五百万披索，作为受伤士兵的

医疗费用，以及重建工程等用途。 

        林理事长也感谢中国政府捐献了100万剂科兴疫苗，支助本国的防疫抗疫工

作。他也藉此机会，感谢黄溪连大使阁下和中国驻菲大使馆，全力协助商总等华



社团体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购得50万剂科兴疫苗，来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前线人

员接种。他同时也感谢中国政府，通过其“春苗行动”，支持我们的疫苗接种方案

。 

        林理事长最后呼吁大家传承叶飞将军留下的精神遗产，继续充当促进菲中两

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永固友好关系的桥梁，以及携手促成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和平、进步和繁荣。 

        然后计顺省省长Danilo Suarez和衆议员David “Jayjay” Suarez分别发表讲话

。Danilo Suarez省长表示，叶飞将军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精神

，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希望菲中两国人民能基于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更加紧密

联系在一起，计顺省希望加强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David “Jayjay” Suarez众议员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4周年，感谢中国对

菲律宾抗击新冠疫情提供的无私援助，希望菲中两国进一步深化友谊、拓展合作

。最后由叶飞家属代表Adrian Tiongco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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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顺省省长 Danilo Suarez 偕同
夫人众议员 Aleta C. Suarez贤伉
俪，在叶飞将军纪念公园外，挂
着欢迎黄溪连大使阁下一行的横
幅。 

  

 

 

 

 

 

林育庆理事长与黄溪连大使阁下、
Danilo Suarez省长、David “Jayjay” 
Suarez众议员和 Ramon Abad Preza
社长等人寒暄交流。 

主席台贵宾，左起Preza社长、中国大使
館李薇文化参赞、黄溪連大使阁下、
Suarez省长、林育庆理事长及衆议员
David “Jayjay” Suarez。 



  

 黄溪连大使和林育庆理事长向叶

飞将军铜像献花后合影 

集体合影 

  

 

 

出 

席 

贵 

宾 

林育庆理事长与黄溪连大使阁下寒

暄交流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市议员Numero Uno 

赠送二十袋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日（星期日）上午，向岷市第二区市议员

Numero Uno，赠送20袋大米，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市议员Numero U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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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原先安排8月下旬替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侨胞施打 

现因接种服务商进行内部调整而改期届时将另行通知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疫苗接种服务商Medgrocer原先为向本会预订中国科

兴疫苗，并已付清疫苗款项和接种服务费用，惟基于各种原因而迄今尚未接种第

一剂的侨胞，安排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于8月26日、8月27日和8月28日其中任

何一天，根据自己的方便，直接前往光啟学校或者是嘉南中学接种。现因

Medgrocer内部仍在对疫苗进行调整，所以来不及在以上3天时间替侨胞接种。 

        目前需等第二剂疫苗接种工作完成后，再安排时间替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

侨胞施打。届时将会再次登报，另行通知大家。 

 

宗联行函华社抗疫委/商总 

对启动疫苗接种活动道谢 

并委托转达对中国使馆谢意 

 

        华社抗疫委员会/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抗疫委/本会日前接到菲律宾各宗亲会

联合会来函，对本抗疫委/本会在中国驻菲大使馆鼎力支持下，向中国科兴企业采

购50万剂新冠疫苗，在全菲启动疫苗接种活动「Operation Bakuna」，并陆续在

本国各大城市接种第二剂，使成千上万民众受惠，表达感激心意。 

        该会除对本抗疫委/本会关爱华社、用实际行动为华社侨胞谋福利的义举深受

感动，并以诚挚的心意向本抗疫委/本会道谢以外，亦委托本抗疫委/本会代向中

国驻菲大使馆转达谢意。 

 

弘农杨氏行函华社抗疫委/商总 

对启动疫苗接种活动道谢 

并委托转达对中国使馆谢意 

 

        华社抗疫委员会/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抗疫委/本会日前接到菲律宾弘农杨氏

宗亲会来函，对本抗疫委/本会在中国驻菲大使馆鼎力支持下，向中国科兴企业采

购50万剂新冠疫苗，在全菲启动疫苗接种活动「Operation Bakuna」，并陆续在

本国各大城市接种第二剂，使成千上万民众受惠，表达感激心意。 

        该会除对本抗疫委/本会关爱华社、用实际行动为华社侨胞谋福利的义举深受

感动，并以诚挚的心意向本抗疫委/本会道谢以外，亦委托本抗疫委/本会代向中

国驻菲大使馆黄溪连大使阁下及诸位长官转达谢意。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举行新届理事会职员就职 

吴清泉献捐商总华生流失补助金菲币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于8月1日（星期日）中午11时，通过

ZOOM网络视频线上，举行庆祝第117连118届理事会职员就职典礼。疫情期间，

仪式简单，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大会主席名誉会长许扁先生，新届会长吴清泉先生。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受邀出席，并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新届会长吴清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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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星期二）下午，菲律

宾福建总商会会长吴清泉先生在秘

书长吴肇新陪同下亲赴本会，移交

捐献支票，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代表接收。在场尚有本会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参与见证。 

         是日吴清泉先生同时向本会递

交福建总商会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颁赠的感谢状，答谢林理事长

担任该会就职典礼大会主讲人，由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代表接收。 

吴清泉先生仁风义举，殊堪钦式，

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上图为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吴清泉（左二）向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右

二）移交捐献支票。图中尚有該会秘书长吴肇新及本会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下图吴清泉先生向颜长江秘书长移交福建总商会颁赠给林育庆理事长的感谢

状。 

 

商总下周二邀请OCTA的Guido David和Ranjit Rye两位教授 

主持主题为“菲律宾目前就疫情和Delta新变异病毒株的 

最新信息和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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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星期二）下午三点，

邀请菲律宾OCTA研究院的Guido David教授及Ranjit Rye教授， 为商总对华社开

放视频讲座主讲人。届时Guido David教授和Ranjit Rye教授将为大家讲解的主题

为“菲律宾目前就疫情和Delta新变异病毒株的最新信息和预测”。 

        Guido David和Ranjit Rye两位，均是资历和经验都非常丰富的教授，他们这

次将为大家讲解本国应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来预防和抗击新变异病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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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0 

8198 7117; 密码 : 720259。欢迎本会诸同仁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届时踊跃

参加并准时上网参与，了解一些最新的疫情演変，以及相关抗疫和防疫的信息。 



 

商总邀请OCTA的Guido David和Ranjit  Rye两位教授 

向华社提供Delta新变异病毒株的最新信息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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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星期二）下午两三点，邀请

菲律宾OCTA研究院的Guido David 和 Ranjit Rye两位教授，为商总对华社开放

视频讲座主讲人。是日Guido David 和 Ranjit Rye两位教授，为大家讲解的主题

为“菲律宾目前就疫情和Delta新变异病毒株的最新信息和预测”。 

        Guido David和Ranjit Rye两位教授，均为资历丰富的学者专家，他们俩当天

为大家讲解本国应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来预防和抗击新变异病毒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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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本会林育庆理事长致欢迎词

。林理事长对Guido David和Ranjit Rye两位教授在百忙中拨冗前来进行讲解，致

以万二分谢意。他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可以说是既及时又相关，因为正当

新冠肺炎病例再度大幅激增之际，本国国都区正在准备于8月6日至8月20日实施

ECQ，以缓解Delta变异病毒株的蔓延。我们欢迎更多疫苗的运抵，包括商总等

团体以华社抗疫委的名义，向中国采购的50万剂科兴疫苗。 

        林育庆理事长说，我们很欣慰能够成为菲律宾第一个进口和接种疫苗的私营

界机构，这是一项特别为经济前线人员--跨吕宋、未狮耶和棉兰佬的企业家--实

施的独特方案。我们是于6月25日正式启动开打，目前已替逾90%的订购者完成

第一剂的施打。我们的目标是在八月底完成第二剂的施打。 

        林理事长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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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支持政府正值疫情当中

，对平衡拯救生命和挽救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全力处理相

关经济问题，促使国家经济重新增长。接种疫苗作业能够确保国家对疫情的控制

能力。 

        林理事长同时强调，商总的疫苗接种方案，是本会对国家疫苗接种方案的贡

献，此举能以恢复民众的信心，并有助于从速重建营商。有鉴于此，我们支持各

企业商号，致力于让他们的员工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也支持动员更多个人接种

。 

        林理事长说，疫情扰乱了生命和生计，但是我们仍对在社会团结一致之下，

战胜疫情持乐观态度。我们希望这场网上讲座，能够有助于帮助大家了解疫情的

最新趋向。相信通过两位主讲人的详细讲解，能够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本会主要出席领导，再由本会副理事长林荣

辉介绍OCTA研究院的Guido David教授和Ranjit Rye教授，然后有请两位教授，

先后为大家主讲。 

        Guido David教授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诚邀。他表示，德尔塔变异病毒株很

令人担忧，因为它比其他变体病毒的传染率高达五成。截至6月13日，英国的所

有新冠病例当中，有98%是德尔塔变异病毒株。这种病毒株目前已成为全世界的

主导病毒株。在菲律宾，根据基因组序列抽样本，预计有 

26%为德尔塔变异病毒株。 

        Guido David教授说，国都区面对当前最新一波病例激增，倘若能在8月1日

开始封城，那么只需1到2个星期的时间，就可实现有效控制；如果推迟到8月8日

才开始封城，则需要2到4个星期的时间，方能够受到控制；倘若拖到8月16日才

封城，那么在本月余下的时间中，大马尼拉区每天的新增病例，预计将多达2500

宗，需要更长的封城时间才能控制。 

        Guido David教授说，我们要控制疫情，并限制死亡人数，希望提供封城两

个星期，到了九月，我们能以克服这一点，以使迎来强劲的第四季，以及经济和

企业均告强劲的最后几个月。他说，国都区实施ECQ期间，政府允许基要产业继

续运营，届时员工必须严谨遵守公共安全保护措施。 

        Ranjit Rye教授表示，国都区已有两成

人口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根据接种时间安

排，到九月份或十月份，极有可能将有四

成的人口，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如此以

来，在年底之前，国都区和全国其他大都

会区，或许将实现“人口保护”。 

        Ranjit Rye教授说，即使已经接种疫苗

，我们仍然得保持谨慎，应该自我宅在家

里。ECQ期间，切记不要到处乱跑和在外

面进餐。他说，我们要共同努力，应对激

增的威胁。封城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出现

灾难性的病例激增。 

        两位教授表示，倘若国都区在九月至

十月能够实现“人口保护”，那么圣诞节前

的商业活动将有望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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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位教授进行提问，对方一一

解答，然后两位教授与大家就一系列相关

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由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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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至下图Guido David和Ranjit Rye两位教授，以及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

在讲座会上。 

 

 

 

 

 

 

 

 

 

 

 

 

 

 

 

 

 

 

 

 

 

 

华社救灾基金向Bacoor Cavite 103 Niog 3 Brgy Neighborhood Assn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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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Bacoor Cavite 103 

Niog 3  Brgy Neighborhood Assn

，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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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or Cavite 103 Niog 3 

Brgy Neighborhood Assn 会 长

Maria Lourdes Sange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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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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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dalena Women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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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Magdalena Womens 

Group，赠送10袋大米、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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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dalena Women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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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利副主任柯顺庆、办公厅

主任林杨雪芹;  菲华各界

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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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加洛干市第一区16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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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加洛干市第一区164

描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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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加洛干市第一区164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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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Paco区67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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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Paco区678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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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o区678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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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Pandacan区847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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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Pandacan区847

描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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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acan区847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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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1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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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2描笼涯

，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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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描笼涯主席Eugenia Cecil Arbole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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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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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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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一区45描笼涯

，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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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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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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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73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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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39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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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描笼

涯主席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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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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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五区市议员

Raymundo Yupangco，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和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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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办公厅主任林

杨雪芹;  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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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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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588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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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描笼涯主席

Ariel Victor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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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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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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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595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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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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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62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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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23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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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描笼涯主席Maria Ampa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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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

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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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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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25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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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描笼涯主席

Manueliza J. De Jes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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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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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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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26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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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描笼涯主席

Rodelio Jami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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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

、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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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64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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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42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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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描笼涯主席

Elena De Fies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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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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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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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58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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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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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6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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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1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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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描笼

涯主席Nicanor Misl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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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

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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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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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79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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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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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8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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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84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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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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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

庆;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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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ano Lou Vel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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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岷市第六区市议员

Luciano Lou Velo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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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六区市议员Luciano Lou Velo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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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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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六区Baesa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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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星期四）上午，向计顺市第六区Baesa

描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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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计顺市第六区Baesa描笼涯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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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館文化處協助安排 

廿九位留學生接種疫苗 

             

        華社抗疫委訊：在中國駐菲大使館文化處安排下，本抗疫委于昨天假光啟學

校接種站為廿九位中國留學生進行疫苗接種，該些留學生由菲律濱中國學生學者



聯誼會主席陳紅帶領於八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時赴商總光啟站接受疫苗接種

，由商總副理事長王連僑在場親自協辦，順利完成使館委托任務，陳紅主席為該

聯誼會廿九成員能夠順序進行疫苗接種深感欣喜，特當場向王連僑副理事長的全

力協助致以萬分謝意。 

 

 

 

 

 

廿九位

中國留

學生在

等待辦

理接種

手續 

  

商總副理事長王

連僑親自接待菲

中國留學生聯誼

會陳紅主席 

王連僑及陳紅兩位在協助留

學生進行接種登記。 

王連僑及陳紅兩位見証留學

生接受疫苗接種。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1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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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16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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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描笼

涯主席Bernardo Ga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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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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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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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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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30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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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描笼涯

主席Dennis Novi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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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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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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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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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44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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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描笼涯主席Der Roberto Due，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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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9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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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96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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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描笼涯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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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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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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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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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09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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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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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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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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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22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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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描笼涯主席

Pedrito Nilay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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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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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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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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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36描笼涯，

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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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描笼涯主席Roberto 

M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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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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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

会长庄雄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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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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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41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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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描笼涯主席

Robert De La Cru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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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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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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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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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46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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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描笼涯主

席Angelino Atutu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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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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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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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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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352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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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描笼

涯主席Roderick Suar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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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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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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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73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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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

市第五区736描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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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描笼涯

主席Rosario  Gonza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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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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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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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73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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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36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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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描笼涯主席

Mary  Ann Buenvia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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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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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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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737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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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37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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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描笼涯主席

Eddielyn Dimanl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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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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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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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79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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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90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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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描笼涯主席Ian Orend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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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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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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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79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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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94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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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描笼涯主席

Joseph Fajar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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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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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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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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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795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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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描笼涯主席Orlando Flor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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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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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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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80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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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803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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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描笼涯主席Gerry Mariano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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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80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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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805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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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描笼涯主席Jose Antonio Dima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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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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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

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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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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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六区593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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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描笼涯主席Antonette Lac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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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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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会长

庄雄彪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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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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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六区868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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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描笼涯主席Lourdes Asist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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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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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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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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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六区900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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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描笼涯主席Der Fernando Suarez Mercado，亲赴商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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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58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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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四区584描笼

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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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584描笼涯

主席Orlando Flor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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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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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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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 Bryson Atienza社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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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省Tiaong社社

议员Jonas Bryson Atienza，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医疗和生

活物资，以分发给当地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Jonas Bryson Atienza社议员亲赴商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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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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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

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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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KMU 

赠送五十袋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五一工会（KMU）

，赠送50袋大米，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五一工会派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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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仙范市Kabayanan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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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仙范市Kabayanan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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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仙范市Kabayanan描笼涯主席Christoper Punza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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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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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

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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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内湖省Paete社 

赠送药材大米速食面和口罩等医疗和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内湖省Paete, 赠送一

批药材、2袋大米、20箱速食面和2000片口罩等医疗和生活物资，以分发给当地

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由Johnny Tam前

海关协调员亲赴商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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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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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

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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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加洛干市Novaliches区Dela Costa Homes II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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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加洛干市Novaliches

区Dela Costa Homes II，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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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加洛干市Novaliches区Dela Costa Homes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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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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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

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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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6号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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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6号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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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描笼涯主席Lea C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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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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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

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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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9号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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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9号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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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描笼涯主席Gabriel Cam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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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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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

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

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

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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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9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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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98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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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描笼涯主席Julieta Ber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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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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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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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2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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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2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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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25描笼涯主席Roberto Tolent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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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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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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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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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2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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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26描笼涯主席Alfredo “Totoy” De Oca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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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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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

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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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移交给岷市第一区第26描笼

涯代表。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7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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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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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4描笼涯主席Ernesto Nubez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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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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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

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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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27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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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

市第三区272描笼涯，赠送3袋大

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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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描笼涯由主席Roderick Bautis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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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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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

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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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福利副主任柯顺庆移交给岷市第三区272描笼涯

主席Roderick Bautista。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第28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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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281描

笼涯，赠送5袋大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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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281描笼涯主席亦即商总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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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吕宋区理事兼

税务聘任委员蔡忠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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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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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菲华各界财政洪珊友谊移交给岷市第三区第281描笼

涯主席刘少强。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三区第31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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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1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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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18描笼涯主席Antonio  Cast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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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

、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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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第32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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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2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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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20描笼涯主席Richmond Lance Sy 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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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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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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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第32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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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2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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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21描笼涯主席Yolanda  Pedime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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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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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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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6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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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63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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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描笼涯主席Ruben Jac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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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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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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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向岷市第二区吗63描笼涯代表移

交。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17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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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178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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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描 笼 涯 主 席 Joc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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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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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

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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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23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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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231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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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描笼涯由主席Ro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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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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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

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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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15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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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笫159描

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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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59描笼涯主席Danilo Lop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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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4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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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42描

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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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42描笼涯主席Elivra Seb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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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637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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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637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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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描笼涯由代表Louie Si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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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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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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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84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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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

841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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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描笼涯主席

Michi Regalado Cast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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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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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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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第85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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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5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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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59描笼涯主席Antonina  Par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

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社会责任共

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

主任庄联禄、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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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40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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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402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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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402描

笼涯主席Cynthia Esca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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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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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

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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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53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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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532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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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532描笼涯主席Zenaida Laur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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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柯

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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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

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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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移交给Zenaida 

Laurel主席的代表。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6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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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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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63描笼涯主席Allan Lag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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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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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庄联禄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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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7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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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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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3描笼

涯主席Nestor Lop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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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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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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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巴西市第二区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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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巴西市第二区93描

笼涯，赠送10袋大米、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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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巴西市第二区93描笼涯主席Joseph Concepc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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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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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工商联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

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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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市长Joy Belmonte 

赠送五十袋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市长Joy 

Belmonte，赠送50袋大米，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市市长Joy Belmo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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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一区San Antonio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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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市第一区San 

Antonio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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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Antonio描笼涯主席Daniel  Berro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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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

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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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马加智市Tejeros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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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星期五）上午，向马加智市Tejeros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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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加 智 市

Tejeros描笼涯由代理主

席Lino Zaraspe J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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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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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

社主持。在场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参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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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Ang Tao Muna at Bayan Movement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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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Ang Tao Muna at 

Bayan Movement，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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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 Tao Muna at Bayan Movement由秘书长Mohammad Omar Albano 

Fajardo众议员代表 ，前

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

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

权、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

焕燃、福利副主任庄联禄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

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

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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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ASGH 

赠送一万个KN95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Jose Abad Santos法

官总医院（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赠送10000个KN95口罩，

以分发给该医院前线医护人员。 

        是日Jose Abad Santos法官总医院院长Merle Sacdalan Faustino医学博士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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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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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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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五一工会 

赠送五十袋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五一工会（KMU）

赠送50袋大米，以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五一工会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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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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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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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全国记者会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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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全国记者会（NPC

）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1箱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全国记者会由Benedict Abayg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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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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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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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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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18描

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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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18描笼涯主席Alfredo Cor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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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3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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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3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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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32描笼涯主席Annabelle Beltr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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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

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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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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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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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69描笼涯主席Edgardo T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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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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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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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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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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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0描笼涯主席Edwin Simbu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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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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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庄

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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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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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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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2描笼涯主席Antonia P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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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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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庄联禄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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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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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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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3描笼涯主席Rosemarie Ibay-Samo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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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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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

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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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第36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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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63描

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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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63描笼涯主席Willy Madej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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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8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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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8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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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88描

笼涯主席Ryan Nacional，亲

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社会责

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福利副

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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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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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80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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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800描笼涯主席Norberto Lim Sami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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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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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

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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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3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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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60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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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603描笼涯主席Marconi Cal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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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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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

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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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5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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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59描

笼涯，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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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59描笼涯主席Jay Sor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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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7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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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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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2描笼涯主席Daisy Fadriquela-T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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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联禄、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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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政府 

赠送五十袋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计顺市政府（QC 

City Hall）赠送50袋大

米，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计顺市政府由

计顺市首都菲华商会名

誉理事长亦即商总福利

聘任委员庄顺意和副理

事长施天福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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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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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庄联禄、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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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一区Delmonte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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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计顺市第一区

Delmonte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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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monte描笼涯主席Cornelii Pabust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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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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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庄联禄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福利聘任委员庄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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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马尼拉市卫生局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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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星期二）上午，向马尼拉市卫生局，

赠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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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马尼拉市卫生局派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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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o Ng Maynila Riders Club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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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Puso Ng Maynila 

Riders Club，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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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o Ng Maynila 

Riders Club由 Se Jocelyn  

Domin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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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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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校友

联代表）、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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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lac省 Paniqui社 Cabayaoasan小学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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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Tarlac

省 Paniqui社 Cabayaoasan小学，

赠送3袋大米、5箱速食面、4000

片口罩和3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该校教职员和学

生。 



        是日Tarlac省 Paniqui社 Cabayaoasan小学由Gary L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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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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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校友

联代表）、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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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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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5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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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59描笼涯主

席 Manolo Gregorio，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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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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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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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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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65描笼涯主席Joselito Madarang，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

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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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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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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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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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7描笼涯主席 Felix Ching，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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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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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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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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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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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9描笼涯主席 Rodrigo D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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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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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是校友联代表）、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华侨

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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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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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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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2描笼涯主席 Alexander Espino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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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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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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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88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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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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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8描笼涯主席 Larry  Calixt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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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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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4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口罩面罩药材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5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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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54描笼涯主席  Ronald Zaf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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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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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理

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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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19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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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9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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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99描笼涯

主席 Roberto  Miranda，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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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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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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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第707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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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0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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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07描笼

涯主席 Anita Rom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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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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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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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409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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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0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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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09描笼涯主席Brenda Puertollan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

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

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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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1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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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

第412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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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12描笼涯主



席 Fil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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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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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工商

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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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431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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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3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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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31描笼涯主席 Maria Amalia Zamo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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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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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福利副主任柯顺庆移交给岷市第四区第431描笼

涯代表。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8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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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8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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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82描笼涯主席  Mirasol Maga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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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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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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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62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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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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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62描笼涯主席Rolando Bunag，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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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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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75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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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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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5描笼涯主席 Sylvia  Santicruz，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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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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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876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口罩面罩药材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87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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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876描笼涯主席  Miguel Bens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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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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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校友

联代表）、外交聘任委员

刘少强；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华侨工商联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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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警岷警区Baseco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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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菲国警岷警区Baseco

（第13号）警站，赠送5袋大米、10箱速食面和4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慰劳该警站全体警员。 

        是日菲国警岷警区Baseco（第13号）警站警监Robert Domingo中校派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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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马加智市第二区Comembo描笼涯赠送 

大米速食面口罩面罩药材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向马加智市第二区

Comembo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药

材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马加智市第二区Comembo描笼涯主席 Richard Peral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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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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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移交给马加智市第二区

Comembo描笼涯代表。 

 

 



商总将安排已付清所有费用惟尚未接种侨胞 

8月26日至8月28日直接前往光启或者嘉南施打 

欲委托代为转让所订疫苗请尽速点算剩余剂数 

并于8月20日前拨打热线电话联络商总秘书处 

 

        菲华商联总会讯 :  向本会预订中国科兴疫苗的侨胞，倘若已付清疫苗款项和

接种服务費用，惟基于各种原因迄今尚未接種者，本会将安排最后一次机会，让

他们于8月26日、8月27日和8月28日其中任何一天，根据自己的方便，直接前往

光啟学校或者是嘉南中学接种。希盼大家能够把握这一良机，在以上日期前往其

中一个接种点施打疫苗。     

        到目前为止尚未前来本会各指定接种点接种疫苗，且也不打算在本会接种点

接种的侨胞，敬请各自点算还有多少剂剩余疫苗尚未施打，然后在8月20日以前

，拨打本会热线电话通知秘书处，并告知是無意接種或是有意委託商總代為轉讓

，以便本会能够从速处理。至8月20日尚无通知商总者，只好当自动放弃论。届

时请向本会秘书处提供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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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姓名等相关

资料。舉手之勞，請各位合作。 

本会秘書处热線分別为 

陈光燦09662137212 

郑万杰09662133967 

黄尚美09662133969 及 

蔡文慧09175985482。 

 

华社救灾基金向Baller Geekz MN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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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Baller Geekz MNL

，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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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er Geekz MN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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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ng San Ro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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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Batang San Roque，

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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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ng San Ro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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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yo Pilipinas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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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Diaryo Pilipinas，赠

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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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yo Pilipinas由发行人Miguel Jotojot代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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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

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

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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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M AET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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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IRAM AETA 

Community，赠送4袋大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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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M AETA Commun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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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on Tabiana Memorial District Hospital 

赠送防护服KN95口罩和外科口罩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怡朗省Cabatuan社

Ramon Tabiana纪念地区医院（Ramon Tabiana Memorial District Hospital），

赠送90套防护服、1000个KN95口罩和4000片口罩等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怡朗省Cabatuan社Ramon Tabiana纪念地区医院院长Francisco Ronnel 

J. Quinon医学博士派遣代表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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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

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

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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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万拉俞央市OSCA赠送 

大米速食面口罩和药材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25日（星

期三）上午，向万拉俞央市年长市民事务办

事 处 （ Office of the Senior Citizens 

Affairs/OSCA），赠送4袋大米、10箱速食面

、4000片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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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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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助理陈光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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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60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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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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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60描笼涯主席Ronaldo Tor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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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64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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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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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64描笼涯主席Emilou Walo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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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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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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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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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66描笼涯主席Francis Trias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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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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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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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

市第一区第76描笼涯，赠送3袋

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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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6描笼

涯主席Juanito Ocampo J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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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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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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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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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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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4描笼涯主席Alberto Nuevas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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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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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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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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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6描笼涯主席Anita Temping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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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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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

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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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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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9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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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90描笼涯主席Enrique DC Cru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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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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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

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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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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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14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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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140描笼涯主席Zenaida Lim Alfonso派遣代表，前赴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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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

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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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市议员Darwin Awi 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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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二区市议

员Darwin Awi Sia，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和4000片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市议员Darwin Awi Sia派遣代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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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

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

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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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市议员Qui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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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市议员

Theresa Buenaventura-Quimpo，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和4000片口罩等生

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市议员 Theresa Buenaventura-Quim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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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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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8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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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7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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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78描笼涯主席Jesus Berro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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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联

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

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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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69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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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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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69描笼涯主席Roberto Cruz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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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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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77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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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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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7描笼

涯主席Pilar Castromero派遣代

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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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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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蜂省Dagupan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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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蜂省Dagupan市，赠

送4袋大米、10箱速食面和一批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 

        是日蜂省Dagupan市市长Marc Brian Lim派遣代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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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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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

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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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市第一区Balingasa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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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上午，向计顺市第一区

Balingasa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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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计顺市第一区Balingasa描笼涯主席Ma. Teresa Montalbo派遣代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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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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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

工商联副理事长庄雄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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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下周三邀请MMDA主席Benhur Abalos 

为商总主持线上讲座分享大家所关切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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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

三）下午三点，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主席

Benhur Abalos， 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

人。届时Benhur Abalos主席将向大家分享我们在

这段时间所关心的相关信息。 

        Benhur Abalos是一位资历和经验都非常丰富

的政府官员，他们这次也将向大家介绍首都地区

的疫情趋势，以及封城对本地区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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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1 5808 2535; 密码 : 

324038。欢迎本会诸同仁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

表，届时踊跃参加并准时上网参与，了解一些最

新的疫情演変，以及相关抗疫和防疫，和经济民生的信息。 

 

商总邀请MMDA主席Benhur Abalos 

主持线上讲座分享大家所关切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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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邀请

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主席Benhur Abalos，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



讲人。是日Benhur Abalos主席向大家分享了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关心的相关信息

。 

        Benhur Abalos主席是一位资历和经验都非常丰富的政府官员，他当天也为

大家介绍首都地区的疫情趋势，以及封城对本地区所造成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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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本会林育庆理事长致欢迎词

。林理事长对Benhur Abalos主席在百忙中拨冗前来进行讲解，致以万二分谢意

。他说，Abalos主席是商总的长期伙伴，在其先后担任万拉俞央市市长和众议员

期间，本会一直都配合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和该市市政府，推展义诊施药方案，

服务当地社区民众。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跟Abalos市长见面，我们也要藉着这个

机会，对主席阁下和MMDA的全体前线人员在疫情期间，坚持不懈地为民众服

务，向你们致以万分谢意。 

       林理事长说，由商总主导的华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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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支持政府正值疫情当中

，对平衡拯救生命和挽救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他说，我们的赈济工作正在持续

展开，特别是在最近的ECQ期间。 

        林理事长同时强调，为支持政府的疫苗接种方案，由商总、菲华各界和中国

商会组成的华社抗疫委在中国驻菲大使馆全力协助下，通过一项三方协议向中国

科兴企业采购了50万剂新冠疫苗，并于7月25日开始，在全国各接种点为大众注

射。商总的疫苗接种方案，是本会对国家疫苗接种方案的贡献，此举能以恢复民

众的信心，并有助于从速重建营商。有鉴于此，我们支持各企业商号，致力于让

他们的员工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也支持动员更多个人接种。 

        林理事长说，自去年疫情在本国爆发后，商总相继邀请了多位政府官员，举

行了多场视频会议，共同探讨有助于应对疫情的各项政策和相关方案，以及分享

各自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林理事长说，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Abalos主席来到我们中间，并担

任大会主讲人。我们都知道阁下在带领大岷区各地方政府抗疫方面，有着很好的

收获，希望阁下今天能向大家分享您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希望这场网上讲座，

能够有助于帮助大家了解疫情的最新趋向。相信通过阁下的详细讲解，能够指引

我们正确的方向。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本会主要出席领导，再由本会执行副理事长

黄美丽介绍MMDA主席Benhur Abalos，然后有请Benhur Abalos主席为大家主讲

。 

        Benhur Abalos主席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诚邀。他表示，基于疫情肆虐的缘

故，国都区在8月6日至8月20日再次置于ECQ，这有助于削减新确诊病例的增长

率。8月21日开始实施的MECQ对控制疫情而言非常关键，IATF将根据MECQ实

施后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进一步解封。为了提振经济，各地方政府单位正在特



定的住宅、屋邨、公寓大厦楼层或者街道，实施“精准封锁”。在实施“精准封锁”

的地方，地方政府单位将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食物。 

        Abalos主席说，大岷区相当数量的酒店和小旅店，被作为安置无症状患者的

隔离设施。轻症患者被安置在一些临时治疗暨监控设施中。重症病患则被安排住

院。他说，截至8月24日，国都区的92%年长者已接种第一剂疫苗，当中有79%

已接种了第二剂。根据最新数据，64.12%的新冠病例均为未接种疫苗，21.76%

的病例已完成两剂接种，14.12%的病例只接种完第一剂。他同时呼吁大家应学会

与各种变异病毒共存。 

        Abalos主席认为，设定“疫苗特权”或“疫苗走廊”是一项好建议，但须在可行

性方面做更多的研究，未来在接种人口达到一定比例后，或有望执行这一政策。

他说，“疫苗特权”或“疫苗走廊”旨在打败德尔塔变异病毒，让我们灵活地去应对

当下的疫情，我们要有更灵活的政策，这次也让我们换一下思路。他同时强调，

若是人口没有达到一定的接种比例，那就无法执行。他也表示，在应对德尔塔变

异病毒株方面，重要的是实施预防-追踪-隔离-治疗-复原措施。 

        此外，Abalos主席也鼓励本会暨各会员单位物色适合的地方，作为MMDA的

收养一株植物方案（Adopt a Plant Program）的花园/公园。他也呼吁各企业提出

一些能以转变成另一种产品的其他废品。他也在考虑使用隧道掘进机，建造一条

由内湖（Laguna Lake）至马尼拉湾（Manila Bay）的溢洪道隧道，作为防洪措

施。他同时告诉大家，一座新的MMDA大厦，将耸立于位于巴石市Ortigas中心

的Julia Vargas大街。 

        Abalos主席说，他支持杜特地总统，声

称杜特地总统身为一名前市长，了解基层的

情况，身为一名律师，他也懂得法律。他了

解相关情况，并支持大马尼拉区诸市社长的

决定。 

       Abalos主席同时感谢商总在疫情期间，

给予MMDA的多项捐赠。他表示自己并没

有计划在2022年的选举中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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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los主席进行提问，对方一一解答

，然后Abalos主席与大家就一系列相关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由本会副理事长吴启发致谢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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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hur Abalos主席主讲。 

        图三至下图本会及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出席讲座会。 

 

 

 



 

 

 

 

 

 

 

 

 

 

 

 

 

 

 

 

 

 

 

 

 

 

 

 

 

 

 

 

 

华社救灾基金向Myrna Fernando博士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药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8月

27日（星期五）上午，向Myrna 

Fernando博士，赠送5袋大米、10箱

速食面、4000片口罩和一批药物等生

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是日Myrna Fernan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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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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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加洛干市第160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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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加洛干市第160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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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加洛干市第160描笼

涯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

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

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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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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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4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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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48描笼

涯主席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

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

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

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

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

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

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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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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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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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5描笼涯主席Dennis Dela Ro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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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

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

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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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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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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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7描笼涯主席Edwardson 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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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111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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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11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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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111描笼涯主席Mariano Victor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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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

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

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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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第378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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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7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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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78描笼涯主席Jigger Resu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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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校

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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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8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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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69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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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698描笼

涯主席Roel Graj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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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

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

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



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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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9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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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69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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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699描笼涯主席Edwin 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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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华侨工商联

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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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福利副主任柯顺庆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向岷市

第五区第699描笼涯主席Edwin Chan移交。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33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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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33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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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33描笼涯主席

Roel Graj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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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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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0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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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63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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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630描笼涯主席Cristina Formalejo La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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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

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

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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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2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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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5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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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52描笼涯主席Jose Azur Favor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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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

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

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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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7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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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7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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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77描笼涯主席Richrad Or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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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秘书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

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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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和华侨工商联

副秘书长陈添地，共同移交给岷市第六区第877描笼涯主席Richard Orate。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25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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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2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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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25描笼涯主席Arnel Matulac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

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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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37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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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3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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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37描笼

涯主席Jerwin H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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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

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

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

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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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56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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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5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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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56描笼涯主席Ford Despabilader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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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

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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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和商总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移交给岷市第四区第556描笼涯主席Ford Despabiladeras。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66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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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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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66描笼涯主席Joey Albia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



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

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

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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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第574描笼涯赠送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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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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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4描笼涯主席Edgardo Santia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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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85描笼涯 

赠送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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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85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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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 585描笼涯主席

Jerome C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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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华侨工商联副理事长黄国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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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航空公司表示认同 

商总疫苗服务公司疫苗证书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航空公司（PAL）负责人Shiela Yuliong 昨天通过

电话与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通话，告知菲航PAL认同商总疫苗接种服务公司的

疫苗证书。 

        由于有一些囯外航空公司，最初只认定各地方政府的疫苗证书，后来也认同

医院的证件，可能是他们还没有注意到一些合法注册、经卫生部批准向民众施打

疫苗的服务公司的存在，相信这些航空公司，今后将会陆续认同这些疫苗接种服

务公司的疫苗证件。 

 

在商总接种点完成两剂科兴疫苗接种侨胞 

将获接种服务商Medgrocer给予二维码 

需出国侨胞将获协助向地方政府申请出示证明书 

经中国使馆协调厦航宿航皇航将承认商总接种商二维码证书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根据网媒消息报道，没有地方政府的疫苗证书，航空公司

均不认可。近日有侨胞在商总疫苗接种点完成两剂科兴疫苗注射，因需回中国惟

疫苗证书没有二维码，航空公司不认可，到了机场国航都没让登机。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听闻后，随即率领诸领导，通过ZOOM与本会疫苗接种服务商

Medgrocer开会探讨此事，寻求妥善解决方法。 

        会议期间，Medgrocer负责人告诉本会领导，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者，该公司

将会给予输入各私人相关资料的二维码；需出国的侨胞，Medgrocer亦将协助他

们申请由各地方政府单位出示的证明书。需申请的侨胞应先把个人的相关资料通

过电子邮箱 (fedrep@medgrocer.com)传给Medgrocer，由后者通过在线与各地方

政府单位联系，并安排有关侨胞前往大岷区各市社的市社府卫生局办理相关手续

。 

        目前Medgrocer已经协助在San Juan市市府办妥了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证明

书，一天办妥了6份，另一天办妥了9份；同时也向岷市市府和计顺市市府提出申



请，但是尚无回复，本会诸领导将会持续追踪。同时也将继而向大岷区其他市社

的地方政府单位提出申请。 

        此外，经中国驻菲大使馆领事部协调下，厦门航空公司、宿务太平洋和皇家

航空等航空公司，均将承认商总接种服务商的二维码证书，但是持证书者需在完

成第二剂接种14天后，方能获许可登机，而厦航则规定必须打完28天后始准登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