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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向校友联和联谊会各捐菲币25万元 

支持“献爱心中药”方案向侨染疫胞免增药 

 

        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自相关肺炎疫情于去年在本国爆发以来，以商总、菲华

各界和中国商会为主的华社救灾基金和华社抗疫委员会，在中国驻菲大使馆指导

下，展开了一系列捐助方案，如向前线医护人员分发各种医疗物资；向各描笼涯

分发大米等基本食品，缓解基础草根民众的困境，以及向菲华人士分送连花清瘟

胶囊中成药，疗效良好，同时还配合中国驻菲大使馆，邀请中国医疗专家对，来

菲提供义诊服务，获得极良好的效果和反应。以上一系列服务项目，对维持社会

安定和避免引起恐慌方面，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华社各团体亦纷纷仿效类似的疫

情期间舒缓侨胞困境的工作，赢得各方面的好评。 

        正值新冠肺炎德尔塔变异病毒株在本国肆虐蔓延，迅速传染，疫情进一步扩

大，有些家庭甚至一家人全部染疫之际，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和菲华联谊总会平

素热心公益事业，关怀社会，特别是菲华社会侨胞，为协助缓解疫情，近日联合

发起“献爱心中药”方案，采购良方“清肺解毒汤”，免费赠送华社染疫侨胞服用。 

        根据大家的反映，该药效果颇佳，服用者均获得良好反应，轻症者均能药到

病除。本中心向来以护侨和推动本地华人华侨福利为己任，同时校友联和联谊会

均是本中心副主任单位，也是华社救灾基金成员单位，为表示支持这项有意义的

造福侨胞方案，特向以上两个单位各捐献菲币25万元，以对诸位侨胞献上一点爱

心。 

 

华社救灾基金向Advocates & Keepers Organization of OFW Inc. 

赠送一批药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Advocates & Keepers 

Organization of OFW Inc.，赠送一批药物，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Advocates & Keepers Organization of OFW Inc.主席Chie Umandap牙医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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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亦即

校友联代表柯顺庆、秘书长助

理陈光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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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移交给Advocates 

& Keepers Organization OFW Inc.主席Chie Umandap。 

 

华社救灾基金向Baller Geekz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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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Baller Geekz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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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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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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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总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移交给

Baller Geekz Manila代表。 

 

华社救灾基金向BAMTODA Bambang Tricycle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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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BAMBATO 

Bambang Tricycle Operators As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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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ATO Bambang Tricycle Operators Assn会长Benjamin Dav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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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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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usang Pagbabago 

赠送一批药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Kilusang Pagbabago

，赠送一批药物，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Kilusang Pagbabago会长Joselito Lib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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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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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移交给Kilusang 

Pagbabago代表。 

 



华社救灾基金向Lupamu Homeowners Fairview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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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日（星期三）上午，向 Lupamu 

Homeowners Fairview Q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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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pamu Homeowners Fairview QC会长Shirley 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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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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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Out Rescue Team Sta Cruz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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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Reach Out Rescue 

Team Sta Cruz Mani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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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Out Rescue Team Sta Cruz Mani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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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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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新联公会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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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o QC Basilio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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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Sitio QC Basilio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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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o QC Basilio Neighborhood会长Aniano Purcia Jr. ，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

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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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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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do区Rosauro Almario小学 

赠送大米速食面消毒酒精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

于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

岷市Tondo区Rosauro Almario

小学，赠送3袋大米、10箱速食

面、20加仑消毒酒精和2000片

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

发给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 



        是日岷市Tondo区Rosauro Almario小学校长Graciano Budoy J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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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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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员Irma Alfonso-Joson 

赠送大米速食面清洁剂口罩和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市议员

Irma Alfonso-Joson，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1箱清洁剂、4000片口罩和

100个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市议员Irma Alfonso-Jo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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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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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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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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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描笼涯主席Manuel  Pasamo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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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新联公会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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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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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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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描笼涯主席Reynaldo  Pal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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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亦即

校友联代表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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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第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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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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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描笼涯主席Dionisio Busalpa派遣代表 ，前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

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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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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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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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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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描笼涯主席Romeo  Marcell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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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新联公会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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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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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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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描笼涯主席Wilfredo D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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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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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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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

岷市第二区第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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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描笼涯主席Chris Valen Pamint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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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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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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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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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描笼涯主席Justin Leonard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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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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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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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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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描笼涯主席Rodel Sa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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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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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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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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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描笼涯主席Arminda Martin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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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新联公会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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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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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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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描笼涯主席Rogelio Roxas Jr.，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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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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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a FC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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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Lipa FCCC，赠送5

袋大米、10箱速食面、一批中西药物、2000片口罩、消毒酒精和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Lipa FC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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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Nation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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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45描笼

涯，赠送5袋大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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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National Press Cl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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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

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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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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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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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描笼涯主席. Erwin Catacutan Jr.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

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

联代表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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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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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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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描笼涯主席. Danilo Mendo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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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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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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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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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描笼涯主席Eduardo S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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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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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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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描笼涯主席Marilyn Manlapa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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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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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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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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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描笼涯主席Maria Salvacion Punza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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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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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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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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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描笼涯主席Vanesa Anne Dabu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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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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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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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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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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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描笼涯主席Luis Domin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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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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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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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

岷市第四区第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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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描笼

涯主席Antonio Mendo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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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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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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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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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描笼涯主席Hermie Cabr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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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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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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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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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描笼涯主席Romeo Landic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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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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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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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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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描笼涯主席Edgarlito Re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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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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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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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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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描笼

涯主席Santiago Caliz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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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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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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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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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描笼涯主席Carlo Par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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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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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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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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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描笼涯主席Janet Kho Alcor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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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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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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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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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描笼

涯主席Wilfredo Martin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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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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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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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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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描笼涯主席Patri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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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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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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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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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描笼涯主席Mary Antoinette Parai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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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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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kal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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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8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2件额温计、一批护

目镜、3加仑消毒酒精和一箱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 



        是日马加智市 Bangkal中

学派遣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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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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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菲大使馆与商总订明天下午三点联合举办 

菲中农业合作论坛并缅怀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菲华商联总会讯 : 中国驻菲大使馆与本会订于9月3日（星期五）下午三点，

联合举办一场菲中农业合作论坛，主题为菲中农业合作暨向“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教授致敬。 

        此次座谈将通过Zoom在线举行，并对华社各团体开放，会议ID号码 : 849 

55581343; 密码 : 355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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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讨菲中两国农业合作项目，寻求合作商机，以及缅

怀袁隆平院士对全世界人民福祉所作伟大贡献。 

 

捐赠一批除菌和消毒洗涤用品委托 

商总/华助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草根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佳美基金会（香港）有限公司主席、佳绰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燕娇女士，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本会所推行

的社会服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以及本中心所推展的护侨工作亦十分认同。近因体

恤主流社会草根民众在疫情下所受困境，而动了恻隐之心。 

        陈燕娇女士通过晋江市罗山中学校友华商柯强先生，并于9月3日（星期五）

上午派代表前赴商总，向本会/本中心捐赠100箱除菌和消毒洗涤用品，委托本会

/本中心，分发给有需要的基层民众。该批捐赠物资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



吕安盾、商总/华助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商

总董事兼外交主任/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商

总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商总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等代表接收。 

        陈燕娇女士仁风

义举，殊堪钦佩，特

藉报端，予以表扬，

并申谢忱。 

        图为移交捐赠物

资。 

 

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San Nicolas分站新站长 

De Jose上尉礼访商总探讨华人区治安等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国警岷警区11 号（Meisic）警站San Nicolas分站新上任

站长Richard Espinosa De Jose上尉于9月6日（星期一）上午9点礼访本会，受到

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

欢迎词。施超权董事对De Jose上尉的莅访表示热烈欢迎，声称非常高兴能有机

会跟De Jose上尉一行会晤。 

        施超权董事同时表示，本会非常关心治安问题，包括马尼拉华人区San 

Fernando桥一带，希望De Jose站长能经常派警员到这地方巡逻，尤其是在晚间

。他说，咱们华人区特别是San Nicolas区，是本会的所在地区。 

        施超权董事说，最近外面在传说华人区最近时有发生抢劫案，但是至于是在

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均没有人提供有关实际情况的信息。希望受害者

能够出面前来商总讲述有关详情，我们才能向警方报告，并交由对方处理。 

        施超权董事说，受害者如果不想亲往警局报案，可以前来商总找本会协助。

他同时表示，De Jose上尉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乐于提供，他也感谢De 

Jose上尉一行拨冗前来与本会同仁交流互动。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本会出席领导。他同时恭贺De Jose上尉荣

升站长，并表示希望San Nicolas分站能够保持与本会联系，大家共同合作维持治

安工作。 

        接着由De Jose上尉致词。De Jose上尉首先感谢本会诸领导给予热情接待。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商总，知道本会关心附近一带的治安，感谢我们对治安

问题的关注。他并表示将做好分内的工作，今后将于本会密切配合。 

        然后宾主举行座谈，由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主持，双方就一系列相关

治安等议题进行探讨交流，并提出各自的看法和互相交换意见。本会出席领导有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许扁、聘任委员刘少强

和秘书长助理陈光灿。陪同De Jose上尉莅访的有菲国警岷警区11号警站San 

Nicolas 分站华裔警官Mark Lim。 

 

  

会场一瞥 

 

本会诸领导与De Jose上尉座谈交流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De Jose
上尉合影 

 

宾主全体 

合影 

 

 

华社救灾基金向Malajog Integrated School 

赠送口罩面罩消毒酒精洗衣粉等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Malajog Integrated 

School，赠送2000片口罩、50个面罩、1袋洗衣粉、4加仑消毒酒精和1箱清洁剂

等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Malajog Integrated School派遣代表，前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

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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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Manila Tondo Fire Rescue 

赠送8000个KN95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Manila Tondo Fire 

Rescue，赠送8000个KN95口罩、50个面罩，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Manila Tondo Fire Resc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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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

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新联公

会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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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Muntinlupa Kalinga At Pagasa Inc. 

赠送一批药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Muntinlupa Kalinga 

At Pagasa Inc.，赠送一批药物，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Muntinlupa Kalinga At Pagasa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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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nie Ong众议员赠送 

速食面口罩面罩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众议员Ronnie Ong，

赠送20箱速食面、2500片口罩、100个面罩、4加仑消毒酒精和一箱清洁剂等生活

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众议员Ronnie Ong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

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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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Southern Metro Manila Press Club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Southern Metro 

Manila Press Club，赠送5 箱大米、10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2加仑消毒酒精等

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Southern Metro Manila Press Club会长Ariel Fernandez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

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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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万拉俞央市Bagong Sil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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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万拉俞央市Bagong Silang描笼涯主席Kristofer Domingu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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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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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53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53描笼涯主席Susana 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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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

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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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第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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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71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71描笼涯主席Rodgiro Velar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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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市议员Nieto-Rodriguez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三区市议员

Maurren “Apple” C. Nieto-Rodriguez，赠送10箱大米、20箱速食面、2500片口



罩、100个面罩、一批药物、4加仑消毒酒精和10箱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市议员Johanna Maurren “Apple” C. Nieto-Rodriguez亲赴商

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

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

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

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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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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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6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65描笼涯主席Marnie Bulu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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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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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8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89描笼涯主席Adrian Huer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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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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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2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29描笼涯主席Armand  Vincent Timb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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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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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第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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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3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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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新联公会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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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第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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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3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31描笼涯主席Samuel Balidcan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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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

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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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第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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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3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32描笼涯主席Benedicto Gamet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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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第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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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7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70描笼涯主席Maria Theresa Memp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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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

友联主席郭从愿；新联代表吴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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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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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3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32描笼涯主席Ramil Barrientos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

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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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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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3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34描笼涯主席Mark Anthony Santos  ，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

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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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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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4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46描笼涯主席King Anche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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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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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4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49描笼涯主席Eduardo “Eway” Magbitang  ，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

联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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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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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5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51描笼涯主席Evelyn De Guz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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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

联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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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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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8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87描笼涯主席Valentin Sajor Ii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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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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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0描笼涯主席abraham Sto. Domingo ，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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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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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6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60描笼涯主席Arnold Daw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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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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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1描笼涯主席Manolito Mata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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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蜂省San Miguel社社议员Barrameda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蜂省San Miguel社社

议员Daisy Barrameda，赠送10箱大米、20箱速食面、4000片口罩、100个面罩、

一批药物、4加仑消毒酒精和1箱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

众。 

        是日蜂省San Miguel社社议员Daisy Barramed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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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通过商总 

向岷市299描龙涯捐献大米等物资 

分发给当地有需要基层草根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每逢国家遭遇天灾人祸，均以第一时间向灾区和灾民伸出援手。该会成

立以来，一直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各方面服务，也积极增进基层民

众的福祉，和参与各种慈善活动，输财出力，不遗余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

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亦十分认同。 

        该会近因体恤主流社会草根民众在疫情下所受困境，而动了恻隐之心。9月8

日（星期三），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通过本会，向岷市第299描龙涯捐赠3袋大

米、40箱速食面和一箱口罩，以分发给当地有需要民众。 

        是日上午，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理事长黃書榜、执行副理事长李敏

、财政主任雷团全和秘书吴炳辉，亲赴本会移交该批捐赠物资。捐赠物资由本会

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福利

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接收，并转交给



岷市第299描龙涯代表前市议员莫拉礼示亲收。在场尚有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校友联主席郭从愿；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参与见证。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

并申谢忱。 

 

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通过商总 

向岷市293描龙涯捐献大米等物资 

分发给当地有需要基层草根民众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平素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每逢国家遭遇天灾人祸，均以第一时间向灾区和灾民伸出援手。该会成

立以来，一直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各方面服务，也积极增进基层民

众的福祉，和参与各种慈善活动，输财出力，不遗余力；对本会所推行的社会服

务和各项福利方案亦十分认同。 

        该会近因体恤主流社会草根民众在疫情下所受困境，而动了恻隐之心。9月8

日（星期三），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通过本会，向岷市第293描龙涯捐赠3袋大

米、30箱速食面和一箱口罩，以分发给当地有需要民众。 

        是日上午，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理事长黃書榜、执行副理事长李敏

、财政主任雷团全和秘书吴炳辉，亲赴本会移交该批捐赠物资。捐赠物资由本会

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福利

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代表接收，并转交给

岷市第293描龙涯代表接收。在场尚有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参与见证。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仁风义举，殊堪钦佩，特藉报端，予以表扬，

并申谢忱。 

 

华社救灾基金向Ermita- Malate Fire & Rescue Volunteer Association Inc.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Ermita-Malate Fire 

& Rescue Association Inc. ，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一大包米粉、2500片口

罩、4加仑消毒酒精和一箱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Ermita-Malate Fire & 

Rescue Association Inc. 主管

Kendrick 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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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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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eva Ecija省Cabiao社前社长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Nueva Ecija省 

Cabiao社前社长Gloria Congco，赠送10袋大米、10箱速食面、6000片口罩、8大

包米粉、一批清洁剂和24瓶1升重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

的民众。 

        是日Nueva Ecija省Cabiao社前社长Gloria Con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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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亦即校友联代表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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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o Tibagan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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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Sitio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Fairview QC，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

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 日 Sitio Tibagan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Fairview QC 会 长 Jean 

Rodrigu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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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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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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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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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5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58描笼涯主席Ernesto Timb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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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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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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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6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61描笼涯主席Edgardo Foj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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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

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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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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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

岷市第一区第123描笼涯，赠送

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

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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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描笼涯主席Mario Banal ，亲赴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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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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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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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39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390描笼

涯主席Danilo Ca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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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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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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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1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15描笼涯主席Dolores De Guz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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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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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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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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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6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66描笼涯主席Arnolfo Lad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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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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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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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82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828描笼

涯主席Strausser Tugn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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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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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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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59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597描笼涯主席Emilet Quir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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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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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六区第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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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4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40描笼涯主席Hernando Abu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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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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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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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0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06描笼涯主席Noel Do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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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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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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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2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22描笼

涯主席Ramon Trinch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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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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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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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7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74描笼

涯主席Carlos Diok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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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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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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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7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78描笼

涯主席Ruben 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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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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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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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7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76描笼

涯主席Jeffrey FaB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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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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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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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8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80描笼涯主席Darwin Delos Sant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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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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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商会新届就职献捐 

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潮汕总商会于9月12日（星期日）上午10时，通过

ZOOM视频会议室，举行成立四周年暨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疫情期间，仪式

简单，场面温馨，气氛热烈。 

        大会主席创会会长陈镇修先生，新届会长胡苏州先生。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律宾潮汕总商会为支持本地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

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钦式，藉报端，并申谢忱。 

 

华社救灾基金向Jose Abad Santos法官总医院赠送 

290套防护服和10000个KN95口罩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3日（星期一）上午，向Jose Abad Santos法

官总医院（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赠送290套防护服和

10000个KN95口罩，以分发给该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 

        是日Jose Abad Santos法官总医院院长Merle Sacda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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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和福利秘书郑

万杰等代表华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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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助向校友联和联谊会各捐菲币25万元 

支持“献爱心中药”方案向染疫侨胞免费赠药 

 

        马尼拉华助中心讯 : 正值新冠肺炎德尔塔变异病毒株在本国肆虐蔓延，迅速

传染，疫情进一步扩大，有些家庭甚至一家人全部染疫之际，旅菲各校友会联合

会和菲华联谊总会平素热心公益事业，关怀社会，特别是菲华社会侨胞，为协助

缓解疫情，近日均发起“献爱心中药”方案，采购良方“清肺解毒汤”，免费赠送华

社染疫侨胞服用。 

        根据大家的反映，该药效果颇佳，服用者均获得良好反应，轻症者均能药到

病除。本中心向来以护侨和推动本地华人华侨福利为己任，同时校友联和联谊会

均是本中心副主任单位，也是华社救灾基金成员单位，为表示支持这项有意义的

造福侨胞方案，特向以上两个单位各捐献菲币25万元，以对诸位侨胞献上一点爱

心。 

        9月15日（星期三）上午，校友联主席郭从愿和联谊会副理事长黄天从亲赴

商总，分别代表两会接受捐赠支票。移交仪式由本中心副主任施超权、蔡志群、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主持。在场尚有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秘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联候任副主席洪珊谊；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

安、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参与见证。 

 

 

本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向校友联主席郭从愿移交捐献支票 

 

本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向联谊会副理事长黄天从移交捐献支票 

 

华社救灾基金向Alegria Republic Avenue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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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Alegria Republic 

Avenue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

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Alegria Republuc Avenue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会长Evelyn C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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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删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

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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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iag Anti-Narcotic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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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Nariag Anti-

Narcotic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roup（QC），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

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 

        是日Nariag Anti-Narcotic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roup（QC）会长

Ernesto Tan Ga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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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删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

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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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赠送口罩防护服和额温计等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National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赠送4000片口罩、4加仑消毒酒精、1000个KN95口罩、60套防

护服、5件额温计和100套可洗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National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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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

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删谊；校友联主席郭从



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

、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

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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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P Intelligence Group 

赠送速食面口罩消毒酒精和药物等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PNP Intelligence 

Group，赠送5箱速食面、6000片口罩、4加仑消毒酒精、3件额温计、2000个

KN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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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P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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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中心副主任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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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华各界财政洪删谊；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

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一区B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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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BHW，

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

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BHW会长Josephine Ba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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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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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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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1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19描笼涯主席Josephine Fajardo-Santos，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

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

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

主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

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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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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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3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37描笼涯主席Marlene Pachec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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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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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

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0描笼

涯主席Roberto De Guzman，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

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

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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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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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三区第27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第270描笼涯主席Adora User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

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

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

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

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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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众议员Valeriano 

赠送大米速食面口罩面罩消毒酒精等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众议员

Rolando  Valeriano，赠送10袋大米、20箱速食面、4000片口罩、一箱面罩和4加

仑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众议员Rolando Valer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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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中心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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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删谊；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

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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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6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65描笼涯主席Marnie Buluag，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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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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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3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783描笼涯主席Josaphat Ramos，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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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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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1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19描笼涯主席Danilo Sern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

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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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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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6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61描笼涯主席Clarita Pad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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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

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

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

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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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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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6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64描

笼涯主席Danilo Guzman，亲

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

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

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

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

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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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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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7描笼涯主席Alnardo Rotap，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菲华

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

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

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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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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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9描笼涯主席Jeffrey Abaya，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

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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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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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1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11描笼涯主席Belinda Ginete，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庆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

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

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

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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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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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5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55描笼涯主席Richrad Serr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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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

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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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省Lucban社Mahabang Parang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计顺省Lucban社

Mahabang Parang描笼涯，赠送5袋大米、10箱速食面、2大包米粉、50个面罩、

4加仑消毒酒精、一批清洁剂 

、一批洗涤剂和一批药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省Lucban社Mahabang Parang描笼涯主席Ernesto Francisco 

Saluda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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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

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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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Lucban社Malupak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计顺省Lucban社

Malupak描笼涯，赠送5袋大米、10箱速食面、2大包米粉、50个面罩、4加仑消

毒酒精、一批清洁剂 

、一批洗涤剂和一批药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省Lucban社Malupak描笼涯主席Mamero Rat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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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

灿；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副理

事长姚金镇；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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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妇女委员会委员 

Montano和Limbona一行礼访商总 

 

        菲华商联总会讯  : 菲律宾妇女委员会（ Philippine Commission on 

Women/PCW）委员 Sandy Montano和 Amelyn Limbona一行，于9月15日（星期

三）上午11点礼访本会，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给予热情接待。两位领导对菲律宾妇女委员会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为本国妇女争取合法权益，及为她们的福祉请命，表示肯定并致以敬

意。两位领导同时表示，菲律宾妇女委员会今后若有任何需要商总或者华社的配

合以及帮忙的地方，本会一定会予以全力支持。 



        Sandy Montano和Amelyn Limbona两位委员向本会领导说明来意，声称菲

律宾妇女委员会的工作除了为本国妇女争取合法权益和应得的福祉以外，也在为

受欺压的本国妇女打抱不平。两位委员表示本会如果知道华社有任何妇女被人冤

枉、欺骗、侮辱或者受到虐待，期盼能够告知她们向菲律宾妇女委员会投诉，她

们必定尽全力向她们伸出援手。她们同时也听闻本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基层民众

服务的机构，希望今后能给予菲律宾妇女委员会多多支持，有机会能够与她们合

作，一起从事一系列惠及本国妇女的工作。 

        两位委员补充说，菲律宾妇女委员会是本国妇女事务暨性别平等课题的主要

决策和协调机构。其从事的工作包括审查修正或废除有关歧视妇女的法律、确保

女性在政府机构、政党、国家机构、公务员和私营界当中，能够平等地获得对等

的参与和代表比例、在涉及教育、就业、生计、社会保障及女性在军队中的比例

等其他领域方面，给予她们平等的机会，以及让女性获取涉及她们的健康议题的

资讯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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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亦向两位委员介绍本会所推行的一系列方案，以及华人区的近况。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权与菲律宾妇女委

员会委员Sandy Montano交流 

全体合影 

 

 

华社救灾基金向Elorde Gym & Fitne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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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

Elorde Gym & Fitness  Group

，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

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

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Elorde Gym & Fitnes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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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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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

Rosemarie Lim；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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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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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4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49描笼涯主席Carlos Marce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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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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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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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6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64描笼

涯主席Domingo Delos R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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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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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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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0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07描笼涯主席Inoria Si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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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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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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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1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18描笼涯主席Arnold Del R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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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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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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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39描

笼涯，赠送5袋大米、8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39描笼涯主席Eduado S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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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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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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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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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50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504描笼涯主席Margie Val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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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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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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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5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51描笼

涯主席Jessie Aga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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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

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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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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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82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824描笼

涯主席Armando Tolentino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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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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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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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60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604描笼

涯主席Jonathan Garz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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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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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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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62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622描笼

涯主席Edgar Borrom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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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助理陈光灿

、福利秘书郑万杰等代表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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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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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11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117描笼

涯主席Joel Gung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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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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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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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

岷市第四区第398描笼涯，赠送

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

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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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描笼涯主席Catherine Adonis Lag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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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

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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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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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1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17描笼涯主席Darwin Salap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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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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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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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2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23描笼涯主席Charlie Yu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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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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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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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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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2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25描笼

涯主席Benjamin Pasam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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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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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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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3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33描笼

涯主席Jude Tucione Garc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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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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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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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3描笼涯主席Eduado Mendo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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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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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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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5描笼涯主席Janiel Pamint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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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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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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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6描笼涯主席Rolando Glo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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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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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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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8描笼涯主席Hazel Hermosora Varg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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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

珊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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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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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1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10描笼涯主席Abelardo Sarmie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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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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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各界财政洪珊谊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商总订本周五邀请众议院副议长Loren Legarda 

主持线上讲座探讨当前疫情和经济等相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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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安排，订于9月

17日（星期五）下午2点，邀请众议院副议长

洛伦  . 勒加达（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puty Speaker Loren Legarda），为商总对

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届时 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将向大家讲解的主题为“克

服菲律宾当前疫情和经济复苏之前景和2022

年情况”（Overcoming the Phil. pandemic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recovery, the situation 

in 2022）。 

        Loren Legarda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立

法者，她这次将为大家介绍本国政府防疫抗

疫工作的进展，以及其对各项经济复苏方案

的看法和意见，并详细分析未来一年的国情境况，同时也将为大家解答其他各项

问题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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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7 

0520 5134; 密码 : 818709。欢迎本会诸同仁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届时踊跃参加并准

时上网参与，了解本国的处境和未来的前瞻，以及如何克服疫情和振兴经济。 

 

商总邀请众议院副议长Loren  Legarda 

主持线上讲座探讨当前疫情和经济等相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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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星期五）下午2点，邀请国

会众议院副议长（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puty Speaker）Loren Legarda，

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是日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向大家讲解的

主题为“克服菲律宾当前疫情和经济复苏之前景和2022年情况”（Overcome the 

Phil. pandemic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recovery, the situation in 2002）。 

        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立法者，她当天也为大家介

绍本国政府防疫抗疫工作的进展，以及其对各项经济复苏方案的看法和意见，并

详细分析未来一年的国情境，同时也为大家解答其他各项问题的提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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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

绍出席的本会高层领导，和华社各主要团体的领导和代表。继由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致欢迎词。林理事长对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在百忙中拨冗前来进行讲

解，致以万二分谢意。他说，自Legarda副众议长上任参议员以来，商总与阁下

之间，一直有着一种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我们很感谢您支持本会对促进营商增

长、向国人提供就业，以及通过本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提高菲人同胞生活水

平等方面的倡导。 

        林育庆理事长说，正值本国处于新冠疫情之际，本人要在这里向副众议长汇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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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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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欣慰商总能够成为菲律宾第一个推行

疫苗接种方案的私人机构，这项方案没有用到政府的一分钱。在接种疫苗的同时

，现在也是我们重返正轨的时候，以使我们能够重建经济、恢复就业和复兴各行

各业。我们必须学会接纳新冠病毒并与它共存。 



        林理事长说，为对新常态做好准备，及为迅速复原和加强我们的弹性，本会

提出了以下18项建议 : 

1）“开销、开销，再开销”，以大力恢复消费者的信心； 

2）呼吁银行和中央政府协助刺激资金的流动，以给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加油； 

3）“就业、就业再就业”，以把焦点集中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 

4）维持基本必需品的负担得起和充足； 

5）增进慈善行为； 

6）支持本国农民和渔民； 

7）提升技术及促进在疫情期间日益重要的电子商务； 

8）在我们不能依赖进口和海外菲劳的汇款之际，加强出口行业； 

9）推动“买国货”和复兴本地制造业； 

10）鼓励外来投资； 

11）支持推广旅游业，特别是国内观光旅游，以支撑工业。 

12）投资并升级卫生保健领域； 

13）“种植、种植，再种植”，以确保食品安全--我们的当务之急； 

14）投资农村地区，以发展经济和平衡都市和农村地区的增长； 

15）在全国各地开发负担得起的住房； 

16）吸收并再培训因受到疫情引起全球经济放缓影响而遭遣返回国的海外菲劳； 

17）促进在家和在办公地点的健康，以抗击疫情； 

18）以及支持政府的财政暨社会--经济改革，还有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林理事长说，今天，我们很欣慰能有机会聆听Legarda副众议长向菲华社会

人士分享的信息，以及您就疫情期间的持续增长而言对本国的期待和远见。同时

也期盼您身为国会众议院议长，对其他国家大事的看法。我们希望您能够通过立

法，协助商界以及受到疫情影响的商务活动，以使能够挽救就业和促进经济复苏

。听闻您有意在2022年的大选中，通过参选返回参议院，我们谨在这里祝愿您好

运。 

        继由本会副理事长黄奇昭介绍众议院副议长Loren Legarda，然后有请

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为大家主讲。 

        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诚邀。她表示自1998年，亦即

只有38岁那一年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开始，就是商总的好朋友。商总在那场

选举中支持她，使她以逾一千五百万张选票当选。那一千五百万张选票，是当年

参议院选举中所获得的最高选票数。她说，她已倡议和制定了超过100条法律，

其中不少在疫情期间被应用。其中包括第8759号共和国法令、亦即“1999年

PESO法令”，旨在提供全面和平等的就业机会；第6977号共和国法令，旨在支

援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微型企业；第9509号共和国法令，等等。在众议院制定的

法律计有菲律宾创新法令，旨在巩固微小中型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Loren Legarda副众议长说，在亚谨诺总统执政最后一年的2015年到杜特地

总统任期内的2019年，她身为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她处理通过预算过渡

。她也领导分配 2017年的部分预算，来向免费大专教育法 “Free College 



Education Law”提供资金。今年的重点则是向政府的一系列提供生计的方案拨款

。 

        Legarda副众议长说，疫情期间，她帮助把Antique省的香蕉和凤梨编织布

销往市场。她也通过一系列的农村生计方案，支撑相关商务作业。她说，最好是

菲律宾每一个社镇都有一家我们能予以支持的微型企业。 

        Legarda副众议长同时感谢商总的一系列方案和贡献，如捐建农村校舍方案

、志愿消防和救灾赈济工作。她说，商总是本国领导人不可或缺的伙伴。她说，

自己明年将在NPC旗下参选参议员，因为她知道要怎样做才能推动疫情期间的

复苏，并且能够与任何人一起工作，包括下一任总统和诸位参议员。她说，倘若

明年当选，她想要选择的仍然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她表示自己并非

完全，但会尽最大力量把工作做好，同时声称自己对贪腐是零容忍。 

        Legarda副众议长表示，如果当选参议员，她将优先把旨在提供全面和平等

的就业机会的PESO法，修正成为“公众就业暨创业办事处”，并在全国各地设立

“描笼涯就业暨创业办事处”。此外，她也计划向国家文化暨艺术署（NCCA）拨

发资金，作为对全国各地华人区进行文化映射的用途，以保护和进一步传承我们

的文化遗产。她希望能与本会和全国各地会员单位一起推展协助记录或记下各华

人区的文化遗产楼房、歌曲、舞蹈、食品、教堂寺庙、衣服、语言偕其他。这将

成为徒步旅行的指南，以促进旅游业。 

        Legarda副众议长同时劝告商家们要照顾好他们的员工，尽量不要裁员。声

称企业通过在线操作，以及餐厅通过户外进餐，均能以促进创新和增进创造力。

她最后说，自己每年都庆祝两次生日，一次是阳历1月28日（1960年农历新年）

，一次则是阴历正月初一（农历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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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rda副众议长进行提问，对方一一解答，然后Legarda副众议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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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荣卫致闭幕词，然后司仪宣布讲座会结束。 

 

柯志超特捐商总 

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农资副主任柯志超先生令先慈柯府郑秀碧太夫人，不

幸于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寿終崇仁医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龄。宝婺星沉，轸悼

同深，饰终令典，极尽哀荣。 

        柯志超先生平素热心公益，关心华教，守制期间，不忘善举，特献捐菲币十

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

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商总订9/20邀请马加智医疗中心精神科科长 

吴瑜珊医学博士主持线上医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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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星期一）下午一点

四十五分，邀请马加智医疗中心（

Makati Medical Center）精神科科长吴

瑜珊（Dr. Lovie Hope Go-Chu）医学博

士，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

。届时吴瑜珊医学博士将向大家讲解的

主题为“如何应对压力暨培养心理复原力

” （ How to Manage Stress and Build 

Mental Resilience）。 

        吴瑜珊医学博士是一位医术高明且

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学专家，她这次也

将为大家介绍相关医学常识，特别是在

此疫情期间如何缓解压力，以及培养心

理抗逆能力，同时也将为大家解答其他

各项问题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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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6 

6467 0369; 密码 : 485970。欢迎本会诸同

仁和华社各团体领导届时踊跃参加并准时上网参与，了解疫情期间的保健准则，

以及如何放松情绪，保持欢悦的心情。 

 

商总邀请马加智医疗中心精神科科长 

吴瑜珊医学博士主持线上医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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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于9月20日（星期一）下午1点45分，邀

请马加智医疗中心（Makati Medical Center）精神科科长吴瑜珊医学博士（Dr.  

Lovie Hope Go-Chu），为商总对华社开放视频讲座主讲人。是日吴瑜珊医学博

士向大家讲解的主题为“如何应对压力暨培养心理复原力”（How to Msnage 

Stress and Build Mental Resilience）。 

        吴瑜珊医学博士是一位医术高明且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学专家，她当天也为

大家介绍相关医学常识，特别是值此疫情期间如何缓解压力，以及培养心理抗逆

能力，同时也为大家解答其他各项问题的提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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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为大

家介绍本会主要出席领导，以及出席的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 



        继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理事长对吴瑜珊医学博士在百

忙中拨冗前来进行讲解，致以万二分谢意。他说，当天的主题与在座各位有极度

密切的关联，因为新冠疫情并非只是一个健康危机，它同时也对精神健康和情绪

健康，造成极大影响。正当情况不明朗，加上出现更多变异病毒株期间，大家，

特别是新冠肺炎病患、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在这段时间失去亲朋好友者的感受

，都是错综复杂，如担忧、悲观以及惧怕。 

        林理事长说，疫情已经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和生计，其中不少商务活动停止运

营，致使许多民众失业。若干公共卫生措施，如社交安全距离和社区隔离，亦令

到我们感到孤立，尤其是儿童和65岁以上的年长者，因为他们只能够宅在家里。

有关疫情的新闻和在我们四处散播的假新闻，加深了我们的焦虑。迄今，在大家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仍然是疫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林理事长说，为应对疫情以及显示与菲律宾兄弟团结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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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理事长同时强调，为防疫抗疫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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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能通过这场讲座，通过我们的专家、主讲人吴瑜珊医

学博士的帮助，提高大家在疫情期间对应对压力和培养心理抗逆能力的意识。在

面对不明朗和挑战之下，让我们一直尝试克服消极情绪，及着眼于事情好的一面

。让我们保持信心、坚定信念和盼望，要知道艰难时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倘若

我们能够守望相助、传播善意，以及慷慨大方，必定能够度过难关。 

        继由本会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介绍当天的主讲人马加智医疗中心精神科科长

吴瑜珊医学博士，然后有请吴瑜珊医学博士为大家主讲。 

        吴瑜珊医学博士首先感谢本会的盛情诚邀。她表示，基于新冠疫情对人体健

康构成严重威胁，及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上不少人在这段时间失去了许多亲

朋好友，致使大家在精神上和情绪上，都受到重大影响。为了提防负面情绪，大

家应该吃得健康一点，尤其是不要喝酒、吃甜食、加工碳水化合物及含咖啡因食

品等。同时要多喝茶、多吃含丰富维生素C的水果、多吃含丰富镁的食品、多吃

鱼类、蔬菜和谷物等。此外，大家也要多做运动和睡眠充足。同时也要做深呼吸

、让肌肉放松以及保持正念心态。 

         吴瑜珊医学博士说，我们也要通过乐观情绪、社会活动、认知暨情绪弹性

，以及宗教信仰，来促进复原力。她说，我们也应该学会尽所能帮助他人，向有



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同时多参加一些社交场合以及参与民间组织活动。她说，多

与他人互动和拓宽社交范围，均有益与促进我们的正面情绪。 

        吴瑜珊医学博士说，令先父亦即本会故财务委员吴遵仁先生也是一个适应力

强的人，他在孩提时经历过许多艰难，但是坚定的毅力促使他接受并面对事实，

并继续生活下去，终于在商场上打出一片天，并在事业上获得成就。她说，照顾

新冠肺炎病患的人，也应该照顾他们自己，同时向家人分担工作量，必要时雇用

看护人，要多与家人交谈沟通，以及参加祷告会等宗教活动，还有社交活动。 

        吴瑜珊医学博士认为，没有人知道疫情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极度悲观的

年长者需要吃药及采取心理措施，最好是

能够通过在线与朋友“见面”并交谈。他们

也应该做体育运动。我们有必要与年长家

人交谈沟通。 

        吴瑜珊医学博士强调，正值疫情期间

，焦虑是很正常的事。她说，接受事实很

重要，我们应该接受疫情结束后将跟疫情

前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事实。现在是时候

改善家人之间的关系，有需要的话要尝试

向人求助。她最后建议大家通过玩游戏、

看电视和跟亲人交谈等举措，来抗拒与疫

情有关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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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吴瑜珊医学博士进行提问，对方一一解答，然后吴瑜珊医学博士与大

家就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由本会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致谢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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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吴瑜珊医学博士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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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ie Antioquia 105.3 FM Lucena City 

赠送大米速食米粉面口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Benjie Antioquia 

105.3FM Lucena City，赠送2

袋大米、5箱速食面、2束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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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jie Antioquia 

105.3 FM Lucea City派遣代表

，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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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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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an Brotherhood Fire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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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星期三）上午，向Gamban 

Brotherhood Fire Volunteer，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

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Gamban Brotherhood Fire Volunteer会长Edward  Nare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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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o Emergency Ambulance Respons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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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Hulo Emergency 

Ambulance Respinse Team，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

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Hulo Emergency Respobse Te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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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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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usang Pagbabago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Kilusang Pagbabago

，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

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Kilusang Pagbabago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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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

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

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大岷发展署交通沙皇Edison Bong Nebr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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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

向大岷发展署交通沙皇 Edison 

Bong Nebrija，赠送5袋大米和

8箱速食面等生活物资，以分

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大岷发展署交通沙皇 

Edison Bong Nebrij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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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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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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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2描笼

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

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2描笼

涯主席 Carlos De Jes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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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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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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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一区第89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一区第897描笼涯主席Ruel Roc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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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市议员Pamela “Fa” G. Fugoso-Pascual 

赠送10袋大米和10箱速食面等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三区市议员

Pamela “Fa” G. Fugoso-Pascual，赠送10袋大米和10箱速食面等生活物资，以分

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三区市议员Pamela “Fa ” G. Fugoso-Pascual，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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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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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1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16描笼涯主席 Alfredo Sam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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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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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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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2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22描笼涯主席 Edwin Sant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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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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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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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4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44描笼涯主席 Jacquelin De V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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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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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送大米和速食面等生活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市议员

Raymundo Yupabgco，赠送10袋大米和10箱速食面等生活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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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助中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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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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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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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68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683描笼涯主席 Jose Nelson Gi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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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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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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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

岷市第五区第685描笼涯，赠送

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

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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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描笼

涯主席  Apollo Quiam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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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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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4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48描笼涯主席 Luzminda Ad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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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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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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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5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52描笼涯主席 Antonio Quira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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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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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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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5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59描笼涯主席 Row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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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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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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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60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601描笼涯主席 Loreto Erasqu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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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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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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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六区第88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六区第889描笼涯主席 Marilyn Yca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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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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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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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5描笼涯主席Karlo Dimatul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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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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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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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

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

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6描笼

涯主席 Edmond Dela Pa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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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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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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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和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9描笼涯主席Romeo Garc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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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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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500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500描笼涯主席 Rolando Policarp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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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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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view Lilac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Fairview Lilac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

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Fairview Lilac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会长Jimmy Antivo，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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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

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

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Responsable at Mapagmalasakit na mga Kababaihan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Responsable at 

Mapagmalasakit na mga Kababaihan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

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Responsable at Mapagmalasakit na mga Kababaihan派遣代表，前赴商

总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秘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联

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副理事长

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

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

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

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

合会、菲律宾中国商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

新联公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

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Tarlac省Capas社Talga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和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Tarlac省Capas社

Talga描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Tarlac省Capas社Talga描笼涯主席Aurora Bumangl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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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18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8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

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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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描笼

涯主席 Josefino Marce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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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

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

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0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0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02描笼涯主席 Sonny Sarmient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联主席

郭从愿；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08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08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08描笼涯主席 Rolando Re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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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

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

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1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1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17描笼涯主席 Pee Jay Chiapo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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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19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19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19描笼涯主席 Fernando Legas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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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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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3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35描笼

涯主席 Minna Gal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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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



助理陈光灿；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

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3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3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37描笼涯主席 Ferdinand Mangu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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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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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二区第26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6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62描笼涯主席 Susan Duan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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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长姚

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

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

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

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

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

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53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53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53描笼涯主席Reynaldo Habayhabay，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

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

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

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

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副理事

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秘书

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7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7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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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秘书长助理陈

光灿；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

谊会副理事长姚金镇；华侨工

商联副会长黄国杰、副秘书长

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84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84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84描笼涯主席 Elmer Vargas，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柯顺

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秘

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联主席

郭从愿；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85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85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85描笼涯主席 Jimmy Fortale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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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校

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副理

事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

长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五区第78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和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8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86描笼涯主席Marwin Pa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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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87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87描笼涯主席 Eduardo Dungao Jr.，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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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副理事长姚金

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黄国杰

、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岷市第五区第787描笼涯主席Eduardo Dungao Jr.向本基金颁赠感谢状

，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代表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第四区第426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和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26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26描笼涯主席Henry  Pascu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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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和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71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71描笼涯主席Osmundo Per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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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描笼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2描

笼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2描笼涯主席 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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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

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

任柯顺庆、外交聘任委员刘少

强、秘书长助理陈光灿；校友

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副理事

长姚金镇；华侨工商联副会长

黄国杰、副秘书长陈添地等代表华社主持。 

       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分别为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

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菲律宾深沪镇同乡联合总会、世界福建青年

菲律宾联会。 

        图为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省Lopez社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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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向计顺省Lopez社，赠

送5袋大米、20箱速食面、2000片口罩、1000个KN95口罩、100个面罩、一批药

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省Lopez社社长Maria Adeline L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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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伟为令萱堂祝寿辰 

捐献商总农村校舍一座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工商副主任刘振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善心人士，平素

关怀社会公益事业，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刘振伟工商副主任同时事亲至孝，自

2013年以来令萱堂刘黄丽珍女士每年诞辰，均以其名义捐建一座农村校舍，造福

各当地基层社会的莘莘学子。 

        今年刘振伟工商副主任为令萱堂刘黄丽珍女士祝寿之际，仍然遵照母亲意願

不予铺張，一如往常向本会捐献农村校舍一座，扶助本国贫瘠地区的教育事业发

展。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晋江五中菲校友会举行新届就职典礼 

新届会长柯顺庆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晋江五中/晋兴职校菲律宾校友会订于9月26日（星期日）

中午11时，通过ZOOM视频会议室，举行庆祝成立七周年暨第四届理监事会洎

第三届青年组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因本国正值疫情期间，遂采取仪式简单，定将

另有一番气氛。 

        大会主席名誉会长张怀义先生，新届会长亦即本会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先生。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将致词。 

        晋江五中/晋兴职校菲律宾校友会新届会长柯顺庆先生为支持菲律宾华文教

育发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

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晋江五中/晋兴职校菲律宾校友会新届会长柯顺庆先生（右六），向本

会移交捐献支票，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左六）接收。图中尚有本会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助理陈光灿；菲华各界财

政洪珊谊；校友联主席郭从愿；联谊会名誉理事长戴国安；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

；华侨工商联副会长庄雄彪、副秘书长陈添地；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 

 

商总诸领导应邀出席 

中国使馆国庆招待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 : 中国驻菲大使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庆，

于9月27日（星期一）下午，通过ZOOM视频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

年国庆线上招待会。菲律宾前总统亚罗育夫人、外交部长辘辛、国防部长罗仁扎

纳、高教委主席艾拉、总统外事助理波赫、军方高官等本国政军要员和华社主要

团体领导和代表等各界友好人士及驻菲中资机构、留学生、媒体机构和华人华侨

代表近300人出席大会，共襄盛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诸领导应邀出席

。 

        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和菲外交部长辘辛，分别在招待会上发表

讲话。黄溪连大使在致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2年来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他表示，过去一年来，面对世纪疫情与

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加速演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坚持为全球团结抗疫贡献力量，坚持倡导并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我们也愿意继续同菲律宾人民结伴

同行、携手迈进，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未来。他说，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同

杜特地总统再次通电话，为中菲关系未来发展把舵引航。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

领下，中菲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辘辛外长代表菲政府致词，他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高度评

价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

近8亿人民摆脱贫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壮举；中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使之

朝着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方向发展。面对疫

情，中国率先向菲伸出援手，提供了大批

医疗物资和设备，派遣医疗专家组来菲，

向菲捐赠和提供了疫苗，帮助菲开启了全

国疫苗接种计划。当前充满艰难和不确定

性，菲律宾可以依靠中国加速自身的经济

复苏。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名誉理事长黄年荣、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蔡聪妙特使、黄祯潭博士、庄前进、张

昭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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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等。 

        上图和图二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阁下和菲外长辘辛分别致词。 

        图三和下图出席的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 

 

 

 

 

 

 

 

 

 

 

 

 

 

 

 

 

 

 

 

 

 

 

 

 

 

 

 

 

 

 

 

 

 

 

 

 



使館商总菲华各界中国商会订九月廿九日 

通过ZOOM视频庆祝新中国七十二周年国庆 

 

        本市讯：中国驻菲大使馆、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及菲律宾中国商

会联合订九月廿九日（星期三）下午三时，通过ZOOM线上举行菲华各团体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国庆视频大会。 

        中國駐菲特命全权大使黄溪连閣下將親自在线上致詞，大会也邀请菲律宾外

交部长Teodoro Locsin Jr. 致贺词。大會主席亦即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與共同主席亦即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先生和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洪及

祥先生，也將分別致詞。 

  是日娱楽節目有分别来自中国侨联和菲律宾华人团体的文艺节目，分别由菲

华各界联合会负责和由菲中电视台负责协调和制作。节目包括中国传统舞蹈表演

、太極拳表演、歌唱／乐曲演奏及精彩杂技表演等豐富的文藝節目助興，屆時必

定將有一番盛況。 

  历耒每年参加囯庆宴会菲华各團體代表敬請届时踊跃参加，并准时上网参与

。会议ID : 808 099 8888；密码 : PHCN；链接 : 

http://tinyurl.com/2021CNNationalDay 

 

华社救灾基金向Gamboa Residental Dist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Gamboa Residental 

Dist，赠送4袋大米、8箱速食面、2大包米粉、1000片口罩、24盒连花清瘟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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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oa Residental Dist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

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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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lac省Capas社Talaga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Tarlac省Capas社

Talaga描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

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Tarlac省Capas社Talaga描龙涯主席Aurora Bumanglag派遣代表，前赴

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

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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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do Volunteer Fire Brigade Inc.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Tondo Volunteer 

Fire Brigade Inc.，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

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Tondo Volunteer Fire Brigade Inc.主席Anthony Santos派遣代表，前赴

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

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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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148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48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48描龙涯主席Jerome Amper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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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173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73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73描龙涯主席Rogelio Fernandez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



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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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174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174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174描龙涯主席Ramir Reyes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

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

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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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13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13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13描龙涯主席John Christopher Sy派遣代表，前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式由

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

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

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

稽核 /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

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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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28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28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28描龙涯主席Ricardo  Cortez Jr.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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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36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36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36描龙涯主席Menandro  Quiambao ，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黄太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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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41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

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

市第二区第241描龙涯，赠送3袋

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

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41描龙

涯主席Glenn Naguit，亲赴商总



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

太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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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49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49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49描龙涯主席Rolando  Del Rosario，亲赴商总接收该批

赠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

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

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

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

太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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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58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58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58描龙涯主席Rogelio Robles Jr.，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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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第261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二区第261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二区第261描龙涯主席Augusto Salangsang Jr.，亲赴商总接收该

批赠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

主任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

助副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

黄太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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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6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46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46描龙涯主席Rolandro  Tubato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

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

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

亦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

主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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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54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54描

龙涯主席Sonny  Santos ，亲赴

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

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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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五区第777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五区第777描龙涯主席Edita Peralta ，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

。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

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

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

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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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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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38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38描龙涯主席Roldan Medina派遣代表，前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物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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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3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3描龙涯主席Agripino Juanito Serrano，亲赴商总接收

该批赠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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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秘书郑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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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四区第494描

龙涯，赠送3袋大米、6箱速食面、30个面罩和一批清洁剂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

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岷市第四区第494描龙涯主席Omar Cabauatan，亲赴商总接收该批赠物

资。移交仪式由商总董事兼社

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庆龄基金会稽核/华助副主

任施超权、福利副主任黄太阳

、柯顺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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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救灾基金向计顺省Lucban社第一描龙涯 

赠送大米速食面米粉面罩等生活和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9月29日（星期三）上午，向计顺省Lucban社第

一描龙涯，赠送4袋大米、8箱速食面、2大包米粉、1000片口罩、24盒连花清瘟

胶囊和若干消毒酒精等生活和医疗物资，以分发给有需要的民众。 

        是日计顺省Lucban社第一描龙涯 主席Godofredo Martinez派遣代表，前赴

商总接收该批赠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

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庆龄基

金会稽核/华助副主任施超权、

福利副主任黄太阳、柯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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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使馆商总菲华各界中国商会联合举行 

庆祝新中国七十二週年国庆视频大会 

 

        本市讯: 由中国驻菲大使馆、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宾中国

商会联合主办的菲华各团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庆视频大会，于9

月29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通过ZOOM线上举行。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黄

溪连阁下出席并发表讲话，菲律宾外交部长Teodoro Locsin Jr.发表视频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华各界联合会杨华鸿主席、菲律宾中国商会

洪及祥会长出席并致词，华社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及各国驻菲使馆外交官等300多

人出席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菲华各界联合会指导员陈永栽博士为大会名

誉主席、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席、菲华各界联合会杨华鸿

主席和菲律宾中国商会洪及祥会长担任大会共同主席。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

任大会司仪、各界秘书长蔡辉煌介绍出席贵宾、菲律宾中国商会秘书长庄琳琳担

任文艺节目主持人。大会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致开场白并邀请大家一起观看

视频 : “回顾菲中两国在过去一年里合作的丰硕成果”拉开序幕，之后全体起立，

唱菲中两国国歌，然后由菲华各界秘书长蔡辉煌介绍出席贵宾。 

        中国驻菲特命全权使黄溪连阁下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广大在菲华人华侨致

以亲切的节日问候。黄大使表示，新中国72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奋斗史，也是国家面貌发生巨变、人民生活水

平大幅度跃升的辉煌史。2021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年份，我们隆重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其他

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助力共同发展繁荣。这是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全体中华儿

女的伟大光荣。 

        2021年也是中菲新时期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的一年，习近平主席同杜特地

总统再次通话，为双边关系稳步前进锚定正确航向。中国成为首个以政府捐赠和

商业采购双重方式向菲提供疫苗的国家，已累计向菲提供月4000万剂疫苗，中国

疫苗成为菲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主力军」，双边经贸合作逆势上扬、稳步攀升

。中菲沟通协调更趋成熟，双方排除外界干扰，坚持以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歧，

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黄大使指出，在菲华侨华人一直是支持祖（籍）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促

进中菲友好与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所未有的疫情面前，广大旅菲同胞自立

自强，守望相助，谱写了一段段坚韧不拔、共克时艰的感人篇章。特别是由主要

社团联合成立的华社抗疫委员会，不惧风险、勇挑重担，竭诚为大家提供服务，

精心是谁「春苗行动」，为纾解同胞困难、稳定华社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

出高度的责任担当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希望在菲华侨华人继续关心支持

祖（籍）国发展、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重要贡献，同时继续做中菲两国和两国人

民间架起友谊和合作桥梁。 

        黄大使强调，中国驻菲使领馆将始终是在菲华侨华人的「家」，始终陪伴在

菲同胞共渡难关。我们会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初心，

为大家提供热忱服务，把祖「籍」国的关怀传递每一位同胞。 



        菲外长Locsin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他回顾了菲中人民友好

的悠久历史和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他并感谢中国政府和在菲华人华

侨对菲抗疫工作提供的宝贵支持，表示中国是菲律宾真正的朋友，菲中合作空间

广阔、前景光明。 

        大会主席和共同主任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华各界联合会杨华

鸿主席和菲律宾中国商会洪及祥会长分别致词，向祖（籍）国致以诚挚祝福，盛

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三位华社领导表示，在菲

华人华侨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菲中友好不断深化、加强和谐侨社建设，

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贡

献。 

        大会也穿插由中国侨联提供的著名艺术家，以及侨社艺术团体献上的精彩纷

呈的文艺演出，活动气氛喜庆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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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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