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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2020年 不平

的庚子年，新冠疫情從1月開始已經九個

月了，中國在中華瑰寶中醫調理下已經

取得了重大成績。9月的中國已經是萬業

復甦，但也在防範外國的病情輸入。

 如約而至的9.8廈門投洽函邀我們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經過領導組討論，

議定請早期回國的會員組團參加，經過

溝通特請常務副會長詹獻協先生任團

長，率領在國內的10幾位會員出席，代

表團也得到領導組的委託，感謝廈門市

政府、僑聯 和各界對菲律賓疫情蔓延以

來的幫助。收到捐助的大量防護物資，

代表團也得到會長許扁先生贈送2晚住宿

廈門國際會展中心酒店。

連日來，福建和多國商務部舉行了

很多網上推介會 8日早上 天下著毛毛雨 

9點不到檢查口也是堆滿了人潮，展館裡

國內各省的特色物品還是精彩無比的展

現。

 代表團成員 流連忘返的詢問商情 

期間也得到 中國僑聯領導 福建省僑聯

領導和廈門市政府和市僑聯領導的親切

接見 也攜帶了各位領導對菲律賓華人華

僑 親切的慰問 叮鈴注意防護 希望疫情

早日消退 精彩緊促的一天就過去了 明

天繼續

成團人員：顧問 林毅先生 名譽常

務副會長。團長 詹獻協 常務副會長 。

副團長 蔡金棟 常務副會長。副團長 許

明智 常務副會長。副團長 洪培才 副會

長。副團長曾煥司 副會長。秘書長 洪

五一。團員 王丹鳳。施永協。洪華榮。

洪賓賓。蔡婷婷。葉茂淵。洪鴻謀。吳

美巧。池京澤。邱健薪。劉慧。

悠悠故鄉情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組織在祖國的會員參加9.8廈門投洽會

        菲華商聯
總會訊 : 欣逢
一年一度的記
者節和中秋佳
節，本會特向
主流媒體（包
括西報）贈送
月餅及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贈
送白米，以慰
勞一年365天
辛勞工作，向
大眾提供精神
食糧，尤其是
在疫情期間仍
堅守崗位，向
大眾報道疫情趨勢的最新資料以及抗疫工作
進展的記者和新聞工作人員。
       九月廿五日（星期五）下午，各主流媒
體單位代表前來本會，接收贈送月餅及白
米。

        移交儀式由本會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和新
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及王良善代表主持。

圖示：
左右圖分別移交贈送月餅及白米予二個

媒體組織。

菲華工商總會邀請“恢復治安運動”領導層
主講疫情期間如何應對犯罪和注意個人安全

菲 華

工 商 總 會

訊 ： 本 會

於 9 月 1 9 日

（星期六）

下 午 3 時 ，

邀 請 恢 復

治 安 運 動

（MRPO）

組織創會會

長洪玉華，

會長蔡嘉權

擔 任 主 講

人。講座主

題為《面對

新的挑戰—

預 防 犯 罪

和 個 人 安

全》。就疫

情期間本國

近期的治安

情況和防止

罪犯發生的

必須注意事

項，進行了

探討。內容

包括：分享

恢復治安運

動的經驗和

專業知識，

近期犯罪和

綁架案件的

最新情況，

在經濟困難

時期繼續保

持警惕和預

防犯罪事件

的發生。

蔡 嘉

權 會 長 以

實例介紹如何應對綁架，首先要注意財不露

眼，其中一例就是在網路上顯耀，引起了綁

匪的注意。另一例是晚上較晚回家，並有固

定路線，導致了案件的發生。蔡嘉權會長提

醒，在綁案發生時一定要冷靜，報警處理，

千萬不要私下和綁匪接觸，付錢贖人。這樣

你就會成為綁匪眼中的肥肉，令其食髓知

味，沒完沒了。他表示和受害者家庭建立信

任和說服受害者與警方合作，仍然是最困難

的任務。受害者拒絕與警方合作，選擇立即

支付巨額贖金，會鼓勵越來越多的綁架，要

說服受害者對綁架者提出起訴。隨著疫情的

蔓延，工商各業深受影響，失業者增多，各

類犯罪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希望大家能在

平時住家出行，注意周邊的情況，防止成為

犯案對象。

洪玉華女士著重介紹了近期發生於華

人區的幾次搶劫殺人案，她説現在網路很發

達，大眾媒體的傳播非常快速，她希望遇到

類似事件，大眾要自我克制，在沒證實事件

的真實性，不要在網上亂傳信息，以免影響

警方破案和給受害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她

還說最近幾年隨著博彩業者的大量湧入，成

員良莠不齊，這方面的犯罪有上升趨勢，特

別是綁架勒索案時有發生，而且金額巨大。

她一再告誡大家不要涉足賭博行業。

最後她還再一次提醒：如有遇到類似綁

架勒索案，千萬要報警合作，如果私了花錢

消災，會助長罪犯的氣焰，讓更多的家庭成

為受害者。

此次講座用英文、菲語和閩南語通過

Zoom線上舉行，並對華社公眾開放，當天有

近一百五十人參與網上聽講。

圖為線上講座會截屏。
第一排：（左起）理事長許長安致歡迎

詞，秘書長洪莉莉任擔主持人，主講人蔡嘉
權先生，主講人洪玉華女士。

第二排：（左起）副理事長楊良田介紹
主講人蔡嘉權先生，副理事長林天德介紹主
講人洪玉華女士，Francis Uyehara分享被綁經
歷，副理事長許文忠頒發感謝盾予兩位主講
人，執行副理事長謝國萬。

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創會會長吳肇新榮獲
大岷區發展署長林德才將軍頌發社會服務獎牌

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訊，本會創于

2003年名為佰利春菲華(菲華前身仙莊) 志願

消防會並于2016- 2018年出任菲華志願消防會

總會41-42屆會長在兩年中南征北戰，帶領團

隊出防各省各市兄弟消防隊，培養失去多年

的友情，特別到 宿務 (cebu city ),三描省甲描

朗岸，( Catalogan ) 西黑省描哥律市 ( Bacolod 

city )，黎牙實備市（Legazpi city) 獨魯萬市 

(Tacloban city)，拉古板市(Dagupan city)，哪呀

市(Naga city)， 裡艾市(Ligao City Albay)， 淡

描弋市（Tabaco city)，仙朝峨市(Santiago city) 

等及于2017年收到中國北京市消防協會陳偉

明會長發函，邀請出席9月在北京舉辦世界性

消防機械展覽會開幕禮。

是年12月舉行聖誕節同樂會，並分發40

週年紀念特刊 給各界賢士， 在總會2年任期

完滿留下一張炎麗成績單給菲政界，僑社留

下深刻的印象。

吳肇新退任後回歸母隊佰利春菲華志願

消防會繼續領導，總會43屆會長李正中 應允

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除了滅火工作外，可

以派糧振災活動，向外發 展。

由甄山國接任2017 - 2019會長， 到2019

由蔡榮華接任到今，三年中除了打火工作

外，剛好碰到疫情的兇險 我隊除了出勤減火

工作外，並在疫情間，常常分贈疫情愛心包

外，並清洗街道，學校有中正學院，嘉南，

聖公會，靈惠'，信願寺，及到醫院，政府部

門，警察局，消防總局，國調查局，海關，

社會福利部，岷市府，計順市府，巴石市

府，畢地諾市府，巴西市府，嘉龍畢市，武

六于省，醫院有PGH, UERM, Fabella memorial 

hospital, san lazaro hospital, ,仙踏古律士，日班

區發送，疫情愛心包及到其他地方不能一一

列出.

因此常常配合大岷區發展署署林德才

將軍，Gen. DANNY LIM Metropolitan Manila 

Development Authority ( MMDA ) 特別委派呂米

夏 (億沙總指揮官 colonel Edison Nebrija , head 

Edsa Special Traffic and transport zone 共同活

動，因此林德才將軍 特頌社會貢獻服務奘牌

給吳肇新，實在是我會三年半最大的成績，

給我會有機會繼續服務大眾人群 ，給我全體

理事會更加團結，一致向著菲中友誼大路前

進，給菲中一家親，共創美好雙贏的明天.

商總為慶祝記者節中秋佳節
向主流媒體從業員贈送月餅
以及林育慶理事長贈送白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