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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社抗疫委設立三大核酸檢測服務機構 
多措並舉全力協助急難僑胞應對疫情

華社抗疫委訊：在菲律賓疫情嚴峻，華

社緊張焦慮背景下，為凝聚華社力量、整合

華社資源，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統籌協

調下，華社抗疫委員會迅速啟動救助工作機

制，成立專門工作組，面向菲華社會提供服

務。

全力協助急難的同胞早日回國，創造條

件為廣大同胞排憂解難。在中國駐菲大使館

批准及授權下，華社抗疫委聯合菲律賓紅十

字會、中華崇仁總醫院，共同設立了三個快

速核酸檢測中心，除了菲律賓紅十字會核酸

檢測服務中心和中華崇仁總醫院核酸檢測服

務中心外，月前，新增設的恩典核酸檢測服

務中心也已經迅速啟用，並已累計服務數千

人次。不僅有力的保障本地華社防疫抗疫工

作，也為支持中國防控輸入疫情做出了積極

貢獻。

為了滿足「應檢盡檢、願檢盡檢」人

員的需求，恩典核酸檢測服務中心進一步優

化了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流程，增加了服務時

段。民眾可通過華社抗疫委專門設立的核酸

檢測服務熱線，得到專人專線預約服務。檢

測收費標準低至P4500，務求盡力減輕僑胞的

經濟負擔。恩典核酸檢測服務中心相關負責

人表示，該中心將盡職盡責為有需求的僑胞

提供快速、安全、可靠的服務，全力支持在

菲華僑華人共克時艱、戰勝疫情。

華社抗疫委再次提醒廣大在菲僑胞：鑒

于中國政府全力防範輸入疫情，各航空公司

始發菲律賓前往國內的航班均要求嚴格實施

核酸雙檢測程式。如有迫切返國亟需進行核

酸檢測的僑胞，請務必前往得到中國駐菲大

使館批准、航空公司認可的正規檢測中心獲

取病毒核酸檢測報告，以免發生被拒絕登機

的困擾。

最新修訂華社抗疫委核酸檢測服務指南

和操作流程如下：

華社抗疫委核酸檢測服務指南和操作流

程 (10.26.2020 修正)

中華崇仁醫院服務專用指南

1. 諮詢者來電時，告知他先加我們的微

信/Viber。加了微信/Viber之後，將」範本1」

和表格一起發給對方。如果諮詢者沒有微信/

Viber，告知他等待我們進一步的指導，再將

「範本1」以短信的形式發給他。針對無微信

/Viber的人，收到他的回覆後，將表格發送到

他的郵箱。

2. 收到諮詢者提交的資料和已填妥的表

格後，將「範本2」發給對方。

3. 將一天收到已填妥的表格和資料分成

兩個時間段發給後勤組，（上午收到的在下

午兩點前發送，下午兩點後收到的在晚上九

點前發送）。再由後勤整理後發給後台組預

約檢測時間。

4. 後台組和檢測單位協調安排好時間

後，由後勤組通知諮詢者檢測時間、地點和

聯係人的電話。

範本1:和諮詢者初步聯繫

歡迎致電華社抗疫委核酸檢測服務熱

線。我們的核酸檢測將在中華崇仁醫院進

行，有免下車檢測的選項。

中華崇仁醫院地址：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286 Blumentritt Rd, 

Santa Cruz, Manila, 1014 Metro Manila

探樣方式：鼻咽拭子探集測試

核酸檢測時間：早上8:00至晚上8:00

檢測選項及費用：

1. 普通檢測：Php5,000(檢測3日至5日後

拿到結果）

· 選擇免下車檢測加Php500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2. 加急檢測：Php12,000(檢測24小時後拿

到結果）

· 選擇免下車檢測加Php1,000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3. 特別加急：Php18,000(檢測6小時後拿

到結果）

· 選擇免下車檢測加Php1,000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4. 血清檢測：Php1,800(檢測4小時內拿到

結果）

5. *上門服務（普通）：Php7,000/人 

（檢測3日至5日後拿到結果）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6. *上門服務（加急）：Php15,000/人

（檢測24小時後拿到結果）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備註： 大岷區內的上門服務檢測人數

需至少五人

大岷區外的上門服務檢測人數需至少

三十人

為了能更好地為您服務，請提供以下資

料：

1. 中英文名（與證件上一致）:

2. 年齡:

3. 性別：

4. 出生日期（月/日/年）:

5.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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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郵箱地址:

7. 聯絡電話:

8. 微信號/Viber:

9. 檢測選項:

10. 檢測方式（走進醫院/驅車過檢）:

11. 如驅車前往，請註明車牌號、車型、

車的顏色：

12. 取結果方式（去醫院拿取/發送到郵

箱）：

13. 首選的檢測日期和時間：

14. 如果乘是坐飛機需要，請提供航班

號、起飛的日期和時間：

請將隨附的兩張表格填寫並打印出來，

檢測當天交給醫院的檢測人員。

為避免身份信息有誤，如果是乘坐飛機

的人，請在檢測表格填上自己的中文名字，

另外再附2張護照副本。

（以下是中國駐菲大使館「自菲律賓

赴華商業航班乘客登機前核酸檢測報告有

效期將以採樣日期為起算時間」的鏈接，

自2020年10月7日起實施，僅供參考。具

體執行以中國駐菲大使館公告為準。http://

ph.chineseembassy.org/chn/lsfw/t1823827.htm ）

範本2:當收到諮詢者提交的資料和已填

妥的表格後

感謝您提供的信息。我們即刻為您安

排檢測時間。後續的安排也會有專人和您聯

繫。如果您有什麼問題，請和我們保持聯

繫。謝謝！

菲律賓紅十字會服務專用指南（暫無血

清檢測服務）

1. 諮詢者來電時，告知他先加我們的微

信/Viber。加了微信/Viber之後，將」範本1」

發給對方。如果諮詢者沒有微信/Viber，告知

他等待我們進一步的指導，再將」範本1"以

短信的形式發給他。

2. 收到諮詢者提交的資料後，將」範本

2」發給諮詢者。

3. 將一天收到的資料分成兩個時間段

發給後勤組，（上午收到的在下午兩點前

發送，下午兩點後收到的在晚上九點前發

送）。再由後勤整理後發給後台組預約檢測

時間。

4. 後台組和檢測單位協調安排好時間

後，由後勤通知諮詢者檢測時間、地點和聯

係人的電話。

範本1:和諮詢者初步聯繫

歡迎致電華社抗疫委核酸檢測服務熱

線。我們的核酸檢測將在菲律賓紅十字會進

行。

菲律賓紅十字會地址：Philippine Red 

Cross Port Area Manila Radial Rd 10, Port Area, 

Manila, Metro Manila

探樣方式：鼻咽拭子探集測試

核酸檢測時間：早上9:00至下午4:00

費用：Php4,000.00（檢測3至5天後拿到

結果）

為了能更好地為您服務，請提供以下資

料：

1. 名字（與證件上一致）:

2. 年齡:

3. 性別：

4. 出生日期（月/日/年）:

5.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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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郵箱地址:

7. 聯絡電話:

8. 微信號/Viber:

請先將Php4,000.00的檢測費用存入紅十

字會以下任一銀行賬戶，並把存款單發給我

們，我們將為您安排檢測日期和時間：

Banco De Oro (BDO)

Account Name: Philippine Red Cross

Account Number: 00-453-0190938

Branch: Port Area, Manila

Metrobank

Account Name: Philippine Red Cross

Account Number: 151-7-151524342

Branch: Port Area, Manila

（以下是中國駐菲大使館「自菲律賓

赴華商業航班乘客登機前核酸檢測報告有

效期將以採樣日期為起算時間」的鏈接，

自2020年10月7日起實施，僅供參考。具

體執行以中國駐菲大使館公告為準。http://

ph.chineseembassy.org/chn/lsfw/t1823827.htm ）

範本2:當收到諮詢者提交的資料和存款

單：

感謝您提供的信息。我們即刻為您安

排檢測時間。後續的安排也會有專人和您聯

繫。如果您有什麼問題，請和我們保持聯

繫。謝謝！

恩典核酸檢測中心服務專用指南

1. 諮詢者來電時，告知他先加我們的微

信/Viber。加了微信/Viber之後，將」範本1」

發給對方。如果諮詢者沒有微信/Viber，告知

他等待我們進一步的指導，再將」範本1"以

短信的形式發給他。

2. 收到諮詢者提交的資料後，將」範本

2」發給諮詢者。

3. 將一天收到的資料分成兩個時間段

發給後勤組，（上午收到的在下午兩點前

發送，下午兩點後收到的在晚上九點前發

送）。再由後勤整理後發給後台組預約檢測

時間。4. 後台組和檢測單位協調安排好時間

後，由後勤通知諮詢者檢測時間、地點和聯

係人的電話。

範本1:和諮詢者初步聯繫

歡迎致電華社抗疫委核酸檢測服務熱

線。我們的核酸檢測將在恩典檢測中心進

行，有免下車檢測的選項。

恩典檢測中心地址：The Lord』s Grace 

Medical and Industrial Clinic #1 Buendia Ave. 

corner Macapagal Ave., Pasay City, Metro Manila

探樣方式：鼻咽拭子探集測試

核酸檢測時間：早上8:00至晚上8:00

檢測選項及費用：

1. 普通檢測：Php4,500 (檢測48小時內拿

到結果)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2. 加急檢測：Php9,000 (檢測24小時內拿

到結果）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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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別加急：Php13,000 (檢測 6-9小時內

內拿到結果）

- 含血清檢測加Php1,000

4. *上門服務（普通）：檢測48小時內拿

到結果（含血清檢測加Php500）

- 大岷區內：Php6,500/人

- 大岷區外：Php7,500/人

5. *上門服務（加急）：檢測24小時內拿

到結果（含血清檢測加Php500）

- 大岷區內：Php11,000/人

- 大岷區外：Php12,000/人

*備註： 大岷區內的上門服務檢測人數

需至少三人

大岷區外的上門服務檢測人數需至少

二十人

為了能更好地為您服務，請提供以下資

料：

1. 中英文名（與證件上一致）:

2. 年齡:

3. 性別：

4. 出生日期（月/日/年）:

5. 地址:

6. 郵箱地址:

7. 聯絡電話:

8. 微信號/Viber:

9. 檢測選項:

10. 檢測方式（走進檢測站/驅車過檢）:

11. 如驅車前往，請註明車牌號、車型、

車的顏色：

12. 取結果方式（去檢測中心拿取/發送

到郵箱）：

13. 首選的檢測日期和時間：

14. 請上網站登記填表格或是請將表格打

印出來並填寫。檢測當天交給檢測中心的人

員。https://tlglabs.com.ph/pre#/

15. 如果是乘坐飛機需要，請提供航班

號、起飛的日期和時間：

為避免身份信息有誤，如果是乘坐飛機

的人，請在檢測表格填上自己的中文名字，

另外再附2張護照副本。

（以下是中國駐菲大使館「自菲律賓

赴華商業航班乘客登機前核酸檢測報告有

效期將以採樣日期為起算時間」的鏈接，

自2020年10月7日起實施，僅供參考。具

體執行以中國駐菲大使館公告為準。http://

ph.chineseembassy.org/chn/lsfw/t1823827.htm ）

範本2:當收到諮詢者提交的資料：

感謝您提供的信息。我們即刻為您安

排檢測時間。後續的安排也會有專人和您聯

繫。如果您有什麼問題，請和我們保持聯

繫。謝謝！

核酸檢測服務組熱線電話

組 長 ：李鴻銘

副 組 長 ：蔡輝煌、施玉容、洪瑞萱、

蔡清宗、蔡文藝

服務時間 ：早上8:00至晚上8:00

咨詢熱線 ：

(普 通 話)0915-9948637 (+微信/Viber)

(普 通 話)0915-9948618 (+微信/Viber)

(閩 南 話)0915-9948619 (+微信/Viber)

(英、菲語)0915-9948641 (+微信/Viber)

(英、菲語)0915-9948620（+微信/Viber)

達沃領事館主辦友誼杯演講比賽
棉蘭佬共三十九位學生參加決賽

華教中心訊：9月25日上午，由中國駐

達沃總領事館主辦的第二屆「友誼杯」青少

年漢語演講比賽決賽通過ZOOM會議軟件在

線舉行，納卯中華、樹裡爻孫逸仙、東棉光

華、密三密斯光華、蘭佬中華、亞虞山培

青、巴加連市商、高侖那達中華、納卯基

督、鄢市恩惠、武端信心、納卯龍華、東

南亞基督等13所華校的39名選手參加此次比

賽。

中國駐達沃總領事館決定通過線上結合

線下方式舉行第二屆「友誼杯」漢語演講比

賽。演講主題分為「魅力漢語，多彩文化」

（小學組）；「攜手同行，共迎春來」（中

學組）。每位選手演講時間不得超過5分鐘。

棉蘭老地區各華校于9月10日前自行組織

預賽，選拔參加決賽的選手。決賽當天通過

ZOOM會議軟件播放參賽選手預先錄製好的

演講視頻，由中國駐達總領館邱愛萍教授、

奧地利駐達沃名譽領事彼得‧法斯特、達沃

市政府官員芭芭拉‧埃查維亞、達沃雅典耀

大學孔子學院張勝林教授、達沃晉江商會會

長蔡天保組成的5人評委團進行線上評審。

比賽過程公開透明，參賽學校師生在線觀看

了全程比賽。選手們的演講內容豐富多彩且

包含深情，有的表達了對中華文化、中華文

明、中華大地秀麗山川的嚮往，有的表達了

對促進菲中文化交流的渴望，有的表達了菲

中兩國人民團結一心、戰勝疫情的決心……

參賽選手表現出了紮實的演講功底、較高的

華語口語表達水平，可以看出他們擁有不同

于一般學生的中華文化知識底蘊。其中不少

原住民的學生更是表現出不遜于華人華僑子

弟的華語演講水平，顯示出菲律賓華教工作

者為推廣華文教育、傳承中華文化所作出的

巨大貢獻。

經過激烈的角逐，獲獎名單如下：小學

組一等獎（1名）：林琳（樹裡爻孫逸仙）；

二等獎（3名）：柯菲瑤（納卯中華）、施

政瑜（樹裡爻孫逸仙）、洪佳宜（密三密

斯光華）；三等獎（5名）：顏恩美（東棉

光華）、陳利堡（密三密斯光華）、佘家

豪（亞虞山培青）、陳民開（高侖那達中

華）、蔡妮可（納卯基督）。中學組一等獎

（1名）：楊珊妮（納卯中華）；二等獎（3

名）柯欣誼（納卯中華）、李維妮（納卯

中華）、陳恩仁（蘭佬中華）；三等獎（5

名）：佘玉珍（東棉光華）、蔡偉航（密三

密斯光華）、厲琪（高侖那達中華）、洪凱

茵（納卯龍華）、巴大偉（東南亞基督）。

一等獎獲得者獲5000比索獎金和一隻華

為手錶，二等獎獲得者獲3000比索獎金和一

個華為運動耳機，三等獎獲得者獲獎金2000

比索和一個華為手環環。

 圖片說明：決賽現場及評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