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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華各界聯合會青委會 
誠邀燕南天老師講述電商之道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近年互聯網成為推

動菲律賓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菲律

賓疫情持續爆發的近兩年，電子商務發展可

為一枝獨秀獨領風騷。

菲律賓政府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不得

已多次實施不同等級的封城，對傳統貿易模

式帶來了客觀上的嚴重打擊，使得很多企業

都蒙受巨大的損失。

菲華各界聯合會青委會由華社各界青年

組成，更當緊跟時代積極主動用互聯網思維

武裝大腦、用互聯網平台贏得市場，用互聯

網工具來提升核心競爭力，推動華社整體的

經濟發展。

經青委會領導的研究決定，特邀請菲律

賓華社互聯網營銷專家燕南天老師在10月24

日下午三點舉辦ZOOM會議，講授關于傳統

企業如何啟動網絡營銷的相關知識。

燕南天老師是菲律賓第一家針對于本地

華人公司的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和互聯網應

用的咨詢顧問公司E訊咨詢創始人，是旅菲

作家協會會員、詩人，原阿里巴巴全球拍檔

菲律賓國家經理、原阿里巴巴中國供應商事

業部全國銷售冠軍、原阿里巴巴集團市場講

師，原百度集團P4P業務市場講師，原深圳華

強集團公關專家，有著資深的網絡營銷工作

經驗。

燕南天老師在華社舉辦過多次結合菲

律賓實際情況的在線課程，內容豐富，講解

精彩，好評如潮。相信本次授課也一定能為

菲華青委會推開網絡營銷的一扇門，賦能更

多的企業和個人利用互聯網創造更多社會價

值。

紅衣主教山道示醫療中心 (CSMC)
推出電子諮詢是未來的醫療保健
我們已接近 2021 年底，但我們仍處於大

流行之中。到現在為止，您可能應該牢記最

低的公共衛生和安全標準，例如在公共場所

時始終戴口罩、經常洗手以及與他人保持身

體距離。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專家一直建議每個

人都呆在家裡，以免被病毒感染。對於許多

人來說，這意味著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包

括他們預定的看醫生的時間。然而，紅衣主

教山道示醫療中心 (CSMC) 等醫院已經找到

了一種解決方案，可以將他們的醫療專業知

識帶到患者家中。優化技術，華潤上華推出

了e-Consult，這是一種更安全的諮詢醫生的

方式，無需走出家門。

 不管有沒有大流行，電子諮詢都會留

下來，因為與非緊急健康問題親自去醫院相

比，它可以節省您的時間。

 如果您住在有老年人或患有合併症的

家庭成員的家庭，或者如果您是有小孩的媽

媽，那麼 e-Consult 是另一層保護，您不僅

可以為您自己，也可以為您周圍的人提供保

護。

例如，去診所等公共場所可能會使您面

臨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更糟糕的是，您可

能會將病毒帶回您的家中，並使您的整個家

庭處於危險之中。通過 e-Consult，您可以獲

得滿足您的醫療保健需求的優勢，而不會危

及您和周圍人的安全。

 紅衣主教山道示醫療中心的 e-Consult 是

一個在線醫療諮詢平台，旨在讓患者在舒適

和安全的家中獲得醫生的專業醫療建議。

 CSMC e-Consult 專為在新常態下提供便

利的醫療保健而設計，它提供了傳統面對面

診所諮詢的替代方案，讓患者只需在手機、

平板電腦或計算機上輕點幾下即可與頂級醫

療專家取得聯繫.

 通過 CSMC e-Consult 可以預訂廣泛的

服務，包括在線諮詢、臨床營養師、物理治

療、言語和語言病理學、傷口護理和醫療營

養支持等專業服務。

此外，CSMC 的 e-Consult 還提供門診護

理計劃和女性醫療保健套餐，例如更年期篩

查和執行產前護理。

如果您想在 CSMC 使用電子諮詢，請執

行以下三個簡單步驟：

首 先 ， 創 建 一 個 帳 戶 並 登 錄  w w w .

csmceconsult.com。其次是從我們的專家或程

序列表中選擇您喜歡的日期和時間。

最後，使用借記卡或信用卡、GCash 或 

PayMaya 在線支付以確認預訂。

客戶必須注意，僅建議對非緊急和非緊

急醫療情況進行電子諮詢。鼓勵其檢查和診

斷程序需要親自諮詢的患者與他們的醫生進

行面對面的預約。

需查詢和幫助，您可以撥打 Cardinal 

Santos 的電子諮詢熱線 8727-0001 當地 3022。

中正學院慶祝八十二週年校慶
十二位才華洋溢校友線上獻唱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2019年10月，本校
為慶祝創校80週年，在馬尼拉「雲頂世界
Resorts World」舉辦了為期兩天、三場演出的
盛大音樂節目。 這確實是一場盛大的慶典，
來自學生、教師、校友隊伍的400多名表演者
參與了該場長達兩個多小時的節目。

未料幾個月後，我們所有人都面臨了
新冠疫情大流行，生活因而發生了巨大的變
化。從那時起，生活變得不一樣了，因為大
多數人目前仍然被侷限在家裡不能出門。然
而，常言道生活還是要繼續。今年十月為慶
祝創校82週年，本校將由「音樂與藝術中心
（CAMPA）籌劃一場線上音樂會，邀請12位
才華橫溢的校友參加於10月30日晚上8點「線
上音樂會」的演出。音樂會也將通過節目的
官方媒體合作夥伴「菲華電視台Chinoy TV」
同步播出。

現在，再來介紹節目的12位表演者中的
兩位：

 葉秀媚 (Lesley Brooke T. Chuayap)
葉秀媚是本校中學1997年度校友，大學

畢業於菲律濱聖托瑪斯大學UST美術-廣告藝
術系。

她自幼就喜歡唱歌、學彈鋼琴。接觸音
樂，可以說是遺傳了家人熱愛音樂的基因。
小學二年級時參加母校中正學院青少年合唱
團(原名：菲律濱中正學院兒童合唱團)，1996
年參加「菲律濱全國青年藝術家音樂錦標賽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s for Young Artists 
(NAMCYA)」榮獲青年合唱團首都地區總決
賽冠軍和全國總決賽季軍。2007年參加「泰
國芭提雅(Pattaya, Thailand)歌之旅國際合唱
節比賽A Voyage of Songs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榮獲「同聲部青年合唱組Youth Choir 
of Equal Voices與民謠組Folklore Categories」
兩枚金獎；並奪得「最有前途合唱團Most 
Promising Choir獎」。

葉校友在校外參加菲華青年服務團旗下
的「幼獅合唱團」。曾經隨團到台灣參加僑
務委員會主辦的「二○○二年第二屆《總統
盃》全球僑胞混聲合唱觀摩賽」獲得冠軍。
十五年後，2017年再參加該觀摩賽，又再次
奪冠。她個人以及合唱團也經常被邀請在許
多重要盛典與場合演出。參與合唱團時，常
與國內外著名的音樂師合作，也曾擔任上述
兩個合唱團團長。1996年參加《海天社》歌
唱比賽榮獲甲組第二名。熱愛舞台的她，除
了在台上表演外，她於大學畢業後也參與多
數演出的舞台管理和幕後工作。

此外，她也接觸團務工作，是現任「菲

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秘書長、「菲律濱南
陽葉氏宗親總會」青年組副組長，也曾任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青年組副主任，
並且自2012起，受聘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僑務促進委員。

魏源德 (Armin Lee Tiu)
魏源德是從小聽他已故的父親魏健中

的音樂長大的。魏健中是本校高中第23屆校
友，也是華社知名的歌手。為要進一步學習
磨練自己的歌唱技巧，還要成為優秀的表演
者，他曾在Ryan Cayabyab音樂學院接受訓
練。

他是一位名符其實的中正人，從幼兒園
到小學到中學(1994年)到大學(1998年)畢業，
從未離開過中正學院。從小學到高中也一直
都是學校合唱團的成員。求學期間，也一直
踴躍參加學校舉辦的每一次歌唱比賽，以及
學校和校友會各種慶典節目。

從2008年到2018年，他在「澳門威尼斯
人酒店The Venetian Hotel Macau」工作了十
年，是「金沙中國有限公司（The Sands China 
Limited）」唯一全職聘用的華人。從為乘客
和客人提供纜車，並為他們一展歌喉開始，
最終成為纜車運營的主管。

他的任務是代表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在
所有亞洲國家（中國、台灣、日本、韓國、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所有城
市），負責為五星級酒店度假村的客人提供
纜車，並監督這些遊樂設施的運營。他為社
交活動表演並支持娛樂計劃的許多其他領
域，包括各種路演促，是公司許多演出的首
席藝人。 

作為公司的代言人，他曾出現在雜誌和
其他出版物上，而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
是演唱「金沙中國有限公司」的主題曲，直
到今天，他演唱的主題曲還是在「澳門威尼
斯人酒店」播放。

今天的魏源德是Kumu和Sessionslive等流
行的線上流媒體平台(streaming online apps)的
直播主播。

這些新平台，尤其是在這新冠疫情大
流行期間，為像他這樣的藝人提供了線上
舞台。他在頻道中擁有Mandopop( Mandarine 
popular music-現代標準漢語流行音樂)流派，
是唱不同流派的菲華人。

10月30日晚上8點，請勿錯失機會，通過
Zoom平台ID：932 9071 6862，密碼：cksc82觀
賞本校82年校慶線上音樂會，感受葉秀媚、
魏源德等十位才華出眾的校友魅力四射的歌
聲和演出。

菲律濱中山中學慶祝教師節
菲律濱中山中學訊：尊師重道，歷來

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精

神，本校於九月二十七日舉行慶祝教師節活

動，因疫情期間，簡單舉行。

首先由校長李煒欽博士致詞，對老師們

和全體職工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謝。

並希望再接再厲，繼續為國家培養棟樑

之才。

同時為教職工們分發了節日禮品及紅

包，鼓勵教師的辛勤付出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第四區第396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9月3日
（星期五）上午，向岷市第四區第396
描籠涯，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
2000片口罩和30個面罩等生活和醫療
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四區第396描籠涯主席
Maria Salvacion Punzalan，親赴商總接
收該批贈送物資。移交儀式由商總董
事兼社會責任主任呂安盾、秘書長顏
長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v慶
齡基金會稽核/華助副主任施超權、福
利副主任亦即校友聯代表柯順慶、外
交聘任委員劉少強、秘書長助理陳光
燦；菲華各界財政洪珊誼；華僑工商
聯副會長黃國杰、副秘書長陳添地等
代表華社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