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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相知獎」頒獎共襄中菲親情  黃奇昭:  期待菲中關係更上一層樓
本市訊: 6月10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和

菲律賓中國瞭解協會（「菲中了解協會」）

在馬尼拉共同舉辦第二届「中菲相知」頒獎

典禮，評選出10位獲獎者, 同時在同一場合向

去年的10位獲獎者頒獎。今年還首次設立特

別獎，以紀念不幸病逝的菲駐華大使仙沓羅

馬納。

菲律賓當選總統小馬可斯出席頒獎典

禮時表示，中國是菲律賓「最强有力的夥

伴」，他將致力於構建「更深入、更强勁」

的菲中關係。小馬可斯表示，中國爲菲律賓

抗擊新冠疫情提供了巨大支持，他將鼓勵菲

中兩國深化交流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在各領

域取得發展。他說，菲律賓將繼續堅持獨立

自主外交政策。菲律賓前總統亞羅育在視

頻致辭中說，菲中關係已經進入「黃金時

期」，兩國共同目標是「在團結與和平的氛

圍下實現可持續發展」。菲律賓前總統埃斯

特拉達表示，由衷感謝中國駐菲使館和菲中

了解協會表彰我在歷史上為加強菲中友誼和

雙邊關係所作的貢獻，願菲中兄弟般的深厚

情誼在未來歲月裡繼續發揚光大。

中 國 駐 菲 律 賓 大 使 黃 溪 連 說 ， 過 去 6

年，中菲關係不斷鞏固提升，中國成爲菲律

賓最大貿易夥伴、第二大出口市場和主要外

資來源地。「中菲關係必將開啓新篇章，提

升到新的高度。」黃溪連表示，中菲建交47

年，雙方致力于延續千年友誼、促進相知相

親的初心未改、矢志不渝。過去六年，在習

近平主席和杜特爾特的戰略引領下，中菲關

係歷經轉圜、鞏固、提升，建立了全面戰略

合作關係，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利益。

一大批中菲合作項目不斷開花結果，標誌著

「一帶一路」倡議同「大建特建」規劃對接

取得新的重大進展。中國已成為菲的重要發

展夥伴，合作共贏已成為中菲不可阻擋的歷

史潮流。日前，習近平主席在與小馬可斯當

選總統通話時強調，要寫好新時期中菲友好

的大文章，把兩國友好合作「一張藍圖繪到

底」，推動兩國關係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小馬可斯當選總統表示，希望看到菲中關係

「提檔加速」，不斷為兩國關係發展注入新

的強勁動力。

「中菲相知獎」由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2021年訪菲時與亞羅育共同宣布設立，

中國駐菲大使館和「菲中瞭解協會」共同倡

議發起，旨在表彰爲促進中菲兩國人民相互

瞭解和友誼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或團體，推

動兩國和兩國民衆增進互信、化解分歧、深

化友誼、促進合作。包括菲律賓前總統埃斯

特拉達在內的11人10日獲得第二届「中菲相

知獎」。菲中瞭解協會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成立的菲中民間交往組織，在菲中建交方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菲前總統亞羅育2017年7月

當選該協會名譽主席, 主席菲政府加牙淵經

濟特區署署長蘭比諾。黃奇昭(Jeffrey Ng)任

菲理事长以來, 勵精求治, 已舉辦過五次實体

論壇, 邀請了國防部長羅倫沙拉等菲國政要, 

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閣下主講。因應

疫情轉而舉行許多在线視頻論壇，在中菲兩

國引起積極反響。在菲中瞭解協會同人同心

協力成功策劃本次活動的黃奇昭在閉幕致詞

時說,現在有機會在即將上任的總統當選人小

馬可斯的領導下，進一步加強菲中關係和了

解。「事實上，我們可以期待菲中關係更上

一層樓，讓兩國取得更豐碩和更有意義的成

果。」黃奇昭認為,新政府可以深化與中國在

經貿、基礎設施、能源、文化、教育等各個

層面的交流。他說,通過合作和理解，兩國可

以通過全社會的方式實現關鍵的突破。我們

必須擁抱中國可以提供的低成本技術，從基

礎設施到高鐵。建造新農村。歡迎遊客、學

生、商人和學者訪問菲律賓,促進菲律賓大學

與中國大學合作, 促進省市結成友好城市, 這

是推動前進的有效方法。

當天, 候任總統小馬可斯、候任第一夫

人麗莎、前總統埃斯特拉達、前總統亞羅

育、參議員彭敏直、候任國家安全顧問卡洛

斯、候任新聞部長紅奚禮示、海警司令阿

布、財政部副部長馬克、農業部副部長拉維

尼亞、外交部部長助理英佩里亞爾、新聞部

長助理阿爾塞納、總統前發言人羅計、前海

警司令加西亞、菲中了解協會主席蘭比諾、

菲中了解協會理事長黃奇昭、菲華社僑領以

及菲律濱大學和高中學生代表等約200人出

席，共襄中菲相知相親的盛會。

圖示: (上左至右) 菲律賓當選總統小馬
可斯和中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黃溪連閣下, 菲
中瞭解協會理事長黃奇昭分別致詞。( 中左
至右) 黃奇昭陪同當選總統小馬可斯入塲, 左

為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黃奇昭與候任
第一夫人麗莎. 馬可斯在主席台。今年首次設
立特別獎，紀念不幸病逝的菲駐華大使仙沓
羅馬納, 由其眷屬代表領獎。( 下左至右) 第
二届「中菲相知」頒獎典禮, 知名媒體人李
天榮獲頒獎。菲律賓前駐華大使周清琦獲頒
獎，由其家屬代表領獎。菲律賓當選總統小
馬可斯與獲獎者全體合影。

清真堂週日召會
旅菲清真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訂于2022年6月26日(星

期日)上午10時，假會所召開六月份理監事會議，報告及討

論有關會務。會後假富華麗鮑翅海鮮酒家(原新華鄉)Fortune 

Mansion Seafood Restaurant 1013-1015 Maria Orosa Street, Ermita/

用餐，是次餐會由副理事長丁勁榆、郭榮賢兩位宗長招待。

 屆時務希本會全體理監事撥冗出席參加，共商策議，以

利會務之推展。

寶樹謝氏宗親總會召會
菲律濱寶樹謝氏宗親會訊 : 本會訂于二0二二年六月

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正，在本會議事廳(conference room) 

召開第七十四連七十五屆第八次理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重

要事項，屆時務希各位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和各位全體

理事們，出席參加會議，以利今後會務之進展 是荷。

潯江公會假大連酒家召會
報告重要會務及財務活動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於國曆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星期四)下午七時，假王彬街大連海鮮酒家召開第六十三連

六十四屆理監事會暨幹才研習中心洎青年組第十三次常月聯

席會議。

當晚七時正，聰典理事長宣佈開會！養鋼秘書長首先報

告本期各項會務活動，財政主任養鐵宗長亦詳細匯報財務收

支，總務主任丕雄向大家報告會所各項設備設施皆已檢修完

善並安全運作。幹才研習中心主任施德良、幹才財政主任施

王人玉，青年組組長施榮東、青年財政主任施一銘也分別作

了活動及財政報告。

養鋼秘書長補充報告關於中秋聯歡各項準備事宜，強調

目前疫情仍有變化，聯歡是否按期進行，於八月份月會再做

確定，也說明本會領導皆希望這項傳統活動能順利舉行，讓

宗親族人在疫情阻隔兩年之後，再次歡聚一堂，共慶佳節！

更希望未來數月疫情能完全消除，恢復會所召會，大家可以

同堂議事，共策會務，暢敘宗誼！榮譽理事長施純儒、施金

銜、施良帛，諮詢委員施偉廉，理事長施聰典，執行副理事

長施淵源，副理事長施純程、施天乙，監事長施應鐸，副監

事長施永安、施華生、施玉璽、施正捷、施能轉等領導紛紛

附和，一致表達讚同。

最後由聰典理事長做會議總結報告，對眾位同仁積極

出席會議表達感謝，提醒大家疫情仍時有反覆，不可馬虎大

意，仍須注意防疫。

會後餐敘聯誼，現場氣氛隨即變得輕鬆和樂，大家品

嘗佳餚，互相敬酒，聊敘宗誼，其樂融融，本次月會順利結

束！

蔡榮鑫施加英結婚典禮誌喜
慨捐商總華生流失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 本會中呂宋區理事蔡榮鑫于2022年6

月26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假座SAINT JOHN PAUL II The 

Lakeshore, Mexico, Pampanga，與僑商施子玉先生施伊莉女士賢

伉儷令嬡加英小姐，舉行隆重結婚典禮。天賜良緣，共諧連

理。

是日下午三時，喜家雙方假座蔡府主有的邦邦牙省仙

彬蘭洛市金斯伯勒國際會議中心（Kingsboroug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設雞尾酒會，並于是日下午五時敬備喜

延宴請諸親朋戚友，一時嘉賓雲集，場面熱鬧非凡。一對新

人，佳偶天成，郎才女貌，可喜可賀！

蔡榮鑫地區理事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本會關愛有

加，尤其關懷華教工作，支持本國華文教育發展。此番欣逢

喜慶，特獻捐菲幣十萬元，以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

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
暨四聯樂府召會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本總社訂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假座醉月樓

酒家（551 ILANG-ILANG ST. Binondo Manila)召開第九十七

連九十八屆理監事會第二次聯席會議，報告及討論有關會務

事項。屆時恭請社長，榮譽社長，名譽理事長，名譽副理事

長，理事長，列席指導。敬請全體理監事拔出寶貴的時間出

席參加，共同策劃，以利會務之推展。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
六月二十四日休假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訊：本（六）月二十四日（週五）為

馬尼拉建市第四百五十一週年紀念日，也是岷市特別公共假

日。本館依法放假，二十五日（週六）照常開館為會員讀者

服務。本館館址：19T FLR.，SAN FERNANDO TOWER，514 

MUELLE DE BINONDO ST.，BINONDO，MANILA。

電話：8243-9110

手機：0945-4262211

開館時間：週二至週日 上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

一時至下午五時

岷百貨商訂期召會
岷里拉百貨商同業公會訊：謹訂於二○二二年六月廿六

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卅分，在本會議事廳召開第一零一屆

至一零二屆第廿一次理事會，討論重要事項。屆時敬希全體

常務顧問、理事們撥冗出席，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進展是

盼。

羅聯週二召會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總商會訊：本會

謹訂於二○二二年六月廿八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座金

海灣鮑翅海鮮大酒樓召開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屆時

敬請本會全體理監事鄉賢撥冗踴躍出席，共策會務，同敘鄉

誼。

李德鑫獻捐隴西宗親總會文教基金
設立“李聖棟劉麗榮伉儷紀念基金”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福利主任德鑫宗

長，平素熱心會務，關懷族運，特獻捐菲幣二十萬元正予本

總會文教基金會，設立“李聖棟劉麗榮伉儷紀念基金”。

福利主任德鑫宗長，為人慷慨大方，樂善好施，對本族

福利慈善及教育事業，鼎力支持及資助，如此關懷本族之教

育風範，精神可嘉。本總會同仁莫不同表欽佩，敬領之餘，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旅菲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
旅菲南安金淘同鄉總會、

金淘總商會召會
旅菲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旅菲南安金淘同鄉總會、金

淘總商會訊:本會由于疫情原因，未能如期召開🈷會舉行活

動。現在疫情已經基本穩定，本會理事長王海真決定于六月

二十五日晚上(禮拜六)六點三十分恭請各位鄉賢及各位學長兄

弟姐妹們到王彬大連酒店召開會議及就餐！希望各位鄉賢及

學長學弟學姐學妹們盡量抽出寶貴的時間參加，謝謝大家的

支持和關心！(本次聚會就餐費用由王海真會長招待)

六蘭堂助學金接受申請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訊：本會為關懷家境清寒的六姓

宗親子女之求學困況，接受申請2022 - 2023年度助學金補助申

請，相關條款臚列如下：

1. 凡本會會員子女肄業于本國華文學校中、小英漢兼修

者，均可申請。2. 申請人須為該名族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其

申請不可超過兩名子女。

3. 申請個案須有本會現任兩位理事加簽擔保，如無加簽

者，恕不接受辦理。

4. 申請時需提交上年度正本成績單作為佐證，其學業

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上，主要科目需全部及格，操行在乙等之

上，方符合補助要求。申請人需同時提交成績單及學生證之

影印本。5. 由于疫情期間，請事先致電本會辦公室聯繫，填

妥後送回審查。

6.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八月十日為止，逾期恕不受理。

7. 本會地址：4th Floor, Liok Lan Tong Foundation Bldg., 

1201 Benavidez Street, Tondo, Manila。

電話：8254 8247 

手提0947 386 0230

北京僑聯為你講故事網上夏令營開營
華教中心組織菲律賓五十位學生參加

華教中心訊：6月21日晚上八時，中國僑聯主辦，北京市

僑聯、朝陽區僑聯等承辦，北京首開集團等協辦，本中心組

織參加的“‘親情中華•為你講故事’—‘北京情思•雙奧

之城’2022網上營開營式暨第九屆首開杯‘金水橋之戀’華

裔青少年書畫大賽啟動儀式”在北京舉辦。

中國僑聯文化交流部部長劉奇，北京市僑聯黨組書記

嚴衛群，北京市僑聯主席榮洋，北京華文學院院長張東浩，

北京市僑聯副主席兼秘書長李登新，北京市北廣傳媒移動電

視有限公司董事長牛振青，北京首開集團黨委副書記、公會

主席李曉莉，北京中華文化學院副院長王報換，北京大學對

外漢語教育學院院長趙楊，北京市僑聯副主席、海澱區僑聯

主席石嶽，北京市僑聯副主席魏英傑，北京市僑聯二級巡視

員劉峰，中國僑聯文化交流部教育處處長孫剛，北京市朝陽

區僑聯主席黃文娟，北京首開集團機關黨委副書記、團委書

記黃濤等領導以及有關單位的嘉賓、海外華文學校的老師代

表、學生家長和一千多名的華裔青少年參加了儀式。

北京國際漢語研修學院石爍主持了儀式。

榮洋主席向大家介紹了首開杯書畫大賽的情況：該大賽

是北京市僑聯的品牌活動，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講好中國

故事，增強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力做出了貢獻。大賽已經

成功舉辦了8屆，參與者達到8,700餘人次。第八屆大賽收集了

18個國家的27個機構上交的2,300餘幅作品，在海內外引起強

烈反響。隨後，李曉莉副書記宣布“第九屆首開杯‘金水橋

之戀’華裔青少年書畫大賽”啟動。

英國倫敦光華國際教育董事長、英國北京聯合會會長李

海代表海外老師發言。她相信此次活動將會更加激發孩子們

對北京的向往，激發海外青少年學習中華文化的濃厚興趣。

泰國賀灣中學的許逸昀同學代表海外學生發言。她表示通

過實踐學習將會給營員們留下很深的記憶，將會成為每一位

營員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憶。最後，劉奇部長宣布“親情中

華•為你講故事—2022年北京網上營”開營。儀式上還播放

了《我相信》中文歌曲演唱視頻，菲律賓營員們參與了視頻

制作。此次活動為期10天，課程分為非遺文化課、漢語課、

互動課、雲端遊覽實景課，將於6月30日舉行閉營儀式。本中

心組織僑中總校、尚一、計順基督、蜂省大同、美岸南中、

紅奚禮示培信、蘭佬中華的50位同學參加了活動。

（圖片說明）上圖左起：榮洋、劉奇、嚴衛群、李曉
莉、，中圖左起：石爍、李海、許逸昀，下圖：菲律賓營員
參與主題歌《我相信》的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