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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華電視台新媒體 (Chinoy TV) 創紀錄的187萬次觀看
迄今最具歷史意義的 十七集
本市訊: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 (CHINOY
TV) 是僑社獨一無二高清華語電視台, 也是菲
華僑社收視率最高的華語電視台。全球疫情
又告急, 新冠肺炎肆虐兩年, 疫情出現反彈, 而
且不斷出現病毒變體, 形勢愈加嚴重, 最近趨
勢令人擔憂。自去年三月至今, 在全球世界
各地新冠肺炎的情況下, 影響到各行各業, 菲
華電視台新媒體台長姚麗英、總裁陳丁山為
顧及員工的安全而暫停, 但一直在社交媒體on
line Facebook 和Youtube播出。十一月二十七
日, {星期六} 晚上六點半 (重播) , 十一月
二十八日. (星期日) , 晚上八點播出, 希望大家
準時收看。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上一集下歷史新高
1,870,000。也是僑社收視率最高的華語電視
台， 謝謝大家的支持、贊助和肯定。
「中國人的血，菲律賓人的心」下一集:
為了以一聲巨響結束本季，《1CH1NOY：中
國人血脈，菲律賓人心靈》，我們以永遠年
輕、非常成功和深受喜愛的大班博士楊思明
為主。
堅持與激情: 現年 82 歲的楊思明依然精
力充沛，青春洋溢，神采奕奕，這一切都與
他作為麥當勞菲律賓的創始人、董事長和特
許經營總持有人向數百萬人提供的快樂大餐
一脈相承。而關于他的文章和特寫也很多，
但要完全抓住楊思明的精神，還他的祖父和
父母來自中國，他的父親在三歲的時候就來
到了菲律賓。楊思明稱他父親對他的生活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回憶道：「我的父親，對
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教育。他確保我接受了
適當的教育，甚至在我大學畢業並出國攻讀
碩士學位之前，他都非常參與幫助我選擇學
校，與朋友交談，還參與了財務工作，因為
當時出國很貴。」
楊思明在年輕時去了兩所學早上的聖迷
沓學院 (San Beda College), 當時他還在游泳
隊和下午的希望基督教學院 (Hope Christian
College), 當時他在網球隊。在德拉剎大學完
成大學學位後，他繼續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
好的商學院之一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沃頓商學
院攻讀碩士學位。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丹雪茄和香菸
廠，在那裡，另一位太班陳永裁 L作為一名
化學家。他雖然進入市場部主任。然而，成
為企業家的終生願望依然存在，他通過閱讀
找到了自己的未來。他分享道：「你知道，
當時我連麥當勞都沒有真正見過，只是在雜
誌上看到的，我也只看過。我開始寫信給他
們，那是我想從 1974-75 年開始我已經寫信
給他們，詢問信息，我如何獲得特許經營
權……但這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首
先，他們不知道關于菲律賓。它在哪裡？他
們也不知道。所以我會通知他們。我們已經
西化了。事實上，我們被美國殖民了多年。
我繼續說，我發現他們在日本開店，首先在
亞洲開店，然後在香港開店，但主要是在歐
洲。他們正在歐洲擴張。」

這將引發一個漫長而艱鉅的過程，將考
驗楊的耐心和創造力。但並不擔心，楊思明
繼續向麥當勞求助，儘管不得不與更大的公
司和更成熟的「追求者」競爭。然而，在決
定性的一天，他分享道：「在與他們交流的
過程中，他們似乎並沒有那麼感興趣。有一
次我去 龜卯的一家咖啡店買 點心，我發現了
他們的三明治，包裝 標上「Big Mac」，因
為他們也知道麥當勞，所以我所做的是我拿
了三明治，保留了包裝，然後寄了給他們[麥
當勞]。我說，「你最好註冊這個品牌，否則
你將失去這個品牌」。他們給我發了一份申
請，這是唯一的一次。所以，那次去咖啡店
對我來說是幸運的，因為我擔心未來如果我
想開這樣的生意——這個品牌是開放的。」
麥當勞的菲律賓帝國現在由楊思明的大
兒子Kenneth領導，從這一刻開始似乎已經註
定了。楊思明分享，「我在香港，我帶著我
的兒子。我兒子現在是總統。那時他14歲或
15歲。他更快，他和他們（香港工人）一樣
快。當我在那裡時，那個美國傢伙發現了。
他問總經理，「這傢伙在那裡做什麼？我們
沒有給他特許經營權。」
但這可能讓我向前邁進了一步，因為
這個人一定很感興趣，他去那裡工作，我向
他們展示了我的興趣和我的工作能力。因為
當我在那裡時，那些香港人也在評估我；我
與劇組的關係，我的工作方式，我和我的兒
子，我們是非常好的人，所以，這可能讓我
領先一步。你知道與其他人可能不會那樣
做。擁有如此多員工的數百萬比索的公司。

中正高中二十九屆
訂期召開會員大會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九屆初中第卅四屆級友聯
誼會訊：本會第十六屆理事會任期已屆滿，但因新冠疫情
之阻礙，未能産生新理事會，故特於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假
ZOOM雲端視頻平台，舉行臨時會議。最終通過訂於十二
月八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假OKADA召開會員大會，選
舉新屆理事。餐券每人一千元（本會級友免費）。屆時請
級友們攜眷踴躍參加。希級友們見報後，盡速跟曾國雄級
友聯絡（0908-5833479），以便統計人數。
溫馨提示：請攜帶疫苗接種卡。

旅菲西濱同鄉會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一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時，使用視頻（ZOOM）第
六十八連六十九屆第十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重要事宜。
屆時敬希諸位諮詢委員、常務顧問暨理事，撥冗加入視頻
會議，共策機宜，以利會務之進展。會議的ID與密碼將提
前以短信及微信通知。

香港培僑中學菲校友會視頻就職
許榮誼慨捐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國曆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八時，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
校友會假ZOOM雲端視頻會議室舉行慶祝第十九屆職員就
職典禮。本會副理事長許榮誼鄉賢眾望所歸，榮膺新屆理
事長。長才展佈，可喜可賀！是晚，海人外嘉賓相聚雲端
視頻會議室，共襄慶典，喜氣洋溢，熱鬧非凡！本會在施
理事長聰典鄉賢的率領下，理監事同仁等多人應邀連線出
席觀禮。
新屆理事長許榮誼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
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履新喜慶之餘，猶不忘龍湖鎮
聯鄉總會之公益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萬元，充作本會福
利金之用途。仁風義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中國國僑辦啟動
網上外派教師項目試點
華教中心將向部分華校
派華語網課教師
華教中心訊：新冠疫情仍未消退，基於疫情防控的要
求，中國外派教師依然無法赴菲支教。中國國僑辦考慮到
海外華校迫切需要華語教師的嚴峻形勢，啟動了“網上外

我們可以為您做偉大的事情。然而，在低層
工作這就是我推銷自己的方式。我告訴他們
我要工作——我自己，以此來推銷自己。我
將自己建立這項業務，並且我將親自動手。
這是我對他們的承諾，我放棄了我正在做的
一切，加入了麥當勞並簽約。他們終于和我
簽約了。所以，這就是開始。」
從 1981 年在 Morayta 開設第一家門店，
到現在遍佈全國的 600 家麥當勞，楊為很多
事情感到自豪，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麥當勞
如何僱用年輕人（包括 Rico Hizon 和 Richard
Gomez 等人，他們是在那裡有他們的第一份
工作）以及它是如何成為該國第一家快速服
務餐廳。
謙遜和親力親為的領導: 就像一個人出
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一樣，楊思明會繼續與麥
當勞溝通，直到 1976 年，他們的首領最終訪
問了菲律賓。對此，楊認為自己搞砸了。他
笑著說：「當這些人在這裡時，請記住這是
一名執行副總裁，而律師也在這裡，負責國
際事務的人。
不管怎樣，他們參觀了。其他申請人都
是大公司，所以他們用豪華轎車接他們，把
他們帶到大酒店，把他們放在套房裡——沒
有報酬。
但當時的我，借了我姐夫的舊梅賽德
斯，過來息見他們，然後我帶他們去一些咖
啡店看看那裡有什麼。當然，每個人都說漢
堡包和熱狗，但沒有這樣的商店。
路上，我姐夫開車奔馳，我坐前面，後
面是三個大老闆，都西裝革履打領帶。在夏

派教師”試點項目，並通過福建省僑辦聯系了本中心，將
向本國部分華校派出華語網課教師。
為了解決菲律賓華語教學師資短缺和非專業化的
問題，本中心於1991年啟動華語教學師資隊伍“輸血計
劃”，通過中國有關單位向本國派出支教華語教師。20多
年來，本中心為80多所華校申請了近五千人次的外派教
師，極大緩解了華校教師嚴重缺乏的狀況，對華校華語教
學質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2020年新冠病毒暴發，中國外派教師停止赴菲支教，
至今已經一年多了。菲律賓各華校想盡一切辦法，保留傳
承祖輩語言文化的華語課，奈何卻因為師資短缺問題，時
刻面臨著停課的威脅。今年6月，本中心與中國四川海外聯
誼會啟動“尋根中華•天府華教雲課堂”項目，向作為試
點的大馬尼拉10所華校派出23位華語網課教師，共有11個
年級44個班級的近千名學生得以受惠。該項目即將結束，
鑒於各華校的迫切需求，中國國僑辦、福建省僑辦、本中
心共同啟動“網上外派教師”項目試點。
“網上外派教師”項目試點的授課日期從2022年1月開
始，有效期至2022-2023學年末。網上外派教師的工作任務
是以在華校教授中國語言和傳播中華文化為主，將按照各
校自行制定的課表和課時，通過網絡平臺為華校學生進行
直接授課。外派教師將使用有關華校的授課軟件，授課軟
件具備直播課堂、師生互動、作業布置、作業上傳、作業
批改、考試、考試分數呈現等功能。學生報名、繳費、學
籍管理、日常管理、成績單、結業證書等事務由各校自行
處理。
本中心已將申請表發往各華校。該項目的實施將極大
緩解部分華校因疫情影響所帶來的華語師資力量短缺的壓
力，確保試點華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進一步推進菲律賓華
文教育事業在疫情背景下的可持續性發展，更好地服務菲
律賓華人華僑在居住國的長期生存和更好發展。

柳山同鄉會慶祝
劉王爺聖誕千秋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農曆歲次辛丑年十月廿九
日、國曆十二月三日（星期五）欣逄本會劉王爺聖誕佳
期，是日備有三牲、果合在劉王爺殿前供奉，以供諸位善
信頂香鼎禮。本鄉會為敬仰劉王爺靈聖顯赫，庇佑萬民，
恩惠四海，生意興隆，四季平安。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在
本會所劉王爺殿前設壇，俾供本會鄉賢、各方善信拈香致
敬，共沐神庥，同申慶祝。

菲錦東同鄉會
訂本週日晚八時召會
菲律濱錦東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廿

天的時候，梅賽德斯在奧爾蒂加斯停下來！
空調壞了，我可以看到他們三個人像我的梅
賽德斯一樣出汗。我只是告訴你我想用梅賽
德斯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同之處，然後
其他申請者把他們帶到豪華轎車裡。所以，
我當時以為我失去了特許經營申請。」
但仍然奇蹟般地沒有被嚇倒，他做了
最後一次信仰飛躍。這將證明楊思明以及家
族，今天是麥當勞的特許經營權持有人的關
鍵。他回憶說，「我去了香港，我試圖找出
這個也有特許經營權的香港人是誰，通過一
位朋友，我見到了這個人，並說，「我想進
去看看你店裡的體驗,」 我在那裡，他們讓我
穿工作服，我在麥當勞工作了一個星期，學
習和打掃地板，打掃廁所，他們教我在前台
做什麼，「天哪，」我變成了更感興趣了。
他們太快了，那些香港孩子太快了, 我說，
「我不能放棄。」
超過麥當勞: 雖然作為麥當勞先生，楊
思明已是眾所周知，並幫助至少 50,000 名
菲律賓人創造了就業機會，而且還在不斷增
加，但楊思明是一個才華橫溢、興趣廣泛的
人。他還是華特迪士尼商品特許經營商長
達 20 年，他的妻子Kristine擁有長期的珠寶
業務。在慈善事業方面，楊還創立了許多
組織，從 Bright Minds Read（以前的 Read to
Learn）到麥當勞之家慈善機構（RMHC），
再到提供賑災的麥當勞計劃，以及因疫情而
誕生的善心廚房。自疫情爆發以來，已提供
510,000 份餐點。
但也許楊思明最吸引人的興趣是他的唱
歌技巧。現在他有了他的古典音樂基金會，
但他回憶說：「它只是偶然發生的，但我知
道即使我年輕，我也喜歡曲調。我會跟著收
音機唱歌，但我從未想過要成為一名歌手。
菲華家族，最重要的是生意。
那時我大約 13 歲的我想上唱歌課。父親
說：「為了什麼？」就是這樣了。我再也沒
有提起過，當時我只是想要，但我也同意，
直到晚年才真正成為一種激情。我認為當你
變老時這樣做很好，因為還有其他可以依賴
的愛好。」
之後，三張音樂專輯和一場在中共的個
人演唱會，再加上一個迷人的、半開玩笑的
麥當勞「活出你的夢想」廣告，由商業夥伴
和歌手Jose Mari Chan共同主演，他也成為了
唱歌家，才華橫溢的大班，進一步增加他作
為本國最受尊敬的企業家之一的角色。
請收看菲華電視台新媒體：中國的血
脈，菲律賓的心血，僅在 CNN 菲律賓通過免
費電視頻道 9、Sky Cable頻道 14、Cignal 頻道
10 播出。
它還將同時在CNN 菲律賓的網頁 www.
cnnphilippines.com 上播出。更多信息請訪問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衛視官網：www.chinoy.tv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永遠為僑社服務, 該
台歡迎觀眾繼續建言及支持, 請隨時與本台聯
繫09178394691 , 網址:inquire@chinoy.tv

八日（星期日）晚上八時，假座網絡視頻ZOOM舉行理監
事聯席會議，屆時敬請各位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正
副監事長洎全體理監事踴躍出席參加。共商策劃，推展會
務之進展是盼！

許榮誼先生捐香港商會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於2021
年11月12日（星期五）下午八時假ZOOM雲端視頻會議室舉
行慶祝成立三十六週年暨第十九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
許榮誼先生德孚眾望榮膺新屆理事長，實至名歸，可喜可
賀！本會同仁承邀網上出席觀禮，深感榮幸。
許榮誼先生平素熱善好施，熱心社會公益，特捐獻本
會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嘉
許，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寶樹謝氏總會
週一召開會議
菲律賓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訉:本總會訂於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八時正,使用視頻(ZOOM)召開第七十四連
七十五屆第五次理事聯席會議,討各項重要會務事宜。屆時
希全本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理事們、婦女組和青年
組、撥冗準時出席會議。會議ID與密碼將務先發出在微信
群或別傳訉通知。

菲律濱鳳山寺
善信樂捐香資
菲律濱鳳山寺董事會訊：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本寺仍
有許多善信前來拈香祈福，祈禱神明，庇佑新冠肺炎疫情
早日結束，讓廣大菲律濱黎民百姓早日恢復正常生活。保
佑菲律濱消災解厄，化解災難，保護各位身體健康，無災
無難，消除瘟疫，疫情早日脫離菲律濱，還百姓一個安定
的生活環境。
今將熱心善信敬獻香資公佈如下：
戴新民合家樂捐三萬元
潘振興合家樂捐一萬元
吳春權合家樂捐八千元
黃進勝合家樂捐五千一百六十八元
黃偉利合家樂捐五千元
洪海濱合家樂捐四千元
黃志福合家樂捐二千元
潘自福合家樂捐二千元
戴支林合家樂捐二千元
葉潮明合家樂捐一千元
洪進興合家樂捐一千元
陳澤鎂合家樂捐一千元
黃冷治合家樂捐一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