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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總林育慶理事長發表聲明
全力支持小馬--莎拉新政府

菲華商聯總會訊 : 菲律賓2022年全國大

選已圓滿落幕，雖然官方尚未正式公佈最終

結果，但是大致上一切已塵埃落定。

據非正式計票結果顯示，小馬科斯和莎

拉 . 杜特地-加彪大幅領先對手副總統林麗妮

和參議員邦義裡蘭。兩人的得票紛紛創下歷

史新高，均破三千萬票，分別比對手多了一

倍以上。

本會的一貫立場和作風是，儘管成員各

有自己心儀的候選人，然而一旦選舉結果正

式公佈，無論是誰勝出，全體同仁都會一致

全力支持當選總統。

隨著趨向已逐漸明朗，本會對選舉結果

樂觀其成，今後將鼎力協助新屆政府發展國

家經濟，並扮演紐帶和橋樑角色，促進菲中

兩國友好關係繼續向前邁進。

以下為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對5月9日

全國大選和菲律賓經濟前景所持的觀點 :

菲華商聯總會謹此祝賀全國選民履行了

公民義務，以高投票率完成投票程序，並熱

烈祝賀小馬科斯和莎拉 . 杜特地-加彪以高票

荻選本國新一任的正副總統，同時祝賀所有

公立學校教師和其他人員，包括我們的領導

人和選舉署成員，得以順利且成功地舉辦了

2022年5月9日的全國大選。這是菲律賓民主

和穩定的一場偉大勝利。選舉的順暢和權力

的和平轉移，乃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政治和

社會穩定的堅

實基礎。

基于本國具有健全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和

宏觀經濟基本面及人口基礎，我們對菲律賓

的經濟復甦信心滿滿。讓我們持續並增進社

會-經濟改革。

這次選舉結束後，我們呼籲本國同胞和

我們的諸領導人團結一致，為一個更美好的

菲律賓而努力奮鬥。正值全世界面對著可能

的經濟放緩和持續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讓

我們為了強有力的經濟復甦和更佳的全球競

爭力，而加強民族團結。

以下幾點--不應只是依賴政府領導人，

而是所有領域均應團結一致奮鬥--應被列為重

中之重 :

1. 保障並提升公共衛生；

2.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3. 同時提振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

4. 投資于更好的教育，在這方面做更多

的研發；

5. 通過可持續和包容性

的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復甦；

6. 促進農業現代化以保障食品安全、價

格穩定和農村進步；

7. 提高社會安全網的廣泛覆蓋、透明度

和效率；

8. 繼續推進並拓展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

「大建特建」方案；

9. 支持微小中型企業；

10. 保護和協助本地製造業；

11. 復興並戰略性發展旅遊業；

12. 通過持續反官僚作風和推行其他改革

來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資，以加速經濟增長

和復甦；

13. 正式簽署全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包

括中國、韓國、日本、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在

內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14. 促進創意產業，如藝術、娛樂、流行

文化暨其他；

15. 保護環境；

16. 提倡替代能源；

17. 升級信息和通信技術（ICT）；

18. 加強讓菲律賓成為美國、俄羅斯和中

國等所有世界強權的友好國家的獨立外交政

策。 

特別是部署外交策略以促進本國與新興

經濟強國中國和我們的經濟領域活力充沛的

東盟鄰國之間的經濟合作。

中正學院為大學應屆畢業生成功舉辦盛大「就業博覽會」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2022 年 4 月 25 日

上午 8:00 至下午 5:00，本校大學部輔導處與

高中部學生事務處，通過ZOOM平台，聯合

舉辦了「 2022 年就業博覽會Job Expo」。

該活動旨在讓 本 2021-2022學年度大學

應屆畢業生，能夠探索瞭解及定位與其領域

相關的各種工作機會。 

此外，也為這些畢業生和知名公司提供

了一個場所，彼此可以會面和討論互惠互利

的就業選擇。

此次線上活動，共有二十七 家公司參

與， 十二 家選擇參與上午會議，十五 家選

擇參與下午會議。 參與的公司有：AUB、

Simplex Industrial Corp、Suy Sing Commercial 

Corp .、Pant ron ics  In te rna t iona l  Corp .、

Interquest Manpower Corp.、Shawill Co.、SM 

Shopping Centre Management Corp.、XD Ever 

Transformer Services Corp.、Alveo Land、

X -Power Technology Inc.、Remitly Inc.、

Federal Land、PNB、 Amazon Philippines、

Manulife Philippines、Sterling Bank of Asia、

Reprisk Philippines Inc.、KC Industrial Corp.、

Ayala Land Premier、AIA Philippines、Hung 

Entreprises、Benedicto Steel Group、BDO Life 

Assurance Co.、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Robinsons Land Corp. 和 Goodtear  Regional 

Business Services Inc.

各參與公司代表介紹了各自營運的情況

和背景後，在分組會議期間，各公司的代表

有機會與這些應屆畢業生會面和互動，以進

行可能的選擇和就業。

對於所有參與者來說，這確是一次成功

而盛大的博覽會。

本校應屆畢業生更是受益良多，可以

深入瞭解職缺需求，以及各公司更進階的資

訊；且有更高的機率取得面試，進而取得在

就業起跑線上率先的機會。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 (Chinoy TV) 
創紀錄的188萬次觀看「華人的血統，菲人的心」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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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

肺炎肆虐兩年多, 現在疫情出現穩定, 但希望

大家遵守安全措施, 預防被感染病毒 菲華電

視台新媒體一直在社交媒體on line  Facebook 

和Youtube播出, 但于去年八月已在菲律賓有

線電視CNN Philippine首播。

由 Fil-Chi Productions 製作的收視率最

高的電視節目 「華人的血統，菲人的心 ( 

Chinese by Blood、Filipino by Heart)」 第二季

提高了標準將于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晚上八

點在菲律賓有線電視CNN Philippine首播。

CNN 第一季的觀看次數達到了 188 萬

的峰值，而最重要的是，本季的節目正在

#BeyondBorders。

在其 11 年的歷史中，該作品首次在大

岷區以外進行，以著名的菲華人士為特色，

從世界著名的傢俱設計師許自欽  (Kenneth 

Cobonpue) 開始。該節目還聚焦 Youtuber 夫

婦和宿務的 楊偉杰 (Slater Young)  和黃晶晶 

(Kryz Uy) 以及乾果大亨黃純達 (Justin Uy)。

由獲得艾美獎的Michael Carandang再次執

導，邊界也不是字面上的。作為超越國界主

題的一部分，該節目還深入探討了克服眾所

周知的邊界、挑戰、刻板印象和期望。向創

立可以說是第一個美容品牌 Ever Bilena業主-

徐誌慶 (Dioceldo Sy) 學習。 Golden ABC 和標

誌性零售品牌 Penshoppe 背後的下一代吳明俊 

(Brian) 和吳榮明 (Brandon Liu) 兄弟也在本季

亮相。也證明菲華女性可以取得同樣多甚至

更多的成就，並且可以同時扮演多個角色，

本季介紹了時裝設計師戴舒梵 (Rosenthal Tee) 

和 momfluencer 許鈺玲 (Camille Co). 另一位出

色的女性是何佳兒  (Beverly Ho) 博士，她在

本國衛生部 (DOH) 中的角色與新冠病毒大流

行作鬥爭。

一位通過提供合理的財務建議而贏得國

民心的華人是陳群明大師。 他公開講述自己

的奮鬥歷程和積累財富的技巧，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上積累了數百萬粉絲。

完成這個系列的是講述菲華人士故事

的資源人員。這一季，從屢獲殊榮的小說

作家和農業編輯 Yvette Tan 開始，有很多出

色的角色，她毫不掩飾地分享了她對成為菲

華人士看法。我們還有最新的 Mano Po 電視

劇的導演 Ian Lorenos，主持人和企業家陳玉

雲 (Valerie Tan)，貨幣交易員和投資者 Chris 

Tan，光啟學校校長 Fr. Aristotle Dy，SJ，

PHD，模特貌 Reins Mika 和選美皇后/物理學

家 Karen Ibasco。 播客 Stan Sy 以資源人的身

份回歸以改變現狀。這季確實超越了國界。

本週日晚八點在菲律賓有線電視新聞網

觀看本季首播。 Catch 1CH1NOY: Chinese by 

Blood, Filipino by Heart 通過免費電視頻道 9、

Sky Cable 頻道 14、Cignal 頻道 10 在 CNN 菲

律賓頻道播出。它還將同時在 CNN 菲律賓

網站 www.cnnphilipp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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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