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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重創菲律賓　中信金捐千萬　在菲子行人員平安
無損失
NOWnews-2013年11月14日 下午19:57

記者顏真真／台北報導

超級強烈颱風「海燕」重創菲律賓，中信金控14日表

示，旗下中信銀菲律賓子行並無損失，683名員工全數

平安，中信金也將透過中信銀行菲律賓子行捐款新台幣

1000萬元，協助賑災，投入災區學校災後重建工作，希

望讓災區學生可以盡早恢復上學，中信銀菲律賓子行也

發動內部捐款，並積極投入救災行列。

據菲律賓官方截至11月13日晚間10時止的統計，「海燕」颱風造成菲律賓2344人罹難，

超過36萬人無家可歸，災區共有超過18萬棟房屋受損，其中有9萬5359棟房屋完全被毀。

外電更指出，重災區雷伊泰省宛如人間煉獄，官方窮於應付，治安也出現問題。

中信金董事長顏文隆表示，台灣與菲律賓人民來往密切，彼此關係深厚，眼見災情漸擴

大，中信金身為地球村企業公民的一份子，實在無法袖手旁觀，儘管只是貢獻棉薄之力，

希望藉由拋磚引玉，喚起各界善心企業和人士，共同加入賑災行列。

顏文隆指出，「海燕」死傷規模超過1999年台灣的921大地震，不難感受災民心中的焦慮

與不安，加上台灣與菲律賓地理位置相鄰，雙方人民互動頻繁密切，但遇此重大災難，實

在無法袖手旁觀。中國信託銀行菲律賓子行目前並未因「海燕」造成損失，683名員工也

全數平安，菲律賓子行已主動發動內部捐款並積極投入救災行列。

至於中信銀行菲律賓子行所捐出新台幣1000萬元（約折合1,500萬披索）善款，中信金表

示，將透過菲律賓政府及其相關公益組織，將這筆款項用於災區受損嚴重之公立學校，除

了協助其硬體的重建，並補充教育相關的重要資源，期待災區的孩子教育不中斷，儘快回

到校園恢復上學。

其實，不論是國內外是國際重大災情，中信金都在第一時間投入，其中包括1999年捐助

「九二一大地震」新台幣2400萬元；2004年捐助「七二水災」新台幣1000萬元；同年也

捐助「南亞海嘯」災民新台幣1000萬元協助災民重建家園；2008年捐助1000萬元人民幣

協助四川大地震賑災及救援工作；2009年「莫拉克風災」捐款逾新台幣1億2700萬元協助

災區復原重建及災區學童後續安置所需經費。

此外，2011年日本發生「311強震」，中國信託已故創辦人辜濓松當時也率先宣布捐款新

台幣1000萬元，隨後中國信託慈善基金會結合社會大眾及中信金控全體員工愛心，最後總

計捐款金額達新台幣4668萬2862元（約折合1億5,738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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