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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國僑聯經科部夏付東副部長 
福建省海外交流協會鄭惠文副會長 

福州市統戰部阮文光常務副部長 
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王學利常務副會長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及假世紀招待午餐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全國僑聯經科部夏付東副部長、福建
省海外交流協會鄭惠文副會長、福州市統戰部阮文光常務副部長
、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王學利常務副會長暨成員在旅菲福州同鄉會
新任理事長黃利雲暨諸領導的陪同下於四月廿八日（星期日）上
午十時半蒞訪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因隨總統杜特地赴北京參加「第二屆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等活動，由副理事長陳俊禮暨諸領導會見貴賓。 

首先由副理事長陳俊禮致歡迎詞。中國全國僑聯經科部夏付
東副部長講述僑聯與僑辦的各項工作，洎自從改革開放後的重要
情況並介紹各位成員，接著福建省海外交流協會鄭惠文副會長講
話並邀請本會組團出席六月份召開的世界閩商大會，福州市統戰
部阮文光常務副部長介紹福州的變化及五、六月份舉辦的各項活
動，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王學利常務副會長講解投資的項目。 

會見貴賓的本會領導有副理事長陳俊禮，董事兼司庫許自友
，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外交副主任許
扁，勞工副主任顏碩良，福利副主任黃太陽、柯順慶、吳永堅，
調解副主任施玉璽，組織副主任王書侯，文教副主任溫奕明，社
會責任副主任洪聰曉，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王婉貞、施金郎
，物業管理副主任亦即福州同鄉會將卸任理事長張冬欽，調解理
事李紫鮭，秘書長助理曾星樺。 

左上圖本會副理事長陳俊禮致歡迎詞。右上圖交流現場。圖
二至圖四雙方賓主互贈紀念品。左五圖及左下圖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偕同仁抵達機場趕赴世紀海鮮酒家招待貴賓並作交流。右五圖
本會諸領導與貴賓合照。右下圖隨總統赴北京的諸領導與貴賓合
照。 



 
 
 
 
 
 
 
 
 
 
 
 
 
 
 
 
 
 
 
 
 
 
 
 
 

 
 

佘明汀名譽董事熱心華教扶助工作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菲幣三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名譽董事佘明汀先生於本會四月三十

日召開第一次理事會之際，向本會所設華生流失補助金捐資菲幣
三十萬元，以扶助華文教育。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端，
以申謝忱。 

圖為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接受名譽董事佘明汀之獻捐，名譽理
事長、執行副理事長、副理事長、稽核及文教委員會成員陪同接



受。前排左起佘明汀公子，副理事長黃奇昭、許學禹，名譽理事
長施文界博士、黃年榮，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捐獻者名譽董事佘
明汀，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長葉芳楓、蔡榮衛、施偉廉
、林榮輝、施梓雲、吳啟發。後排左起稽核陳章成董事，副理事
長王連僑、陳俊禮，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共同主任柯維漢，副
主任溫奕明、盧連興、莊清河，理事施純午，副主任吳滿滿。 
 
 
 
 
 
 
 
 
 
 
 

  



 
商總地區理事筵宴世紀海鮮酒家 
交流會務心得並為二位壽星祝壽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地區理事中呂、南呂、美骨三地區董

事、常務理事及理事諸領導於四月三十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設筵
於世紀海鮮酒家，交流會務心得，並為南呂宋常務理事施金城，
美骨常務理事黃巖生祝壽。 

上圖左起（恕不稱呼）黃沙利、王藝利、李民權、李實鵬、
莊約瑟、邱奕偉、黃巖生、蕭烱明、張貽新、董事陳德芳，施金
城，蔡明豐，許金龍，許偉力，陳培煌。 

下圖諸領導合照。小圖常務理事黃巖生、施金城切生日蛋糕
。 
 
 
 
 
 
 
 
 
 
 
 
 

  



 
旅菲晉江埭頭同鄉會新屆就職典禮 
吳飛騰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十萬元 

捐馬尼拉華助中心十萬元協助護僑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晉江埭頭同鄉會慶祝成立五十週年暨
第卅七連卅八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於四月廿八日（星期日）下
午七時假座黎剎公園酒店隆重舉行，慶典之際海內外嘉賓齊聚會
場，一時冠蓋雲集，本會副理事長葉芳楓應邀出席致詞祝賀。 

大會主席卸任理事長吳烟墩，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常務理事
青合副主任吳飛騰。 

新任理事長青合副主任吳飛騰先生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發展
，特捐獻菲幣十萬元，以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 

同時為支持華助中心護僑工作，亦獻捐菲幣十萬元予華助中
心。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商總六月十日假 PICC 慶祝 
菲律濱獨立節及菲中友誼日 
邀華社各團體參加請速訂席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訂於六月十日（星期一）下午六時
半 ， 聯 合 菲 華 各 團 體 ， 假 座 菲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宴 會 廳 （PICC 

Reception Hall）舉行慶祝菲律濱獨立節一百廿一週年及第十八屆
菲中友誼日聯歡晚會，屆時將邀請杜特地總統親臨大會主講，中
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趙鑒華閣下屆時亦將應邀，帶領大使館各位
領導蒞臨參加並致詞。 

這次慶祝大會仍將採取聚餐方式，會中並將穿插精彩歌舞節
目娛賓，即日起接受華社各團體訂席，每桌十人，收費菲幣七千
五百元，有意參加者，請速親臨本會秘書處或以電話 241-9201 to 

05 找辦公廳主任林楊雪芹接洽報名。 

 

 

 



華社救災基金十一華社團體 

向邦邦牙地震災民伸出救援 
 

華社救災基金訊：華社救災基金十一團體於四月廿六日（星
期五），由商總福利委員會主任許燦榮偕同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
任柯順慶、吳永堅及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及菲律濱邦邦牙省
仙彬蘭洛菲華商會執行副理事長許經棟，副理事長王國揚，理事
許江山、許瑞願，商總中呂宋地區理事蔡榮鑫，暨旅菲各校友會
聯合會王清育向Porac Pampanga（Brgy. Diaz、Villamayor、Inararo

、Kamias），Floridablanca及Guagua該 災 區 支 出 支 援 之 手 ， 發 放
2,300包的救災物品。 

  華社救災基金單位有：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合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濱宋慶齡基金
會、旅菲深滬鎮同鄉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聯會‧菲分會。 

上圖華社救災海報。中圖商總福利主任許燦榮暨諸領導代表
華社救災基金於賑災時發放物品並合照，左起商總中呂宋地區理
事蔡榮鑫、福利副主任吳永堅、柯順慶、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
豐，Porac市長Condralito dela Cruz，商總福利主任許燦榮、共同主
任洪文檀，校友聯王清育。下圖諸領導、Porac市長Condralito dela 

Cruz、Brgy. Camachile Porac Pampanga Aetas合照。 

 
 
 
 
 
 
 
 
 
 
 
 
 
 
 



 
 

 

華社救災基金十一華社團體 
向邦邦牙地震災民伸出救援 

 
華社救災基金訊：華社救災基金十一團體於四月廿六日（星

期五），由商總福利委員會主任許燦榮偕同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
任柯順慶、吳永堅，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及聘任委員莊順意
。 

菲律濱邦邦牙省仙彬蘭洛菲華商會執行副理事長許經棟，副
理事長王國揚，理事許江山、許瑞願，商總中呂宋地區理事蔡榮
鑫 ， 暨 旅 菲 各 校 友 會 聯 合 會 王 清 育 向Porac Pampanga（Brgy. 

Kamias）於四月廿二日地震的災區支出支援之手，發放救災物品
。 
  華社救災基金單位有：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合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濱宋慶齡基金
會、旅菲深滬鎮同鄉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聯會‧菲分會。 

上圖諸領導發放救災物品時與少數民族Aestas合照。中圖諸
領導協助分發救災品。左起有邦省執行副理事長許經棟，中呂宋
區常務理事蔡明豐，福利副主任吳永堅、柯順慶，共同主任洪文
檀，Aeta，主任許燦榮，聘任委員莊順意。下圖諸領導與Porac市
長Condralito dela Cruz忙於分送濟品。 

 
 
 
 
 
 
 
 
 
 
 
 



 

 
 

華社救災基金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向地震重災區發放建材 
 

華社救災基金訊：華社救災基金於五月二日（星期四）下午
三時假商總六樓議事廳召會討論前總統眾議長亞羅約及班省省長
要求華社向地震重災區一座多戶房屋受損災民發放鐵條供修建等
事項，最後決定捐送10,000條鐵條，價值約一百五十萬元，屆時
送往災區移交。 

華社救災基金出席單位有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名譽理事長黃年榮、莊前進，副理事長葉芳楓、林榮輝、王連僑
，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蔡志河、旅菲各校友
會聯合會許澤恭主席、菲律賓中國商會副會長張冬欽、菲華聯誼
總會理事長戴國安、世界日報董事吳仲振、菲華新聯公會副理事
長黃天從、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理事長柯志超、菲律濱宋慶齡基
金會司庫施超權、旅菲深滬鎮同鄉總會名譽理事長施振謀、世界
福建青年聯會‧菲分會秘書陳珍妮。 

上圖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發表談話。下圖參加探討的各華
社救災基金單位領導。 
 
 
 
 
 
 
 
 
 
 
 
 



 
 

蔡永達痛失慈顏拭淚助教育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五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一帶一路委員會副主任蔡永達不幸三
月痛失慈親，婺星沉輝，軫悼同深。 

蔡永達副主任素重教育，拭淚捐資，向本會所設華生流失補
助金獻捐菲幣五萬元。仁風義舉，殊堪彰表，特藉報端，以申謝
忱。 

 

 

 
証券署新通令近期將實施 
商總訂期主持說明講解會 

 
菲 華 商 聯 總 會 訊 ： 近 日 菲 律 濱 証 券 署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 （SEC）頒發三道通令即第十五、十六及十七號對非
股份、非盈利公司或基金會，及所有註冊公司，每年規定呈交信
息報告表（GIS）都有新的指示須於六月份及七月份陸續施行，因
時間迫切，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由工商委員會負責
洽商邀請SEC三位主要負責人，訂五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至五時在本會八樓舉辦一場第十五號、十六號及十七號通令講解
說明會，並接受參加者詢問，除本會成員外，亦歡迎其他團體派
員出席聽講，以便能按期遵照規定，避免註冊受取消。 

 

 

 
移民局長官 Rogelio Gevero Jr.蒞訪 
表示協助商總辦理志願教師來菲簽証 

 

菲華商聯總會訊：移民局長官Rogelio D. Gevero Jr.於五月三日
（星期五）下午三時蒞訪本會，交流中並表示將會協助本會尋求申

辦志願者教師來菲任教簽証事宜。 

左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發表本國目前對華文志願者教



師的需要。左中圖交談現場一瞥。右上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移
民局長官Rogelio D. Gevero Jr.暨諸成員合照。下圖諸領導人與移民
局長官Rogelio D. Gevero Jr.等合照。左起本會黎剎法律策略中心代
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 （Atty. Kristine Dy），董事新聞主任李天榮
，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董事兼稽核陳章成，副理事長林榮輝，
二位移民局成員，移民局長官Rogelio D. Gevero Jr.，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盧武敏少將，副理事長葉芳楓、
施梓雲兼文教督導，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福利副主任黃太陽，
文教秘書黃尚美。 

 
 
 
 
 
 

 
 
 

 
菲東盟商業諮詢理事會主辦 
旅游峰會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商總林育慶率領眾領導出席 
 

菲華商聯總會訊：由菲律濱東盟商業諮詢理事會（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Philippines）聯合走向企業（Go Negosyo

），菲律濱旅游部及菲律濱旅游促進委員會（Tourism Promotion 

Board Philippines）共同於五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至下午五
時假菲律濱世界貿易中心主辦第一屆“旅游峰會”Tourism Summit。 

舉辦旅游峰會的動機主要是要提供一個平台，共同探討東盟
國家間應如推動旅游行業，以增進地區社經發展，特別強調旅游
業對本國中小企業的激發。 

本會對此次峰會非常重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特親自率領同
仁出席參加發揮本會一向協助政府推動旅游業的努力。 

本會出席峰會領導除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外，尚有副理事長陳
俊禮，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董事兼工商主任李棟樑，勞工主
任洪逢駿律師，外交副主任林育緯，稅務副主任王家煙，一帶一



路副主任許振基，調解副主任施學捷，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上圖本會領導與主辦單位負責人合影，左起施超權，左三
PCCI會 長Ma. Alegria S. Limjoco， 理 事 長 林 育 慶 博 士 ，Joey 

Concepcion，副理事長陳俊禮，PCCI Chairman張孚超，林育緯。
中 圖 本 會 諸 領 導 與ABAC Philippines會 長 、 總 統 商 業 顧 問Joey 

Concepcion合影。下圖餐會中，左起李棟樑、副理事長陳俊禮，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Rey Lapid（Lapid集團 CEO），施超權，林育
緯。 

 

 
 
 
 
 
 
 
 
 
 
 
 
 
 
 
 
 

 

 
菲律濱華商經貿聯合會會長蔡鴻語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同為華社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華商經貿聯合會會長蔡鴻語一行於

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三時蒞訪本會，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率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同為華社事務而努力
。 

在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時，祝賀菲律濱華商經貿



聯合會將於五月廿八日假馬尼拉酒店舉行慶祝成立五週年暨青委
會成立，該會為各行業精英，將為商貿發展開拓美好前景。 

蔡鴻語會長在講話時介紹該會組織並告知該會訂五月廿八日
假馬尼拉大酒店慶祝成立五周年慶典，屆時將邀請來自中國及廿
個國家地區華商前來參與慶典，同時舉辦一場“一帶一路華商論
壇”，邀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等領導出席慶典，並在論壇發
言。 

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中圖菲律濱華商經貿
聯合會會長蔡鴻語講述此次蒞訪。下圖該會贈送本會紀念錦旗。
左起秘書長助理曾星樺，福利副主任黃太陽，董事外交主任施超
權，菲律濱華商經貿聯合會會長蔡鴻語暨成員，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盧武敏少將，
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施梓雲，董事兼司庫許自友。 

 
 
 
 
 
 
 
 
 
 
 
 

 

 

 
 

旅菲福州同鄉會新屆職員就職 

黃利雲捐商總華生流失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福州同鄉會於四月廿八日假世紀海鮮
酒家隆重舉辦八十華誕慶典暨第七十八連七十九屆理事會職員就
職典禮，該會卸任理事長係本會物業管理副主任張冬欽，新任理
事長黃利云。本會副理事長陳俊禮先生代表任主講。 



該會新屆理事長黃利云先生熱心華社，國內外交流廣闊，人
緣極好，確實是一位英明領導者。為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
補助金之設立，特捐獻菲幣十萬元，以示支持。仁風義舉，殊堪
表揚，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圖片：該會新屆理事長黃利云暨諸領導移交捐獻支票，本會
副理事長陳俊禮，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親手接受，名譽理事長
莊前進，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上台與諸領導合照。 

 
 
 
 
 
 
 
 
 
 

 

 
華社救災基金十一華社團體 

向邦省 Camachile 地震災民伸出救援 
 

華社救災基金訊：華社救災基金十一團體於四月廿六日（星
期五），由商總福利委員會主任許燦榮偕同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
任柯順慶、吳永堅，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及聘任委員莊順意
。 

菲律濱邦邦牙省仙彬蘭洛菲華商會執行副理事長許經棟，副
理事長王國揚，理事許江山、許瑞願，商總中呂宋地區理事蔡榮
鑫，暨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王清育向Floridablanca Pampanga（
Brgy. Camachile）於四月廿二日地震的災區支出支援之手，發放救
災物品。 

  華社救災基金單位有：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合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濱宋慶齡基金
會、旅菲深滬鎮同鄉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聯會‧菲分會。 

上圖諸領導發放救災物品時與少數民族Aetas合照。左起王國



揚、吳永堅、許燦榮主任、洪文檀副主任、柯順慶，Aeta，描籠
涯主管，蔡明豐常務理事，蔡榮鑫。中圖諸領導分發救災品。下
圖救災貨車。 

 
 
 
 
 
 
 
 
 
 
 
 
 
 
 
 
 
 
 
 
 
 
 
 



 
華社救災基金十一華社團體 

向邦省 San Rafael 地震災民伸出救援 
 

華社救災基金訊：華社救災基金十一團體於四月廿六日（星
期五），由商總福利委員會主任許燦榮偕同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
任柯順慶、吳永堅，中呂宋區常務理事蔡明豐及聘任委員莊順意
。 

菲律濱邦邦牙省仙彬蘭洛菲華商會副理事長王國揚，理事許
江山、許瑞願，商總中呂宋地區理事蔡榮鑫，暨旅菲各校友會聯
合會王清育向Guagua Pampanga（Brgy. San Rafael）於四月廿二日
地震的災區支出支援之手，發放救災物品。 

  華社救災基金單位有：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合會、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菲華聯誼總會、世界日
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濱宋慶齡基金
會、旅菲深滬鎮同鄉總會、世界福建青年聯會‧菲分會。 

上圖華社救災基金單位海報。中圖在描籠涯發放救濟品，右
起常務理事蔡明豐，王國揚，福利主任許燦榮，共同主任洪文檀
。下圖諸領導向災民分發救濟食品。 
 
 
 
 
 
 
 
 
 
 
 
 
 
 
 
 
 



 
 

菲律賓江蘇商會領導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交流探討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賓江蘇商會在籌委會主任、候任理事
長譚志先生的率領下於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蒞訪本會，
為該會將訂於六月廿八日假世紀慶祝成立暨首屆職員就職向本會
呈邀請之忱。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階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
討，由於菲中的商務日益繁茂，亦有各省的新華人移民本國，在
時勢之所趨新成立的商會亦相繼加入本國商易社會，共同築建繁
榮。 

本會接見領導除了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外，尚有名譽理事長盧
武敏少將、莊前進，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施梓雲，董事兼
司庫許自友，董事兼稽核陳章成，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董事文
教主任洪健雄，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福利副主任黃太陽。 

左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左中圖菲律賓江蘇
商會在候任理事長譚志邀請本會諸領導於六月廿八日（星期五）
下午七時半假座世紀海鮮酒家赴該該會舉行慶祝成立暨首屆慶
典。右圖現場一瞥。下圖該會贈送本會紀念品並雙方合照留念。 
 
 
 
 
 
 
 
 
 

  



 
晉江華僑中學華僑職校菲律濱校友總會就職 
柯智超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仁風堪嘉 

 
菲華商聯總會訊：晉江華僑中學華僑職校菲律濱校友總會於

五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假座金海灣鮑翅海鮮大酒樓舉行慶
祝成立第十週年紀念暨第五屆職員就職典禮，邀請本會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為大會監誓員並訓誨。 

該會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青合副主任柯智超概捐菲幣十萬元
以支持本會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
端，以申謝忱。 

圖為該會新任理事長柯智超將支票移交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暨諸領導上台聚集合照。左起青合副主任吳飛騰、馬榮聰，
稅務副主任王家煙，組織副主任施朝福，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施金郎，董事青合主任施清瑋，福利副主任黃太陽，科技資訊
共同主任鄭煒煌博士，新聞副主任許偉念，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副理事長王連僑、施偉廉，名譽理事長莊前進，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該會新任理事長柯智超暨諸領導。 
 
 
 
 
 
 
 

 
 

2019 博鰲亞洲論壇馬尼拉會議 
文官長代表總統接見出席代表 

 

菲華商聯總會訊：由本會承辦的2019博鰲亞洲論壇馬尼拉會
議於二O一九年四月廿二及廿三日兩天假Bonifacio Global City 

Shangrila at the Fort大酒店禮堂舉行。 

四 月 廿 二 日 歡 迎 晚 宴 前 ， 特 安 排 杜 特 地 總 統 由 文 官 長
Medialdea代表在會客廳接見主要貴賓及組委會負責人等，雙方由
文官長Medialdea及博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分別



講話交流，場面非常親切。出席者有博鰲論壇理事本國前總統眾
議長亞羅約，所有代表團領導及本會正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
參與會見。 

上圖博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講話。圖二左周小川為文官長
介紹福建省副省長郭宁宁。圖二右亞羅約與本會名譽理事長盧武
敏少將、蔡聰妙博士及黃禎潭博士交流甚歡。圖三本會出席部分
董事。下圖會見現場一瞥。 

 
 
 
 
 
 
 
 
 
 
 
 
 
 
 
 
 
 
 
 
 
 
 

  



 
商總黃美麗應邀參加 
東盟新經濟領袖課程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階同物業管理副

主任施麗森於五月五日前往中國南寧，應邀參加東盟新經濟領袖
課程，該課程是由“長江商學院”，在中國政府的鼓勵下開辦，
目的為東盟各國政商領袖建立新經濟溝通的新橋樑作用，以促進
東盟各國更加密切的交流與建立良好平台。 

本期有來自中國及東南亞各國學員二十多名，均為資本在億
元以上大企業主管，參與者需受院方嚴格甄選。長江商學院是二
ＯＯ二年十一月由李嘉誠基金會捐資創辦的，該學院是國務院學
位委員會批准授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學院。 

左上圖學院領導在「長江商學院東盟新經濟領袖班開學晚宴
暨多模块項目啟動儀式」致詞。右上圖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
、物業管理副主任施麗森與創辦院長項兵教授合影。中圖執行副
理事長黃美麗及物業管理副主任施麗森在會場合照。下圖參加課
程諸領導全體照。 
 
 
 
 
 
 
 
 
 
 
 
 
 
 
 
 

  



 
參議員候選人 Nancy Binay 
蒞訪商總尋求華社支持 

 

菲華商聯總會訊：競選連任的參議員候選人Nancy Binay於五
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時本會理事會議之際蒞訪，暢談參選政
見，並尋求華社支持。 

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率領下作熱烈歡迎，並於多方面探
討，以改善華社提議。 

小圖左起參議員候選人Nancy Binay致詞。本會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致歡迎詞。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介紹主講人參議員候選人
Nancy Binay，董事兼新聞主任李天榮任司儀。左下圖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與參議員候選人Nancy Binay握手歡迎。 

右諸領導與參議員候選人Nancy Binay合照。前排左起理事長
顧問蔡培坤醫學博士，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莊前進、黃年榮
，參議員候選人Nancy Binay，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秘書長顏長江
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東方博士。後排左起董事兼稽核陳章
成，董事兼司庫許自友，副理事長王連僑、許學禹、蔡榮衛、林
榮輝、施偉廉、施梓雲、吳啟發。 

 

 
扶西阿描山道示醫院院長 Faustino 
蒞訪商總向林育慶祝賀並頒感謝狀 

 

菲華商聯總會訊：扶西阿描山道示醫院長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 (JJASGH) Director Dr. Merle Sacdalan-

Faustino於五月六日（星期一）中午前來向本會林育慶博士祝賀當
選本會理事長要職，同時對本會對該院各項發展的支持，及對該
院申請國際ISO認証大力支持，並贈送感謝盾致謝。 

圖為扶西阿描山道示醫院長Dr. Merle Sacdalan-Faustino向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頒贈感謝盾，見証者有本會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本區描籠涯主席劉少強及醫院負責申請ISO小組首長。 

 
 
 
 



 

 
 

海南省 Conrad 酒店舉行旅游推介會 
商總葉芳楓率領導應邀出席參加 

 

菲華商聯總會訊：二O一九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六
時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廣電體育廳假Conrad Hotel禮堂舉行一場“海
南省旅游推介會”，由孫穎廳長率團親臨主持，應邀出席的貴賓有
菲旅游部副部長、中國駐菲文化參贊潘峰及其他旅游業者。 

本會受邀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由副理事長葉芳楓、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及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代表出席座談及見証
。 

上圖當晚座談及推介後主辦單位及貴賓繼續餐敘交流。下圖
本會出席領導與孫穎廳長、菲外交部次長、中國使館文化參贊潘
峰等合影。 

 
 
 
 
 
 
 

 

 
 
 

 
中華海外聯誼會“一帶一路”論壇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大會發言共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于建明親臨蒞菲

主辦，並由菲華聯誼總會承辦於五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半
假座世紀花園酒店舉行“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並邀請本
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為大會發言。中國駐菲大使館王曉東領事代



表致詞，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本會名譽理事長莊前進亦在座談會
上發言，以及華社各主要團體領導先後應邀發言，大家對“一帶
一路”的思維發表各自見解及建議。 

舉行該座談會是為加強與本國華僑華人的聯系與交流，介紹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情況，了解華商在共建“一帶一路”
中具備的優勢及參與“一帶一路”對接合作的具體需求，及副秘
書長于建明聽取僑胞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小圖左起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于建明講述，中國駐菲大
使館王曉東領事致詞，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兼馬
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菲華聯誼總會理事長亦即本會農資副
主任戴國安分別致詞。左中圖出席座談會諸領導現場一瞥。右圖
主席台上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于建明、王曉東領事與諸位領
導合照。下圖華社出席諸領導人大合照。 

 
 
 
 
 
 
 
 

 
 
 

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領導蒞訪商會 
為探討本國華文教育發展前瞻與展望 
並頒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諮詢委員聘書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領導於五月八日（

星期三）下午三時蒞訪本會，為探討本國華文教育發展前瞻與展
望，及恭請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為二Ｏ一九年暑期師資講習會始業
式及結業式駕臨演誨。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階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
討，及接受校聯諸領導頒發聘書作為該會的『諮詢委員』。 

本會共同探討者有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莊前進，副理事
長葉芳楓、王連僑，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 
校聯出席領導有常務理事中正學院副校長葉啟明，僑中學院

校長黃琬蓉博士，聖公會中學校長吳紫薇博士，計順菲華校長李
淑慧，嘉南中學校長陳惠玲，巴閣公民主任蔡維凌及辦公廳主任
張琪。 

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中圖校聯諸領導現場
作交流。下圖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聘任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為『諮詢委員』。 

 
 
 
 
 
 
 
 
 
 

 
 
 

商總邀請稅務局主任 Disomimba 
講解本國稅務改革一般情況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於五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二時三十
分在本會六樓議事室講解稅務問題，邀請稅務局主任Bai Jam 

Disomimba主講，隨行的有Ms. Christine Masigan及Ms. Tracy Ann 

Paddayuman，雙方作交談，本會諸領導並諮詢問題。 

首先由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稅務局主任Bai Jam 

Disomimba講解本國稅務改革一般情況，副理事長陳俊禮及諸領導
詢問。 

本會出席者有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莊前進，副理
事長葉芳楓、兼稅務督導蔡榮衛、施偉廉、陳俊禮、林榮輝、許
學禹、王連僑、吳啟發，董事兼司庫許自友，理事長稅務助理蔡
自立，東未獅耶董事姚榮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董事兼稅
務主任楊長江，董事兼農資主任潘振興，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



，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瑋，稅務副主任王家煙、林志文，福利副
主任洪祖霖，本會黎剎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
Atty. Kristine Dy）。 

上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圖二副理事長陳俊禮提出
詢問。圖三本會稅務委員會諸領領導共同探討各項問題。下圖現
場一瞥。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接受 

聖軍校友會會長吳恆利祝賀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日前接受聖軍中學
校友會理事長吳恆利（Henry Go），在華人區描籠涯首長吳培民（
Bernard Go）陪同下前來本會共同向林育慶博士榮任本會第卅三屆
理事長致以熱烈祝賀。 

吳恆利理事長表示林理事長作為聖軍中學傑出校友者番榮任
商總理事長一職，是母校光榮，應予表揚致賀，同時帶來前月該
校友會就職，林育慶理事長擔任主講人與全體校友會職員團體照
，親自致贈林博士收。 

圖片：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接受聖軍中學校友會理事長吳
恆利呈送照片表祝賀，見証者為華人區描籠涯主席吳培民。 

 
 
 
 
 
 



 
 

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于建明蒞訪 

商總林育慶領導熱烈歡迎並交流探討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于建明一行，由
菲華聯誼總會理事長亦即本會農資副主任戴國安暨諸領導陪同於
五月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蒞訪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階同
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講到于副秘書長曾經在中國駐菲
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兼領事，駐菲四年多期間和商總接觸很多，
今天又見面覺得格外親切。 

于副秘書長講話時向本會傳達諸多重要信息，馬尼拉華助中
心主任莊前進亦作工作匯報，雙方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友好交流，
會見後並繼續餐敘。 

本會出席者尚有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莊前進，副理事長
葉芳楓、施梓雲、王連僑，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秘書長顏長江
博士，福利主任許燦榮，一帶一路共同主任黃俊人，福利副主任
洪祖霖，黃太陽，農資副主任柯志超，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物業管理副主任張冬欽，一帶一路理事高維澤。 

左上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左圖二于副秘書長發言
。左圖三本會贈送紀念品。右上圖現場一瞥。右中圖本會在世紀
海鮮酒家設晚餐招待。下圖本會獲贈副秘書長于建明紀念品並合
照。 

 
 
 
 
 
 
 
 
 
 
 
 



 
 

菲律濱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總社就職慶典 

鄭春木捐商總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總社慶祝成立九
十一週年暨第九十二、九十三屆職員就職典禮於五月十日（星期
五）晚假座世紀海鮮酒家隆重舉行。 

中國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事出席並致詞，監誓員鄭遠
明先生並訓誨，大會主講人林國端先生，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等華社諸領導分別致詞。 

新屆理事長亦即本會財務委員鄭春木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
特捐菲幣十萬予本會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仁風義舉，殊堪表揚
，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圖為菲律濱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總社新任理事長財務委員鄭春
木先生向本會理事長林育慶捐獻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支票，本會
諸領導陪同接受。左起工商共同主任許天恩，副理事長吳啟發、
王連僑、葉芳楓，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該會新屆理事長鄭春木，
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張昭和、莊前進，副理事長施偉廉。 

 
 
 
 
 
 
 
 

 
  



 
菲律賓崇正義濟社公益捐款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六萬 

捐地震救災金二萬以恤災民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崇正義濟社係華社一個熱愛社會公
益教育事業團體，每年對各慈善教育機構均撥款贊助，今年為繼
續支持本會華文教育之推展，特捐獻菲幣六萬元予本會所設挽救
華生流失補助金。 

另二萬元予地震災區災民，以協助賑災工作，該款撥交華社
救災基金。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中國國務院海外華人“水立方”歌唱比賽 
繼續委托商總作為菲律濱主辦單位召會 
青少年組、成年組五月卅一截止報名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國務院海外華人“2019年文化中國‧水

立方杯”歌唱比賽，經大使館繼續委托商總作為菲律濱主辦單位，
於五月八日（星期三）下午三時三十分在本會召開第二次組委會
議，以探討主辦細節。 

出席者有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王連僑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協辦單位有旅菲
各校友會聯合會（華星藝術團）名譽主席許天明，馬尼拉華助中
心主任兼商總名譽理事長莊前進，菲華各校友會聯誼總會名譽會
長許麗容、秘書長蔡懷強，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常務理事中正
葉啟明副校長、僑中黃琬蓉校長，聖公會吳紫薇校長，計順菲華
李淑慧校長，辦公廳主任張琪及百閣代表蔡維凌主任，菲華電視
台。 

菲律濱賽區訂六月九日（星期日）舉行青少年比賽及六月十
六日（星期日）舉行成年組比賽，兩賽事均假商總七樓大禮堂舉
行。 

為擴大比賽範圍，主辦單位已特別委托宿務菲華聯誼會承辦



未獅耶地區比賽及三寶顏中華中學承辦棉蘭佬地區賽事，該兩地
區首二名選手將於六月九日來岷參加菲賽區決賽，往返機票及在
岷膳宿由主辦單位負責。 

贏得菲賽區決賽青少年組首二名及成年組首名將代表本國赴
北京參加總決賽。 

2018年菲律濱成年組獲得北京總決賽第一名，主辦單位獎予
菲幣卅萬元，本年度代表參加北京總決賽者若獲得第一名，主辦
單位仍舊獎予卅萬元、第二名二十萬元、第三名十萬元。 

主辦單位除委托校聯通過各華校比賽優勝者參賽，以及未獅
耶地區與棉蘭佬地區四名優勝者外，請華社精於歌唱的青少年及
成年踴躍報名參加，菲賽區兩組獎金均為第一名六萬元、第二名
四萬元、第三名二萬元、第四名一萬元及第五名六千元，每位參
賽者均能獲得紅包二千元。 

上圖主席台諸領導討論現場合照。下圖協辦單位諸位領導作
交流現場。 

 
 
 
 
 
 
 
 
 

 
 
 

商總今天十五日舉辦華文教師匯報 
歡迎各院校派出代表參加共同交流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於二O一四年六十週年之際所創導本

國華文教師培訓獎學金1+2+1方案，第一批已經畢業被派往本國華
文學校任教。在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的指示下，擬訂（今天）
五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在本會七樓大禮堂舉行第二批畢
業學員學習滙報，歡迎各院校派出代表蒞場指導交流。 

“1+2+1”華文教師培訓獎學金為培訓本國華文教師的四年課程



，由本會全資供給學費及學員生活津貼，希望得到華社團體的支
持與響應。 

華文教師培訓奬學金乃配合本國中正學院、僑中學院，以及
中國的福建師範大學、華僑大學共同舉辦，旨在培訓本國華文教
師，以解決華文教師的缺乏。 

歡迎各位贊助者及關心華教人士臨蒞參與。 
 

 
 

 
晉江華僑中學華僑職校菲律濱校友總會新屆 
邀請商總林育慶博士為大會主持監誓並訓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晉江華僑中學華僑職校菲律濱校友總會於

五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假座金海灣鮑翅海鮮大酒樓舉行慶
祝成立第十週年紀念暨第五屆職員就職典禮，場面熱烈，賓主滿
堂。 

中國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事致詞，本會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為大會監誓並訓誨，主講人晉總理事長李國材，該會大會主
席名譽理事長莊美端，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青合副主任柯智超分
別致詞，副理事長陳勁松致謝。 

該會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青合副主任柯智超概捐菲幣十萬元
以支持本會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
端，以申謝忱。 

小圖左起羅剛參贊兼總領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主講
人晉總理事長李國材，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莊美端，新任理事長
柯智超，副理事長陳勁松。左圖二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見証新
舊理事長移交印信。左圖三主席台諸領導，左起該會新任理事長
柯智超，羅剛參贊兼總領事，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莊美端，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左圖四主席台諸領導合照。 

右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為大會主持宣誓。右圖二該會
贈送監誓員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感謝盾。右圖三切蛋糕慶祝十
週年紀念。右圖四及圖五本會諸領導。下圖羅剛參贊兼總領事、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及該會新屆職員合照。 

 



 
 
 
 
 
 
 
 
 
 
 
 
 
 
 
 
 
 

 
 
 

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新屆就職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大會主講訓勉 
施逸川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於五月四日
（星期六）下午七時假座世紀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成立三週年暨第
二屆職員就職典禮，當天嘉賓雲集，熱鬧異常。 

中國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事致詞，本會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應邀為大會任主講人演誨祝賀，本會名譽理事長亦即菲律濱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張昭和監誓並訓誨。 

該會大會主席創會會長王永義先生，新任會長施逸川先生。 
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新屆會長施逸川先生為支持本會

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之設立，特捐獻菲幣十萬元，以示支持
。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小圖左起中國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事致詞、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任主講人，本會名譽理事長亦即菲律濱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會長張昭和監誓並訓誨。該會大會主席會長王永義，新
屆會長施逸川分別致詞，執行副會長王名渠致謝。 

左圖二監誓員張昭和見証新舊屆會長移交印信。左圖三該會
贈送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感謝盾。圖四贈送監誓員張昭和感謝
盾。 

右上圖監誓員張昭和為職員主持監誓。右圖二主席台上諸位
領導。右圖三本會出席眾領導。右圖四至圖六主席台上領導。下
圖該會新屆會長施逸川先生遞交捐獻支票予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該會及本會諸領導陪同合影。左起新聞副主任許偉念，秘書
長顏長江博士，董事農資主任潘振興，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副
理事長王連僑、施偉廉、葉芳楓，名譽理事長張昭和，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新屆會長施逸川暨諸領導
。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接見歡迎 
菲爾格特建築裝飾公司來菲投資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於五月二日（星期

四）下午接見中國菲爾格特建築裝飾發展有限公司一行來訪，歡
迎該公司前來本國投資。 



來自中國的菲爾格特建築裝飾公司來菲與本地公司合作組組
合作公司（Fil-Garte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Corp.）準備開展
業務，一行由正副經理即張鳳霞及周君君率工程師徐曉觀及何良
凡等來拜訪本會進行交流，了解本地各項運作法規，並尋求本會
支持及同仁提供工程項目共同開發。 

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該公司領導合影。下圖本會諸
領導與該公司職員合影。左起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名譽理事
長兼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經理張鳳霞，副經理周君君，
工程師徐曉觀，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各界主席蔡志河，校友聯主
席本會物業管理副主任許澤恭，工程師何良凡及秘書長顏長江博
士。 

 
 
 
 
 
 
 
 
 
 
 
 
 

 

 

 

JIASHILI营销经理杨翠玲 

拜访商总寻求合作伙伴 

     

菲华商联总会讯：总部设在中国广东中山市的涂漆厂全球涂
料品牌佳士利（JIASHILI）拟来菲投资设厂，5月14日（星期二）
下午二时，该厂营销经理杨翠玲女士前来本会拜访，希望本会能
够协助他们寻找合作对象。杨女士介绍，该厂的产品品质十分优
良，具有反射热的功能，在本地设厂生产，是一項很好的投资和
商机，希望能够找到适当的本地合作伙伴，为本國经济作出贡献



，以及为本地劳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杨翠玲女士受到本会诸位领导和同仁的热情招待，双方并互
相交流，共同探讨本國投资环境和商机，并各自发表看法。杨女
士并赠送本会一幅由JIASHILI生产的油漆所喷绘的国画。 

参与接待的本会领导和同仁有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王
连侨、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社会责任副
主任洪聪晓。 

图为中国广东中山市全球涂料品牌佳士利营销经理杨翠玲女
士赠送本会一幅国画，由副理事长叶芳枫等代表接受。 

 
 
 
 
 
 
 
 
 
 

 

 

 

World Medical Relief, Inc.驻菲主席Zarate 

与商总领导探讨赠捐公立医院医疗器材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国际医疗慈善机构（WORLD MEDICAL 

RELIEF, INC.）是一个主要从事将先进国家如美国的重点医疗仪器
赠送给开发中和比较落后的国家。该机构驻菲主席David Lee 

Zarate医學博士早前有跟本会签订一項向本地Justice Jose Abad 

Santos医疗中心（Medical Center）赠送扫描器（CT Scan），过后又
签订协议，将通过本会赠送洗肾机和全套验眼器具给本地市立医
院。 

        该批医疗器材将于五月底抵达本國码头海关。World Medical 

Relief, Inc.主席Zarate医学博士于5月14日（星期二）下午3时前来
本会，与诸位领导探讨有关事宜，并提供一份捐献书，以便向海
关申请免税。届时本会将负责安排分配这些医疗器具给诸市立医



院。 

        出席的本会领导和同仁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
枫、林荣辉、王连侨，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然，副主任洪聪晓、外交聘任委员刘
少强。 

    上图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签署捐献书。下图为Zarate医学博
士向本会呈交捐献书，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受。 

 
 
 
 
 
 
 
 

 

 
 

菲国警东警区警长一行莅访商总 
宾主双方座谈交流探讨治安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国警东警区高级警官一行，在新上任警长
Christopher Escano Tambungan准将率领下，于2019年5月9日（星期
四）下午2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偕同多位领导和
同仁的热烈欢迎。Tambungan警长曾经担任马尼拉警区负责行政工
作的副警长，他甫于今年3月上任现职。 

        林荣辉副理事长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他首先对
Tambungan警长升任菲国警东警区警长，致以热烈祝贺。 

    林荣辉副理事长说，Tambungan警长在菲国警岷警区副警长任内
，有着非常卓越的表现，对马尼拉、特别是华人区的治安贡献良
多，目前其担任菲国警东警区新任警长任重道远，希望他能再接
再厉，对当地治安和捍卫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做出更多贡献。 

        Tambungan 警长发表讲话时，对本会领导给与他们的热诚接
待，表示由衷感激。他说，菲国警东警区管辖着大岷区的万拉俞
央、巴石、吗利仅那和仙范等市，当地有不少商会是本会的会员
单位，有关各商会有什么需要到他们的地方，如治安问题等，他



们很乐意提供帮忙。 

Tambungan警长说，菲国警东警区过去有若干不肖警员在从
事不法勾当和不正当活动，他这次上任将认真对付此一不良现象
，为东警区清理门户，希望当地华社能与他们配合，如有发现此
等害群之马或受到他们的骚扰，应向警方举报，以取缔这些警队
中的败类。 

        宾主双方并进行座谈，探讨有关治安问题，并相互交换意见
。 

        来 访 的 菲 国 警 东 警 区 警 官 尚 有 万 拉 俞 央 警 区 警 长Moises 

Villaceran上校、巴石警区警长Rizalito Gapas上校、吗利仅那警区
警长Redrito Maranan上校、仙范警区警长Ariel Fulo上校和地区巡
逻队队长Hermogenes Cabe中校。 

        本会出席者尚有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理事长施伟廉、
施梓云、许学禹、王连侨、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税务
主任杨长江、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外交副主任张文辉、林育纬
、许扁、林圣躍，税务副主任王家烟、吕君恆，福利副主任洪祖
霖，组织副主任许友忠、外交理事赵世鹤。 

        图一宾主合影留念。图二Tambungan 警长发表讲话。图三到
图五宾主座谈交流。 

 
 
 
 
 
 
 
 
 
 
 
 
 
 
 
 
 
 



 

 

1+2+1 华校师资培训结业式 

商总林育庆博士任大会主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2019 年度 1+2+1 华校师资培训结业仪式暨
毕业生示范演出，于 5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在本会七楼
大礼堂举行。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主持大会。大会司仪由
华校师资培训第一批学员汪杰仁和许莱娜两位老师担任。 

    大会由全体肃立唱菲律滨国歌拉开序幕。首先由两位司仪介绍
现场嘉宾，继由大会主席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祝賀。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說，有鑑於本國華文教師的缺乏，本着傳承
中華文化的使命感，本會在二Ｏ一四年六十週年之際，提出倡辦
1+2+1 華文教師培訓獎學金，經本會董事會的審核批準撥出菲幣
二千五百萬元，作為第一期的基金。這培訓計劃乃配合本國的中
正學院及僑中學院各卅名共六十名，分別配合中國的福建師範大
學，以及華僑大學提供課程進修，由本會資助，並且提供學員的
生活津貼，共同為華文教育付出多一分的力量。今天是第二批學
員的畢業作學習匯報，相信他們在本國及中國四年的學習，必然
有良好的成績。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再说，這些畢業教師，將有助於分配到本國
的華文學校傳承中華文化，共同為傳承華文而付出貢獻。在我們
提出華文教師培訓獎學金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得到華社的支持與
贊助，共同為華文教育發揮多一份的正能量，如何積極地為華文
教育的推展，會是我們的一份使命感，本人相信，這華文教師培
訓獎學金必然能夠延續下去，共同為華文教育而付出一份能力。 
    再由菲律滨侨中学院校长黄琬容博士和菲律滨中正学院校长潘
露莉博士先后致词，然后由诸学员分享各自心得。 
        接下由中正和侨中两所学院分别提供示范演出，然后为奖学
金热心捐款者致感谢状，继由捐款者菲律滨计顺市菲华商会决策
委员亦即本会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代表致词，接下来进行聘
用 1+2+1 华校评语，由菲律滨计顺市菲华中学李淑慧校长致词，
然后给第一批、第二批学习成绩优秀学员颁奖。最后由本会副理
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致谢词。本会律师 Khristine Dy 亦在大会上
提醒诸位学员，毕业后必须在本地华校服务至少三年。 

    小图左起大会主席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        侨中学院



校长黄琬容博士和中正学院校长潘露莉博士分别致词、中正学院
薛守怡同学、侨中学院洪小圆同学、侨中学院第一批教师庄丝达
和蔡安琪两位老师等学员分别分享学习和教学心得、黄明强同学
代表学员致感谢词、捐款者菲律滨计顺市菲华商会决策委员许焕
燃代表致词、聘用 1+2+1 华校评语，由菲律滨计顺市菲华中学李
淑慧校长致词、本会律师 Khristine Dy 提醒学员毕业后必须为本地
华校服务至少三年、本会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致谢词。 

    左图二向捐款者颁感谢状。 
    左图三和四为出席大会的本会领导和华文教育界代表。 
    右图二和三向第一批和第二批优秀生颁奖。 
    右图四大会主席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 
    下图为全体合影。 

 
 
 
 
 
 
 
 
 
 
 
 

 

 

 

 

洪门协和兢业总社新届职员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中国洪门协和兢业社总社于5月10日
（星期五）下午7时，假座马尼拉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九十一

週年纪念暨第九十二连九十三届职员就职典礼。是晚会场高朋满
座，场面热闹。 

  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致辞，洪总名誉理事长郑



远明为大会监誓并演诲，主讲人该会名誉理事长林国端，该会大
会主席理事长黄冠华，新届理事长亦即本會財務委員郑春木。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担任大會司儀並介绍主宾席贵宾。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志河、
洪总理事长许钟鑫分别致词，该会执行副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
长叶芳枫致谢词。 
  菲律滨中国洪门协和兢业社总社新届理事长本會財務委員郑
春木为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之设立，特捐献菲币十
万元，以示支持。仁风义举，殊堪表扬，特藉报端，以申谢忱。 
  小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致词、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致词、洪总名誉理事长郑远明担任监誓员并演诲，
该会名誉理事长林国端任主讲人，该会主席理事长黄冠华，新届
理事长郑春木分别致词，该会执行副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叶
芳枫致谢词，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任大會司儀。 
    右上角洪总名誉理事长郑远明见证新旧届理事长移交印信。 
    左图二监誓员郑远明为新届职员主持监誓。左图三至五主宾席
各团体领导和首長。右图二至三本會出席大会的領導。 

 
 
 
 
 
 
 
 
 
 
 
 
 
 
 

  



 

大岷发展署厄沙交通主管访商总 

寻求合作共同探讨改善交通良策 

 

         菲华商联总会讯：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厄沙交通主管
Edison Nebrija偕同特别运作组长官Benjamin Vialu Jr.，在本会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陪同下，于5月14日（星期二）下午2时30分莅
访本会，受到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導林荣辉偕同多位领导和同
仁的热烈欢迎。本会领导随即与Nebrijia主管等进行座谈交流，就
有关事宜一起探讨，并相互交换意见。 

         副理事长林荣辉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时表示，大
马尼拉区近年来的交通严重堵塞问题已更趋恶化，对国家经济造
成严重损失，同时也对各行各业的作业效率构成不良影响。希望
以Nebrija主管为首的大马尼拉发展署交通部门能够想出应对良策
，来改善首都地区的交通状况。 

        Nebrijia主管发表讲话时说，他偕其工作团队已在正视包括厄
沙在内的大岷区堵车问题，同时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他说，这次
来拜访本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就大岷区的交通问题，寻求与
本会合作，希望本会若有何良好或有效的建议，能够提出来跟他
们一起探讨，以使大岷区在不久的将来，能拥有一个流畅的道路
交通，向当地居民提供方便。 

        本会出席者尚有副理事长王连侨、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社会
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副主任洪聪晓。 

         陪同Nebrija主管来访者尚有岷市第三区281描笼涯主席亦即
本会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Jeff Lau）和委员Sherwin Tan。 

        上图本会领导与Nebrija主管座谈交流。 

        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晋江东石聯乡会新届职员就职礼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会于5月12日（星期日）
上午11时，假座马尼拉大酒店举行联乡会成立廿二週年暨第十二
届理事会、首届菲律滨东石商会、青年委员会职员就职典礼、旅
菲侨声中学校友会成立十三週年暨第七届理事会、第二届妇女组
、青年组职员就职典礼。是晚会场高朋满座，场面热闹空前。 
    中国驻菲大使馆王晓东领事应邀出席并致词。该会名誉会长黄
金盾为大会监誓并演诲，主讲人菲律滨晋江同乡总会理事长李国
材，该会大会主席理事长蔡长华、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
委员会副主任黄天从，侨声校友会理事长曾淑霞、新届理事长蔡
沈阳。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賀词。家乡领导中共东石
镇党委书记洪建立、晋江市侨联主席庄晓芳、菲华各界联合会执
行副主席杨华鸿、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李朝晖、菲律滨江夏
黄氏宗亲总会理事长黄拔来、侨声中学校长陈昌卫、海内外嘉宾
代表泉州晋东經濟促进会会长丁永康分别致词。该会执行副理事
长亦即本會社會責任副主任张年习致谢词。 
    小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馆王晓东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致词、该会名誉会长黄金盾担任监誓员并演诲、晋总理事长李国
材任主讲人、该会主席理事长蔡长华、侨声理事长曾淑霞、该会
新任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委员会副主任黄天从、侨声新任理
事长蔡沈阳分别致词、该会执行副理事长张年习致词。 
    左图二监誓员该会名誉会长黄金盾为新届职员主持监誓。左图
三和四諸领导於主宾席。 
    右上角该会名誉会长黄金盾见证新旧届理事长移交印信。 右图
二本会出席大会的领导。右图三宾主合影留念。下图全体合影。 

 
 
 
 
 

 



 

 

商总与各华校代表举行座谈 

探讨 9G 工作签证申请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文教委员会諸領導偕同本會黎剎法律
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Atty. Kristine Dy）于5月15日（
星期三）下午二时，在本会六楼会议室与大岷區及外省地區各华
校校長、代表举行座谈，探讨有关志愿者老师手续问题。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时表示，基于本國政府、特别是
移民局强调，本地外侨包括中国籍民，必须具有完整的合法手续
，所以各华校聘用中国汉办的志愿者教师来菲任教之前，必须办
妥一切的相关手续。 

        本会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说，外侨在菲应该奉公守法
，尤其要合法经营和合法务工，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教育工作者
更要依据政府的有关法律规章。 

        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说，根据中国汉办表示，本學年
度来菲任教的志愿者师资相对将比较缺乏，原因就是手续问题，
所以有意继续聘用汉办老师的学校当局，必须为他们妥善办理完
整的手续。 

        本會黎剎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向与会华校代
表解释申请9G工作签证的必要条件和有关程序，以及须向移民局
呈交完整的手续，向税务局申报入息税，还有向劳工部申领工作
证。 

        双方并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
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文教副主任吴满满和卢连兴。 

        上图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图二为宾主双方互相交
流。下图为会场一瞥。 

 

 
 
 
 
 



 

 

檗湖永黄氏联乡会新届职员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旅菲檗湖永黄氏联乡会、菲律宾檗湖永商
会、菲律宾檗湖永青年委员会于5月11日（星期六）下午7时，假
座豪门鲍翅海鲜大酒家举行四十五週年暨第卅一、卅二届理监事
（聯鄉會）、第三连第四届（商會）、第三连第四届（青委會）职
员就职典礼。是晚会场冠盖云集，座无虚席。 

        该会大会主席理事长亦即本會一帶一路委員會副主任黄天从
，新届理事长黄良波。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黄金盾为大会监誓并
演诲，主讲人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会理事长蔡長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家乡领导晋江东石
镇书记洪建立、晋江市侨联主席庄晓芳; 海内外嘉宾代表檗湖永三
乡代表湖头村书记黄传共、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理事长李国材、
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志河、江夏黄氏宗亲会理事长黄拔来分别
致词。 

        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名譽理事长、正副理事长、青委会正
副主任向在座各位祝酒，副理事长亦即本会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
致谢词。 

        小图左起晋江东石镇书记洪建立、晋江市侨联主席庄晓芳分
別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祝賀、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
黄金盾担任监誓员并训诲、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会理事长蔡长华
任主讲人、该会大会主席理事长黄天从、新任理事长黄良波分别
致词、该会副理事长亦即本会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致謝词。 

  右上角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黄金盾见证新旧屆理事长移交印
信。右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黄金盾等
合影。 右三本会出席大会的领导。 

        左二该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黄金盾为新届职员主持监誓。左三
和左四諸领导入座主宾席。下图全体合影。 

 
 
 
 
 



 

 

商总配合Mcares by MICHAELA 

在武六干省进行义诊施药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本地慈善
机构Mcares by Michaela，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前往武六干省
Norgazaray社进行义诊施药工作。 

 菲华牙医协会，武六干商会名誉理事长张启敏，颜子旋、施
丽云，Mcares by Michaela经理Kenneth Go、行政经理Julie Yeo共同
参与服务。 

本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地区理事李建宙夫人胡莉莉、义
诊队牙醫领队Gilbert Go提供协助。 

当天惠及病患六百二十人，为牙患者六十八人拔牙，并分发
六十六副老花眼镜。 

上图本会同仁与Mcares by Michaela负责人和义务人员们合影
。 

左一分发老花眼镜。左二为牙患者拔牙。左三分发药物。右
一至右三为患者问诊和治疗。 

 
 
 
 
 
 
 
 
 
 
 
 
 
 
 
 
 



 
 

菲永宁鎮聯乡会商会新届就职 
蔡奕棋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宾永宁镇联乡总会／菲律宾永宁镇总

商会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时假座东海酒家，举行乡
会成立四週年暨第三届理监事就职等庆典，同時商會舉行慶祝成
立二週年暨第二屆職員就職典禮，大會主席该乡会名誉理事长亦
即本會顧問蔡文生先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地区理事蔡奕棋先
生。當天本會由副理事長施偉廉代表致詞祝賀及接受捐款。 

该聯乡会／商会新任理事長／會長本會地區理事蔡奕棋为支
持本会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
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表扬，特藉报端，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永宁镇联乡总会／商会理事长亦即本会地区理事
蔡奕棋向本会移交捐献支票，由副理事长施伟廉代表接受，在场
尚有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文教
副主任温奕明、劳工理事施纯程、农资理事林水真，以及永宁商
会／乡会诸位领导。 

 
 
 
 
 
 
 
 
 

  



 
万拉俞央市菲華商会新届就职 
特捐商总华生流失補助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于五月十八日（星期六

）晚间七时，假座青山区富临鱼翅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六十
三週年暨六十三連六十四届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名誉理事长本会
副理事长叶芳枫先生，新届理事长王亨利先生。 

萬拉俞央市菲华商会为支持本国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
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
表扬，特藉报端，并申谢忱。 

图为萬拉俞央市菲华商会新届理事长王亨利（右六）向本会
移交捐献支票，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左六）代表接受。图中尚
有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王连
侨、组织副主任丁伟都以及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诸领导合照。 

 
 
 
 
 
 
 
 
 
 
 

 
 

车器商會新届职员就职 
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滨车器商同业公会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假座黎萨公园酒店举行成立五十四週年暨三
十四届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名誉理事长为施文康先生，新任理事
长为本会社会责任委員會共同主任许焕燃先生。 

该会为支持本国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



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表扬，特藉报端
，以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车器商同业公会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社会责任共
同主任许焕燃（右八）向本会移交捐献支票，由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左十）代表接受。图中尚有本会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副
理事长吴启发、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财
经主任许友清、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外交副主任林育纬、组织
副主任丁伟都、科技技訊副主任亦即车器商会執行副理事长蔡长
裕、一带一路聘任委员亦即车器商会副理事长庄晓宏(右五)，以及
車器諸領導合照。 

 
 
 
 
 
 
 
 

 

 

 

 

菲人传统文化节-八连部假美佳广场隆重举行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祝贺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联合菲人传统文化节庆署（Filipino 

Heritage Festival, Inc. ），并配合国家文化艺术局于五月十八日（星
期六）下午四时假美佳广场中心大厅，庆祝一年一度传统文化遗
产月，推出“菲人传统文化节 - 八连部（Parian sa Binondo）” 歌舞
文艺会。 

        大会由心声青少年合唱团领唱菲律宾国歌拉开序幕，继由该
合唱团领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菲人传统文化节
庆署财经主任沙拉示夫人、岷市第三区众议员John Marvin ‘Yul 

Servo’ Nieto代表JR Balboa分别致词，並由本会董事兼青合主任施
清玮主持大会。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时表示，能够参与今天这场一年



一度的文化遗产盛会，是我们的无限光荣，这项活动丰富我们的
民族意识，以及加强我们的道德纤维。我们的风俗习惯是社会的
基石，它们增添我国历史的光彩。尽管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
，惟在民族认同方面，我们却有着单一的国家认同。 

        林育庆博士说，菲律宾传统文化遗产月是一个示范我们如何
推动社会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日的很好例子，它也激励我国人民继
续保留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他说，菲华商联总会对‘八连部’节日
庆典活动特别有兴趣，因为它令我们了解到早期菲华社会的情况
。 

        沙拉示夫人在致词中，向大家介绍菲人传统文化节庆署的背
景和工作，以及所推行的各项方案，同时也阐释华人传统文化節
的内容。她說每年五月份是總統行政令規定傳統文化遺產月，該
署在全國各地舉行一連串慶典活動。 

        John Marvin ‘Yul Servo’ Nieto的代表JR Balboa在致词中，代表
Nieto众议员向该场庆典，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同时对这项活动
予以肯定，表示如此深具意义的活动应该持續下去，以丰富本國
人民的文化素质。 

        文艺节目主持人由杨祖萍和陈福士担任。参与的文艺节目计
有由菲华舞蹈艺术团表演菲律宾现代舞蹈、慈善第一基金会合唱
团献唱中文歌曲、圣公会中学舞蹈组表演舞蹈、茉莉花儿童合唱
团 和 艺 人 工 作 坊 联 合 表 演 歌 舞 节 目 、SANDIWANG 

KAYUMANGGI表演菲律宾民族舞蹈、心声青少年合唱团演唱菲
律 宾 歌 曲 、DANSPACE BALLET SCHOOL表 演 舞 蹈 、BANDA 

KAWAYAN PILIPINAS 提供歌曲和乐器表演、菲华光汉国术馆表
演武术、菲律宾侨中学院SALINLAHI舞蹈组表演菲律宾现代舞、
郭鸿萍提供乐器 - 萨克管表演、菲律宾中正学院表演菲律宾民族舞
蹈、美声组合／艺人工作坊表演歌舞节目。 

        出席的本会领导和同仁尚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
青合主任施清玮、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许灿荣、工商共
同主任许天恩、劳工副主任颜硕良、福利副主任吴永坚、调解副
主任施学捷、青合副主任马荣聪、调解理事李紫鲑和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 

        小图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菲人传统文化节
庆署财经主任沙拉示夫人、岷市第三区众议员John Marvin ‘Yul 

Servo’ Nieto代表JR Balboa分别致词、本会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
玮主持大会。左图二本会领导出席大会。左图三会场一瞥。 

        右图一本会领导在会场中。右图二本会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福利主任許燦榮及光漢諸成員演示武術。
下图諸領導與演出者全体合影。 

 
 
 
 
 
 
 
 
 
 
 
 

 

 
 
 

罗山乡会商会举行新届就职 
特捐商总华社流失金十万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宾晋江市罗山新塘灵源各乡联合会、

菲律宾晋江市罗山新塘灵源总商会于五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
七时假座金海湾酒家举行庆祝成立二十四週年暨第十三届、第二
届暨青年组、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李
天增先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會物業管理理事吴修群。 

當晚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特委派副理事長林榮輝代表前往致詞
祝賀。 

菲律宾晋江市罗山新塘灵源各乡联合会、总商会为支持本國
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
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表扬，特藉报端，并申谢忱。 

  



 
陇西李氏宗亲总会新届职员就职 
李耀鹏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五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 菲律滨陇西李氏宗亲总会于五月十八日（星

期六）下午七时假座马尼拉大旅社举行庆祝成立八十五週年暨第
八十六连八十七届就职典礼。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李宏图先生，
新届理事长李耀鹏先生。本會特委派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代表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祝賀。 

菲律宾陇西李氏宗親总会新届理事长李耀鹏先生为支持本國
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五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設挽救华生流
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表扬，特藉报端，并申謝忱。 

 

 
 

商总地区董事等聚首世纪海鲜酒家 
王天从理事庆生辰作东宴请诸同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中吕、南吕、美骨三地区董事、常务

理事及理事于五月廿一日（星期二）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进行
聚餐交谊，南吕宋区理事王天从庆祝生辰，由其作东设宴招待诸
位同仁。 

出席者有中吕宋区董事吴俊民、南吕宋区董事陈德芳、中吕
宋区常务理事王世民、南吕宋区常务理事许汉昌、萧烱明、施金
城、美骨区常务理事黄巖生、中吕宋区理事吕良波、李建宙、南
吕宋理事王天从、苏己立，本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和陈德芳秘
书马莉莲。 

上圖諸領導合影留念。（恕不稱呼）左起楊雪芹，蘇己立，蕭
烱明，許漢昌，董事陳德芳，王天從，董事吳俊民，施金城，王
世民，呂良波，李建宙，黃巖生。中圖壽星王天從切蛋糕。下圖
壽星吹蠟燭。 

 
 
 
 
 



 
 

沈阳人大常委会主任潘利国莅访 
商总林育庆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潘利国

一行八人，在正在筹备成立的菲律宾辽宁总商会候任会长祁迹陪
同下，于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同多位领导的热烈欢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在菲中两国商贸关系得到
良好发展的同时，我们欢迎祖籍国的同胞前来投资考察及旅游，
以配合政府“一带一路”的经济策略，为两国互利共赢建立有利
平台。沈阳市向来有卓越的发展能量，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
栽博士早期也有前往贵市投资，我们相信贵市与本國之间的商贸
来往会有良好的互动，本会也乐意提供所需要的各项资讯。 
    林育庆博士同时向潘国利主任一行介绍本会，以及我们所从事
的各项社会慈善和文化教育等工作。他说，本地华人除了从商以
外，参政者也很多，对国家社会作出非常杰出的贡献。他并表示
，外国人千万不要小看菲律宾这个国家，菲律宾人其实素质很好
，尤其是受到西班牙的宗教文化影响，所以天性乐观，对外来人
士都很友善，希望潘利国主任一行能对本國多加了解，寻求合作
商机。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潘利国主任一行，介绍本会诸
位出席领导。 

潘利国主任发表讲话时表示，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商总访问，
同时由衷感谢本会诸位领导和同仁所给予的热情接待。他说，访
问团一行抵菲后，立刻对这个国家产生很好的印象，尤其是感受
到本地华人华商同胞们的温馨热情，令他们一行很受感动。他说
，中菲两国关系发展目前正处在非常优越的状态，这对本地华人
华商在这里生活和经营都很有利，我们应该把握良机。 

潘利国主任也对本会服务社会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同时也对
本会为中国同胞前来交流创造基础和条件予以肯定。他说，他们
一行此次来菲主要目的是看望老朋友和结识新朋友，并且得到很
大收获，前一天刚与巴拉湾Coron市市长签署一項沈阳和Coron
两市进一步合作的备忘录。他们也与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
博士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 



潘利国主任并向本会领导介绍沈阳市的经济概况和投资环境
，希望大家方便的时候能到沈阳做客考察旅游。他说，这次来菲
看到这边有很大的发展商机，希望双方能为今后的合作奠下良好
基础。 

本会名誉理事长、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莊前进，副理事长施
梓云，董事兼稽核一帶一路督導陈章成，董事兼一带一路委员会
主任李雯生亦相继发言。 

双方进行一个多小时的友好交流，就各项问题互相交换意见
。会后本会假世纪海鲜酒家招待潘利国主任一行。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
副理事长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吴启发，董事兼稽核陈章成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许灿荣，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
外交副主任许扁、林圣躍，福利副主任洪祖霖，調解副主任施玉
玺，组织副主任王书侯、许友忠，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北棉
兰佬地区理事朱锦章，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 

左图一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中国辽宁省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潘利国发表讲话。 

右图一双方座谈交流。图二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向访
问团赠送纪念品，由潘利国主任接受。图三潘利国主任向本会赠
送纪念品，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接受。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
念。 

 
 
 
 
 
 
 
 
 
 
 

  



 

大岷发展署署长林德才将军访商总 

共同探讨治安秩序问题并寻求合作 

 

菲华商联总会讯：大马尼拉发展署署长林德才（Danilo Lim 

）将军一行，于5月21日（星期二）下午二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同诸位领导的热烈欢迎。本会领导随即与林
将军一行进行座谈交流，就国都区的治安和交通等课题一起探讨
，并相互交换意见。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大马尼拉区是本國的
国都区，也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国家对外的门面，所以
它的形象很重要。林将军上任以来，一直都尽心尽力在把国都区
的治安和秩序搞好，令人钦佩。不过，大岷区目前还是有很多方
面如治安、秩序和交通，仍然有需要进一步改善，希望林将军能
够在这些方面多费一些心思，使大岷区成为一处让人安居乐业的
乐园。林育庆博士说，这一方面，本会很乐意与林将军为首的大
岷发展署积极配合。 

林德才将军发表讲话时表示，大马尼拉发展署下辖本國首都
地区的十六个城市和一个社镇，它的义务是致力于引导国都区成
为一个适宜居住、生态妥善以及活力充沛市区中心的大都会。大
岷发展署在他治理下也承诺要加强一系列的大刀阔斧措施，以确
保国都区能早日实现有关理想。 

林将军说，大岷发展署目前的一項重点任务，是整顿好国都
区的秩序和治安，因为本地区除却重大罪案不说，平常时一些违
规现象如乱穿马路、非法泊车、闯红灯、乱扔垃圾以及在公共场
所抽烟等仍然普遍存在，这些不良习惯虽然並非滔天大罪，但是
这些藐视法律的行为加起来，足以造成国都区的混乱，所以大岷
发展署决意要清除这种负面的社会形象。 

林将军说，这些社会上的基本规则应该从小培养，家長们应
从孩童时期开始教育孩子们有关这些方面的道德观念，使他们长
大后能成为奉公守法的良民。有鉴于此，大岷发展署打算与制作
儿童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非盈利教育机构
Sesame Workshop合作推出一項三年合作教育方案，正值该节目开
播50週年之际，与该机构共同合作拍制一套类似电视节目，教育
下一代意识有关社会的基本规范、道德和秩序。今天来访的目的
，就是想寻求本会的合作和支持。林将军并由其随访人员用幻灯



向大家介绍该项目。 

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表示，该项方案很具创意且很实际，本
会非常支持这样的项目，要求他们提议本会应以什么方式支持他
们。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感谢大岷发展署一直以来对本会
的支持，并配合本会的各项方案。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
将、庄前进、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偉廉、林荣辉、
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吴启发，董事兼稽核陈
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董事兼
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董事兼组织主任
蔡建成，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地区
董事姚荣材、叶应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理事长福利事务、社
会责任助理蔡黎景，劳工主任洪逢駿律師，福利主任许灿荣，科
技资讯主任蔡继敦，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
，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外交副主任颜德庆、林育炜、
林圣躍，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苏礼顺、洪祖霖、柯顺
庆、吴永坚，组织副主任许友忠、丁伟都，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
晓，新闻副主任施金郎，工商理事侯泽炎，福利理事王清涵，农
资理事施辉耀，物业管理理事洪一龙，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吴
肇新。 

左图一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大岷发展署
署长林德才将军发表讲话。左图三本会部分领导与林德才将军合
影。 

右上圖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分別
與林德才将军合影。右圖二名譽理事長莊前進、施文界博士分別
與林德才将军合影。右图三本会出席领导与林德才将军一行座谈
交流。下图本会出席领导与林德才将军一行合影留念。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接见欢迎 
吉林海外联谊会李景浩会长一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吉林省海外联谊会李景浩会长一行六

人，于五月廿二日（星期三）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偕同多位领导的热烈欢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近年来，菲中的良好关系
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大家亦非常欣愉能够参与“一带一路”的
经贸发展契机，共同为开拓更加美好而幸福的前路而努力。我们
欢迎来自祖籍国的各项友好联谊活动，并且共同开拓美好的前景
。他说，本会成立以来，过去六十五年均是锲而不舍地为促进本
國的商贸发展，也一直秉持着护侨及推动侨民的经贸发展，同时
也参与主流社会的各项社会工益事业。 

林育庆博士说，菲律宾目前的最大优势是有一千多万外劳在
海外谋生，其中三十多万人在香港务工，合计每年汇入本國五百
多亿美元，为国家经济作出巨大贡献。他同时也向李景浩会长一
行介绍自己与吉林省的渊源和交往，同时建议双方今后应加强交
流，寻求更多合作商机。 

继由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李景浩会长一行，介绍本会诸位出
席领导。 

李景浩会长首先向本会领导介绍代表团全体成员，然后感谢
本会给予他们的热情招待。他在讲话中表示，这次到菲律宾，亲
身感受到本地华人华侨的热情，同时也感受到菲中友谊正在加深
巩固，无论是政经等方面，都处于最密切的关系，现在是两国交
流最好的时期，令他觉得很欣慰，这一点，本会发挥重要的角色
。他说，他们一行这次的东南亚之行一共访问了泰国、印尼和菲
律宾三个国家，这三个地方都拥有大量华人，但他们只有在这里
才感受到华人华侨对祖籍国的强大向心力，这趟的菲律宾之行收
获巨大，感受很深。 

李景浩会长说，吉林省是推进“一带一路”往北和往东拓展
的中心地带，在中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交往方面，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吉林省的主要产业有汽车制造、化工、
粮食、医药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与菲律宾的合作潜力巨大，
欢迎大家有空能前往考察，共同探讨彼此间在哪些方面有机会可



以合作。他同时邀请在座各位尽量拨冗参加九月份在长春举办的
本届东博会。 

继由本会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和庄前进分别分享他们曾经
去过吉林的感受和感想。本会董事兼稽核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向
李景浩会长一行简介本会六月份将响应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
成立“一带一路资讯中心”的概况。 

双方并就促进菲中经贸合作等课题，进行座谈交流，各自提
供宝贵建议。交談後本會在CCP富臨酒家招待李景浩會長及代表
團，双方再繼續交流。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武敏少将
、庄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
外交副主任颜德庆、组织副主任许友忠，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肇坚
，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调解理事李紫鲑、农资聘任委员雷永
坤。 

左图一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中国吉林省
海外联谊会会长李景浩发表讲话。 

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李景浩會長赠送纪念品。图二李
景浩会长回赠纪念品。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菲律賓旗袍文化協會二週年慶典 
菲中電視台十八週年慶聯合舉行 
商總林育慶代表接受所授感謝盾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賓旗袍文化協會二週年慶暨菲中電視

台十八周年台慶聯合於五月十九日晚假座Okada酒店隆重舉辦。 

菲律濱總統發言人薩爾瓦多班尼洛（Salvador Panelo）、中國
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事、參議員彭敏直（Aquilino “Koko” 

Pimentel III）分別致詞，華社社團領導及各界人士逾千人出席共
同慶祝。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偕同多位領導出席，當晚菲中電視台
頒贈感謝獎牌予各華社各主要贊助團體，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代表本會接受。 

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暨夫人、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瑋
、董事兼新聞主任李天榮、工商副主任蔣曉瑋與菲中電視台台主
施玉娥暨領導於簽署海報前合影。中圖中國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
兼總領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及其他團體領導等授獎。下圖
羅剛參贊兼總領事、副理事長吳啟發、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等
領導。 

 
 
 
 
 

 

 

  



 
菲永宁联乡会商会新届就职 
商总施伟廉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永宁镇联乡总会庆祝成立四週年纪

念及第三届理监事会暨第二届妇女組、菲律滨永宁镇总商会成立
二週年纪念及第二届职员就职典礼于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
十一时假东海皇宫酒家举行。就职仪式隆重，会场高朋满座，热
闹非凡。 

中国驻菲大使馆王晓东领事莅会并演讲。该会大会主席理事
长本會顧問蔡文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地区理事蔡奕棋，该会
荣誉会长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董尚真为大会监誓并演诲，该会荣
誉会长李逢悟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 

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賀
词。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志河、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
誉会长卢祖荫、海外嘉賓等分别致词祝贺。 

上图左起大会监誓员该会荣誉会长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董尚
真，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分别致词。右上圖该会荣誉会长亦即本
会名誉理事长董尚真见证新旧屆理事长移交印信。 

中图该会大会主席蔡文生和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地区理事蔡
奕棋向监誓员董尚真先生赠送纪念品。下图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
與諸領導入座主宾席。        

 
 
 
 
 
 
 
 
 
 
 
 
 
 



 

 

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新届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为监誓员 

 

  菲华商联总会讯：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于五月十八日（星期
六）晚间七时假座青山区富临鱼翅酒家，举行庆祝成立六十三週
年暨六十三連六十四届职员就职典礼。是晚场面热闹，宾主满堂
。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监誓并训诲，主讲人万拉俞央
市市长Carmelita “Menchie ” Abalos的代表市议员Charisse Abalos。
该会大会主席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新届理事长王亨
利分别致词，副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致谢词。 

小图左起大会主讲人市议员Charisse Abalos代表万拉俞央市市
长Carmelita “Menchie” Abalos，监誓员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大
会主席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新届理事长王亨利分別
致詞，致謝副理事长王连侨。 

左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见证新旧屆理事长移交印信。
左图三主席台諸位領導。左图四出席大会的本会领导。 

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主持宣誓。右图二新届
理事长王亨利代表万拉俞央市菲华商会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赠送纪念品。右图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領導向舞狮员派发
红包。下图諸領導與新屆職員全体合影。 

 
 
 
 
 
 
 
 
 
 
 
 
 



 
 

菲律滨车器商同业公会新届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为大会主持监誓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车器商同业公会于五月十九日（星

期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假座黎萨公园酒店举行庆祝成立五十四
週年暨第三十四届职员就职典礼。当天嘉宾云集，热闹异常。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监誓并训诲，本会名誉理事长
施文界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大会主席理事长亦即本會勞工理事
施文康，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分别致词
，该会执行副理事长亦即本会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致谢词。 

小图监誓员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讲人本会名誉理事长
施文界博士，大会主席理事长本會勞工理事施文康，新届理事长
本会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分别致词，执行副理事长本会科技
资讯副主任蔡长裕致谢。 

左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见证新旧屆理事长移交印信。
左图三本会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和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入座主宾
席。 

右上图監誓員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主持宣誓。右图
二出席大会的本会领导及貴賓合照。右图三該會分別頒贈感謝狀
於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主講人本會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
下图全体合影。      

 
 
 
 
 
 
 
 
 
 
 

 
 



 

 

德国谢福乐集团负责人 

拜访商总寻求合作伙伴 

 

菲华商联总会讯：德国谢福乐集团暨德国维汶禧顾问集团负
责人Heinrich Schaeffler GmbH偕同该两个集团大中华区及东／南亚
首席代表蒲江虹等一行，于五月廿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时，前
来本会拜访，受到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同诸领导热烈欢迎。 

 Heinrich先生表示，他们一行来访本会的目的，是要推介他们
的新科技产品LC水智能解决系统（Liquid Clean Smart Solution），
寻求本会有意向与他们合作的同仁协助他们在菲推动该产品。他
说，LC水智能解决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废水处理，应用领域计有工
业、农渔业、服务业和医疗服务业等领域的用途，其稳定性高于
同类型的其他产品。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因为还有其他要事，所以委托董事兼司库
许自友、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劳工主任洪逢骏律师和物
业管理主任陈炳清等领导继续接待Heinrich先生一行。宾主双方互
相交流，共同探讨本國投资环境和商机，以及市场现状。 

图为本会董事兼司库许自友（左三）、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
雯生（左四）、劳工主任洪逢骏律师（右一）、物业管理主任陈炳
请（左二）等领导与Heinrich先生和蒲江虹女士等一行合影。 

 
 
 
 
 
 
 
 
 
 
 

  



 

商总配合晋江市金井镇联乡总会 

在武六干省Guiguinto社进行义诊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責任委员会义诊队应菲律滨晋江
市金井镇联乡总会邀请，配合该会在武六干省Guiguinto社进行义
诊施药工作。是日义诊队由吴辉鹏牙医博士和吕丽莉医学博士带
队服務。 

 武六干省Guiguinto社社长Ambrosio “Boy” Cruz，菲律滨晋江
市金井镇联乡总会理事长亦即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武六
干省菲華廠商總會名誉理事长张启敏、陈佳奖、王俊杰参与服务
。地区理事李建宙、施纯永，李建宙夫人亦即武六干商会秘书胡
莉莉提供协助。 

本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社会责任副主任蔡威凯、聘任委
员王伟顺及商總職員工出席參與幫忙。 

当天惠及病患七百人，为牙患者一百五十六人拔牙，并分发
二百三十五副老花眼镜。 

上图义诊进行情况。左中图菲律滨晋江市金井镇联乡总会理
事长亦即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和本会中呂宋地区理事李建
宙与武六干省Guiguinto社社长Ambrosio “Boy” Cruz合影。右中圖
武六干省Guiguinto社社长Ambrosio “Boy” Cruz发表讲话。左下图
分发老花眼镜。右下圖当地民众等候接受义诊。 

 
 
 
 
 
 
 
 
 
 
 
 
 



 

商总领导出席世华社团联谊大会 

获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会见 
 

菲华商联总会讯：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暨中华
海外联谊会第五届一次理事大会，分别于5月28日和29日在北京召
开。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名誉
理事长庄前进等领导赴京出席盛会。 

 5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两会的全体代表，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
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向世界各地华人华侨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会见。习近平等
领导人與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
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及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
事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华海外联谊会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关于中
华海外联谊会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合并的决议”、“中华海外联谊
会章程”等文件。会议选举尤权为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选举产生
26位副会长和230位常务理事。 

        上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
相互亲切握手。左图二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暨夫人邱
秀敏女士、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合影留念。右
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出席大会。图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等海外侨领欢迎习近平主席进场。下图习近平主席与全体与会
海外侨联合影留念。 

 
 
 
 
 
 
 
 
 
 
 



 

 
 

北京市侨联刘峰副巡视员莅访 
商总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北京市侨联刘峰副巡视员一行五人，

于五月廿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
热烈欢迎。 

副理事长施梓云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贵北
京市侨联自成立以来，一直高举爱国旗帜，坚持以侨为本、为侨
服务的宗旨，依法代表和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合
法权益，关心海外侨胞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积极履行参政议政、
维护侨益、海外联谊和群众工作职能。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還提起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是菲律宾华社的最高领导团体，
除了配合政府推动一系列商务和经贸方案以外，也非常积极参与
诸项社会公益活动，如大量从事促进菲中友谊、利侨、互侨等工
作。正值菲中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大家应好好运用中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经贸策略，促进两国互利共赢。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刘峰副巡视员一行，介绍本会
诸位出席领导。 

刘峰副巡视员首先向本会领导介绍代表团全体成员，然后感
谢本会给予他们的热情接待。他在讲话中表示，这次来菲主要是
受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赵宏生和主席荣洋的委托，探望本地侨胞
，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来拜访本会，增进双方间的互相了解。他同
时向在座的本会领导介绍北京市侨联的历史、背景和近况。他说
，为能更好完成新时代侨联工作新使命、新任务，北京市侨联去
年开始进行改革。 

刘峰副巡视员说，北京市侨联下设办公室、经济科技部、联
络维权部和文化交流部。北京市华侨服务中心则是市侨联所属事
业单位，主要职能是为全市归侨侨眷提供权益维护、信访接待和
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他说，北京市侨联承担归侨的联系和服
务等工作，大家若有机会到北京，一定要到北京市侨联走走看看



，若有需要他们提供帮忙或服务的地方，欢迎随时联系他们。 
刘峰副巡视员表示，北京市周边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地区，这

将令到北京市的新一轮建设，呈现更大的商机，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够前往考察，寻找发展机会。他说，“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构
思是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这也将成为以后的主要课题，所以
他们这趟来菲也想多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希望能提供一些宝贵
的资料和建议，以及双方共同探讨有什么商机可以合作。 

继由本会副理事长戴亚明和董事兼组织主任蔡建成分别发表
各自的看法和感想。本会董事兼稽核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向刘峰
副巡视员一行简介本会六月份将响应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成
立一带一路资讯中心的概况。刘峰副巡视员的随访人员也相继发
言分享他们的心得。 

双方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友好交流，就各项问题互相交换意
见。会后本会假世纪海鲜酒家招待刘峰副巡视员一行，双方继续
交流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理事长叶芳枫、
施伟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戴亚明，董事兼稽核一带一路督
导陈章成，董事兼组织主任蔡建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工商共
同主任许天恩，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伟煌博士，外交副主任颜德
庆，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霖
，组织副主任施朝福、丁伟都，调解理事李紫鲑，组织理事周宗
典。 

左图一施梓云副理事长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
图二中国北京市侨联刘峰副巡视员发表讲话。左图三宾主双方座
谈交流。 

右图一本会部分领导与刘峰副巡视员一行合影。右图二本会
假世纪海鲜酒家招待刘峰副巡视员一行。 

图四施梓云副理事长代表本会，向刘峰副巡视员一行赠送纪
念品。下图刘峰副巡视员一行向本会回赠纪念品，由施梓云副理
事长代表接受。 

 
 
 
 
 
 
 



 
 

 

 

商总施超权林育纬应邀出席 

新当选参议员Dela Rosa庆功宴 

 

        菲华商联总会讯：今年五月中期选举当选参议员的前菲国警
总监Ronald “BATO” Dela Rosa（坚石）于五月廿八日（星期二）
下午七时，假青山富临酒家举行庆功宴，答谢各界人士对其鼎力
支持，使其能够高票当选，同时也邀请本会领导出席参加。本会
由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副主任林育纬代表出席道贺。 

Dela Rosa之前曾经担任菲国警总监一职，其间把本国的治安
治理得很好，尤其是在反毒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向本会出席领
导表示，在其担任菲国警总监任内，本会对其各项治安项目，都
给予积极配合，同时也对他鼎力支持，他非常感激。 

Dela Rosa参议员说，他也很感谢商总诸位好朋友在选举期间
，给予他很大的支持，使他这次能够顺利当选。他说，本会若在
立法方面有任何需要，可以向他提出建议，他一定会尽力而为。 

在场出席者尚有菲国警首都地区总监Guillermo Eleazar。 

上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副主任林育纬与Dela Rosa

参议员合影。 

下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副主任林育纬与菲国警首
都总监Guillermo Eleazar合影。 

 
 
 
 
 
 
 
 
 
 
 
 



 
 

 
 

商總呼請有關團體前來領取 
慶祝獨立節友誼日晚會票券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訂於六月十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半

，聯合菲華各團體，假座菲律濱國際會議中心宴會廳（PICC 

Reception Hall）舉行慶祝菲律濱獨立節一百二十一週年及第十八
屆菲中友誼日聯歡晚會。 

菲律濱總統推派總統經貿事務顧問Hon. Jose Maria “Joey” A. 

Concepcion III代表擔任大會主講人，中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趙鑒
華閣下屆時亦將應邀致詞，並帶領大使館各位領導蒞臨參加，請
參加各團體人士於是晚提前於準六時半入席就座。 

這次慶祝大會仍將採取聚餐方式，會中將有精彩菲中歌舞演
出，並設抽彩娛賓。目前已有近一百五十個團體報名，訂桌一百
三十八席。希請各個團體於星期一（六月三日）開始每天上午九
時至中午十二時，下午一時十五分至五時三十分前來本會辦公廳
領取票券並付款，敬請各位出席人士屆時攜帶票券入席參加。 
 

 
 

商总施超权等诸领导应邀出席 
国都区消防局长銜级晋升仪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国家首都地区消防局局长Wilberto Rico Neil 

A. Kwan Tiu的銜级，由原来的高级总监（Senior Superintendent）
晋升至首席总监（Chief Superintendent），并于五月廿九日（星期
三）下午二时，在内政部总部举行晋升仪式。本会董事兼外交主
任施超权，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劳工副主任陈世杰，科技资讯
理事施荣豪和外交聘任委员吴肇新等领导应邀出席见证。 

  Wilfredo Rico Neil A. Kwan Tiu局长曾担任国都区消防局副局
长，后被调到纳卯市任职，之后又被调回国都区，后来荣升国都
区消防局局长。他在国都区任内，表现非常良好，工作成绩非常



出色。其与本会和菲华各志愿消防队，也有很好的互动和相互配
合。 

他对本会出席领导表示，今后在消防工作方面若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可以随时跟他联络，他很乐意提供帮忙。 

上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吴肇新与内
政部助理部长Nestor Quinsay Jr. 合影。中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左五）、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左四）、劳工副主任陈世杰

（右四）、科技资讯理事施荣豪（右一）、外交聘任委员吴肇新（左
二）和菲华志愿消防队总会会长许有福（左一）与国都区消防局
局长Wilberto Rico Neil A. Kwan Tiu（右五）合影。下图本会出席领
导 与 内 政 部 部 长Eduardo Ano（ 右 四 ） 和 国 都 区 消 防 局 局 长
Wilfredo Rico A. Kwan Tiu（右三）合影。 

 
 
 
 
 
 
 
 
 
 
 
 
 
 

 
 

 

商总施超权等向陆军炮兵 

捐赠军用医药品和日用品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陆军炮兵团第九野战炮兵营是一支对抗
南岛穆斯林叛乱分子亚武沙耶夫的英勇部队，对捍卫当地百姓生
命财产不遗余力，不惜为国捐躯，立下汗马功劳。下星期将再赴



苏禄战场为国血战，其营长李丽丽（Leah Lorenzo Santiago）中校
通过岷市第三区281描笼涯主席亦即本会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Jeff Lau），寻求本会赞助军用医药品（救伤药品）和日常军用品。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和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分别捐赠一批帐篷、救伤药品和数千个军用布袋
。岷市第三区281描笼涯委员Sherwin Tan也捐赠一批军用油漆。 

  五月三十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时，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领导偕同
岷市第三区281描笼涯委员Sherwin Tan，在大马尼拉发展署厄沙交
通主管Edison Nebrija和该署特别运作组长官Benjamin Vialu Jr.陪同
下，抵达位于Nueva Ecija省Santa Rosa社的Fort Magsaysay军营，向
李丽丽中校移交捐赠品。 

上图左起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
晓、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分别与李丽丽中校合影。上右圖李丽丽
中校代表菲陆军炮兵团第九野战炮兵营，分别向本会社会责任副
主任洪聪晓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颁赠感谢状。 

下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以及岷市第三区281描笼涯委员Sherwin Tan与
菲陆军炮兵团第九炮兵营营长李丽丽中校及大马尼拉发展署厄沙
交通主管Edison Nebrija和特别运作组长Benjamin Vialu Jr.合影留念
。 

 
 
 
 
 
 
 
 
 
 

 
  



 
菲华体育总会新届职员就职典礼 
陈秀仁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体育总会于五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
七时假座黎刹花园酒店，举行庆祝成立卅一週年暨第十六届职员
就职典礼。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先生，
新届理事长陈秀仁女士。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會主講人
。 

该会新任理事长陈秀仁女士为华文教育发展，特献捐菲币十
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堪表
扬，特藉报端，并申谢忱。 

图为菲华体育总会新任理事长陈秀仁女士向本会移交捐献支
票，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接受。图中尚有本会名誉理事长黄年荣
、卢武敏少将、施文界博士、张昭和，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

（体总名誉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王连侨（体总副理事长）、戴亚
明、吴启发，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体总
秘书长），参议委员陈祖昌（体总指导员），财经主任许友清（体
总副理事长），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工商副主任蒋晓玮（体
总副理事长），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体总执行副理事长），以
及体总诸位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