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2019 年  四月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 

訪問商總理事長林育慶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馬尼拉記者站首席記者
王化雨於三月廿九日（星期五）下午二時訪問本會新任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以探討商總的多項服務華社計劃及發展前瞻。 

圖為本會新任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馬尼拉
記者站首席記者王化雨交流及合照。 
 

 

 

 

 

 

 

 

 

 

 

 

 

 

 

 

 

 

山東省泰安市商務局韓胥副調研員一行蒞訪 
商總諸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研商機 

菲華商聯總會訊：山東省泰安市商務局韓胥副調研員一行於
四月一日（星期一）下午三時半蒞訪，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偕
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在致歡迎詞的同時，亦推介本國菲律
濱的投資環境及發展前瞻之後，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介紹出席領導
，韓胥副調研員也介紹泰安市的一般情況，然後諸領導作交流探



討後互交換紀念品及拍照留念。 

本會歡迎者除了理事長林育慶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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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禹、王連僑、戴
亞明，董事兼司庫許自友，董事兼稽核陳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
施超權，董事兼調解主任吳俊民，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福利主任
許燦榮，外交副主任顏德慶，稅務共同主任李月西，科技資訊共
同主任鄭煒煌博士，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黃太陽、吳永堅
，外交副主任林聖躍，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外交理事趙世鶴
，一帶一路委員會理事陳興陽，調解理事李紫鮭等。 

左上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左二圖韓胥副調研員介
紹泰安市的一切情況。左三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韓胥副調研員
握手。 

右上圖交談一瞥。右中圖山東省泰安市商務局韓胥副調研員
贈送紀念品。下圖本會回贈紀念品及賓主全體大合照。 

 

 

 

 

 

 

 

 

 

 

 

 

 

山東省濟南市李自軍副市長投資代表團一行蒞訪 
商總諸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尋求商貿合作 



菲華商聯總會訊：山東省濟南市李自軍副市長投資代表團一
行五人於四月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時蒞訪，本會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偕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尋求商貿合作。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首先致歡迎詞，接著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介
紹本會出席領導。 

李自軍副市長亦介紹濟南市的情況，以及發展前瞻。 

名譽理事長兼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及董事兼稽核陳章
成亦分別發言交流。 

出席者尚包括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莊前進，副理事長葉
芳楓、王連僑，董事兼稽核陳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董
事兼調解主任吳俊民，理事長福利事務、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
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福利主任許燦榮，工商副主任蔣曉瑋，稅務
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黃太陽、柯順慶、吳永堅，外交副主
任林聖躍，物業管理副主任張冬欽，科技資訊共同主任鄭煒煌博
士，調解理事李紫鮭、一帶一路委員會理事陳興陽、外交理事趙
世鶴等迎接。 

左上圖理事長林育慶致歡迎詞。左中圖山東省濟南市李自軍
副市長發言。右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李自軍副市長迎接握手。
下圖本會贈送紀念品，並雙方合影留念。 
 

 

 

 

 

 

 

 

 

 

 

 

 

 

 

 



 
廣西東博會國際會展有限公司唐海總經理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拓經貿發展契機 

菲華商聯總會訊：廣西東博會國際會展有限公司唐海總經理
一行於三月廿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時蒞訪，本會在新任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的率同之下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拓經貿發展
契機。 

首先本會新任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繼由秘書長顏長
江博士介紹出席領導。 

唐海總經理在介紹時表示，在東博會有意廣拓米粉產業的合
作與發展。据悉，廣西東博會每年在廣西的南寧舉辦，以促使各
方面的合作與開展，今年是第十六屆，同樣會為各方面的商貿發
展而付出努力與貢獻。 

本會迎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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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禹、王連僑、吳啟發，董事陳章成
、潘振興、吳俊民，理事長福利事務、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常
務理事許燦榮、許煥燃、施嘉年、林莉莉、丁偉都、蔣曉瑋、許
友忠、鄭煒煌，理事李紫鮭、吳永堅、趙世鶴。 

左上圖本會新任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左中圖唐海總
經理介紹廣西東博會一切活動及事宜。右圖現場一瞥。下圖本會
贈送紀念品並合照。 
 

 

 

 

 

 

 

 

 

 

 

 

 



 
商總名譽董事王孝等 
支持林育慶任理事長 

捐獻農村校舍五十座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名譽董事王孝等先生歷任本會美骨區
董事數屆，任內對本會應興應革事宜提出諸多建設性建議，對本
會及華社作貢獻，本屆再度作為大岷區代表，並以多數票獲選為
理事，為表示對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全力支持，特捐獻農村校舍五
十座。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非常嘗識名譽董事王孝等先生對本會熱心
關愛，特聘其擔任理事長顧問一職，本會亦藉報端表揚之。 

  

 

名譽董事王孝等照片 

 
商總第卅三屆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發表工作方針繼續秉持服務精神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已於三月
廿四日就任，並且承諾繼續秉持服務社會的一貫精神，將今屆的
工作方針滋列如下： 
一、發揚華族敬老尊賢之優良精神傳統。 
二、加強與華社各團體聯絡溝通，促進華社和諧團結。 
三、發展菲律濱工商業、農業、旅遊業、礦業等經濟行業。 
四、保護華人華僑正當的權益及利益，鼓勵華人華僑從事合法、

正規的商業活動。 



五、羅致華社青年才俊參加商總，為社會，為國家服務。 
六、勉勵華裔公民以高尚品格參政，為華族爭光。 
七、遵行菲律濱政府「一個中國」政策，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八、促進加強菲中友誼，增進兩國經貿、文化、旅游交流及發

展。 
九、繼續主催華社救災基金對一切大災難，進行施援，打好菲華

二族的基層關係。 
十、繼續貫徹宏揚中華文化，輔助華文教育之發展，積極推動華

校學生流失補助基金，使華文教育普遍於千島之國。 
十一、鼓勵熱心人士，對社會福利、文化教育等繼續奉獻。 
十二、加強與華社各團體交流，以「馬尼拉華助中心」服務華

社，負起護僑任務，團結一致，以期建立和諧之華人社
會。 

十三、積極推動“買國貨運動”，發動經濟巨輪創造人民更多的
就業機會。 

十四、繼續與本國政要交流，提高本國政商與華社的接觸與瞭
解。 

十五、充分動用前屆所設「法律洎策略中心」調研國會各項有關
提案作策略建議，對有損華社者，表明反對立場並阻撓
之。對有利者積極推動其通過。 

十六、在『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理念之下，本會將積極
推動本國的農業投資及發展，本會將繼續扶助實驗農場的
墾拓，以促進建立農業發展契機。 

 
 

商總黃年榮黃美麗隨同前總統亞羅育夫人 
出席中國海南省博鰲亞洲論壇 2019 年會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執行副理事長黃
美麗於三月廿八日隨同前總統亞羅育夫人出席在海南省所舉辦的



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會，當天有來自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二千多位政界及工商界代表及智庫學者出席參加。 

中國總理李克強發表“携手應對挑戰‧實現共同發展”的專題
演講，同時表達繼續開放，並期許協力提昇區域一體化水平，盡
早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達成共贏方案，推
動共建“一帶一路”各國的合作關係。 

左上圖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及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與本國
前總統亞羅育夫人合照。右上圖前總統亞羅育夫人、博鰲秘書長
李保東、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及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合照。下
圖諸領導合照留念。 
 

 

 

 

 

 

 

 

 

 

 

 

 

 

 

 

 

 

 

 

 

 

 

 

 
山東省德州市市長劉炳國蒞訪 
商總領導迎接並交流探討商機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山東省德州市劉炳國一行十五人由本



會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高級助理、本會聘任委員王勇陪同於四月
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半蒞訪，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的率同之
下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覓商機。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在致歡迎詞，同時推介菲律濱的投資環境
及發展前瞻，本會出席領導由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介紹。 

劉炳國閣下推介德州市的投資，並且表示歡迎大家對德州的
考察與投資，並以幻燈片介紹德州的環境與發展前瞻，及武城縣
長朱恩鶴介紹該縣的情況。 

本會出席領導除了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之外，尚有名譽理事長
盧武敏少將、莊前進、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
施梓雲、許學禹、王連僑、戴亞明、吳啟發，司庫許自友董事，
稽核陳章成董事，董事施超權，吳俊民、施清瑋，秘書長顏長江
博士，常務理事林育緯、蔣曉瑋、林志文、許燦榮、許煥燃、鄭
煒煌博士、林莉莉博士、蔡春長、黃太陽、顏德慶、林聖躍、吳
永堅、蔡春長、李月西，理事李紫鮭、陳興揚、趙世鶴。 

左上圖主賓席諸位領導及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右上
圖本會八樓會客室現場一瞥。圖二及圖三雙方賓主互贈紀念品及
大合照。下左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及中國山東省德州市市長劉炳
國閣下握手招呼。下右圖交流後本會在世紀海鮮酒家設宴招待。 
 

 

 

 

 

 

 

 

 

 

 

 

 

 

 

 

 

 



 

 
菲江夏黃氏宗親總會新屆就職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出席祝賀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江夏黃氏宗親總會慶祝成立九十週
年紀念暨第八十九、九十屆理事會、婦女組第十二屆、華文教師
聯誼會第十五屆、青年組第二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於三月卅一日（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黎剎公園酒店隆重舉行。本會新任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應邀出席祝賀。 

該會大會主席亦即本會常務理事黃俊人，新任理事長黃拔來
，執行副理事長亦即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年榮。 

左上圖監誓員亦即本會名譽董事黃源時為新屆職員監誓。左
圖二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羅剛參贊兼總領事及該會新舊屆理
事長黃俊人、黃拔來暨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合影。左圖三主
席台諸領導。 

右上圖新舊屆理事長移交印信。右圖二該會慶典中切九十週
年蛋糕。右圖三本會諸領導席宴間歡聚。下圖諸領導與新屆職員
合照。 
 

 

 

 

 

 

 

 

 

 

 

 

 

 

 

 



 
福建省政協常委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本性禪師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弘揚佛教至善宏忍精神 

菲華商聯總會訊：福建省政協常委、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本
性禪師一行十五人於三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時蒞訪本會，
本會副理事長許學禹偕同諸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弘揚
佛教至善弘忍精神。 

副理事長許學禹致歡迎詞，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介紹出席領導
，本性禪師講述此次訪菲事項，雙方互贈紀念品。 

左上圖副理事長許學禹致詞歡迎。右上圖本性禪師贈送紀念
品。中圖本會回贈紀念品及合照。下圖本性禪師贈送書法紀念品
，雙方合影留念。 
 

 

 

 

 

 

 

 

 

 

 

 

 

 

 

 

 

 

菲華青年企業家商會新屆就職禮 
商總陳永栽博士監誓黃年榮訓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華青年企業家商會於三月十五日（星期
五）晚七時假座世紀海鮮酒家舉行新屆就職典禮，本會永遠名譽



理事長陳永栽博士應邀為大會主持監誓儀式，名譽理事長黃年榮
為大會致詞訓勉祝賀。大會並向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頒發
“傑出商領袖獎”（Leadership Award for Business Excellence-

ALAB Award）最高獎項。是晚應邀出席貴賓有工商部長Lopez、
勞工部長Bello、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金遠、PCCI張孚超、Phil 

Export Luis Ortiz、FPI Arranza等. 

左上圖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為新屆職員主持宣誓儀式
。左圖二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暨夫人與該會新屆職員合照
。左圖三該會頒贈“傑出商領袖獎”（Leadership Award for 

Business Excellence-ALAB Award）予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
。 

右上圖名譽理事長黃年榮為大會致詞嘉勉祝賀。右圖二名譽
理事長黃年榮與工商部長羅帛示及勞工部長未溜合照。圖四諸領
導與兩位部長合照。下圖本會出席諸領導與該會新屆職員合照。 

 

 

 

 

 

 

 

 

 

 

 



 

 
山東友好訪菲團趙強團長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簽署合作協議 

菲華商聯總會訊：山東友好訪菲團趙強團長一行在本會參議
委員施恭旗特使高級助理係聘任委員王勇的陪同下於四月三日（
星期三）上午十時半蒞訪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的率同下，熱
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並且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書。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迎之後，秘書長顏長江介紹出席領
導。趙強團長推介山東的狀況，以及發展前瞻。据悉，山東有人
口一億餘，主要是農業及工業的發展，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有
7.65萬億。趙強團長亦表達對菲國工商業合作的衷懇期盼，也歡
迎本會組團到山東作考察旅游及作業務投資，共謀發展。 

名譽理事長兼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進亦發表談話，表達
友好的心願。副理事長葉芳楓提出推介本國的旅遊業，負責“一
帶一路”委員會的督導稽核陳章成董事及組織副主任許友忠亦發
表談話。 

出席者還有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副理事長施梓雲，外交
主任施超權董事，理事長福利事務、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稅務
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黃太陽，科技資訊共同主任鄭煒煌博
士。 

 

 

山東省龔正省長率團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宴並交流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的率同下於四月
一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假世紀海鮮酒家熱烈迎接山東省龔正
省長，並邀請中國駐菲大使館金遠商務參贊，本會參議委員施恭
旗特使出席。 

龔正省長率代表團蒞菲作親善訪問，本會特假世紀海鮮酒家
設宴歡迎，雙方並進行交流探討，尋求合作商機。 

左小圖龔正省長致詞並介紹此次蒞菲訪問事項。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致歡迎詞，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任司儀。左圖二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歡迎龔正省長。左圖三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金遠參贊交談
。 

右圖一至圖三本會出席諸領導與龔正省長、金遠參贊、參議
委員施恭旗特使及該代表團合照。 

圖四本會贈送紀念品予龔正省長。下圖龔正省長亦回贈本會
紀念品。左起副理事長施梓雲、施偉廉，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
、施文界博士，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龔正省長，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名譽理事長莊前進，副理事長葉芳楓、陳俊禮、王連僑，
稽核陳章成董事，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山東友好訪菲團趙強團長蒞訪 
商總諸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 

菲華商聯總會訊：山東友好訪菲團在團長、山東省海外聯誼
會常務副會長、省統戰常務副部長趙強的率領下，於四月三日（
星期三）上午十時四十五分蒞訪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偕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雙方並進行交流
探討，尋求發展商機，同時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書。 

上左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左圖二山東友好團
長趙強致詞。右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趙強團長握手致意
。 

圖三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書及諸領導見証。圖四雙方握手
。圖五本會贈送紀念品。左下圖趙強團長回贈書法字畫。右下圖
本會在世紀海鮮酒家聚餐。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新屆就職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馬尼拉華助中心護僑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於三月十七日（星期
日）假東海皇宮酒家慶祝成立二十二週年暨第十二屆理事會、洎
第六屆婦女委員會、青年委員會職員聯合就職典禮，同時菲律賓
校友聯總商會成立二週年暨第二屆理事會職員就職典禮隆重舉
行。 

特慶典之際，捐獻本會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元及馬
尼拉華助中心護僑基金菲幣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
報端，以申謝忱。 

 

 
清大一帶一路研究院黃德海副院長訪菲 

商總林育慶協助安排訪脫貧署及漁業局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名聞世界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
院副院長、社科院健康產業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社科學院經濟
學研究所副所長黃德海教授日前率該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室主任
張偉玉博士等一行六人訪菲。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請求事先接洽本國脫貧署署長
Felongco及漁業水產局主任Albaladezo等辦公室安排該團禮訪，以
完成此行任務，該團順利訪問了該兩部份獲得友好了解，探討及
所須資料。 

四月二日晚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並偕同本會名譽理事長莊前進
，副理事長葉芳楓，剛組成一帶一路委員會督導陳章成稽核，共



同主任黃俊人及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等假黎剎公園酒店中餐廳設宴
歡迎並進行交流。 

 

 

 

 

 

 

 

 

商總第卅三屆委員會有調整 
特重各委員會全體成員公佈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卅三屆（2019-2021 年）理事會於三

月廿三日產生，全體理事於三月廿四日由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
博士監誓就任，後經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各名譽理事長及副理事
長共同安排各委員會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及理事，並已於報
端刊發。 

但由於部份委員會職位有調整並增加聘任委員，特再重新刊
載。 

 
外交委員會 
督      導：林榮輝 
董事兼主任：施超權 
共同主任 ：姚國寶 
副  主  任：顏德慶、張文輝、林育緯、許扁、林聖躍 
理      事：戴福安、趙世鶴 



聘任委員 ：曾榮權、黃廷光、莊樹福、葉楚坤、劉少強、 
            吳肇新 
 
工商委員會 
督     導：施東方博士 
董事兼主任：李棟樑 
共同主任 ：許天恩 
副  主  任：吳彼得、蔣曉瑋、張孟哲、劉振偉、陳明健 
理      事：侯澤炎 
聘任委員 ：李佳昇、蔡旺烈 
 
工業關係（勞工）委員會 
督    導：黃美麗 
主    任：洪逢駿律師 
共同主任：施嘉年 
副 主 任：王長沙、陳世傑、顏碩良、陳歷山、黃家順 
理    事：施文康、施純程 
聘任委員：施純亮 
 
稅務委員會 
督      導：蔡榮衛 
董事兼主任：楊長江 
共同主任  ：李月西 
 
副  主  任：王家煙、許讚良、施祥雲、呂君恆、林志文、 
            王順發 
理    事：柯遵堅 
聘任委員 ：蔡自立、蔡篤仁、蔡忠騰 

 
一帶一路委員會 
督      導：陳章成 
董事兼主任：李雯生 
共同主任  ：黃俊人 



副  主  任：蔡永達、黃天從、蔡春長、許振基、黃子文、 
            王詩滬 
理    事：高維澤、陳興陽、施天祥 
聘任委員 ：莊曉宏、王勇、黃棟星 
 
財經委員會 
督    導：施偉廉 
主    任：許友清 
共同主任：蔡玉龍 
副 主 任：許自更、王謀平、施良泉、陳長善、施振謀 
理  事：張錦興 
聘任委員：楊鴻江 
 
福利委員會 
督    導：陳俊禮 
主    任：許燦榮 
共同主任：洪文檀 
副 主 任：蘇禮順、洪祖霖、黃太陽、莊聯祿、柯順慶、吳永堅 
理  事：王清涵 
聘任委員：程純占、莊順意、陳德偉、劉與煌、林經意、許龍鋒 
 
調解委員會 
督     導：戴亞明 
董事兼主任：吳俊民 
副  主  任：施清膽、施玉璽、李偉順、施學捷、陳榮照 
理    事：李紫鮭 李志杰 
 
農資委員會 
督      導：許學禹 
董事兼主任：潘振興 
共同主任  ：趙展聰 
副  主  任：戴國安、蔡哲人、柯志超、許萬旭、洪火煜 
理    事：林水真、陳世局、施輝耀 



聘任委員 ：雷永坤 
 
組織委員會 
督      導：葉芳楓 
董事兼主任：蔡建成 
董事兼共同主任：林惠中 
副  主  任：王書侯、許友忠、施朝福、丁偉都、洪香泉 
理    事：周宗典、蔡維新 
聘任委員 ：詹献協 
 
文教委員會 
督      導：施梓雲 
董事兼主任：洪健雄 
共同主任  ：柯維漢 
副  主  任：吳滿滿、溫奕明、蔡祥維、莊清河、盧連興   
理    事：施純午、許澤力 
聘任委員 ：洪維謀、蘇銀莉 
 
社會責任委員會 
督      導：王連僑 
董事兼主任：呂安盾 
共同主任 ：許煥燃 
副  主  任：洪肇堅、吳良順、陳清雷、張年習、蔡威凱、 
            洪聰曉 
理    事：許煥東、洪金銘 
聘任委員 ：楊濟誠、鄭啟明 
 
青合委員會 
督     導：吳啟發 
董事兼主任：施清瑋 
副  主  任：馬榮聰、柯智超、吳飛騰、周經偉、施天乙 
理    事：施丁華、伍代順 
聘任委員 ：陳丁山、王旭升、姚慶輝 



 
新聞委員會 
督      導：黃奇昭 
董事兼主任：李天榮 
副  主  任：林莉莉、王良善、王婉貞、施金郎、許偉念 
理    事：蔡榮利、黃淑賢 
聘任委員 ：許家福 
 
物業管理委員會 
督    導：陳俊禮 
主    任：陳炳清 
共同主任：吳銘燦 
副 主 任：施培銓、鄭國賓、許澤恭、施麗森、張冬欽 
理   事：洪一龍、吳修群 
 
科技資訊委員會 
督    導：許自友 
主    任：蔡繼敦 
共同主任：鄭煒煌 
副 主 任：蔡長裕、許贊逢、施金燦、黃文溪、范俊偉 
理  事：施榮豪、許勝利 
 

並委任蔡培坤醫學博士、黃孟德、戴偉星、王孝等為理事長
顧問，蔡黎景為理事長福利事務、社會責任助理，洪文棋為理事
長外交事務助理，顏長江博士為秘書長，曾星樺為秘書長助理。 
 

菲華商聯總會第卅三屆外省地區 
董事、常務理事、理事名單： 
 
 東北呂宋區  
董  事：陳光曦  
常務理事：黃樞珩 林梅瑟 趙炳炘 
理  事：林守明 蔡志向 林珮權 黃榮洲 黃印垊 



     陳清琪 施俊傑 吳堯峰 柯仲清 
  
 西北呂宋區 
董  事：李雯生  
常務理事：柯民捷 林秀村 謝自來 
理  事：蔡奕棋 柯國良 黃書達 蔡世民 李尚華  
     丁重榮 伍東榮 蘇文琳 陳福新 蔡忠騰 
     曾金星 曾珠仁 

 
 

 中呂宋區 
董  事：吳俊民  
常務理事：蔡明豐  王世民  許金龍 
理  事：呂良波  楊光照  蔡榮鑫  蔡順意  李實鵬 

 王藝利  蔡亞道  許偉力  李建宙  陳培煌 
        施純永 
 
 南呂宋區 
董    事：陳德芳  
常務理事：許漢昌 蕭烱明 施金城 
理    事：王天從 黃沙利 蘇己立 張貽新 王勇賢 
     施養練 龔仲仁 莊約瑟 陳德烈 蔡明旭 
         蔡莉莉 
 
 美骨區 
董  事：陳華民  
常務理事：黃巖生 陳瑞敏 
理  事：洪復生 李民權 林國勝 邱奕偉 陳啟明 
 
 東未獅耶區 
董  事：姚榮材  
常務理事：劉慶隆 楊振偉 
理  事：吳志鵬 劉友民 施正佳 朱楊溪 



 
 宿務武運區 
董  事：周清琦大使 
常務理事：陳良智  葉永瑜  黃家順 
理  事：李佳育  吳自培  楊奕昆  林永中  雷江郎 
 
 黑人省 
董  事：葉應運  
常務理事：王榮謙  洪宗華 
理  事：葉威生  許德聰  王名沛  施純禮 
 
 班乃區 
董  事：朱亨利  
常務理事：柯晉江 吳銘燦 
理  事：陳貽贊 黃華哲 黃德仁 洪肇洲 
 
 北棉蘭佬區 
董    事：林惠中  
常務理事：李亨利 陳亞利 陳奇展 
理    事：戴聯興 朱錦章 李亨利 吳良友 王忠偉 
     戴龍輝 吳俊智 楊潛龍 莊垂健 劉錫杲 
     張永發 
 
 南棉蘭佬區 
董  事：雷永澤  
常務理事：戴良榮 洪永年 黃種植  蔡天保 
理  事：施天轉 許謀澤 陳瑞林 戴碧林  李海涵  
         李根松 許議山 施東英 
  
 西南棉蘭佬區 
董  事：林振民  
常務理事：洪和平 楊佳雄 
理  事：蘇偉仁 楊炳煌 陳峙成 黃万宁 



 

 
中國使館清明節向二戰抗日烈士獻花 
商總林育慶陳章成應邀共同緬懷追憶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駐菲大使館在檀勍生公參、羅剛參贊
兼總領事、董洪亞領事、王曉東領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董事兼稽核陳章成、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科技資訊共同主任鄭煒
煌博士，及僑社代表於清明節前一天即四月初四日（星期四）上
午八時前往華僑義山向二戰抗日烈士獻花致敬。 

左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在紀念會上致詞。左二圖中國
駐菲大使館公參檀勍生向紀念碑獻花。左三圖諸領導交流。左下
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稽核陳章成董事與檀勍生公參、羅剛
參贊兼總領事合照。 

右上圖出席領導於楊光泩紀念碑前合照。右二圖及三圖眾領
導向烈士紀念碑行鞠躬禮。右下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參觀華
僑抗日烈士紀念館內展示的抗戰歷史圖片。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卅人商務訪菲團蒞訪 
商總假世紀海鮮酒家舉行工作交流餐會 

菲華商聯總會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Roland Ng率同卅人
龐大商務訪菲團於四月四日（星期四）晚七時由本會在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的率領下，設筵於世紀海鮮酒家招待，賓主並作熱烈交
流探討，探求商機。該卅人代表團包括廿多項行業，意欲與本會
成員尋求投資貿易合作。 

左上小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新加坡中華總商
會會長Roland Ng介紹此次訪菲事項及商機。秘書長顏長江博士介
紹本會領導並任司儀。左中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迎接新加坡中華
總商會會長Roland Ng。 

右上圖本會贈送紀念品。右中圖Roland Ng會長回贈紀念品。 

下左圖本會領導與Roland Ng會長及成員合影。下右歡聚於筵
宴之時。 

 

 

 

 

 

 

 

 



 

 
商總捐贈一批應用藥品以備義診 
蕊描怡絲夏商會楊光照親自接受 

菲華商聯總會訊：商總於四月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時，向
蕊描怡絲夏省菲華商會捐贈一批應用藥品，以備義診，該會理事
長楊光照律師親自前來接受，並由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
理事長蔡聰妙博士、社會責任主任呂安盾董事，共同主任許煥燃
等移交。 

圖左起外交副主任林育緯，社會責任副主任洪肇堅，名譽理
事長蔡聰妙博士，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蕊描怡絲夏理事長楊光照
律師，社會責任主任呂安盾董事，共同主任許煥燃，副主任陳清
雷及辦公廳主任林楊雪芹。 

 

 

 

 

 

 

 

 
 
 

 



商總林育慶陳俊禮應邀出席 
總統杜特地召開企業家會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及副理事長陳俊禮
應總統府邀請出席總統杜特地於四月三日（星期三）在總統府召
開企業家會議，邀請二十位主要企業家，包括Pangilinan、Aboitiz

、首都銀行集團Alfred Ty等等，在場有文官長Medialdea、前總統
眾議長Arroyo、工商部長Lopez、總統商務顧問Go Negosyo創辦人
Joey Concepcion。 

會議中總統述及政府各項重要經貿發展計劃，聽取各企業家
見解，得到良好效果，總統滿意宣佈今後將經常邀請各企業家繼
續為本國的經貿發展共同策劃謀求國家更進發展。 

上圖總統杜特地親自主持“企業家會議”。中圖本會理事長
與總統商務顧問Joey Concepcion及首都太平洋集團和電話公司
Pangilinan合影。下圖本會副理事長陳俊禮在會場與Pangilinan及
Aboitiz交流。 

 

 

 

 

 

 

 

 

 

 



 

 
支持林育慶當選商總理事長 
蔡天乙捐商總農村校舍五座 

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財務委員蔡天乙先生亦係中正學院名
譽董事，一向關懷華社福利教育事業，作出諸多捐獻受到各方肯
定。 

前天（四月九日）為假日，本會下午三時召開首次第卅三屆
常務理事會之際，為表全力支持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榮任理事長，
以最具體行動親自前來移交獻捐五座農村校舍，及挽救華生流失
補助金菲幣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 

圖為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接受財務委員蔡天乙之捐獻
支票，左起副理事長王連僑，名譽理事長莊前進，副理事長許學
禹，名譽理事長張昭和、盧武敏少將，前岷市長Alfredo Lim參與
見証，財務委員蔡天乙及令郎，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副理事長陳俊禮、葉芳楓、施偉廉、林榮輝。
後排左起福利副主任吳永堅、莊聯祿、黃太陽，主任許燦榮，共
同主任洪文檀，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 

 

 

 

 

 



 
常務顧問林晉祥喜慶九秩晉三榮壽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二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常務顧問林晉祥先生今年適逢九十三
歲榮壽，於四月九日假Marriot Hotel禮堂，設壽筵慶祝，嘉賓滿堂
，喜愉同賀。 

為支持華文教育發展，特捐本會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二
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美加世界轄下悅華酒店啟幕 
商總領導應邀觀禮並致祝福 

菲華商聯總會訊：由本會參議委員吳聰滿博士所主有的美加
世界（Megaworld）轄下悅華酒店（Lucky Chinatown Hotel）於四
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時舉行啟幕儀式，旅游部長Bernadette 

Puyat Romulo親臨，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的率同下，前往祝賀
。 

本會應邀觀禮者尚有名譽理事長莊前進，副理事長施偉廉、
施梓雲，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左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美加世界第一副主席吳啟明
亦即參議委員吳聰滿博士令郎握手祝賀。左中圖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與旅游部長Romulo夫人及美加悅華酒店領導合照。 

右上圖悅華酒店領導及旅游部長Romulo夫人主持酒店的啟幕
。右中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諸領導祝酒並合照。 

下圖本會出席諸領導與美加悅華酒店領導及貴賓合照。 



 

 

 

 

 

 

 

 

 

 

 
 
 

馬尼拉前市長阿斐道林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探討 

菲華商聯總會訊：馬尼拉前市長阿斐道‧林於四月九日（星期
二）下午三時蒞訪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偕同諸領導熱情招待，並作交流探討，各有關市政事宜
。林前市長再次角逐市長職位，希望尋求支持。 

上左起林前市長，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秘書長顏長
江博士任司儀。左中圖林前市長與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合照。 

右圖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與林前市長握手致意。
下圖諸領導與林前市長合照。前排左起名譽理事長張昭和、莊前



進、盧武敏少將，林前市長，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
後排左起副理事長王連僑、許學禹、施東方博士、陳俊禮、林榮
輝、司庫許自友董事，稽核陳章成董事。 

 

 

 

 

 

 

 

 

 
 

前國調局局長 Bulaong 

祝賀林育慶當選商總理事長 

菲華商聯總會訊：前馬尼拉市警長（Former Director of Manila 

Police District）、前國調局局長（Former Director of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Pedro “Pete” Bulaong退休警官知悉林育慶
博士當選為菲華商聯總會第三十三屆理事長，特於四月十一日（
星期四）下午四時半前來本會親自向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祝賀。 

退休警官Bulaong感謝本會在他當任岷市警長及國調局局長時
一直得到本會對其工作的支持。 

林育慶博士也是他的知交之一，這次能當選做為最高華社團
體的領導，一定盡其所能繼續為菲律濱的經濟發展及繁榮做出貢



獻，他也深信林育慶也能與岷市的治安機構維持合作夥伴的聯系
。 

 

 

 

 

 

 

 
 

 
商總陳章成黃天從應邀出席 
中國東盟(德州)經貿洽談會 

陳章成於會中發表重要談話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依据第卅二次全菲代表大會通過提案
將特別方案委員會改為一帶一路委員會，以應付中國倡起一帶一
路新經濟方案。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稽核陳章成董事兼
一帶一路委員會督導，副主任黃天從於四月十二日（星期五）應
邀出席在中國山東德州所舉行的「中國－東盟（德州）經貿洽談
會」，並由陳章成董事發表談話，推介本國的商貿發展，以及加
強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發展契機，他在談話中提及菲律濱的
長期發展願景是希望在2040年之際消除貧困，其中優先考慮發展
的是住房、制造業、聯通業務、教育、旅游業、農業、衛生和金
融服務，而合作的關鍵領域是交通、農業、灌溉、漁港、電力、
水資源、信息、通信技術及電信業務等等。 



中國東盟（德州）經貿洽談會，東盟多國領導協商洽談機制
運行，其中包括菲律濱、緬甸、泰國、印尼、汶萊、馬來西亞等
國的商業領袖，在今次的洽談會，德州市的政府市長劉炳國及市
政府多位領導親自接待。 

在德州市會見人員有市政府市長劉炳國、市政府副市長張桂
愛、德州學院副院長迟沂軍、市政府秘書長王震秀、市外辦主任
宋小美、市商務局局長許鍵、市貿促會會長李連軍，齐河縣有县
委書記曲鋒，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組副書記李彬彬。 

上圖稽核兼一帶一路委員會督導陳章成董事代表本國在現場
發表談話。下左圖陳章成董事、副主任黃天從與中國－東盟商業
理事會會長馬來西亞林玉唐合照。下右圖現場一瞥。 

 

 

 

 

 

 

 

 

 

 

 

 



 
商總配合 Construction Workers Solidarity 
於 San Andres Covered Court 舉行義診施藥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社會責任委員會義診隊於四月十四日
（星期日）配合 Construction Workers Solidarity 於 San Andres 

Covered Court, San Andres Manila舉行義診活動，惠及貧困。 

本會出席義診包括社會責任督導副理事長王連僑，主任呂安
盾董事，共同主任許煥燃，副主任吳良順、洪聰曉，稅務副主任
王家煙，社會責任理事許煥東、洪金銘，辦公廳主任林楊雪芹，
黎剎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Atty. Kristine Dy）。 

參與這次義診者有菲華牙醫協會的吳輝鵬帶領牙醫隊牙醫，
及多位醫生共同服務，惠及病患者三百八十五位及牙患者一百四
十二人，同時分發老花眼鏡一百三十六幅。 

左上圖本會領導與Construction Workers Solidarity負責人合照
，前排左起社會責任副主任洪聰曉，稅務副主任王家煙，社會責
任副主任吳良順，社會共同主任許煥燃，社會主任呂安盾董事，
理事許煥東，李培培律師，林楊雪斤，副理事長兼社會責任督導
王連僑。右上圖牙醫為患者治療。左下圖理事許煥東醫生為病患
者問診，後排（恕不稱呼）左起王家煙、林楊雪芹、吳良順、共
同主任許煥燃，主任呂安盾董事，李培培律師，副理事長王連僑
，吳輝鵬牙醫，洪聰曉。右下圖義診現場。 

 

 

 

 

 



 
博鰲亞洲論壇馬尼拉會議 
菲華商聯總會為合辦單位 

今明兩天假 Shangrila at the Fort 舉行 

菲華商聯總會訊：博鰲亞洲論壇首次在菲律濱舉辦馬尼拉會
議訂今天四月廿二日（星期一）及明天四月廿三日（星期二）假
BGC Shangrila at the Fort酒店禮堂隆重舉行，將有三百名來自
中國及其他國家及二百名來自菲律濱的企業家代表參與。 

今天四月廿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辦理注冊領取証件，五
點一刻至六點半雞尾酒會，六點半至八點歡迎晚宴（僅限受邀代
表）。總統杜特地將親臨作主旨演講，在宴會上由博鰲亞洲論壇
秘書長李保東、博鰲亞洲論壇馬尼拉會議菲方主席本會前任理事
長亦即現任名譽理事長黃年榮、菲律濱工商總會永遠榮譽理事長
蔡聰妙博士及中國企業家代表分別致詞。 

四月廿三日（星期二）上午九點半至中午十二點大會論壇，
由菲共和國眾議長、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阿羅約及博鰲亞洲論壇副
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分
別作主旨演講，並將分別由泰國副總理素拉杰、本會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委員會副主任任洪斌、中
國福建省副省長郭宁宁、中國駐菲大使館臨時代辦檀勍生及中國
企業家代表致詞。十二點至二點午餐，下午二點至二點半菲律濱
Cagayan經濟區推介，二點半至四點菲中企業家交流座談會。 

 

 

商總配合勞工部舉辦法律所規定 
商業機構職業安全人員培訓課程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共和國法案11058號規定並由勞工部
頒發198-18執行規則，所有商業機構均須設有一位職業安全人員



及急救員各一人，否則勞工部檢查時發現沒遵照，將被罰款，每
天四萬元，相當嚴重，本會已決定舉辦職業安全人員及急救員培
訓課程，以備各商家遵照。 

首二批配合政府勞工部及Tamkene Phils. Inc. 已於元月十四至
十九日圓滿完成職業安全人員課程，二班共一百多人，分別舉行
安全與健康（Basic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培訓班
課程。 

昨日（四月廿二日）上午九時在本會七樓大禮堂開始舉行第
三批廿六位的安全與健康（Basic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培訓課程。 

本會領導因忙於博鰲亞洲論壇，由勞工共同主任施嘉年負責
致歡迎詞及一切活動。 

上圖勞工共同主任施嘉年、Tamkene Phils., Inc. 經理Mr. Denny 

Alonzo與培訓學員們合照。中左圖勞工共同主任施嘉年致歡迎詞
及講述各項事宜。中右圖Tamkene Phils, Inc. 經理Mr. Denny Alonzo

。下圖經理Mr. Alonzo 及PME/OSH講師Engr. Laurence C. Blas分別
在講解『安全與健康』課程。 

 
 
 
 
 
 
 
 
 
 
 
 
 



 
中國公民在岷被同胞槍殺事件 
馬尼拉華助中心應邀協助翻譯 

菲華商聯總會／馬尼拉華助中心訊：本會與華助中心於四月
十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接獲馬尼拉市警察總局殺人科（Police 

Captain Henry Navarro）電話，說該科在調查一起兇殺案，有兩名
中國公民被槍殺，死者的一名中國朋友黃氏在警察局，對該案發
生有所了解。但是由於黃氏只會說普通話，所以要求本會／本中
心前往協助作為翻譯。 

由於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出國，由華助中心亦即本會名譽
理事長莊前進、商總外交委員會督導副理事長林榮輝配合外交委
員會主任／華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權董事，安排外交委員會／華助
中心秘書及中國駐菲大使館領事聯絡員林清輝到馬尼拉市警察總
局提供協助。 

該兇殺案發生於四月十五日晚，位於Quiapo的Gaisano Tower 

704號單位，死者柯女與嫌疑犯邱氏及黃氏是商業伙伴，邱氏與柯
女為感情發生爭執，邱氏失去理智，柯女及其弟弟頭部中彈身亡
。 

在警察偵查中，有另一批殺人科警察正接獲一起中國人在
Jose Reyes醫院門口跳樓一案，偵查員剛好手機有自殺者的照片，
被黃氏確認是嫌疑犯邱氏。 

在警察要求下，秘書林清輝陪同黃氏到案發現場取証，也到
嫌疑犯住處索取所有死者的証件，如護照等，後又到殯儀館由黃
氏確認所有死者，再回警察辦事處配合調查員將案件經過作口供
。 

本會／本中心同時也把該案所有受害者及嫌疑犯的姓名提供
給中國駐菲大使館領事保護，同時要求黃氏在朋友圈發佈尋找死
者的家屬或朋友，希望早日來菲處理后事，當日已有菲律濱的幾
位同胞已與華助中心負責人聯系，本會／華助中心除對死者家屬



表示哀悼外，還表示願意協助家屬到殯儀館處理后事。 

 
中國河北省家政行業協會會長黃泮光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尋求合作契機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河北省家政行業協會在會長黃泮光偕
同秘書長馬金台及多位領導於四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蒞
訪本會。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由於出國，由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偕
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 

中國河北省家政行業協會主要是為家政事業作仲介安排，其
中包括女傭，照顧孩子及老人的服務，人才培訓的各項服務。此
次來菲是為尋求在家政業務的合作契機。 

本會出席領導有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莊前進，副理事長
施梓雲，稽核陳章成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董事，稅務主任楊長
江董事，青合主任施清瑋董事，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勞工共同主
任施嘉年，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科技資訊共同主任鄭煒煌
博士，稅務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霖，物業管理副主任
施麗森，一帶一路理事陳興陽，組織理事蔡維新。 

左上圖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致歡迎詞。左中圖河北省家政行
業協會會長黃泮光介紹此次訪菲的各項家政業務。右圖交流現場
。圖三本會贈送紀念品。下圖河北省會長回贈字畫“友誼長存”
。 

 
 
 
 
 

 



 
博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出席馬尼拉會議 
商總領導於香格里拉酒店歡迎並作交流 

菲華商聯總會訊：博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於四月廿一日晚蒞
菲出席訂四月廿二、廿三兩天舉行的博鰲論壇馬尼拉會議，本次
會議有約五百多名海內外政商貴賓應邀參加交流。 

會議在BGC （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at the Fort隆重舉行。 

本會在酒店迎接李保東秘書長的領導有：名譽理事長黃年榮
，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長林榮輝，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
，董事稅務主任楊長江，物業管理副主任施麗森。 

上圖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
長林榮輝分別與博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握手。下圖本會諸領導與
博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一行合照。 

 
 
 
 
 
 
 
 
 
 
 
 

 
中國浙江省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劉建偉會長一行蒞訪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尋求合作商機發展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浙江省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劉建偉會長
於四月廿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時率同十四家成員企業領導蒞訪
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偕同多位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
討，尋求合作商機。 

在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致詞歡迎並對本會作簡略介紹，及對
本會協辦的博鰲論壇馬尼拉會議作出介紹。 

浙江省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劉建偉會長介紹此行目的，之後來
訪的各個企業領導對於本身的商業運作也作了推介。在雙方交流
探討後拍照留念，場面和諧。 

名譽理事長黃年榮並提出華社救災基金擬在Marawi建多功能
館方案與其交流，會後雙方參與者並互換名片尋求工程承包合作
可能性。 

本會出席迎接者除了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尚有名譽理事長
黃年榮、盧武敏少將，董事司庫許自友，董事外交主任施超權，
董事組織主任蔡建成，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福利主任許燦榮，物
業管理主任陳炳清，工商共同主任許天恩，勞工共同主任施嘉年
，一帶一路共同主任黃俊人，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科技資
訊共同主任鄭煒煌博士，常務理事許扁、蔣曉瑋、洪祖霖、許振
基、許友忠、柯順慶、張年習、施麗森、理事李紫鮭、高維澤、
陳興陽、蔡維新、施榮豪，秘書長助理曾星樺，一帶一路聘任委
員莊曉宏。 

左上圖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致詞歡迎。左中圖浙江對外
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劉建偉講話。右圖現場一瞥。圖三本會贈送紀
念品。下圖本會獲贈錦繡山水圖。 

 
 
 
 
 
 



 
商總隨杜特地總統訪華團 
獲國僑辦許又聲主任接見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在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的支持
和鼓勵下，由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帶領十八位商總同仁陪同杜特地
總統於四月廿四曰去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並於當天下午抵京後前往拜會統戰部副部長、僑辧許又聲主任
受到其熱情接見，許又聲主任在致歡迎詞時對商總六十多年來在
菲律賓服務僑胞，僑社給予肯定，並提出在菲律賓成立一帶一路
咨詢中心的建議。咨詢中心可以服務走出國門的中國企業，在國
外合作、合法、雙贏的推動業務。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介紹了商總的工作和遠境，推動華文教育
的情況，並介紹成立一帶一路委員會為配合一帶一路的項目和了
解一帶一路的政策和發展。 

國僑辦陪同會見的有統戰部何文格、陳澤濤副局長及莊元元
處長。 

本會參與領導尚有名譽理事長、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前
進，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陳俊
禮、林榮輝、施梓雲、許學禹、王連僑、吳啟發，稽核陳章成，
理事長福利洎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
新聞主任李天榮，董事青合主任施清瑋，勞工主任洪逢駿律師及
財經副主任蔡玉龍。 

 

 

泰國前副總理應邀博鰲馬尼拉會議 
商總領導於香格里拉酒店熱烈歡迎 

菲華商聯總會訊：由本會作為合辦單位的「博鰲亞洲論馬尼
拉會議」於四月廿二日（星期一）晚在香格里拉Shangrila at the 



Fort, Bonifacio Global City, Taguig隆重舉行。 

泰國前副總理、博鰲亞洲論壇理事素拉杰（H.E. Dr. Surakiart 

Sathirathai）應邀前來參加，本會領導於廿二日下午一時半在香格
里拉酒店熱烈歡迎並合照留念。 

這次論壇邀請五百多名海內外政商界領導參加，約有三百名
來自中國與其他國家，二百名來自本國政界及企業家代表。 

上圖左起本會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
理事長林榮輝、施梓雲分別與泰國前副總理、博鰲亞洲論壇理事
素拉杰握手歡迎。下圖泰國前副總理素拉杰與本會領導合影留念
。左起物業管理副主任施麗森，副理事長施梓雲，執行副理事長
黃美麗，泰國駐菲大使館Vasin Ruangprateepsaeng大使，泰國前副
總理素拉杰，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副理事長林榮輝，董事組織主
任蔡建成，董事稅務主任楊長江。 

 
 
 
 
 
 
 
 
 

 

 

泰國前副總理素拉杰 
抵菲將出席博鰲論壇 
商總諸領導機場迎接 

       菲华商联总会讯：泰国前副总理，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素拉
杰（H.E. Dr. Surakiart Sathirathai），于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



四十五分，搭乘 TG620 班机，从北京飞抵马尼拉一号国际机
场，参加于本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假 SHANGRILA AT 

THE FORT 大 酒 店 ， BONIFACIO  GLOBAL  CITY, 

TAGUIG  CITY，由本會聯合舉辦的《2019 博鳌亚洲论坛马尼
拉峰会》，他将于二十三日在峰会上致词。 

前 往 接 机 欢 迎 的 有 ： 泰 国 驻 菲 律 滨 大 使 馆
VASIN    RUANGPRATEEPSAENG 大使，本会副理事长许学
禹，董事兼外交委员会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洪
健雄。 

 
 
 

 
 
 

 
 

 

商總主辦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歌唱賽 
青少年組成年組五月卅一截止報名 

菲華商聯總會訊：由中國大使館及本會聯合主辦，校友聯（
華星藝術團）、馬尼拉華助中心、校友總、校聯及菲華台聯合協
辦的2019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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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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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僑辦第四十九期海外華人華僑負責人研修班 
商總領導熱烈歡迎並作交流探討共尋合作契機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國國僑辦第四十九期海外華人華僑負責
人研修班一行卅三位在團長泰國福建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宏霖
的偕同下，於四月廿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蒞訪本會。 

國僑辦第四十九期海外華人華僑負責人研修班是在清華大學
進修的多國商貿領導，他們是來自亞洲各地的華裔學員，包括韓
國、日本、泰國、錫蘭、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本國菲律濱
、香港、芠萊、老檛等十八個國家。据悉，國僑辦的研修班目的
在增進海外華人華僑的構通橋樑，建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新經
濟發展的認知，並且作交流發展， 

在現場交流會中各團員分別作自我介紹。 

本會出席者包括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名譽理事長黃年榮、
盧武敏少將，司庫許自友，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勞工共同主任施
嘉年，一帶一路共同主任黃俊人，外交副主任許扁，福利副主任
洪祖霖、黃太陽、吳永堅，調解副主任施玉璽、施學捷，青合副



主任柯智超，組織副主任許友忠，物業管理副主任張冬欽，一帶
一路理事高維澤、陳興陽，調解理事李紫鮭，新聞理事蔡榮利，
物業管理理事吳修群，一帶一路聘任委員莊曉宏。 

上圖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代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歡
迎。左中圖現場一瞥。右上圖及中圖雙方賓主互贈紀念品。下圖
雙方諸領導大合照。 

 

 

 

 

 

 

 

 

 

 

 

 

商總配合勞工部舉辦安全人員培訓課程 
順利完成並頒發結業証書合法律所規定 

菲華商聯總會訊：由於菲律濱共和國法案11058號規定並由勞
工部頒發198-18執行規則，所有商業機構均須設有一位職業安全
人員及急救員各一人，否則勞工部檢查時發現沒遵照，將被罰款
，每天四萬元，相當嚴重，本會已決定舉辦職業安全人員及急救
員培訓課程，以備各商家遵照。 

四月廿二日上午九時在本會七樓大禮堂開始舉行第三批廿六
位的安全與健康（Basic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培
訓課程。 

該課程於四月廿五日（星期四）下午五時順利完成，並頒予



學員結業証書，由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主持頒發儀式。 

左上圖本會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發表談話，左為勞工共同主
任施嘉年。右圖兩位學員代表接受頒發結業証書，並與本會執行
副理事長黃美麗，勞工共同主任施嘉年，Tamkene Phils., Inc. 經理
Mr. Denny Alonzo及講師合照。下圖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
Tamkene Phils., Inc. 經理Mr. Denny Alonzo、講師、施嘉年勞工共同
主任、本會黎剎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Atty. 

Kristine Dy）與成員及廿六位培訓學員們合照留念。 

 

 

 

 

 

 

 

 

 

 

 

 

 

商總一帶一路代表團參加總統杜特地 
見證菲中企業簽約會 

菲華商聯總會訊：商總參加北京「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代表團於4月26日下午出席菲中企業簽約會。總統杜特地在會上
表示歡迎各國商人到菲律賓投資，政府將提供良好投資環境，投
資商人可以安心發展並為菲律賓提供就業機會。 

當天菲中企業簽了19份意向書，總值121億美元。出席的見證
會還有外交部長Locsin、工商部長Lopez、財政部長Dominguez、



公造部長Villar、勞工部長Bello、国防部長 Lorenzana、内政部长 

Ano和駐華大使Romana。 

出席的商總代表有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蔡聰妙博
士、莊前進、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陳俊禮、
林榮輝、施梓雲、許學禹、王連僑、吳啟發，稽核兼一帶一路委
員會督導陳章成，理事長顧問黃孟德，理事長福利及社會責任助
理蔡黎景，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新聞主任李天榮，董事青
合主任施清瑋，勞工主任洪逢駿律師，財經共同主任蔡玉龍等。 

左上圖本國總統杜特地在現場發表談話。右上圖主席台上諸
政要。中圖本會代表團全體成員與總統杜特地合照。下圖本會代
表團全體領導與總統杜特地及工商部長Lopez、財政部長
Dominguez展示拳頭手勢並合照留念。 

 

 

 

 

 

 

 

 

 

 

 

 

 

 

 

 

 

 



 
商總領導會晤教育部主管 

探討 Megwaide 承建農村校舍事宜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福利委員會承督導副理事長陳俊禮指
示，主任許燦榮偕同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任柯順慶，秘書鄭萬
傑及巴示瓜於四月廿九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在教育部總部（
Pasig）與教育部主管（Dep-Ed Chief of Education Facilities Division

）Ms. Annabelle Pangan會晤交談，Megawide 公司由負責人Norman 

Escobar出席，探討Megawide 公司承建本會農村校舍事宜及安全事
項。 

圖片諸領導交談事宜。左起副主任柯順慶、共同主任洪文檀
、主任許燦榮、教育部主管Ms. Annabelle Pangan、Megawide公司
Norman Escobar。 

 

 

 

 

 

 

 

 

商總代表團參加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企業家大會和對接洽談會 

菲華商聯總會訊：4月25日本會代表團出席企業家大會對接洽
談會，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楼E３展厅。8轮洽谈，每轮30分钟
，总时长4个小时，近千场次“一对一”对接洽谈分行业展开，收到
良好碩果。 

企业家大会，是这届论坛一项创新性安排。论坛期间，签署



总额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本會與山東省貿促會和山東金
城醫藥簽了合作備忘錄。 

本會出席代表有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蔡聰妙博士
、莊前進、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陳俊禮、林
榮輝、施梓雲、許學禹、王連僑、吳啟發，稽核兼一帶一路督導
陳章成，理事長顧問黃孟德，理事長福利及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
，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新聞主任李天榮，董事青合主任施
清瑋，勞工主任洪逢駿律師，財經共同主任蔡玉龍等。 

        上圖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在企業家大會上留影。圖二在一對一
對接洽談會上本會領導與企業洽談，左起副理事長王連僑、名譽
理事長施文界博士、莊前進，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企業代表，副
理事長林榮輝。圖三對接洽談會上與另一企業對談，左起企業代
表，勞工主任洪逢駿律師，副理事長陳俊禮，稽核陳章成，副理
事長林榮輝，名譽理事長莊前進及副理事長施偉廉。圖四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與山東貿促會簽署合作備忘錄。下圖與山東金城醫藥
簽合作備忘錄。 

 

 

 

 

 

 

 

 

 

 

 

 

 

 



 
商總一帶一路代表團參加工商部歡迎晚宴 

菲華商聯總會訊：商總一帶一路代表團於 4 月 24 曰抵達北
京，下午拜訪統戰部副部長、僑辦主任許又聲，當晚出席工商部
假 Hyatt大酒店舉行之歡迎晚宴。大會由 Lopez 部長致歡迎詞並鼓
勵菲律賓商人善用一帶一路機遇發展事業，與中國企業洽談對接
業務拓展良好商機。 

本會出席代表有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蔡聰妙博士
、莊前進、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陳俊禮、林
榮輝、施梓雲、許學禹、王連僑、吳啟發，稽核兼一帶一路督導
陳章成，理事長顧問黃孟德，理事長福利及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
，董事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新聞主任李天榮，董事青合主任施
清瑋，勞工主任洪逢駿律師，財經共同主任蔡玉龍等。 

同時本會參議委員、總統中國事務特使施恭旗和理事長顧問
黃孟德亦出席。 

        左上圖晚宴主人工商部長Lopez致詞。右上圖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與外交部長 Locsin 合影。中圖本會全體代表與外交部長合照。
下圖出席全體代表與工商部長 Lopez合照。 

 

 

 

 

 

 

 

 

 

 

 



 
旅菲福州同鄉會新屆就職典禮 
商總領導應邀為大會主持監誓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福州同鄉會於四月廿八日（星期日）
下午七時假世紀花園酒店舉行慶祝八十週年暨第七十八、七十九
屆新屆職員就職典禮，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為大會主持監誓並
訓誨，大會主講人為本會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大會主席本會
物業管理副主任張冬欽，新屆理事長黃利雲。 

小圖左起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詞嘉勉，名譽理事長施文
界博士主講，中國駐菲大使館參贊兼總領事羅剛，該會大會主席
張冬欽，新屆理事長黃利雲，致謝詞副理事長林毅。左圖二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見證新舊屆理事長移交印信。左圖三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分別獲贈感謝盾。左圖四
諸位領導合照。 

右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為大會主持宣誓儀式。右圖二
、圖三主席台上諸領導合照。右圖四本會諸領導。下圖貴賓與新
屆職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