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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林育庆博士等领导应邀观赏 

菲律宾佛光山“教育之光”音乐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宾佛光山／国际佛光会菲分会于六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四时，假菲律宾文化中心（CCP）大剧场，举办“翻转生

命的的那隻手--教育之光”音乐会，庆祝菲律宾佛光山在菲弘法30週年。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施伟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等

领导应邀出席观赏

。 

菲律宾佛光山

总主持永光法师致

词表示，用教育翻

转青年学子的生命

，是星云法师一向

致力于教育的主因

。这也是菲律宾佛

光山第四次举办这

项音乐会。 

当天的音乐会

是由菲律宾佛光山

创办的光明大学、

光明表演艺术学院

学生表演戏剧、舞

蹈，希望继续以教

育翻转青年学子生

命。 

上图菲律宾佛



光山总主持永光法师和主持妙净法师，分别以中英文在音乐会谢幕时，

向全体观众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中图为本会出席领导在入场处的释迦摩牟尼佛像前，与菲律宾佛

光山負責人亦即本会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等合影。 

下图为本会出席领导在入场处的释迦牟尼佛像前，与菲律宾佛光

山法师和負責人亦即本会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等合影。 
 

 

商总领导与首都地区消防局局长 

探讨有关检测厂商消防设备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五月卅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邀请

首都消防局局长Wilberto Rico Neil A. Kwan Tiu偕同隶属其管辖各地区

部属，一起前来共同探讨有关事宜。 

本会近日接获会员单位武六干省菲华厂商总会汇报，该会不少会

员厂家，在最近消防局人员前往他们的工厂，对厂房、货仓等设施的防

火设备进行检测时，遇到很多问题，并恳求本会能出面协助他们解决有

关问题。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武六干省菲华厂商总会是本会的会员单

位，其属下厂家都是奉公守法的合法商人，对社会公益事业及各种服务

和贡献也很热心。这次他们遇到问题，所以本会邀请Kwan Tiu局长一

行前来，大家一起协商探讨，寻求解决办法。 

Wilberto Rico Neil A. Kwan Tiu局长发表讲话时表示，其与本会一

直以来，都有很好的互动和配合，本会暨属下各会员单位在有关防火方

面有任何问题或需要，他都很乐意提供帮忙。随后双方就有关问题进行

探讨，寻求圆满的解决方法。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

颜长江博士、本会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出席者尚

有武六干省菲华厂商总会诸领导吴俊民（本会董事兼调解主任）、林育

纬（本会外交副主任）、陈世杰（本会劳工副主任）、张启敏等。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中图首都地区消防局局长

Wilberto Rico Neil A. Kwan Tiu发表讲话。下图本会和武六干菲华厂商



总会诸领导与首都地区消防局局长 Wilberto Rico Neil A. Kwan Tiu一行

合影。           
 

 

 

 

 

 

 

 

 

 

 

 

 

 

 

 

 

 

 

 

 

 

 

 

 

 

 

菲军校SAMBISIG1991从警级友联欢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多位领导应邀出席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军校（PMA）SAMBISIG1991从警同学级友

会于六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假Diamond Hotel Grand Ballroom

举行级友联欢聚会，由该会级友菲国警岷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准将邀

请本会领导出席参加。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于是

晚出席该场盛会。 

是晚的主题为“一个值得回忆之夜”（A Night Worth Remembering 

With...），该场盛会的宗旨是想促进与会者跟该级友会之间的交流，彼

此深入了解及深化彼此间的友谊，以寻求合作空间。 



晚会穿插歌唱表演等余庆节目，增添会场的气氛。该级友会会长

亦即菲国警保安队队长Filmore B. Escobal准将致词时，对所有来宾、包

括本会领导的光临支持，使晚会举办成功表示谢意。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副理

事长施梓云、施东方博士、王连侨，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

教主任洪健雄，劳工主任洪逢骏律师，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外交聘

任委员刘少强、吴肇新。出席者尚有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菲国警岷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

准将握手致意。右上图本会诸领导出席晚会。 

中图本会出席领导与菲军校SAMBISIG1991从警同学级友会会长

亦即菲国

警保安队

队 长

Filmore 

B. 

Escobal

准将（右

五）和菲

国警岷警

区 警 长

Vicente 

Danao准

将（左六

）合影。 

下

图本会出

席领导与

菲国警岷

警区第11

号“美石”

（Meisic）警站警长Antonieto Eric Mendoza上校（左五）合影。 
 

 

 



 

菲华体育总会新届职员就职礼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为主讲人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体育总会庆祝成立卅一週年纪念暨第十六

届职员就职典礼于五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时假黎刹花园酒店举行

。是晚会场冠盖云集，场面热闹非凡。 

中国驻菲大使馆王晓东领事莅会并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创会理事长陈著远为大会监誓并演诲，大会主席

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新届理事长陈秀仁分别致词，该会秘

书长亦即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任大会司仪，副理事长亦即本会财经主

任许友清介绍主讲人，执行副理事长亦即本会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介

绍主宾席贵宾，该会副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致谢词。 

小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馆王晓东领事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创会理事长陈著远为大会监誓并演诲，该会大

会主席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该会新届理事长陈秀仁分別致

词，该会执行副理事长亦即本会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介绍主宾席贵宾

，该会副理事长亦即本会财经主任许友清介绍主讲人，该会副理事长亦

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致谢词，该会秘书长亦即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担任大会司仪。 

左图二该会创会理事长陈著远为大会主持宣誓。左图三新届理事

长陈秀仁代表该会，向主讲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颁赠感谢状。左图

四新届理事长陈秀仁向监誓员该会创会理事长陈著远颁赠感谢状。左图

五本会部分领导与体总创会理事长陈著遠合影。 

右上圖该会创会理事长陈著远见证新旧届理事长移交印信。右图

二王晓东领事、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體總新舊屆理事長入座主宾席

。右图三和四五领导們入座主宾席。下图宾主合影留念。 
 

 

 

 

 

 

 

 



 

 

 

 

 

 

 

 

 

 

 

 

 

 

 

 

 

 

 

 

 

 

 

 

 

 

 

 

 

 

 

 

 

 

 

2019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 

青少年訂於六月九日下午一時進行比賽 

成年組訂六月十六日下午一時進行比賽 

參賽者請於上午十一時準時到商總七樓 

歡迎熱愛音樂人士請踴躍出席觀賞 

 

菲華商聯總會訊：承中國北京市僑辦委托中國駐菲大使館、本會



主辦，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華星藝術團）、馬尼拉華助中心、菲華各

校友會聯誼總會、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菲華電視台協辦“2018文化

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賽。 

青少年組訂六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時進行比賽，先初賽再決

賽。成年組六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一時進行初、決賽，請全體參賽者

於上午十一時準時蒞商總七樓大禮堂進行比賽次序抽籤，本會將提供午

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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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濱地區兩組選拔賽主辦單位設豐富獎金鼓勵首五名者，由本

會及校友聯聯合承擔獎金即：第一名獎菲幣六萬元及獎牌一座，第二名

菲幣四萬元及獎牌一座，第三名菲幣二萬元及獎牌一座，第四名菲幣一

萬及獎牌一座，第五名菲幣六千元及獎牌一座。其他每位參賽者將獲主

辦單位贈送紅包各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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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時歡迎熱愛音樂人士請踴躍出席觀賞。 

 

商总领导邀请南港口税务官 

Gregorio律师主持税务讲座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六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举行第卅

三届常务理事会／理事会第三次联席会议期间，举行一场税务讲座，邀

请海关局马尼拉南港口地区税务官MA. RHEA M. GREGORIO律师主讲

。 

首先由本会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介绍在座本会领导和贵宾並擔

任司儀，继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致词表示，本人很高兴大家能前来参加这场由

地区税务官Gregorio律师主讲的讲座。我们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了解

海关局的南港口的各项方案、规章，以及最新事态发展，掌握这些资料

对那些受其服务的人，将有很大的帮助。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並提起港口的服务必须持续改善和更新，使它

能够更具效率、吸引更多投资，以及改善海关的税收，从而促进贸易增

长和提高税收，以增进国家在各项发展方案和针对大众的各项基本服务

方面所需要的政府资金。在税务方面，本会一直都鼓励商家应该缴纳正

确的税賦。相信Gregorio律师今天所将分享的信息，将使在座各位收益

良多。 

再由本会副理事长蔡荣卫介紹主讲人海关局马尼拉南港口地区税

务官Gregorio律师，然后由Gregorio律师主讲。 

  Gregorio律师首先向大家介绍南港口的背景和近况，以及它的各项

最新设施。她说，南港口设置的一系列新设施，具有各项占尽天时地利

的优势，对进口商非常有利，所以鼓励大家若有从国外进口各种商品，

应尽量考虑从南港口入关。 

Gregorio律师同时表示，本会暨各会员单位若在进口入关和领货

等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她联系，她很乐意提供帮忙。 

最后由本会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主持开发讨论，讓在座各位提

问，再由Gregorio律师一一回答。 

小图左起海关局马尼拉南港口地区税务官Gregorio律师在讲座上

主讲，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副理事长蔡荣卫介绍主讲人，

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担任司仪。右上圖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

长卢武敏少将、庄前进分别与Gregorio律师握手致意。 

左中图副理事长蔡荣卫、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和税务副主任王

家煙与Gregorio律师合影。右中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董尚

真、施文界博士，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和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与Gregorio

律师在主席台上。下图諸領導與海关局马尼拉南港口地区税务官

Gregorio律师合影。前排左起名譽理事長黃禎潭博士、張昭和、施文界

博士、董尚真，Gregorio律师，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執行副理事長黃美

麗，副理事長葉芳楓、施偉廉。後排左起董事兼稅務主任楊長江，董事

兼稽核陳章成，副理事長戴亞明，理事長顧問蔡培坤醫學博士，副理事

長黃奇昭、許學禹、蔡榮衛、王連僑、施東方博士，稅務副主任王家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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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聯合菲華各團體訂六月十日（星期一）下

午六時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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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邀請本國政

要及各國使館領導參與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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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參加各團體人士當晚提前於六時半入席就座。 
 

 

商总配合Alliance of Millenial Guardians 

在内湖省San Pedro社进行义诊施药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应本地慈善机构

Alliance of Millenial Guardians邀请，于六月二日（星期日）配合该团

体在内湖省San Pedro社Landayan描笼涯进行义诊施药工作，造福当地

病患。 

本会社

会责任共同

主任许焕燃

，副主任吴

良顺、陈清

雷，办公厅

主任林杨雪

芹暨职工出

席参与帮忙

。 

当天惠

及病患六百

七十人，为

牙患者一百

四十六人拔

牙，并分发

二百九十四

副老花眼镜

。 

      上图本会

出席领导等合影。左下图分发老花眼镜。右下图为牙患者拔牙。 

 

 

商总地区董事等聚首世纪海鲜酒家 

南吕宋陈德芳董事作东宴请诸同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中吕、南吕、美骨三地区董事、常务理事

及理事于六月四日（星期二）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进行聚餐交谊，由

南吕宋董事陈德芳作东招待诸位同仁。 



出席者有中吕宋常务理事王世民、许金龙，理事杨光照律师、王

艺利、许伟力、陈培煌，南吕宋董事陈德芳，常务理事萧烱明、施金城

，理事黄沙利、庄约瑟，本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和陈德芳秘书马莉连

莲。出席者还有庄天泽先生。 

大图全体出席同仁合影。 小图地区理事杨光照律师为大家切蛋糕

。 
 

 

 

 

 

 

 

 

 

 

 

 

 

 

 

 

 

 

 

 

 

汉办志愿者教师莅菲履新 

商总文教委员会机场迎接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本会向中国汉办申请汉语志愿者教师第一批

廿九名于六月六日（星期四）乘搭南航CZ3091班机，当天上午十时五

十五分从广州莅菲履新。 

本会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汉、秘书黄尚美，及漢辦帶隊老師陶娟、

鐘潤文到机场接机，本會並在CCP富臨海鮮酒家設宴歡迎。 

本会本学年度申请汉办汉语志愿者教师共计五十二人，第二批和

第三批将分别于七月份和八月份抵菲。 

上图本会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漢在机场迎接志愿者教师并合影。 



       下图本會在 CCP富臨海鮮酒家設宴歡迎，由文教共同主任柯维

汉，副主任吴满满、温奕明、顾问苏经纬代表招待志愿者教师並合影。 

 

 

 

 

 

 

 

 

 

 

 

 

 

 

 

 

 

 

 

 

 

 

 

 

 

 

 

 

 

 

 

 

 

 

 

 

 

 

 

 

施恭旗特使与商总福利委员会领导 

餐聚并共商有关捐建农村校舍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参议委员施恭旗特使是一位热心慈善工作

的善心人士，平素关怀并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百年树人的教

育工作更是不遗余力，尤其对本会全力推动的捐建农村校舍方案更是热

心关怀，多年来出钱出力，鼎力支持。自本会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担

任理事长任内开始，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每一届都熱情慷慨捐建本会农

村校舍一百座，造福边远地区的莘莘学子。 

六月六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假座世纪

海鲜酒家宴请本会福利委员会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岷市第一

区市议员亦即本会东北吕宋区常务理事林梅瑟，以及本会福利委员会工

作人员，共商有关捐建农村校舍事宜。 

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说，为表示对本会现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的

支持，以及本月初本国有2700万学生重返校园，但由于教室缺乏等缘故

，许多学校的学生只能轮流上课，令他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所以决定从

本届开始，他将每年捐建本会农村校舍一百座。 

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的善举受到在座的本会福利委员会领导的钦

佩和讚许，许灿荣主任并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其表达谢意。然后

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加强推行农村校舍方案的质量和效率，讓有心向学的

农村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也讓这项方案能够为国家社会培

育更多优

秀人才。 

双

方进行交

流，就有

关课题提

出各自的

看法和建

议，及互

相交换意

见。 

图

为參議委

員施恭旗特使与本会福利委员会领导等合影。左起本会福利委员会秘书

郑万杰，施恭旗特使公关助理Antolin Silva，參議委員施恭旗特使高級



助理、本會一帶一路委員會聘任委員王勇，福利委员会主任许灿荣，參

議委員施恭旗特使，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岷市第一区市议员亦即本会

东北吕宋区常务理事林梅瑟，福利秘书Jemar Pascual。 
 

 

商总邀岷警区等单位及各华校代表 

探讨新学年开学华校一带交通治安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每学年各华校开学前，都会邀请菲国警岷

警区、岷警区第11号“美石”警站、马尼拉交通执行部队的警官和岷市各

华校代表前来座谈，探讨有关开学前准备工作。 

今年六月四日（星期二）下午二时，本会外交委员会配合文教委

员会，与菲国警岷警区、岷市第11号“美石”警站、马尼拉交通执行部队

的警官，以及岷市各华校代表在六楼会议室举行座谈，探讨开学前有关

交通和治安问题的应对措施。 

应邀出席座谈者有菲国警岷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准将的代表岷

警区发言人Carlo Manuel 中校、岷警区第11号“美石”警站警长

Antonieto Eric Mendoza中校、马尼拉交通执行部队队长Allan Pelias中

校，以及各华校代表。 

座谈会首先由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

词，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主持，外交副主任颜德庆介绍出席者，董事

兼文教主任洪健雄介绍出席的各华校代表。 

林荣辉副理事长在致词中，感谢菲国警岷警区、岷警区第11号“美

石”警站、马尼拉交通执行部队和各华校代表多年来与本会配合，寻求

维持岷市各华校一带在新学期开始期间的交通和治安，为师生和家长提

供方便。 

林荣辉副理事长表示，华校一带在新学期开始期间的交通和治
安，是很重要的课题，这两件事处理妥当，才能确保交通的畅通，以及

师生的安全，家长也才放心把他们的孩子寄托给校方。通畅的交通，才

能确保师生能按时抵达学校和回到家。一个相对安全的学习环境，也才

能促进师生的教学和学习效率。希望菲国警岷警区、岷警区第11号“美

石”警站、马尼拉交通执行部队和各华校代表，能够继续与本会配合，

使各华校一带的交通和治安问题，获得一劳永逸的妥善处理。 



菲国警岷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准将代表岷警区发言人Carlo 

Manuel中校表示，他很高兴本会每学年都这么关心有关问题，并呼吁

在座各位提供宝贵意见以供探讨。岷警区第11号“美石”警站警长

Antonieto Eric Mendoza中校说，基于马尼拉车道狭窄，汽车则越来越

多，加上公交车和三轮车等均不遵守秩序的缘故，所以当地的交通问题

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汽车还是行人，都

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大家相互配合，以使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马尼拉交通执行部队队长Allan Pelias中校说，由于其部队尚缺人

手，要解决当地的交通堵塞问题，尚需一段时日，希望驾驶者和行人均

能遵守秩序，尤其是要按照红绿灯行事。 

各华校代表基本上一致认为，学校一带小偷行窃情况并不是很严

重，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停车和塞车，还有三轮车乱闯乱停，以及摊贩肆

虐。以上三个警方单位随即就有关问题与他们交流和互换意见，探讨解

决办法。 

其中一所华校的代表提及倘若发生紧急状况如地震、火灾或有人

袭击应如何应对？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建议，最好每一位学生身上都

能配带口哨，以便在遇到紧急状况之下能及时吹哨。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副理事长林荣辉，理事长顾问蔡黎景，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外交副主任颜德庆、林育纬

、许扁、林圣躍、福利副主任洪祖霖，文教副主任卢连兴，外交理事戴

福安、赵世鹤，聘任委员刘少强、吴肇新。出席者尚有岷警区第2号和

第10号警站的代表。 

        上图左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致欢迎词。上图右宾主双方座谈交流。

中图本会领导等出席座谈。下图全体合影。 

 

 

 

 

 

 

 

 

 

 

 

 

 



 

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青少年组崇德学校黄乙华夺魁圣公会杨美佳掄次 

成年组订六月十六日下午一时进行初赛后决赛 

     

菲华商联总会讯：承中国北京市侨办委托中国驻菲大使馆、本会

主办，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华星艺术团）、马尼拉华助中心、菲华各

校友会联谊总会、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菲华电视台协办“2019文化

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青少年組中文歌曲大赛菲律滨区预赛及决赛于

六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假本会七楼大礼堂举行。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席、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

兼总领事、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分别致词，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许泽恭宣佈比赛规则、菲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

荣誉会长许丽容介绍诸位评审、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林文诚

校长宣佈預賽及决赛结果、菲华电视台主播李美龄担任主持人。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在座各位宣佈好消息：在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本会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亦即本會物業管理副主任

许泽恭等人赞助下，第一名和第二名得主的奖金，将分别从六万元提升

至十万元，以及从四万元提升至五万元。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很高兴见到來自全國各地廿七

位青少年选手参加這场比赛，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发挥本身的才华，以备

为国争光。“文化中国‧水立方杯”自从2012年至今年已是第八届，本国

在上几届都有良好的表现，曾经获得金奖和铜奖，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

厉，拿到更佳的成绩。  

二十七位选手经预赛再决赛，激烈竞争后比赛结果成绩如下: 

决赛入围者有侨中学院分校施美嘉、圣公会中学施凯迪、周仁和

、杨美佳、中正学院黄玉华、尚一中学陈子轩、中正学院施宜萍、侨中

学院吴海彬、天主教崇德学校黄乙华、三宝颜中华中学王芳玲、郑雨婷

。 

第一名天主教崇德学校黄乙华、第二名圣公会中学杨美佳、第三

名三宝颜中华中学王芳玲、第四名侨中学院吴海彬以及第五名中正学院



黄玉华。 

参赛华校有大岷区、未狮耶区、棉兰佬区，参赛者共二十七位。

有百阁公民学校、侨中学院分校、圣公会中学、中正学院、宿务圣心学

校、宿务毓德中学、嘉南中学、培基学校、晨光中学、尚一中学、计顺

市菲华、尚爱中学、侨中学院、培德中学、崇德学校、三宝颜中华中学

报名参加初赛及决赛。外省地区来岷参赛者机票、膳宿费由组委会负责

承担。 

成年组订六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一时进行比赛，先初赛再决

赛。请全体参赛者于上午十一时准时莅商总七楼大礼堂进行比赛次序抽

签，本

会将提

供午膳

。 

赢

得菲赛

区决赛

青少年

组首二

名及成

年组首

名将代

表本國

赴北京

参加总

决赛。

本会副

理事长

长王连

侨将每

人赠送

他们其

工厂生

产的



GIBI名牌鞋子三双。 

        小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分别致词、旅

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许泽恭宣佈比赛规则、菲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荣

誉会长许丽容介绍诸位评审员、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林文诚

校长宣佈决赛结果、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宣佈第一名和第二名得主的

奖金提升、菲华电视台主播李美龄担任主持人。左图二主办单位、协办

单位领导和诸位评审员与中国驻菲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合影。右上图

中国驻菲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向诸位评审员赠送红包。左图三至图五

本会副理事长、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许泽恭、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

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林文诚校

长和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分别向前五名优胜者颁赠奖

金。右图四参赛者合影。下图全体合影。 

 

 

晋江前港同乡会新届职员就职 

施教港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晋江前港同乡会于六月十二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慶祝成立四十二週年紀念暨第四十

三连四十四届理监事、第三十三连三十四届青年组、第十一连十二届妇

女组职员就职典礼及乡侨联欢大会。大会主席该会名誉理事长施清波，

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财务委员施教港，当天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

任大会主讲人及接受捐款。 

该会新任理事长亦即本会财务委员施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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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菲华晋江前港同乡会理事长亦即本会財務委員會施教港向本

会移交捐献支票，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接受。在场尚有本会名誉理事长

施文界博士，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施伟廉、施梓云、施东方

博士、王连侨、吴启发，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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炜煌博士，福利副主任黄太

阳，物业管理副主任施培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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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配合菲华布商公会 

在敦洛区进行义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菲华布商公会

，于六月九日（星期日），在岷市敦洛区QUIRICADA街与ANTONIO 

RIVERA街转角，为马尼拉第二区第廿二分区第二三七、二三九描笼涯

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当地患者。 

菲华布商公会理事长蔡进强，永远荣誉理事长王志鹏，常务顾问

亦即本会调解理事李紫鲑，副理事长施伟顺、李光平、蔡文园，西文书

主任杨炳铭共同主持。 

本会副理事长兼社会责任督导王连侨，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

盾，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副主任洪肇坚

、吴良顺，聘任委员杨济诚、郭峥嵘、王伟顺，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

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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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人，

为牙患者

一百三十

二人拔牙

，并分发

二百零九

副老花眼

镜。 

左

上图本会与菲华布商公会领导合照。左中图义诊进行情况。左下图为牙

患者拔牙。右上圖向患者赠送药品。右下圖分发老花眼镜及為患者問診

。 

 

 



 

商总订六月十七日 

举行稅務最新條例講座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謹订于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一时，

在八楼会议厅举行税务讲座，讲解各种纳税的最新条例、拖欠税赋特赦

和遗产税特赦等课题，马尼拉第六税务区届时将派员来会主讲。 

届时希请本会全体理事和各途商家經營者，屆時准时莅临出席参

加。 
 

 

商总宴请岷市当选市长Moreno 

双方友好交流探讨市政建设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于六月十一日（星期二）假世纪海鲜酒

家，宴请岷市新当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和当选副

市长Honey Lacuna，双方共同探讨相关事宜。 

  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他对Moreno和Lacuna分别当

选市长和副市长，致以热烈祝贺。林育庆博士表示，之前Moreno担任

岷市副市长的时候，跟本会有很好的互动，希望他上任市长後，双方能

够有更进一步的合作，特别是重新建设马尼拉，包括华人区，使它恢复

往日的光辉。 

  林育庆博士也希望本会和岷市府能够探讨改善岷市和华人区的治安

，以及解决当地的交通拥挤问题，使市民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Moreno候任市长表示，他上任後的重点方案将是清理岷市的垃圾

、摊贩以及堵车等问题。接下去也将会跟我们探讨如何美化华人区。他

说，岷市华人区是世界最早有的华人区之一，具有历史性价值。岷市以

前曾经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我们应该致力于令它恢复以往的繁华景象

。 

Moreno候任市长同时表示，他本身是在马尼拉出生和长大，对这

座城市有很深厚的感情。自己小时候家里很贫苦，曾经当过捡垃圾和三

轮车夫等粗活，後来受到贵人相助提携，讓自己有机会从政，服务社会



大众。他一开始是从低级官职做起，一直到现在当选市长，很感激大家

的支持和力挺，所以今後定要回馈社会，改观马尼拉和华人区，使当地

面貌焕然一新。 

他说，在改良马尼拉和华人区的时候，定会对大众造成诸多不便

，希望各方面能多多包涵，支持和相挺市政府。他更表示，自己若是有

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大家尽管让他知道，使他能够改进。市政府官员

若有服务态度欠佳，也应该向他通报，好让他能及时处理。 

Moreno候任市长同时表示，自己上任後将逐渐把岷市的房地产税

降低，减轻民众的负担。他也理解商家可能是财务方面有困难，所以才

未能按时向市政府纳税。关于这一点，他正在考虑建议市议会通过一项

特赦方案，一经通过後，他将尽速签署。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卢武

敏少将、庄前进、施文界博士，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

、施伟廉、林荣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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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调解

主任吴

俊民，

秘书长

颜长江

博士，

外交理

事戴福

安。 

        左

上图本

会理事

长林育



庆博士与 Moreno候任市长握手致意。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

词。中图 Moreno候任市长发表讲话。下图本会出席领导与 Moreno候

任市长和 Lacuna候任副市长合影。 

 

 

歡迎熱愛音樂人士踴躍出席觀賞 

2019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 

成年組（廿三位）訂六月十六日下午進行比賽 

參賽者及表演者都有專業水準有導師訓練栽培 

 

菲华商联总会讯：承中国北京市侨办委托中国驻菲大使馆、本会

主办，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华星艺术团）、马尼拉华助中心、菲华各

校友会联谊总会、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菲华电视台协办“2019文化

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成年組中文歌曲大赛菲律滨区预赛及决赛于六

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假本会七楼大礼堂举行。 

此次参赛华校有大岷区及未狮耶区，参赛者共二十三位。有法迪

瑪大學、馬波亞、聖道頓瑪斯、拉薩、東方、菲大、育仁、嘉南、中正

、僑中、Hinunangan Nat.、宿務亞典耀报名参加初赛及决赛。外省地

区来岷参赛者机票、膳宿费由组委会负责承担。请全体参赛者于上午十

一时准时莅商总七楼大礼堂进行比赛次序抽签，本会将提供午膳。 

獎金第一名和第二名将分别从六万元提升至十万元，以及从四万

元提升至五万元。本会副理事长长王连侨将每人赠送他们其工厂生产的

GIBI名牌鞋子三双。 

上周日（六月九日）赢得菲赛区决赛青少年组第一名天主教崇德

学校黄乙华、第二名圣公会中学杨美佳、與這周（六月十六日）成年组

首名将代表本國赴北京参加总决赛。 

“2018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歌唱比賽，赴北京參加總決賽有來自卅

九個國家一O三位各地冠軍歌手，本國施美妮能夠脫穎而出，得到全球

冠軍，為菲華社會、為本國爭光。去年在國慶節之際，本會邀請趙鑒華

大使閣下頒發施美妮奪得世界總冠軍菲幣三十萬元作為鼓勵。 

參賽者有專業水準、有導師訓練栽培、或者是合唱團成員，此賽

是華社一項活動，歡迎熱愛音樂人士踴躍出席觀賞。 



江苏泰州徐克俭副市长一行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会总会讯：中国江苏省泰州人民政府徐克俭副市长一行，

于六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

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近年来，本国政府积极开拓各

项商贸发展，并且配合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一带一路新经济发展趋向，开

拓新的合作平台，本会欢迎大家的莅临考察，也期待着有投资合作的项

目，以期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下，有良好的发展趋势。 

林育庆博士提及菲律滨人很友善，先後受到西班牙和美国文化的

熏陶，所以天性乐观，以及注重教育，一般民众的英语水平都很高，所

以目前有一千多万外劳在世界各地谋生，每年为国家挣得数百亿美元的

外汇，贡献巨大。菲律滨人本性善良，不会排外，很适宜外商前来投资

发展，希望大家能够探讨一下有什么合作商机。 

继由本会董事兼稽核暨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向徐克俭副市

长一行，介绍本会诸位出席领导。 

徐克俭副市长首先向本会领导介绍代表团全体成员，然後感谢本

会给予他们的热情接待。他同时对本会为社会所作出的诸多贡献予以肯

定，声称本会做了这么多有益人群的善事，惠及广大民众，实在不简单

，很了不起，可称为雪中送炭的及时雨。他说，本会对菲律滨华人影响

巨大，讓大家在经营事业方面吃了一颗定心丸。 

徐克俭副市长说，林育庆博士两年前去过泰州考察访问，相信对

当地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这将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合作。他说，中国目前

有两个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群，一个是珠江三角

洲城市群，另一个就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泰州就是长三角的一份子。 

他向在座各位介绍，泰州的主要产业是工业，其中最出色的是医

药，其他还有造船、化工和新能源等等。此外，当地的农业也在迅速发

展。泰州和马尼拉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马尼拉作为菲律滨的首都地区

，其交通堵塞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政府早晚要解决交通问题，一定会全

力推展大建特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届时在这一方面的投资，肯定是

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寻求合作商机



。最后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到泰州走走看看，互相交流，探讨更多商机

。 

继由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董事兼稽核暨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

和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分别发表各自对各项课题的看法和意见。

徐克俭副市长的随访人员也相继发言，分享他们的心得。双方并进行友

好交流，就相关问题互相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副理事

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董事兼稽核暨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

炜煌博士，外交副主任颜德庆，税务副主任林志文，一带一路副主任黄

天从，调解副主任施玉玺和一带一路理事陈兴阳。 

左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徐克俭副市长发表讲

话。左图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徐克俭副市长一行赠送纪念品。 

右上图双方进行友好交流。 右中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徐克俭副市长

握手致意。下图宾主合影留念。 

 

 

 

 

 

 

 

 

 

 

 

 

 

 

 

 

 

 

 

 

商总偕西北吕宋区各菲华商会 

宴请菲国警第一区新上任警长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偕同西北吕宋区各菲华商会诸位负责

人于六月六日（星期四）中午，假拉允隆省Bawang社四五餐厅（Four 

Five Restaurant）宴请新上任菲国警第一区警长Joel Sabio Orduna准将

，并共同探讨当地治安问题。 

Orduna警长升任现职之前，曾经担任菲国警航空保安队的职务。 

本会西北吕宋董事兼一带一路委員會主任李雯生代表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致欢迎词。他首先对Orduna准将升任菲国警第一区警长，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 

李雯生董事说，Orduna警长在菲国警航空保安队队长任内，有着

非 常 卓

越 的 表

现 ，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工

作 贡 献

良 多 ，

目 前 其

担 任 菲

国 警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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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una警长发表讲话时，对本会领导给予他的热诚接待，表示由

衷感激。他说，菲国警第一区管辖着北依罗戈、南依罗戈、拉允隆和蜂



雅丝兰四个省份，当地有不少商会是本会的会员单位，各商会如有什么

需要，如治安问题等，他们很乐意提供帮忙。 

宾主双方并进行座谈，探讨有关治安问题，及就一系列相关课题

交换意见。 

出席者有本会西北吕宋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稅務副主任

王家煙，财经理事张锦兴，以及本会西北吕宋区会员单位蜂雅丝兰省菲

华商会、北怡罗戈省菲华商会、拉允隆省菲华商会、碧瑶菲华商会、东

蜂雅丝兰省菲华商会、南依罗戈第一区菲华商会、南依罗戈第二区菲华

商会、盒橯省菲华商会、拉允隆省二区菲华商会的李霦生律师及Johnny 

Tam等領導。 

上左图本会西北吕宋区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和蜂雅丝兰省

菲华商会理事长李霦生律师与Orduna警长合照。上右图宾主双方座谈

交流。中图諸領導与Orduna警长合照。下图西北呂宋区各菲华商会领

导与Orduna警长合照。 
 

 

商总诸领导举行会议探讨 

一带一路座谈会筹备工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订于六月廿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在

八楼会议大厅欢迎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又声主任访菲，并主持“华

商与一带一路”华社座谈会，届时恭请华社各团体领导出席参加。会后

亦将恭请许又声阁下为本会成立的『一带一路资讯中心』主持揭牌仪式

，欢迎應邀华社各团体领导到场观礼，共襄盛举。 

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本会正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连

同一带一路委员会诸领导，在六楼议事厅举行会议，商讨有关筹备工作

，以使六月廿一日的國僑辦主任许又声阁下来访、“华商与一带一路”华

社座谈会，以及本会一带一路资讯中心揭牌仪式能够顺利进行，圆满成

功。 

与会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施文

界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许学禹、戴亚明，董事兼稽核暨一带一路委

員會督导陈章成，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一



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许振基，组织副主任施朝福，一带一路理事高维

泽、陈兴阳。出席者尚有本会曾任聘任委员黄栋星。 

        上图本会领导在会议中合照。下图本会领导在呈示一带一路资讯中

心牌照时合影。 

 

 

中国大使馆、菲体育署、商总、体总联合举办 

隆重庆祝菲中友谊日乒乓球友谊赛圆满成功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中国驻菲大使馆、菲律滨体育署、本会与菲

华体育总会联合庆祝第十八届菲中友谊节举办一连串的体育活动，於六

月八日上午九时在本会七楼大礼堂举行乒乓球比赛活动开幕式，由菲华

体育总会乒乓球委员会负责，共有十四队主流社会与华社团体参加，合

共十一个团体单位代表，有菲国警队、陆军队、空军队、GSIS队、土

地银行队、菲总医院队、菲体育署队、菲慈善馬票公司队、华社有校友

总队、商总队及體總隊，再分团体组、贵宾组、女子单打组等队，阵容

壮观浩大，个个属于精英乒乓球好选手。是日战果非常精彩，成绩优异

难得，赢得掌声连场。 

菲律滨劳工部次长亚申道‧巴那斯躬临会场致词勉励同胞，大会主

席体总理事长陈秀仁亲临主持开幕式与开球礼，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亲临担任大会主讲人，体总副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为诸位运

动员监誓，副理事长亦即本会财经主任许友清宣佈球赛开始，秘书长亦

即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大会司仪。 

本会出席者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副理事长

施伟廉、王连侨、戴亚明，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财

经主任许友清，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福利副主任吴永坚，一带一路理事

陈兴阳。出席者还有菲华体育总会诸领导和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

群。 

林育庆博士致词表示『菲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双方关系在各领

域，包括体育和文化都有很广泛的交流，並藉此机会向来自各团体的嘉

宾和参赛者表示感谢。 

 



虽然乒乓球是源自英国，但是它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人当中一项极

为普遍的体育运动项目。众所周知，中国是具有最多乒乓球大满贯冠军

人数的国家。近年来，这个体育项目也在本国趋于普遍。 

乒乓球是一项伟大的体育项目，它有助于使人行动敏捷、反应快

速以及对事物警觉，以应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它是一种男女老少均合宜

的体育运动。 

我们很荣幸能够举办这项比赛，讓参赛者展现他们的技能和实力

。祝各位旗开得胜，比赛圆满成功！』 

下午五时比赛圆满闭幕，由体总理事长陈秀仁、名誉理事长蔡敦

仁、副理事长陈友民、副理事長兼乒乓委員會督导亦即本会工商副主任

蒋晓玮、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乒委会主任林海利、常务理事林文诚、办

公厅主任施荣东、秘书洪云霞等主持颁奖仪式。 

优胜者有：嘉宾组：冠军得主－菲国警队、亚军得主－菲华体育

总会队、季军得主：PCSO队、殿军得主：菲北总医院队。 

宿將队组：冠军得主－菲国警队、亚军得主－菲华体育总会队、

季军得主－菲陆军队、殿军得主－菲空军队。 

女子单打组：冠军－菲空军Sandra Bazan、亚军－菲空军Lyr 

Leyva、殿军－体总Julia Zhang。 

小圖左起劳工部次长巴那斯致词勉励同胞，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担任大会主讲人，体总理事长陈秀仁致词，体总副理事长亦即本会财

经主任许友清宣佈球赛开始，体总秘书长亦即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

任大会司仪。 

左图二本會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和体总理事长陈秀仁分别代表本会

和体总，向劳工部次长巴那斯致感谢状。 

左图三体总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施伟廉向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颁赠纪念章。 

右图一和右图二劳工部次长巴那斯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以

及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和体总理事长陈秀仁分别主持开球式。 

        右图三体总副理事长亦即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为运动员监誓。右图

四本会参赛者与劳工部次长巴那斯等合照。下图全体合影留念。 

 

 

 

 

 



 

 

 

 

 

 

 

 

 

 

 

 

 

 

 

 

 

 

 

 

 

 

 

 

 

 

 

 

 

 

 

 

商总通过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 

向公校学生分送一千个书包文具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为关怀主流社会家境清寒学生应对学校新

学年开学，在劳工委员会安排下，去年开始通过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

，向大岷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分送书包和学校用品等文具，造福家境欠佳

的莘莘学子。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时，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高级劳

动暨就业长官Ryan Delos Reyes和Aurora Halcon前来本会，接受本会捐

赠一千套书包和紙簿文具等学校用品，分送给首都地区北部公立学校学



生。Ryan Delos Reyes和Aurora Halcon两位长官，代表受惠学生对本会

的善行义举致万二分谢意。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

劳工副主任陈世傑、颜硕良、陈历山，税务副主任王家煙，秘书长秘书

洪瑞萱和本会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 

图为本会出席领导向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高级劳动暨就业长官

Ryan De los Reyes和Aurora Halcon移交該一千份書包及紙簿文具等學校

用品合影。 
 

 

 

 

 

 

 

 

 

 

 

 

 

 

 

 

 

 

 

商总领导拜访助理内政部长 

探讨有关打击毒品泛滥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諸领導，于六月三日

（星期一）下午三时，前往拜访内政部主管对外和司法事务的助理部长

Ricojudge Janvier Echiverry。Echiverry助理部长同时也负责监督各地

方政府部门的反毒暨打击毒品工作。 

Echiverry助理部长对以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首的本会领导一行的

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毒品泛滥对国家社会和平民百姓危害巨大

，是一个极度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倾全力予以解决，否则将会殃及整



个国家民族。但是，在严厉打击毒贩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帮助吸毒者

戒毒的问题，讓他们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Echiverry助理部长说，有鉴于此，他一直都要求由其管辖的各地

方政府单位要致力于设立戒毒中心，以帮助吸毒者。由于近日来自行投

案的瘾君子越来越多，所以全国各地的戒毒中心正在趋于缺乏。他也要

求各地方政府单位要大量加建，给予瘾君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同

时表示，私营界若有人愿意捐建，他们将很欢迎。 

本会出席领导就有关打击毒品问题，与Echiverry助理部长进行广

泛交流，并相互交换意见。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外交副主任林育纬，理事戴福安，聘任委员刘

少强、吴肇新及本会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 

        上图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与 Echiverry助理部长交流探讨。下图諸领

导与 Echiverry助理部长合照。 

 

 

 

 

 

 

 

 

 

 

 

 

 

 

 

 

 

 

 

 

 

 

 

 

 

 

 

 



商总领导拜访副内政部长 

探讨消防设备新规章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于六月三

日（星期一）下午一时，前往拜访内政部主管消防和公共安全事务的副

部长Nestor F. Quinsay Jr.，探讨有关消防设备的一些新规章制度。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本会获悉国会最近通过新的消防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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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再说，每一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各种客观因素，所以每一项规章制

度，都不一定能够符合各行各业的厂家，希望Quinsay副部长他们能够

慎重考虑重新审议有关规章制度。 

Quinsay副部长对本会热心关怀社会上各种關於大众利益的课题表

示肯定。他并表示会认真参考本会所提出的有建设性建议，以重新审议

有关规章制度，致使最终推出各方面均有能力遵照的条规。 

双方也就其他有关课题进行交流，并提出各自的宝贵建议。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林荣辉，董事兼外

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外交副主任颜德庆、林育纬，

理事戴福安，聘任委员刘少强、吴肇新，本会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

主任李培培律师。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内政副部长 Quinsay握手致意。右

上图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话。图二宾主双方交流探讨。图三和下图本会出

席领导与 Quinsay副部长等合照。 

 

 

商总领导出席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 

林育庆博士代表菲闽商开幕式致詞 

 

菲华商联总会讯：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于六月十八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届大会主题为“凝心凝智凝力

、创新创业创造”，来自五大洲10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余名闽商代表参

会。 

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组团出席盛会。林育庆

博士并代表菲律滨闽商在开幕式上致詞。 

林育庆博士在致詞中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民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在祖籍地福建，我们见证家乡从原来的

农村一步步地蜕变为现今的工业重镇，涌现出一大批国际知名品牌。祖

国的繁荣昌盛、家乡的日新月异、乡亲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都

讓在海外的广大闽商深受鼓舞。 

我们海外闽商虽然距离家乡较远，但却对福建这片热土和当地父

老乡亲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这些海外亲人都很关注



中国，尤其关注福建的发展。我们每一位在海外的闽籍乡亲也走过艰苦

的创业历程，经过打拼奋斗，现在有了一定的财富，拥有商业优势和人

脉优势，对海外市场也比较熟悉，所以将努力发挥海外闽商和闽籍商会

桥梁作用，推动福建与海丝沿线国家增进互动交流，更多为福建穿针引

线、铺路搭桥，促进福建对外交流合作深入开展，推动更多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共享成果，共同发展。』 

世界闽商大会从2004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5届。从第一届到第五

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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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空间的探索。 

大会期间，将组织境外闽商考察自贸区、物联网实验室、互联网

游戏产业园等; 参观长乐滨海新城规划馆、健康医疗大数据馆等。 

本会组团成员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兼馬尼拉華助中

心主任庄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施东方博士，董事／稽核兼

一帶一路委員會督導陈章成，董事兼组织主任蔡建成，外交副主任林圣

躍，组织副主任丁伟都。前往福州参会的本会领导尚有文教共同主任柯

维汉，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青合副主任柯智超

，外交理事赵世鹤，劳工理事施纯程。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菲律滨闽商在大会开幕式上致

詞。右上图福建省高級領導及参会闽商首長在大会开幕式主賓席合照。 

图二及下圖本会参会领导在会场合照。 

 

 

前港同乡会新届职员就职典礼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为主讲人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晋江前港同乡会于六月十二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第四十三连四十四届理监事、第三

十三连三十四届青年组、第十一连十二届妇女组职员就职典礼。是日会

场冠盖云集，场面热闹非凡。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常务顾问施承祖为

大会监誓并演诲、大会主席理事长施清波、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财务委

员施教港分别致词、副理事长施永新介绍主讲人、执行副理事长亦即本

会组织副主任施朝福致谢词。 

该会新任理事长亦即本会财务委员施教港为支持本会华文教育发

展，當場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右上图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与菲华晋江前港同乡会理事长施清波和新届理事长亦即本

会财务委员施教港在主宾席上。 

        下图菲华晋江前港同乡会新届理事长施教港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颁赠感谢状。 

 



 

 

 

 

 

 

 

 

 

 

 

 

 

 

 

 

 

 

 

 

 

 

 

 

 

 

 

 

 

 

 

 

 

 

 

 

 

 

 

 

 

 

 

 

 

 

 



江苏省四川商会朱永福会长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江苏省四川商会朱永福会长一行，于六月

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四时莅访本会，受到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江苏省四川商会为江苏省投资

创业和工作学习的川籍各界人士，搭建一个联络乡情、维护权益、优势

互补和资源共享的合作、交流及共赢的桥梁和平台，也凝聚众多在江苏

省营商的川籍企业家辛勤的汗水和过人的才智，使他们的事业在当地创

出一片天。今天的江苏省川商在各行各业为当地和家乡的经济、文化、

社会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受到各方面的肯定。 

林育庆博士声称，菲中商贸关系正处于良好态势，我们应利用这

个机会来配合一带一路经济策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以掌握各自的

优势和迫切需要，来寻求合作商机。商总是全菲规模最大的商业组织，

本会很乐意为贵会在此间寻求商机穿针引线，帮助贵方藉着这趟来菲考

察，掌握本地投资环境的最新资料，为川商的“走出去”铺平道路，也为

贵我双方的互利共赢，建立有利平台。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朱永福会长一行，介绍诸位出席领

导，顏秘書長還特別介紹即將成立的菲律濱江蘇商會應邀出席的三位領

導，即候任會長譚志，秘書長吳義山，會務指導員何洪瑞，並請譚志會

長分享他們在菲經商經驗。 

朱永福会长感谢本会领导给予他们的热情接待。这次来菲主要是

想进行考察，对本国各方面情况进一步了解，以寻求商机。他说，得知

本会是菲律滨华社规模最大，组织最全面和各方面关系最广泛的商业组

织，所以想前来取经，希望能够获得提供有关本国营商和投资环境的最

新资料。 

朱永福会长并向大家介绍江蘇省的经济潜力和优势，以及招商政

策，他说，在工业领域中，江蘇省优先发展高科技工业和辅助工业。在

农业领域，该省主张吸引各企业对高科技农业区、绿色农业区和安全农

业区进行投资。同时，为有效利用外资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江蘇将

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市场进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更加公平和

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接著介绍代表团全体成员。 



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等出席领导也分别发表各自对各项课题的

看法和意见。朱永福会长的随访人员也相继发言，分享他们的心得。双

方并进行一個多小时的友好交流，就相关问题互相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庄

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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炜煌博

士，一带一路副主任许振基，新闻副主任许伟念，物业管理副主任张冬

钦，一带一路理事陈兴阳，社会责任理事洪金铭。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宾主双方进行友好

交流。 

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朱永福会长赠送纪念品。 

图三本会领导与朱永福会长一行合照。下图双方賓主合照。 
 

 

 

 

 

 

 

 

 

 

 

 

 

 

 

 

 

 

 

 

 

 

 

 

商总暨菲华各团体庆祝 

菲独立节暨菲中友谊日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联合菲华各团体于六月十日（星期一）下午

七时，假座菲律滨国家会议中心（PICC）宴会厅举行晚会，隆重庆祝

菲律滨共和国121週年独立节暨第十八届菲中友谊日。本国政要及各国

使馆领导和菲华各团体代表一千五百餘人出席晚会。 

晚会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中国驻菲大使馆檀勍生

临时代办应邀致词，菲律滨总统经贸事务顾问Hon. Jose Ma. “Joey”A. 

Conception III代表杜特地總統担任大会主讲人，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

兼总领事罗刚应邀出席，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大会司仪，餘興节

目由蔡臻蔚先生和陈静妤小姐主持。 

晚会先奏菲中两国国歌拉开序幕，继由副理事长蔡荣卫领祷，然

后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致词表示，『我们每年都隆重庆祝六月十二日的

菲律滨独立节，以及六月九日的菲中友谊日。独立节提醒我们意识自己

是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必须认同国家的理念，我们也非常尊敬那些勇

敢捍卫我们的国家的英雄和士兵们，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大家以爱国精

神来服务我们的同胞。 

今天晚上，我们同时也庆祝菲中两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许多本地

华人经过数个世纪与菲人融合和通婚，现在已经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

菲华社会也成为菲律滨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同时，本国估计至少

有四分之一人口，身上流着华人血统，菲華两族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菲中建立外交關系四十四年以来，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为彼此间

在贸易、投资、农业、教育和其它领域的合作铺平道路。本會菲华商联

总会将致力推进发展两国关系进一步巩固，我们将与菲华社会携手合作

，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 

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勍生致词表示，中国愿继续作菲律滨

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希望双方携手合作，讓两国关系的黄金时

代更加炫目多彩。他并从三个方面阐述两国关系近年来取得的发展和成

就。首先，两国在双边及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合作极大加强。其次，两国

的各领域合作为双方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第三，两国间的人文交

流不断加强。檀勍生代办说，讓我们携起手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

协调和联系，使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更加光明。 

接下来由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介绍主讲人菲律滨总统經贸事务顾

问Hon. Jose Ma. “Joey” Conception III，然后由Conception阁下上台演



讲。 

Conception阁下说，『在这个杜特地总统任期只剩下三年时间的时

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平与繁荣。在过去三年，总统已经向菲律滨人

民显示，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他所作的承诺也

有一部分得以实现。大家必须知道，如果没有包容性的经济，以及全体

人民共同繁荣，我们的总统意欲给予菲人一个更美好生活的心愿将不能

够如愿以偿。他说，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建议总统应把焦点放在旅游业

、 农业

和 数码

化 这三

个 领域

。 

在

国 与国

之 间的

友 谊方

面 ，应

以 信任

为 根本

， 大家

应 该学

习 彼此

互 相信

任 ，并

且 帮助

比 我们

落 后的

国 家。

我 们不

仅 要追

求国家的繁荣，更要寻求与邻国彼此之间的共同繁荣。』 

晚会餘興节目丰富，精彩纷呈，计有舞蹈、合唱、乐器表演和魔

术等。 



左上角左起菲律滨总统經贸事务顾问Hon. Jose Ma. “Joey” 

Conception III代表總統担任晚会主讲人，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

勍生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副理事长蔡榮卫领祷，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司仪。  

左图二会场一瞥。左图三至圖六本会部分领导合照。 

        右图上本会领导与菲律滨总统经贸事务顾问 Hon. Jose Ma.“Joey” 

Conception III 和中国驻菲大使馆临时代办檀勍生向大會祝酒。右图二

本会领导与贵宾入座主宾桌。右图三至圖五本会领导、大使館領導、贵

宾合照。下图谢幕。     
 

 

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成年组圣公会／圣大蔡佳珍夺魁中正庄永坚掄次 

青少年组首二名及成年组首名 

将代表本国赴北京参加总决赛 

     

菲华商联总会讯：承中国北京市侨办委托中国驻菲大使馆、本会

主办，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华星艺术团）、马尼拉华助中心、菲华各

校友会联谊总会、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菲华电视台协办“2019文化

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成年组中文歌曲大赛菲律滨区预赛及决赛于六

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一时，假本会七楼大礼堂举行。 

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席、中国

驻菲大使馆董洪亚领事应邀出席致词並頒獎、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

郭从愿宣佈比赛规则、菲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荣誉会长许丽容介绍诸位

评审，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黄婉容校长宣佈决赛结果，菲华

电视台主播李美龄担任主持人。 

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在座各位宣佈好消息： 在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本会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许泽恭等人赞助下，第一

名和第二名得主的奖金，将分别从六万元提升至十万元，以及从四万元

提升至五万元。 

叶芳枫副理事长致欢迎词表示，『去年，我国在水立方杯比赛中，



施美妮小姐以她超脱的歌喉夺得全世界水立方杯的冠军，为本国争光，

值得鼓舞。希望今年大家能继续发挥自己的天才，以及悦耳的声韵夺取

魁首。任何比赛都应以“友谊第一”，希望大家在此比赛之际，也同时建

立和谐

的友情

。 

廿

三位选

手经预

赛再决

赛，激

烈竞争

后比赛

结果成

绩如下: 

參

赛学校

有大岷

区和未

狮耶区

者有：

法迪玛

大学施

嘉玲、

叶美佳

，育仁

／马波

亚施金

美、育

仁中学

王婉谊

、圣道

顿玛斯



大学史习妍、蔡慧嘉，拉萨大学高芳妮、圣公会／圣大蔡佳珍、嘉南中

学施学武、Hinunagan Nat. HS 黄义方、宿务亚典耀林春岩、中正学院

洪汉盛、杨思善、庄永坚、吴美蕙、苏蓉蓉、姚燕熹、庄雅玲，东方大

学施美仁、计顺市菲华／菲大张明刚，独立参赛者黄培育，侨中学院黄

泽兴。 

第一名圣公会／圣大蔡佳珍、第二名中正学院庄永坚、第三名嘉

南中学施学武、第四名独立参赛者黄培玉以及第五名法迪玛大学施嘉玲

。 

赢得菲赛区决赛青少年组首二名及成年组首名将代表本國赴北京

参加总决赛。本会副理事长长王连侨将每人赠送他们其工厂生产的

GIBI名牌鞋子三双。 

上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馆领事董洪亚、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分别

致词、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郭从愿宣佈比赛规则、菲华各校友会联

谊总会荣誉会长许丽容介绍诸位评审员、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

事黄婉容校长宣佈决赛结果、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宣佈第一名和第二

名得主的奖金提升、菲华电视台主播李美龄担任主持人。 

左图二至图四中国驻菲大使馆董洪亚领事、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

亦即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郭从愿、菲华各

校友会联谊总会荣誉会长许丽容和菲律滨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黄婉

容校长，以及菲華台首席執行長姚麗英分别向前五名优胜者颁赠奖金。 

右图四中国驻菲大使馆董洪亚领事向诸位评审委员赠送红包。图五主办

单位、协办单位领导和诸位评审员与進入決賽十名优胜者合影。下图全

体與首五名優勝者合影。 

 

 

厘务局马尼拉第六税务区 

派员莅商总主持税务讲座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一时，在八

楼会议大厅举行一场税务讲座，邀请厘务局马尼拉第六税务区三名税务

官Andres Bisares、Andrew Delos Santos 和Norris Caballegan前来主讲

。同时莅会者还有厘务局马尼拉第六税务区区域总监Marina C. De 



Guzman、助理总监Josephine S. Virtucio，以及Tondo-San Nicolas办公

厅主管Teresita Y. Lumayag、Quiapo-Sampaloc-San Miguel-Sta. Mesa办

公厅主管Jose Maria L. Hernandez以及Paco-Pandacan-Sta. Ana-San 

Andres办公厅主管Helen D. Vista。 

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致欢迎词，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介绍在座

领导和贵宾并担任司仪。         

黄美丽执行副理事长致词表示，这是一个讓大家能够了解各种纳

税最新条例、拖欠税赋特赦和遗产税特赦执行规则的最新资料的好机会

。今年二月，杜特地总统将第11213号共和国法令亦即2019年税赋特赦

法令签订成法，向商家提供拖欠税赋和遗产税特赦。这对商家而言非常

重要，因为能够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同时也让政府能够收到拖欠税赋，

希望这场讲座能够帮到在座各位的各项需要。 

厘务局马尼拉第六税务区区域总监Marina C. De Guzman介绍三位

讲员厘务局马尼拉第六税务区税务官Andres Bisares、Andrew Delos 

Santos和Norris Caballegan，然后由三位讲员分別主讲。 

首位讲员向在座各位讲解各种纳税的最新条例（Tax Updates）、第

二位講員就拖欠税赋特赦各項執行規則講解說明（Tax Amnesty on 

Delinguencies & IRR）、第三位講員則對遗产税特赦（Estate Tax 

Amnesty & IRR）執行規則詳細說明。他们说，税赋是国家经济的命脉

，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大家要正确纳税。 

三位讲员最後主持公开讨论，讓在座各位提问，再由他们一一解

答。 

小圖左起本会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致欢迎词，厘务局马尼拉第六

税务区区域总监Marina C. De Guzman介绍三位主讲人，本会董事兼税

务主任杨长江介绍在座本会领导。 

        右上图本会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和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厘务局马尼

拉第六税务区区域总监 Marina C. De Guzman和助理总监 Josephine S. 

Virtucio颁赠纪念品。在场尚有本会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工商共同

主任许天恩，税务副主任王家煙，社会责任副主任陈清雷。左中图会场

一瞥。下图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和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三位讲员颁赠纪

念品。 

 

 

 



 

 

 

 

 

 

 

 

 

 

 

 

 

 

 

 

 

 

 

 

 

 

 

 

 

汉办志愿者教师莅菲履新 

商总文教委员会机场迎接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本会向中国汉办申请汉语志愿者教师第二批

五名于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乘搭南航CZ3091班机，上午十时五十五

分从广州莅菲履新。 

本会文教副主任卢连兴和秘书黄尚美到机场接机，并假CCP富临

海鲜酒家设宴欢迎。 

本学年度申请汉办志愿者教师共五十二人，第三批将于八月份抵

菲。 

上图本会假CCP富临酒家设宴欢迎，由文教副主任吴满满、卢连

兴，顾问苏经纬代表招待志愿者教师并合影。下圖在酒家外合影。 
 

 

 

 



 

 

 

 

 

 

 

 

 

 

 

 

 

 

 

 

 

 

 

 

 

 

 

 

 

 

 

 

 

 

 

 

 

 

商总配合旅菲苏浙校友会 

在武六干省进行义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旅菲苏浙校友

会，于六月十六日（星期日），在武六干省Malolos社Santor小学，为当

地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邻近一带患者。 

旅菲苏浙校友会献捐菲币五万元，作为义诊费用。武六干省菲华

厂商总会向参与义诊服务的两会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提供午餐。 



旅菲苏浙校友会会长周纯峰，副会长柯文景、施瑞玉、林锦恒，

以及陈文献、吴华彬、许天恩（本会工商共同主任）、蔡文辉、蔡世佑

、施纯永、陈荣鈿、洪金镇等领导暨家眷。武六干菲华厂商总会的李建

宙 、 张

启 敏 、

王 俊 杰

、 颜 子

旋 、 卓

少 华 等

领 导 和

秘 书 胡

莉 莉 提

供 协 助

。 

本

会 社 会

责 任 共

同 主 任

许 焕 燃

， 办 公

厅 主 任

林 杨 雪

芹 暨 职

工 出 席

参 与 帮

忙。 

当

天 惠 及

病 患 七

百 二 十

人 ， 为

牙 患 者

一 百 四



十六人拔牙，并分发一百三十六副老花眼镜。 

        图为進行义诊，本会、旅菲苏浙校友会和武六干省菲华厂商总会的

諸领导合照。上圖醫生問診。左中圖牙醫為患者拔牙、右中圖為患者分

老花眼鏡。下圖旅菲苏浙校友会移交献捐支票。 

 

中国国侨办许又声主任莅菲访问 

商总诸位领导亲往机场热烈欢迎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又声主任一行，于二

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六时三十分，搭乘菲航PR540班机

，由印尼雅加达飞抵马尼拉2号国际机场，莅菲访问并出席由国侨办和

本会于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在八楼会议大厅联合主办的“

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同时为本会“一带一路咨询中心“揭牌，

以及出席由菲律滨中國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于六月二十二日在菲律滨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亲往机场迎接，热烈

欢迎许又声主任一行。参加迎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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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执行副理事长

黄美丽

，副理

事长叶

芳枫、

施伟廉

、林荣

辉、吴

启发，

董事／

稽核兼

一带一

路委員

會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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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前往机场迎接者尚有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

，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张昭和（本会名誉理事长），名誉会

长卢祖荫、戴宏達，副会长施万轸、柯维汉（本会文教共同主任）等。 

左上图许又声主任與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合照。右上图许又声

主任与本会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握手致意。下图许又声主任与欢迎人

士在机场合影。 

 

 

中国国侨办许又声主任离菲返国 

商总诸位领导亲赴机场热情欢送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又声主任一行，于二

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期间莅菲访问，并出席由国侨办和本会

于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在本会八楼会议大厅联合主办的“华商与一

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同时为本会『一带一路咨询中心』主持揭牌仪式

，以及出席由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于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假菲律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 

三场盛会结束后，许又声主任一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

午十一时，搭乘班机离菲。 

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亲赴机场送机，热情

欢送许又声主任一行。参加欢送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

理事长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等领导。 

上图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蔡聪

妙博士、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

许又声主任握手歡送。 

左图二本会諸领导与许又声主任合影。左下圖本会领导在机场贵

宾室与许又声主任交谈。 

        右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蔡聪妙博士歡送许又声

主任。右图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许又声主任在机场贵宾室交谈。



右下图本会领导與董洪亞領事合影。 

 

 

 

 

 

 

 

 

 

 

 

 

 

 

 

 

中国国务院侨办许又声主任在商总 

为“一带一路”咨询中心主持揭牌 

 

菲华商联总会讯：今年四月份，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诸领

导组织商总代表团随杜特地总统为首的菲律滨代表团赴京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前往拜会国务院侨办许又声主任，

受到其热情接见。许又声主任除在致欢迎词时对本会六十多年来在菲律

滨服务侨胞和侨社给予肯定外，还提出在菲律滨成立一带一路咨询中心

的建议。许又声主任表示，国侨办想在世界主要国家设立一带一路咨询

中心，以服务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在国外合作、合法、双赢之下推动

业务，并鼓励本会作为表率。 

本会很感谢许又声主任给予商总这机会。理事長林育庆博士也向

许又声主任介绍本会本届成立一带一路委员会，以配合一带一路的项目

，和了解一带一路的政策和发展。 

返菲後，本会一带一路委员会在督导陈章成董事兼稽核率领下，



成立一个二十人团队，快马加鞭工作，为咨询中心的揭牌进行筹备。 

六月廿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时，由中国国侨办与本会联合举办“

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结束后，许又声主任为商总“一带一路咨询

中心”主持揭牌仪式。这是全球第一个由国侨办主催下成立的一带一路

咨询中心，此举不但是商总的荣誉，也是菲律滨华侨华人全体的光荣。 

上图中国国侨办许又声主任为商总“一带一路咨询中心”主持揭牌

仪式。图中尚有中国统战部三局刘玉刚局长，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

兼总领事，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董尚真。 

        下图商总一带一路咨询中心揭牌后，中国国侨办许又声主任、中国

统战部三局刘玉刚局长和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与本会領導

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董尚真、卢武敏少将、黄祯

潭博士、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张昭和，执行副理事长

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林荣辉、许学禹、王连侨

、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合影。 

 

 

 

 

 

 

 

 

 

 

 

 

 

 

 

 

 

 

 

 



中国国侨办与商总成功举办 

“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本会于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上午十时，在商总大厦八楼会议大厅隆重举行“华商与一带一

路建设”座谈会，邀请华社各团体出席参加。当天請十個主要團體理事

長或會長或主席親臨發言，华社各团体单位百餘个，大约200多人，整

个会议厅座无虚席，场面热闹。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声阁下率领一行长官莅菲与会。

座谈会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席，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

督导陈章成主持大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今天我们很荣幸，国务院侨办

主任许又声阁下光临商总，为大家主持这场“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

会。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所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所作出的新贡献。其重点是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一带一路坚持工建共享原则，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经济全

球化作出中国的贡献。倡议提出五年来，得到全球积极响应和参与。经

过五年实践，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行动，取得重大进展，

全球131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

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各国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历史大潮，符合沿线国家人民渴望共享

发展机遇，创造美满生活的期待。今天举行这场座谈会，也是要听取菲

华各大团体领导人的意见。』 

继由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菲华工商总会执行副理事长许

长安、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侯世炼、菲华联谊总会會长戴国安、菲律

滨各宗亲会联合会主席谢国仁、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本会

名誉理事长）张昭和、菲华新联公会会长蔡永柠、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主席许泽恭、菲律宾香港商会副会长黄天从及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会长

柯志超代表發言，暨华社各团体首长和代表相继进行公开發言，最后由

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作出总结。会后，各团体代表与许又声阁下一行

以及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合照留念。 

小图左起中国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作出总结，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致欢迎词，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菲华工商总会执行副理

事长许长安、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侯世炼、菲华联谊总会會长戴国安

、菲律滨各宗亲会联合总会主席谢国仁、菲律滨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张

昭和、菲华新联公会会长蔡永柠、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许泽恭、菲

律宾香港商会副會長黄天从、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会长柯志超等华社各

团体首长和代表相继发言，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主持

大会。 

左图二林育庆博士向许又声主任颁赠感谢状。右图二国侨办主任



许又声阁下与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握手致意。 

左图三中国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

总领事、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董尚真入座主宾席。左图

四和圖五会场一瞥。 

右图三至圖五中国国侨办和中国驻菲大使馆的长官以及本会领导

等出席座谈会。下图全体合照。 
 
 

中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离菲返国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赴机场欢送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以“推进中

国和平统一，实践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

统一大会，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在马尼拉菲律濱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开幕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主席

万钢莅菲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多个统促会及相关组织1200多人参加此次盛会。 

盛 会 结 束

后，万钢副主席

于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凌晨

四时，搭乘班机

离菲返国。本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和名誉理事长

兼马尼拉华助中

心主任庄前进亲

赴机场送机，热

情欢送万钢副主

席。 

上 图 理 事

长林育庆博士与

万钢副主席合照



。 

        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在机场贵宾室与万钢副

主席亲切交谈。 

 

商总诸领导举行会议探讨 

新消防设备议案执行规章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于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中午，在六楼会

议室召开特别会议，探讨有关新消防设备议案的执行规章。 

由于国会近日通过新的消防设备议案，等消防局制定执行规章后

将正式实行。本会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发现，其中

部分规章条文中的要求过于严格，不少厂家反应说，基于受到各自条件

所限制的缘故，他们实在很难遵照所有规章条文的要求去实行。 

本会意识到，每一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各种客观因素，所以每一

项规章制度，都不一定能够适应于各行各业的所有厂家。李培培律师也

觉得，新规章当中有很多过于严格苛刻的条文，使很多厂家难以遵照。 

有鉴于此，本会与会领导着手研讨是否有些比较合适恰当的建议

，能够呈交给消防局负责人，供他们参考并审议有关规章制度，致使最

终推出各方面均能接受和有能力遵照的条规。 

本

会出席

领导有

董事兼

外交主

任施超

权，董

事兼调

解主任

吴俊民

，秘书

长颜长

江博士，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外交副主任张文辉，劳工副主任陈世杰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吴肇新，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

律师。出席者尚有菲华志愿消防队总会副会长许有福。 

小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主持會議

。大图特别会议进行情况。 
 

菲律賓金井商會捐五萬元 

協助商總舉行義診助貧困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會配合菲律賓金井商會於六月廿三日（星期

日）在武六干省舉行義診施藥助貧困，該會資助義診工作菲幣五萬元。

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中国国侨办许又声主任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又声主任一行，于二

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期间莅菲访问，出席与本会联合主办的

“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同时为本会“一带一路咨询中心”主持揭

牌仪式，以及出席由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全球华侨华人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时，许又声主任一行莅访本会，

受到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国侨办根据习近平主席的指示

，把广大海外侨胞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

极作用，并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凝聚侨心侨力，共圆共享中

国梦，赢得海外华侨华人的向心力。 

本会与国侨办向来关系密切，接触频繁，合作无间。国侨办并于

2014年授予本会设立“马尼拉华助中心”，为本国华侨华人投入全心全意

服务及扶持，配合在菲主持中医义诊，宣扬中医国粹，与华社同庆春节

并宣扬中华美食等活动。许又声阁下这趟亲临主持“华商与一带一路建

设”座谈会，并为本会“一带一路咨询中心”揭牌，相信必定能够成绩斐



然，凝聚本地华人华侨的更大向心力，及为菲中两国人民创造更多合作

商机。』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许又声主任一行，介绍诸位出席领

导。 

许又声主任在致词中，『感谢本会诸领导在百忙中，拨冗亲往机场

迎接他们一行，也感谢大家给予的热情接待。他说，当前中菲关系取得

了长足进展，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人文交流日益热络。中国能有今天的

发展局面，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他也对本会多年来为促进中菲两国

在各个领域交流与合作所发挥的积极桥梁纽带作用表示肯定，并予以赞

赏和感谢。』 

许又声主任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来，在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

变为现实，取得丰盛硕果。不仅助推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也为沿线

国家和地区带来发展新机遇，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说

，中国资金“走出去”一定会造福所在国的民众。这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

的好处和利益。全球约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就有约4000万。华侨华人在所在国拥有广泛人脉和商业网络，有雄厚实

力和丰富经验，具有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希望广大海外华

商能够多多推介并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用、开放、绿色

、廉洁的理念。相信“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会越来越

好，并更好地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以及造福世界。』 

宾主双方并就共同关切的话题，进行亲切友好交流。 

出席者尚有中国统战部三局刘玉刚局长和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

赞兼总领事。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

，名誉理事长黄年荣、董尚真、卢武敏少将、黄祯潭博士、庄前进、张

昭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许学

禹、王连侨、戴亚明、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暨各委员会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理事和聘任委员

。 

上左图：左起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和许又声主任合照。上中圖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与许又声

主任握手致意。上右圖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和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在理事长室与许又声主任亲切交谈。 

  左图二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右图二会场一瞥。图三本会领

导与许又声主任进行友好交流。 

图四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许又声主任赠送纪念品。下图许又声主

任向本会赠送纪念品。 
 

 

 

 

 

 

 

 

 

 

 

 

 

 

 

 

 

 

 

 

 

 

 

 

 

 

 

 

 

广州市商务局陈敬泽調研员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广州市商务局会展促进处調研员陈敬泽阁下一

行，于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诸领导的热烈

欢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陈敬泽閣下这趟率领广东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代表团来访并推介博览会，相信在阁下一行的详

细推介下，本会同仁必定能够对这场博览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有兴趣

参会者在获取更多有关资料之下，必定能够收益良多。相信这场博览会

将能够促成一批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和旅游

文化合作项目，打造一批有利于稳定外贸增长的新平台，扩大广东与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菲中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相信本届海博

会必定能够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更上一层楼，为双方带来互利共赢的局

面。 

继由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向陈敬泽調研員一行

，介绍本会诸位出席领导。 

陈敬泽調研员首先感谢本会给予他们的热情接待。他在讲话中表

示，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濒临南海，比邻港澳，是中国改革开

放先行地，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市场活力和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

一，经济总量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 

广州市是广东省省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常

住人口约1500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今天的广州经济繁荣发达

，城市活力四射，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

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正在着力建设国际大

都市，朝着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迈进。 

他说，2019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由广东省贸促会

主办、广东省商务厅、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承

办，订于8月23至26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A、B区展出; 主题

论坛订于8月23至24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诚挚邀请世界各

国商协会、跨国公司、知名企业共襄盛举，共创合作商机。 

陈敬泽調研员的随团人员也相继推介2019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博览会，以及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然后通过短片介绍广州市。 

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

、副理事长施梓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相继发言，就相

关话题分享各自的观点和建议。双方并就促进菲中经贸合作的课题，进

行座谈交流，各自提供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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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王连侨，董事／



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理事长福利事务兼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财经主任许友清，科

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工商副主任蔣曉瑋，税务副主任林志文，

農資副主任柯志超，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一带一路理事陈兴阳、施

天祥，新闻理事黄淑贤，一带一路聘任委员黄栋星。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右上图陈敬泽閣下向林

育庆博士赠送纪念品。下图林育庆博士向陈敬泽閣下回赠纪念品。 
 

 

 

 

 

 

 

 

 

 

 

 

 

 

 

 

 

王彬街附近接连发生抢劫案 

商总呼吁华人华侨注意安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外交委员会接获一通电话，获悉週一晚八点

左右，一名华人从 Sta. Cruz 走经 Espeleta 和地端街转角时，突然有一

辆摩托车驶往他身边，车上两名蒙面汉其中一人下车走近他，然后用刀

或者枪指着他身后，要他拿出身上的手机和现款。 

    华人被抢劫后，两名蒙面汉骑着摩托车离去。被劫华人随即前往

Gandara 警站报案，向当地警员形容两名蒙面汉的外貌以及陈述案发经

过。警员告诉他，这已经是近日来第三起类似的报案，案情跟他所描述

的情况几乎是大同小异。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获悉后，立刻

指示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跟警方探讨此事，要求警方能够增加警员的



能见度，并加强在附近一带进行巡视。施超权董事已在第一时间跟有关

当地警方接触，对方表示正在加紧追踪此案。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并奉劝华人华侨

在出入 Sta. Cruz 和王彬一带，尤其是晚上，一定要特别小心，同时晚

上最好不要自己一个人在偏僻的地方出入，也避免携帶貴重東西外出以

策安全。 
 

 

 

图片说明：商总领导于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五时，假座

黎刹公园酒店中餐厅设下午茶点，招待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又声主

任一行。宾主双方就相关菲律滨华人华侨的各项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商 总 表

示 将 会

尽 力 配

合 国 侨

办 针 对

菲 律 滨

华 人 华

侨 的 工

作 ， 国

侨 办 也

表 示 将

对 商 总

的 护 侨

工 作 提

供 协 助

。 

上

图 左 起

国 侨 办

许又声主任分别与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和名

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合照。 

中图国侨办许又声主任与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



武敏少将、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董事／稽核兼一

带一路督导陈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在席间

合照。下图许又声主任一行、董洪亞領事及商总全體领导合影。 
 

人大华侨委徐利副巡视员一行莅访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诸领导热烈欢迎 

 

菲華商聯總會訊：中国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法案室徐利副巡视员

一行，于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

的热烈欢迎。 

首先由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叶

芳枫副理事长说，『中国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多年来在立法维护到祖籍

国投资营商的海外侨胞的合法及正当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各

方面的全面肯定。希望徐利阁下一行这趟来菲访问考察，能够进一步了

解本地华人华侨的各方面实际情况，以使能够制定更多对在华从事各方

面工作的菲律滨华人华侨更加有利的法律规章。』 

叶芳枫副理事长同时征求徐利阁下一行，能够介绍中国政府在侨

务立法和当前侨务政策走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在祖籍国投资兴业等方

面的最新资讯，讓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徐利阁下一行，介绍本会诸位出席

领导。 

徐利副巡视员对本会诸领导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同时对本

会为华社和本地主流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肯定，也对本会对促进菲

中友好关系和推动两国经贸及人文交流与合作多加赞扬。 

她说，中国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要从事对涉侨议案，包括护侨

法、保护归侨侨眷和华侨权益进行立法，法案室则负责在有关涉侨法案

立法后，监督有关法律的执行。希望这次来菲考察，能够听听大家对各

种利侨课题的一些有建设性建议和意见，以便他们回国后进行调研，以

后作出更有利于涉侨的各种立法。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趕來，亦向徐利阁下一行介绍本会所推行的各

项方案，同时也向他们介绍菲律滨，并希望他们此趟能够多了解一下本

国的实际情况，以便今后双方能够多加接触和往来。 



在座的本会诸领导也相继发言，徐利阁下的随团成员也各自分享

他们此行的心得。双方并进行融洽的交流，就各项课题相互分享有关资

讯。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董尚真、卢武敏

少将、庄前进、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许学

禹、戴亚明，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董

事兼组织主任蔡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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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

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福利副主任黄太阳、吴永坚，组织副主任许友忠，

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话。左中图徐利副巡视员发

表讲话。 

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徐利副巡视员赠送纪念品。下图徐利

副巡视员向本会回贈纪念品。 
 

 

 

 

 

 

 

 

 

 

 

 

 

 

 

商总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被撞渔船渔民捐款 

       

菲华商联总会讯：六月九日午夜，本国一艘渔船在礼乐滩海域被

一艘中国渔船撞沉，这本来是一起意外事故，可是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

媒体大肆炒作，以及若干别有用心的政客四处散播中国渔船撞沉菲渔船

后，没有施以援手，关闭船上的灯光然后离开，致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本会向来都在大力从事促进菲中友谊的工作，此事件发生后，本

会乐见总统以理性作出回应，并保持与中国友好。我们也一直都在关心

事态发展，同时以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向国防部长Delfin Lorenzana表

示本会关怀受损渔民，所以想对他们进行援助，除了向他们伸出援手以

外，也希望能透过此举，避免并排除事情闹大。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早上九点，本会假座Annabel餐厅召开一

场记者招待会，并通过本会会员单位西岷罗洛菲华商会前理事长亦即本

会南吕宋区常务理事施金城和副理事长亦即西岷罗洛省仙扶西市市议员

Harry Guilbert Chua率领沉船船长偕同二十二名渔民其中三名代表一行

四人前赴会场，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手向他们当场移交本会赞助捐款

。本会捐献修理被撞渔船费用菲币120万元，由船长亲自接收。同时也

顾虑到渔船维修期间渔民无法捕鱼维持生计，所以也向22名渔民提供菲

币25万元生活津贴费，作为他们在渔船维修期间的生活费用。此外，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本人亦向受影响渔民每人捐送一袋白米，希望能有助于

纾解他们当前的困境。 

本会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起非常个别的事件。目前两国政府仍

在厘清事发经过，现在还不能认定菲中双方哪一方应对此事件负责，我

们也不去管谁对谁错，只关心受影响渔民的福祉。同时也呼吁各界人士

保持冷静，等待调查结果，并抑制它对菲中友好关系构成不利影响。本

会及本地华商华人应该积极从事国民外交工作，与菲人兄弟和睦共处、

团结一致，并继续作为维系菲中友谊的桥梁，为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继续

努力。 

当天，本会还承诺要在西岷罗洛省San Jose社捐建五座农村校舍，

造福当地菲人子弟。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记者表示，本会此举完全是代表华社，出于

对受影响二十二名渔民表示关怀，以及对他们的一点心意，丝毫没有任

何附带条件，也不带任何目的或色彩，并且在提供援助之前，完全没有

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沟通，这完全是商总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关切。 

船长茵锡尼和船主黎拉道礼代表全体渔民，对本会的伸出援手表

示感激。他们声称本会的援助让他们从危机中再度重燃希望。并表示他

们遇到危机时，才知道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

理事长

叶芳枫

、施伟

廉、施

梓云、

许学禹

、王连

侨、黄

奇昭，

董事兼

外交主

任施超

权，董

事兼一

带一路

主任李

雯生，

董事兼

调解主

任吴俊

民，董

事兼新

闻主任

李天荣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新闻副主任

林莉莉博士、王婉贞、施金郎，理事蔡荣利。 

左上图理事长林育庆致词。右上图林育庆博士向船长移交120万元

捐献支票。 

图二林育庆博士向渔民代表移交25万元捐献支票。图三林育庆博

士向船长移交其本人捐献白米。图四本会出席領導与渔民代表合影。 

        左图五本会部分出席领导与船长合影。左下图本会部分出席领导合

照。右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