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 稿  2019  七月  (July) 

 

商总宴请岷警区警长Danao 

探讨马尼拉华人区治安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外交委员会日前获悉岷市华人区Espeleta与

地端街转角一带，近日接二连三发生华侨晚间遭骑摩托车劫匪抢劫。劫

匪通常都是两名蒙面汉共骑一辆摩托车，其中一人负责驾驶，另外一人

负责下车行劫，抢劫之后立刻驾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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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视。施超权董事已在第一时间跟有关

当地警方接触，对方也表示正在加紧追踪此案。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中午，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假世纪酒家宴请菲国警岷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

准将偕副警长Antonio Yarra上校，向他们反映此事，并要求他们在当地

加快警方人员的能见度。Danao警长表示 捍卫其管辖地区人民的生命财

产，乃是他的职

责所在，他将会

慎重此事。 

本会出席领

导有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社

会责任副主任洪

聪晓，外交聘任

刘少强、吴肇新

。 

        上图本会董

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与岷警区警

长 Vicente Danao

准将合影。下图

本会出席领导与

岷警区警长

Vicente Danao和

副警长 Antonio Yarra上校合影。 

 

 



南侨中学菲律宾校友会新届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晋江南侨中学菲律宾校友会于六月三十日（星期

日）上午十一时，假座金海湾大酒家举行第三十九连四十届职员就职典

礼。是晚会场高朋满座，场面热闹空前。 

该会常务顾问兼决策委员龔爱华为大会监誓并演诲，大会主讲人荣

誉理事长陈祖昌，该会大会主席亦即本會物業管理副主任理事长许泽恭

、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副主任许振基。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菲律滨晋江同乡总会理事

长李国材、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王金钗、海内外嘉宾代表分别致词

。该会执行副理事长施静容致谢词。 

小图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该会常务顾问兼决策委员龔

爱华担任监誓员并演诲、该会荣誉理事长商總參議委員陈祖昌担任大会

主讲人、大会主席理事长许泽恭、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副主任

许振基分别致词、该会执行副理事长施静容致谢词。 

左图二监誓员该会常务顾问兼决策委员龔爱华为新舊届理事長見証

移交印信。 

        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入座主宾席。右图二本会领导出席大

会。下图全体合影。 

 

 

 

 

 

 

 

 

 

 

 

 

 

 

南侨校友会新届职员就职典礼 

许振基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晋江南侨中学菲律宾校友会于六月三十日（星期

日）上午十一时假金海湾大酒家，举行第三十九连四十届职员就职典礼



。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许泽恭先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副主

任许振基先生。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该会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副主任许振基先生为华文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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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南侨校友会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一带一路副主任许振基先生向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移交捐献支票。 

 

 

 

 

 

 

 

 

 

 

 
 

商总领导人陪同万钢一行 

前往参观菲华历史博物馆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

助中心主任庄前进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下午，陪同六月下旬莅菲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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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阁下一行，参观位于马尼

拉王城区的菲华历史博物馆，受到菲律滨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

华女士等人的热烈欢迎，洪玉华女士并向大家介绍里面的陈列品。 

洪玉华女士向大家介绍说，位于华裔文化传统中心内的菲华历史博

物馆，记录了菲律滨华人的生活、贡献与历史。博物馆分成早期交流、

八连（西班牙殖民时期集中管理华人的聚落）、殖民文化、华人社群的

建立、捍卫自由、19世纪华人生活、华裔国家领导人、珍贵照片和图集

、殉道者纪念堂、墓葬品收藏及展示、菲律滨稀有贝类、菲律滨华人与

国家建设。馆内除图片、资料实物外，还别出心裁地建造了不少实景，

以生动直观的人物、景物，告诉人们旅居菲律滨华侨华人的生活史、奋

斗史和贡献史。 

万钢副主席表示，旅居菲律滨华侨华人的动人事迹，令他感到振奋

和感慨良多，声称他们的作为与成就，不但丰富了菲律滨的历史，并深

刻影响着当今的社会生活。 



        上下图万钢副主席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

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和菲律滨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和唐文灿

等负责人合影。 

 

 

 

 

 

 

 

 

 

 

 

 

 

 

 

 

 

 

 

 

 

 

 

 

 

 

 

 

福建海外联谊会臧杰斌一行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臧杰斌阁下一行，于六

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 

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福建省

海外联谊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以“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根本宗旨，

由热心海外联谊、有一定代表性和社会影响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自愿组成

。过去31年来，贵会始终秉承创会宗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依托港澳

台，拓展海内外，广交五洲朋友，密切交流联谊，已成为福建开展对外

友好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成为增进海内外闽籍乡亲大团结、大联合、

大和谐的重要平台，为服务福建发展和海西建设，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维护港澳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长期积极推动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为反独促统做

出积极贡献，这趟由臧杰斌阁下率团前来出席参加由菲律宾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主办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必定能够收集诸



多相关课题的宝贵意见，对贵会今后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方针，也将起到

积极作用。 

当今两岸的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当局所施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对当地

下一代青少年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巨深，海外华人华侨必须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抑制这股分裂势力，阻止这个趋势的不断扩张，同时以实际行动

去促进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菲律滨华人华侨普遍都非常热爱自己的

祖籍国和家乡，大家都很乐意利用自身的优势，主动担当起沟通海峡两

岸的桥梁，为两岸的和解与统一做出贡献。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臧杰斌阁下一行，介绍本会诸位出席

领导。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臧杰斌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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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以来，福建省已从昔日的农村，一步步蜕变为现今的工业重镇，涌现出

一批国际品牌。如今福建省在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都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贡献。海外闽籍侨胞都是热爱祖籍国和家乡，希

望大家能够多多弘扬福建精神，大力宣扬福建，并进一步推动福建与所

在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远近

驰名。 

臧杰斌阁下对本会在促进菲中两国友好关系，以及推动各项经贸方

案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希望福建省海外联谊会与本会今后在各

领域，能够有更多更具建设性的合作。同时盼望本会能够继续扮演维系

菲中友谊的桥梁角色。 

臧杰斌阁下同时对早期的闽籍华侨华人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在这

里一步一脚印创出自己的事业王国的拼搏精神表示钦佩，同时对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最近组团赴闽出席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表示感谢。 

然

后双方

进行交

流，就

一系列

课题进

行深入

探讨。 

本

会出席

领导有

副理事

长叶芳

枫，名

誉理事



长卢武敏少将，副理事长吴启发，董事／稽核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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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税务副主任林志文，

福利副主任柯顺庆、吴永坚，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许伟念，物业管

理副主任张冬钦，一带一路理事陈兴阳。 

        上图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致欢迎词。中图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臧杰斌阁下发表讲话。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商总诸领导陪同许又声主任一行 

前往参观菲律滨国家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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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陪同六月下旬莅菲出席与本会联合主办的“

华商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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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声阁下一行，参

观菲律滨国家博

物馆。 

本会领导陪

同许又声主任一

行参观博物馆期

间，博物馆工作

人员向大家讲解

里面陈列图片中

描述的菲律滨从

西班牙殖民统治

时期开始，到菲

律濱第一共和国

、美国殖民时期

、菲律滨国协、

日本殖民时期、

菲律滨第二共和

國，一直到正式

独立的历史演变

，然后由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

向许又声主任一

行翻译。 

博物馆里面



也陈列许多中国明朝时代的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中国人

在明朝时代开始来菲从事贸易活动，欧洲国家有很多文物是中国明朝时

代通过菲律滨转运过去。 

许又声主任参观完毕后，对菲律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声称中菲两

国人民很早就有接触，希望两国友好关系能够长久维持下去。 

陪同许又声主任一行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

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上图为许又声主任与本会陪同领导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合影。 

中图为博物馆中陈列描述菲律滨历史的图像。 

        下图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然后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向许又声主任一行翻译。 

 

 

商总诸位领导热烈欢迎 

上海和统会沈永铭团长 
 

菲华商联总会讯：上海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团团长沈永铭阁下一行

，于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

烈欢迎。 

首先由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副理

事长林荣辉说，上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于两年前成立以来，致力于成

为反独促统的鲜明旗帜、凝聚海内外同胞的桥梁纽带、促进中国和平统

一的重要力量。同时促进上海与港澳台和海外的交流合作，宣传“一带

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府对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的原则立场，营

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统一的外部环境，并致力于服务国家和上海的发展

战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完成祖籍国的统一大业，是目前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海外华人华侨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两岸分

离的状态已经延续几十年，历史发展到今天，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结束

台海两岸的分离局面，已经是刻不容缓。菲律滨华人华侨热爱祖籍国和

家乡，大家都愿意利用自己的优势，主动担当起沟通海峡两岸的桥梁，

为两岸的和解与统一做出贡献。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上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团团长

沈永铭阁下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沈永铭阁下首先感谢本会给予他们的热情接待。他说，这趟来菲除

了出席由菲律滨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大会以外，最主要就是趁这一次机会，拜访他们久仰的菲律滨菲华商联

总会。声称本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以来，对本地社会影响巨大，做

了很多实质的工作，近年来跟中国国内也有很广泛的交流。希望能够跟

上海一些企业进行交流，把彼此間的接触，推向实质性内容。 



他就华侨华人在海外对国内的各项广泛支持表示肯定。他说，中国

改革开放第一波投资就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国内很多经济发展，都是

来自华侨华人的支持。目前，改革开放再出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给予支持。他也邀请大家有时间到上海考察，

探索发展商机。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稍后也赶到，提到『上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现代

化国际化都市，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很值得学习。他说，或许大家印象

中，菲律滨是一个既恐怖又落户的穷地方，其实不然，这里乃是一个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方，人民的素质也很高，希望大家能够考虑到这里

来投资发展。他并表示，身为第三代华人，他一直都希望中国终有一天

能够和平统一。』 

接着名誉理事长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施文界博士

，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相继发言，向大家分享各自的经历。 

沈永铭阁下的随团成员也陆续向大家分享他们此行的收获。双方并

就相关课题进行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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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副主任许天恩，科技资讯副主任郑炜煌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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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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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讲话。左图二上海和平统一促进

会代表团团长沈永铭阁下发表讲话。右上图会场一瞥。 

左图三沈永铭阁下向本会出席领导介绍其代表团成员。右图二沈永

铭团长与林育庆博士合照。 

         图

四林育

庆博士

向沈永

铭团长

赠送纪

念品。

下图沈

永铭团

长向林

育庆博

士回赠

纪念

品。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 

纳川股份公司访菲团 
 

菲华商联总会讯: 厦门泉聚京华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建纳川管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访菲团一行，在厦门泉聚总经理陈毓桢先生率领下，于六

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十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 

首先本会副理事长兼工商督导施东方博士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

欢迎词。施东方博士对陈毓桢总经理一行的莅访，表示最热诚的欢迎，

然后向陈毓桢总经理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施东方博士并向陈毓桢总经理一行介绍本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同

时表示，菲律滨总统独特地的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大建特建的基础设施建

设方案，为国内外投资者带来无限商机。他说此项方案很适宜于陈毓桢

总经理一行所经营的两家公司，希望他们此行能够在本国多走走看看，

进一步了解此间的综合状况，以后有机会能前来投资创业。 

总经理陈毓桢在发表讲话时，他们这一躺来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

深入考察菲律滨的投资环境，因为纳川股份有意向想把业务拓展到菲律

滨，在这边开设一间管材制造厂。听闻商总是全菲最具影响力的华商团

体，所以希望不会能够向他们提供相关资料。 

陈毓桢总经理也向大家介绍，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设在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是一家专注于安全环保、新型高端给排水管

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综合解决方案提供，以产品、客户为经营导

向的创新、科技、环保的综合型公司。自成立以来，为城市建设提供前

沿的综合性给排水官网解决方案。他并邀请本会领导有机会到中国考察

，能够到他们的公司访问和参观，共同探讨合作商机。 

宾

主双方

进行友

好交流

，就一

系列相

关问题

共同探

讨并相

互交换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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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席

领导有

副理事



长兼工商督导施东方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科技资讯共同主任

郑炜煌博士，工商副主任吴彼得、蒋晓玮、陈明健，新聞副主任林莉莉

博士，工商聘任委员蔡旺烈。 

        上图本会副理事长兼工商督导施东方博士致欢迎词。中图宾主双方

交流探讨。下图施东方博士向陈毓桢总经理赠送纪念品。       
 

中企会代表團應金偉團長一行莅访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热情欢迎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企会訪菲代表團由應金偉團長率領一行，于六

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时莅访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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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会长期以来以实力型、领袖

型企业家为核心，以企业家满意为目标追求，以“合作、发展、责任”的

平台服务模式，精心搭建国际与国内、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沟通桥梁，竭诚为会员企业和社会各界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便利化服

务，促成诸多国际合作项目、国内园区建设项目、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合

作项目。仅国际商务服务版块，每年组织近千位企业家出国考察和投资

兴业。 

如今，中企会已成为中国国际商会团体会员，跻身于中国知名资源

整合服务平台行列，在业内拥有“投资风向标、兴业导航台、品牌孵化

站”的广泛美誉和影响力。 

目前菲中友好关系处于高峰状态，我们应该把握“一带一路”的经贸

发展契机，大家一起探讨彼此间有什么能够合作的商机。希望孙大为阁

下此行能对本国的各方面多加考察和了解，寻求商机。菲律宾天然资源

丰富、人民善良友好，是一个适宜投资创业的理想地方。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孙大为阁下一行，介绍本会诸位出席

领导。 

應金偉團長发表讲话表示，他们一行在抵菲之前，早已经得知商总

是全菲律滨最大且是最具知名度的华人商会，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应有尽

有，个个都是事业有成，营商经验丰富。他们此行来菲访问考察的目的

，就是想向本会的诸位企业家学习如何把企业搞得有声有色。同时造业

听闻菲律滨的各种条件都还不错，所以也想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也搞一点

投资，希望能够大力支持、帮助他们把产业在这里发展起来。 

應金偉董事長表示，他们一行这趟来菲，想到处走走看看，多了解

一下这里的各种情况，希望能向他们提供相关资料，以及若干宝贵意见

，让他们看看能否在这里进行一些投资。 

然后由應金偉團長的随团成员自我介绍，以及介绍他们各自经营的

企业。 

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也分别向



應金偉董事長一行介绍本地的投资环境，以及个人的经历。宾主双方并

互作交流，就相关课题深入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许

学禹、王连侨，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副主任洪文檀，科技资讯副主任郑炜煌博士

，工商副主任吴彼得，福利副主任吴永坚，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王

婉贞、施金郎，税务理事柯遵坚，一带一路理事施天祥。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中企會代表團團長

應金偉发表讲话。右上图会场一瞥。 

        图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應金偉團長赠送纪念品。图四應金偉

團長向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回赠纪念品。       
 

 

 

 

 

 

 

 

 

 

 

 

 

 

 

 

 

 

香港交通银行访菲团一行莅访 

商总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香港交通银行访菲团一行在港岛区域总监田瑞麟

阁下率领下，于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莅访本会，进行推介

业务，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同多位领导热烈欢迎，并作交流探讨。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香港交通银行凭借集团在内地及

香港丰富的金融服务经验及庞大的网点覆盖，连同集团内的交银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等机构，

实现银行、证券、保险及信托等综合服务，为客户提供更臻卓及多元化

的财富管理产品及服务。 

香港交通银行是我们商总的好伙伴，每年都组团前来访问交流及推

介，商总许多成员都与贵行有业务的来往，由于大家的交往，也有深厚

渊源，相信对于本会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贵行与本国也有多年的愉快

合作，建立良好的信心与基础，相信在将来的日子，我们同样可以秉持

着一贯的信念，更加提高合作的关系。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田瑞麟总监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 

田瑞麟区域总监发表讲话表示，菲华社会近年来在商总带领下，经

济发展快速，取得相当成就，令人感到振奋。他并称本会对华社和主流

社会贡献良多，做了很多具有实质意义的工作。香港交通银行也想多出

一份力，向菲律滨广大华人华侨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田瑞麟区域总监说，他们一行此趟来菲的主要目的，是获悉本会新

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同全体新届理事刚上任，所以前来向诸位老朋友

说一声道贺，希望本会在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会务能够更上一层楼，更

加辉煌灿烂。同时顺便向大家介绍一下该银行的一些新服务项目。 

田瑞麟区域总监的随团成员通过幻灯，介绍该银行的一些新服务项

目。 

然后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就一系列课题相互分享心得和交换意

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

许学禹、王连侨，董事兼司库许自友，秘书长颜长江博士，财经主任许

友清，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农资共同主任赵展聪，科技资讯共同主任

郑炜煌博士，工商副主任吴彼得，福利副主任吴永坚，新闻副主任林莉

莉博士、王婉贞、施金郎，税务理事柯遵坚，一带一路理事施天祥，组

织理事周宗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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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词。左图二香港交通银行港岛

区域总监田瑞麟发表讲话。左图三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田瑞麟区域

总监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右上图会场一瞥。右图二林育庆博士向田瑞麟区域总监赠送纪念品

。下图田瑞麟区域总监向林育庆博士回赠纪念品。 

 

 

 

 

 

 

 

 

 

 

 

 

 

 

 

 

 

菲山西海外联谊会王志会长等莅访 

商总诸位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濱山西海外联谊会会长王志一行，于七月
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首先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说，菲山西海

外联谊会成立以来不断广交朋友，密切交流联谊，已成为山西省开展对

外友好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成为增进海内外晋籍乡亲大团结、大联合

、大和谐的重要平台，为服务山西省的发展和建设，促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维护港澳台繁荣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抓着大

好形势的机遇，纷纷回到祖籍国和家乡投资兴业，国内的企业也开始“

走出去”，在海外发展他们的产业，中国的海外联谊工作，正在扮演着

日益举足轻重的角色，菲山西海外联谊会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强

作为国内外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盼望山西省和菲律滨华人华侨今后能

够促成合作商机，大家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创造双赢局面。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菲山西海外联谊会会长王志一行，介

绍本会出席领导。 

    王志會長首先感谢本会给予他們的热情接待。他说，他们一行这趟

来訪主要目的是，今年十月份要成立菲律滨山西海外联谊会，所以想要

多跟一些本地华社团体交朋友，向大家学习如何把一个社团的会务办好

的经验，并请大家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新社团多多支持。其次是他们非常

看好菲律滨的潜力和前景，所以打算到这边来搞一个工业园，设厂生产

山西的产品，所以先来一趟进行考察和物色地方。以后他们会就在这边

投资兴业的事情，经常来向本会请教，希望我们能够多多支持，不吝指

教。 

    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一带

一路聘任委员黄栋星分别向王志會長一行介绍菲律滨的投资环境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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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然后宾主双方交流探讨，就相关课题相互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

主任庄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王连侨，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

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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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

洪祖霖，西南棉兰佬区常务理事洪和平，社会责任理事洪金铭，一带一

路聘任委员黄栋星。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中图菲律濱山西海外联谊会

会长王志會長发表讲话。下图林育庆博士向王志會長赠送纪念品。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热烈欢迎 

广西东盟代表团张秀隆团长 
 
菲华商联总会讯：广西东盟代表团团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隆

阁下一行，于七月二日（星期二）下午二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

的热情接待。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 『广西与东盟国家关系密

切，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倡议提出，由中国商务部、东南亚国家联

盟十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中国广西壮族自治，人民

政府承办国际性经贸交流会议--中国--东盟博览会从2004年开始，每年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一次。至去年为止已举办

15次。希望菲律滨与广西之间能够加强经贸方面的来往，促进两地的繁

荣。 

菲律滨是一个天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人民善良友好，是一个

适宜于投资创业的地方，希望张秀隆阁下一行在菲期间，能够到处多走

走看看，对本地的各种情况进一步了解。目前菲中友好关系处于高峰状

态，我们应该把握“一带一路”的经贸发展契机，大家一起探讨彼此间有

什么能够合作的商机。』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广西东盟代表团团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秀隆阁下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张秀隆阁下发表讲话首先感谢本会给予他们的热情接待。他说，

过去十五年以来，菲律滨华商都非常踊跃支持东博会，几乎每一届都有

人组团出席并参展。今年的第十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20日至23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主题为“共建‘一带一路’、共绘合作愿景”，主题国

是印度尼西亚。本届东博会将进一步发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

贸合作方面的作用，助力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他同

时邀请本会届时组团参会。 

张秀隆阁下也向本会领导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现况。他说，按



地理条件而言，广西是中国一个比较具有优势的自治区，首府南宁整个

城市地势低平，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同时，在没有高山的阻碍之下，对

于交通的顺利发展也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广西人口五千六百万左右，农业对全国的影响力比较大，习近平

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多次亲临视察。它的产业主要有食糖、丝绸、水果、

蔬菜和养殖等行业。此外，广西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那里可以说是一

处世外桃源，也是一块宝地，值得大家前往走走看看，希望大家有时间

前往访问考察，了解一下当地状况，寻找商机。 

宾主双方进行座谈交流，就相关课题相互探讨并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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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施文界博士，执行副理事

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

方博士、许学禹、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理事长

顾问蔡培坤医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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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广西东盟代表团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秀隆阁下发表讲话。右图会场一瞥。 

图三林育庆博士向张秀隆团长赠送纪念品。 下图张秀隆团长向林

育庆博士回赠纪念品。 

 

 

 

 

 

 

 

 

 

 

 
 

 

 

 

 

 

 

 

 

 

 

 

商总配合华人区义诊中心 

在该中心进行义诊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马尼拉华人区

义诊中心，于六月三十日（星期日）早上，在该中心为附近一带民众，

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当地患者。 

本会并献捐菲币五万元，作为马尼拉华人区义诊中心医药补助金

。 

马尼拉华人区义诊中心行政主任吴婷婷牙医博士，常务顾问吴子

文中医师、蔡孝建，副行政主任亦即本会外交副主任颜德庆，总务委员

蔡安顺，陈嘉善，财政委员吴洋洋，医务部委员张毓总，福利委员林文

星，中医部委员姚明艺、陈里道等领导亲临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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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任许焕燃（亦即马尼拉华人区义诊中心副行政主任），副主

任洪肇

坚、吴

良顺、

陈清雷

、张年

习、理

事洪金

铭，聘

任委员

郭峥嵘

、王伟

顺，办

公厅主

任林杨

雪芹暨

职工出

席参与

帮忙。 

当

天惠及

病患三

百多人

。 

        上

图本会

董事兼

社会责

任主任

吕安盾



向马尼拉华人区义诊中心行政主任吴婷婷牙医博士移交捐献支票。图二

本会领导与马尼拉华人区义诊中心领导等合影。左图三至下图义诊进行

状况。 

 

 

嵩山少林寺释延义法师 

莅访商总探讨文化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嵩山少林寺法师释延义师父于七月二日（星期二

）下午五时半本会召开第三十三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来访，受

到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诸领导的热情接待。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

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副理事长许学禹會後在理事长室，

与释延义师父座谈交流。 

座谈间，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对佛教对人类社会所作的诸多贡献，以

及佛法的精深奥妙表示肯定，希望释延义师父能够继续弘扬佛法，造福

人类。 

释延义师父对本会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工作方面所作的多加赞扬

，希望今后彼此间

能有更多的交流和

互动，以使能够对

众生做出更多贡献

。 

宾主双方还探

讨一系列文化交流

方案，并相互交换

意见。 

上图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名

誉理事长庄前进、

副理事长许学禹在

理事长办公室，與

释延义师父座谈交

流。 

中图释延义师

父向林育庆博士赠

送纪念品。 

        下图释延义師

父与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副理事长许学禹，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劳工副主任颜硕良，

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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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会举行庆回归大湾区论坛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宾香港商会于6月30日（星期日）上午九时

假座康纳德大酒店，举办“庆祝香港回归22週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华

商机遇论坛”，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2週年。来自香港经贸办事处、香港

贸发局、交通银行（香港）、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的嘉宾、菲华各主

要商会代表以及本会同仁，共约一百八十人出席论坛。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该场盛会，并分别在回归庆典上

致词，以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华商机遇论坛”上发表个人看法。林

育庆博士在回归庆典上致词指出，香港人过去二十二年在“一国两制”的

摸索实践中克服种种困难，他们的拼劲始终如一，在经济、民生、基建



规划等方面，取得非凡成就。回望过去，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为当地所

取得的成就引以为傲。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前路

上，仍然会遇上各种障碍，但凭着香港人永不言败的精神，搭上祖国发

展的快车，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相信香港

仍然可以保持昔日的光辉，再次攀上另一高峰。 

推进建设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

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将

会在改善中国营商，以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接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枢纽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促进海外华商在大湾区

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为海外华商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日后可望在大湾区内尽展所长，推动区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可借助

大湾区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在全球金融发展的竞争力。 

林育庆博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华商机遇论坛上发表个人看法

表示，菲律滨近年来在杜特地总统领导下，经济蓬勃发展，国际竞争力

日益提升，菲律滨各方面人才济济，正在发挥作用。在参与大湾区建设

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把这一“天然桥梁和纽带”打造得更好。所以，海外

华人华侨应响应号召，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从中寻找发展机

遇。 

从

这一方

面，我

们要积

极引导

华人华

侨参与

大湾区

建设，

更加发

挥华人

华侨的

纽带作

用，增

进与相

关国家

和地区

的人文

交流，

并加强

与世界

主要经济体联系，吸引由本地华商经营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前往大湾区投资，并鼓励由本地华商主有的跨国公司落户

大湾区。此外，我们更要穿针引线，促成港澳企业与本地华商企业合作

，共同开拓本地市场，带动大湾区产品、设备、技术、标准、检验验测

认证和管理服务等“走出去”，从而带动本地的经济增长。 

左上图林育庆博士在回归庆典上致词。右上图和右图二本会领导

等出席香港商会庆回归庆典。 

图三香港商会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应邀出席贵宾赠送纪念

品。图四和下图本会应邀出席諸领导与菲律宾香港商会领导合影。  

 

 

商总向教育部捐赠 

教科书“菲人价值观” 
 

菲华商联总会讯：国际狮子会菲律滨配合教育部，出版一本书名

为“菲人价值观”

（Filipinos Value

）的教科书，由

若干主要公立学

校作为起到，归

纳进他们的教学

当中，作为七年

级到十二年級学

生的必修科。该

本教科书只在鼓

励学生们重视一

些传统的待人接

物礼仪，以使恢

复以往的良好风

气。 

国际狮子会

菲律滨分会代表

卢尾丁和庄顺意

（亦即本会福利聘

任委员）先前有

要求本会对此项

方案给予支持。

本会一直以来都

非常重视学生的

道德教育，表示

乐意配合支持。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本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

，前往计顺市Great Eastern Hotel，向教育部副部长Tonisito Umali捐赠

一万本“菲人价值观”。 

本会出席领导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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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在场尚有国际狮子会菲律滨

总会代表卢尾丁和庄顺意。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话。右上图林育庆博士与教

育部副部长Umali签署捐书备忘录。 

图二教育部副部长Umali、本會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理事长林荣

辉等展示捐赠书本。 

图三本会出席领导与教育部副部长Umali和国际狮子会菲律滨总会

代表卢尾丁和庄顺意等合影。下图本会出席领导与国际狮子会菲律滨总

会诸位代表合影。 
 

 

商总配合甲美地商会 

在当地进行义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

：本会社会责任委员

会 义 诊 队 应

Community Anti 

Crime Group邀请，

配合甲美地菲华商会

，于七月七日（星期

日 ）， 在 甲 美 地 省

Bacoor市为当地病患

提供义诊施药服务，

造福邻近一带患者。 

当天义诊工作由

本会义诊医生以及吴

辉鹏牙医师率领的牙

医队主持。 

Community Anti 

Crime Group主 席 

Engineer Elmer P. 

Bernarde提供协助。 

本会社会责任共

同主任许焕燃，副主

任洪聪晓，办公厅主



任林杨雪芹暨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患七百人左右，为牙科患者一百三十多人拔牙，并分

发一百三十二副老花眼镜。 

上图本会领导与Community Anti Crime Group主席Engineer Elmer 

P. Bernarde合影。 

         左中图病患等候接受义诊。右中图本会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

与 Community Anti Crime Group主席 Engineer Elmer P. Bernarde等

合影。左下图和右下图义诊进行情况。 

 

 

漳廈龙同海总会新届就职 

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宾漳廈龙同海总会于七月七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五十七週年纪念暨五十

八连五十九届理监事洎商会庆祝成立三週年纪念及第三连四届职员就职

典礼。该会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游瑞琼，新届理事长曾佳龙。 

当天本會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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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菲律滨漳厦龙同海总会新届理事长曾佳龙先生（中）向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左八）移交捐献支票。左起該會名譽理事長本會青合

副主任马荣聪、文教理事高维泽、科技資訊共同主任鄭煒煌博士，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副理事长王连侨、叶芳枫，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以及菲律滨漳厦龙同海总会诸领导。 

 

 

 

 

 

 

 

 

 

 

 

 

 

 

 

 

 

百阁商会新届职员就职礼 

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五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百阁菲华商会于七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十一

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七十一週年纪念暨六十九连七十

届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高铭权，新届理事长留典良

。 

当天本會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该会新届职员监誓并演诲。 

百阁菲华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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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百阁菲华商会新届理事长留典良先生（右六）向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右七）移交捐献支票。图中尚有本会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

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左七）、施文界博士（左六）、副理事长施伟廉（左

四）、施东方博士（左五）、王连侨（左三）、吴启发（左二）、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左一）以及百阁菲华商会诸领导合照。 

 

 

 

 

 

 

 

 

 

 

 

 

 

 

 

 

 

菲律滨江苏商会新届就职 

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五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江苏商会于六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

七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该会大

会主席首届会长谭志先生。 

当天本會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致词。 

菲律滨江苏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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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江苏商会献捐 

华助中心活动金 



         
马尼拉华助中心讯：菲律滨江苏商会于六月廿八日（星期五）下

午七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期间，

慷慨捐献菲币五万元，充作本中心活动金用途。仁风义举，殊堪表扬，

特藉报端，并申谢忱。 

 
 
 

陈光曦董事喜捐商总 

福利金補助金卅萬元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东北吕宋董事陈光曦先生、陈赵锦华女士

贤伉俪令幼郎前雷君与杨蔡美緻女士令幼媛怡仁小姐，于公元二零一九

年七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假座马加智圣三一教堂举行结婚典礼，

是晚设宴于东海皇宫酒家招待亲友。 

  是日观礼者众多，宾客盁门，齐声祝福一对新人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场面热闹，座无虚席。 

陈光曦董事平素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今逢喜事倍加豪爽，特献

捐本会菲幣二十万元福利金，和十万元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举，殊

堪楷模，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圖：董事陳光曦遞交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支票，諸領導陪同接受。左

起副理事長陳俊禮、葉芳楓，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盧武敏少將，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董事陳光曦，名譽理事長黃年榮、黃禎潭博士，副理

事長施偉廉，秘書長顏長江博士。 

 

 

 

 

 

 

 

 

 

 

 

 

 

 

 

 

 

 

 

 

 

 

 

 

 



李青松特捐商总 

华生流失金廿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参议委员李青松先生令先慈李府王玉琴太

夫人于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晚八时五十六分，寿終于香港养和医院，

享壽八十有二高龄。宝婺星沉，轸悼同深，饰终令典，极尽哀荣。 

李青松参议委员平素热心公益，关心华教，守制期间，不忘善举

，特献捐菲币二十万元，以支持本会所设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仁风义

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菲洪门联合总会新届职员就职礼 

王书侯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于七月十四日（星期

日）中午十二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第八十六届职员就职典礼。

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许钟鑫先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组织副主任王书

侯先生。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致词祝贺。 

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总会新届理事长王书侯先生为支持本國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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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新届理事长王书侯（左八）向本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左七）移交捐献支票。图左起本會财经主任许友清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副理事长叶芳枫、王连侨、许学禹，名誉理

事长卢武敏少将，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洪總新屆理事長王書侯，本會

副理事長施伟廉，以及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诸领导。 

 

 

 

 

 

 

 

 

 

 

 

 



菲中国洪门联合总会就職禮 

新任理事長王书侯慷慨献捐 

馬尼拉华助中心活动金五萬 
         
马尼拉华助中心讯：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于七月十四日（星

期日）中午十二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第八十六届职员就职典礼

期间，新届理事长王书侯先生慷慨捐献菲币五万元，充作本中心活动金

用途。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新届理事长王书侯（中）向本中心副

主任施超权（左八）移交捐献支票。图中尚有商总和洪总诸领导。 

 

 

 

 

 

 

 

 

 

 

 

 

 

 

 

福建总商会举行新届就职典礼 

许扁特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福建总商会于七月十日（星期三）下午

七时，假座東海皇宮大酒樓，举行慶祝成立115週年暨第115连116届理

監事會洎第三屆婦女組职员就职典礼。大会主席名誉理事长亦即本会一

带一路副主任许振基先生，新届理事长亦即本会外交副主任许扁先生。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律滨福建总商会新届理事长本會外交副主任许扁先生为支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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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福建总商会新届理事长许扁（右十一）向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中）移交捐献支票。 

        图左起本會福利主任许灿荣，财经主任许友清，董事兼文教主任洪

健雄，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副理事長许学禹、

吴启发、施伟廉，名譽理事長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卢

武敏少将、黃年榮，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福建總商會新屆理事长许扁，

以及菲律滨福建总商会诸领导。 

 



 

 

 

 

 

 

 

 

 

 

 

 

 

 

福建商会就职许扁献捐 

马尼拉华助中心活动金 
         
马尼拉华助中心讯：菲律滨福建总商会于七月十日（星期三）下

午七时，假座東海皇宮大酒樓，举行慶祝成立115週年暨第115连116届

理監事會洎第三屆婦女組职员就职典礼期间，新届理事长许扁先生慷慨

捐献菲币十万元，充作本中心活动金用途。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

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福建总商会新届理事长许扁（右十一）向本中心主任庄

前进（中）移交捐献支票。图中尚有商总和福建总商会诸领导。 

 

 

 

 

 

 

 

 

 

 

 

 

商总配合岷市敦洛区180描笼涯 

在邻近一带进行义诊施药等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岷市敦洛

Gagalangin区180描笼涯，于七月十四日（星期日），在当地为邻近一带

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四周患者。 

当天义诊工作由本会义诊队医生以及牙医主持。 

岷市敦洛Gagalangin区180描笼涯主席Oscar Guevarra，描笼涯议

员Vangie Sarcia、Vicky Alarcon提供协助。 

本会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社会责任

聘任委员杨济诚、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患四百二十六人，为牙科患者四十三人拔牙，并分发

一百零五副老花眼镜。 

左上图本会諸领导与180描笼涯官员合影。左下图向病患赠送药物

。 

        右上图向病患分发老花眼镜。右中图本会领導与 180描笼涯官员和

义诊队成员合影。右下图义诊进行情况。 

 

 

 

 

 

 

 

 

 

 

 

 

 

 

 

 

 

 

 

 

 

 

 

 

 

 

施丽森常务理事喜捐商总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颁喜盾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物业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施丽森常务理事令

长郎宇轩君与施许德琴女士令孙女、亦即侨商施树人、施龔玲玲贤伉俪

令千金彦宏小姐，于公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一时，假

座岷里拉加智叻天主教堂举行结婚典礼，是晚设宴于马尼拉万豪大酒店

宴会厅招待亲友。 

本会诸同仁出席，同祝一对新人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甜蜜恩爱

。场面热闹，嘉宾满座，喜气洋洋。 

施丽森常务理事一向热心本会，慷慨捐输，者番喜事，崇尚节约

，特献捐本会青合委员会活动金、华生流失补助金和馬尼拉华助中心活

动金各菲币十万元。似此仁风义举，殊堪钦式。 

七月二日（星期二）下午五时，本会举行第三十三届常务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期间，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施丽森常务理事颁赠一面喜盾，

表扬其慷慨善举。 



图为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左六）向施丽森常务理事（左五）颁赠喜盾。

前排左起副理事长许学禹、陈俊礼、名誉理事长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

助中心主任）、施文界博士，施丽森常务理事，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组

织副主任即施麗森令兄施朝福，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施东方博士

，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文教副主任卢连兴。后排左起文教共同主任

柯维汉，副主任温奕明、庄清河，青合副主任吴飞腾，董事兼青合主任

施清玮。 

 

 

 

 

 

 

 

 

 

 

 

 

 

 

 

 

 

 

 

 

商总向甲描朗岸菲华商会 

捐赠药物供义诊活動用途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配合地方义诊之需求，本会在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的指示下，特向菲律滨三描省甲描朗岸菲华商会捐赠一批药物，支

持该会义诊活动，造福当地病患。 

七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菲律滨三描省甲描朗岸菲华商

会領導亦即本会东未狮耶区常务理事刘庆隆，亲自前来本会六楼议事厅

接收，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多位领导主持移交仪式。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

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施东方博士、许学禹，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

权，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聘任委员郭峥嵘，辦公廳主任林楊

雪芹。 

       图为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菲律滨三描省甲描朗岸菲华商会領導亦即

本会东未狮耶区常务理事刘庆隆移交捐赠药物。 

 

 

 

 

 



 

 

 

 

 

 

 

 

 

 

 

 

 

 

 

 

 

 

 

福建青年联会举行新届就职礼 

吴永坚捐商总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福建青年联合会于七月十一日（星期四

）下午七时，假座东海酒家，举行庆祝成立第二週年暨第三连第四届职

员就职及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交流協會成立首屆就職典禮。大会主席

创会会长亦即本会外交副主任许扁先生，新届会长亦即本会福利副主任

吴永坚先生。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并致词。 

菲律滨福建青年联合会新届会长吴永坚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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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福建青年联合会新届会长吴永坚（右二）向本会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中）移交捐献支票。左起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名

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律滨福

建青年联合会新届会长吴永坚和本会农资副主任柯志超。 

 

 

福建青联会吴永堅献捐 

马尼拉华助中心活动金 
         
马尼拉华助中心讯：菲律滨福建青年联合会于七月月十一日（星

期四）下午七时，假座东海酒家，举行成立第二週年暨第三连第四届职

员就职及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交流協會成立首屆就職典禮期间，新届

会长吴永坚先生慷慨捐献菲币五万元，充作本中心活动金用途。仁风义

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并申谢忱。 

        图为菲律滨福建青年联合会新届会长吴永坚（中）向本中心主任庄

前进（右二）移交捐献支票。图中尚有商总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華助副主任施超權，农资副主任／華助副主任柯志超。 

 

 

 

 

 

 

 

 

 

 

 

 

 

 

 

 

 

 

 

 

 

 

商总宴请国都区警长 

探讨大岷治安等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于七月四日（星期四）中午，假座世

纪海鲜酒家宴请菲国警国都区警长Guillermo Eleazar少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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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庆博士表示，本会跟

Eleazar警长已经是很要好的老朋友，之前Eleazar警长在菲国警反绑架

大队服务的时候，双方就有着很好的互动，且合作得很愉快，Eleazar



的反绑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扑灭绑架案功不可没。 

林育庆博士说，Eleazar少将上任菲国警国都区警长一年多以来，

也有很优越的表现，成绩非凡，尤其是在维持治安和秩序方面。他说自

己在商总曾经担任过外交委员会的职务，累积了很多经验，所以就任理

事长以来，对治安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视，希望今后本会能够跟Eleazar

警长为首的菲国警首都警区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互动，大家一起为维护大

岷区的治安尽一份心力，我们很乐意跟Eleazar警长配合。 

继由副理事长林荣辉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Eleazar警长表示，商总一直以来都在鼎力支持警方的各项工作，

他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后将继续尽力改善大岷区的治安，同时也将

继续打击罪恶，特别是贩毒和贪污，以及整顿警队，清除害群之马。 

在场的马尼拉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准将表示，他正在积极配合

新上任的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整顿岷市华人

区利未素惹等地的非法路摊和交通等问题，并将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以

获取最好的成绩。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本会的大力支持，继续互相配合

及互动。 

席间，宾主双方进行座谈，由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主持，就大

家所关切的一系列课题交流探讨，大家纷纷提供各自的看法和观点，并

互相交换意见。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卢武

敏少将、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长

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



員會督导陈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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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劳

工主任洪逢骏律師，外交副主任颜德庆、张文辉，聘任委员刘少强。 

小圖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菲国警国都区警长

Guillermo Eleazar少将发表讲话，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菲国警岷警区警长Vicente Danao准将，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主持座谈。左中图宾主双方交流探讨。 

        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菲国警国都区警长 Guillermo 

Eleazar少将握手致意。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慈济菲分会莅访商总 

探讨提倡素食等议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佛教慈济基金会菲律滨分会负责人施议淞师兄

、吴聪荣师兄、庄黎媛师姐和洪英黎师姐一行，于七月十日（星期三）

下午一时，在本会董事兼司库许自友陪同下来菲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

的热烈欢迎。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时，对佛教慈济基金会在各种慈善和

救灾活动工作上的无私奉献表示肯定，同时也讚扬菲分会对菲律滨贫苦

大众和各种天灾人祸灾民所献的爱心。他说，商总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

，但也非常重视关怀弱势团体的工作，希望今后彼此之间在这方面的工

作，能有多些互动和配合。 

继由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介绍在座的本

会领导。 

莅访的诸位慈济负责人表示，他们这次前来本会，是因为他们认

为商总在很多方面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念，所以很想跟大家一起坐下来

交流和分享，希望能够凝聚双方的力量，做更多有利众生的事。他们说

，目前大家所赖以为生的地球，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威胁和危机，那就

是气候变化。声称气候变化乃是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天然灾害的主要根源

，如果不正式这个问题，并尽量设法予以解决，人类的生存将直接受到

影响。 

慈济负责人说，虽然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一个极度严峻的问题，但

其实他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只要我们肯去做大家一定都能做得到，而且

既省钱又有益健康，那就是素食，目前已有很多人公认，素食是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最快速的方法。有鉴于此，他们有意跟本会合办一场提倡素

食的讲座。 

本会多位在座领导也表示，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在进行素食，有人

是固定农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也有人是一天一餐或者是两餐。然而

，作为商总领导，因为每天在外面有很多应酬，免不了会经常吃肉，不

过，现在已有很多同仁是长期不吃牛肉。虽然提倡素食并不包括在本会



的施行方针之内，惟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大家可以具体讨论

，并选择一个日期举行讲座，最好是在阳历八月中旬，场地由本会提供

，讲座内容由慈济准备。除了提倡素食以外，讲座也可以分享一些对道

德观念的看法。 

宾主双方也就一系列课题进行交流探讨，并相互分享各自的经验

和看法，以及交换意见。 

出席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卢武

敏少将、庄前进（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副理事长蔡荣卫、施伟

廉、林荣辉、施梓云、许学禹、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稽

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 

        图为本会领导与慈济菲分会负责人交流探讨。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热烈欢迎 

漳州市土楼文化推介团一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漳州市南靖县土楼文化旅游推介团团长统战部

长黄庆云一行，在漳厦龙同海总会理事长曾佳龙先生和名誉理事长游瑞

琼女士陪同下，于七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

领导的热情接待。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的

凝聚中心。福建土楼集体聚居的特征性，反映了闽南人的强烈家族伦理

制度。福建人重视文化教育，尊师重道的传统，使许多土楼内专设学堂

，供本楼及邻近子弟学习文化。土楼内一幅幅对联和题词，就是前辈期

望后辈知书达理成大器的家训，深具典型意义。希望藉着黄庆云阁下一

行的推介，能让我们对福建土楼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并促进闽菲两地的

旅游业。』 

『目前菲中友好关系处于高峰状态，我们应该把握“一带一路”的经

贸发展契机，大家一起探讨彼此间有什么能够合作的商机。』 



继由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向福建漳州市

南靖县土楼文化旅游推介团团长黄庆云统战部长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 

黄庆云阁下发表讲话表示，久闻本会是菲华社会规模最大、级别

最高，且最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为推动菲中友谊和推进一带一路愿景，

作出很大贡献，同时也对促进华人华侨的团结尽心尽力。 

他说，漳州市南靖县是土楼的王国，大大小小有一万五千多座，

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他同时诚邀本会领导有机会去南靖走走看

看，观赏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艳丽风光，并亲身体验当地的人文风俗。南

靖也是一个适宜投资的地方，大家应该前往考察，寻求商机。 

黄庆云阁下也向本会诸领导介绍访菲团的成员。然后由他们向本

会领导介绍南靖土楼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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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副理事长施伟廉、林荣

辉、施梓云、许学禹、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稽核兼一带

一路督导陈章成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财经主任许友清，福利主

任许灿荣，物业管理共同主任吴铭灿，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

福利副主任洪祖霖，调解副主任施玉玺，物业管理副主任张冬钦，组织

理事蔡维新。 

        左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左圖二漳州市南靖县土楼

文化旅游推介团团长统战部长黄庆云講話。右圖交流一瞥。圖三及下圖

雙方互贈紀念品。 

 

 

 

 

 

 

 

 

 

 

 

 

 

 

 

 

 

 

 

 

大马纳闽中华商会访菲团一行莅访 

商总诸位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马来西亚纳闽中华商会会长拿督黄勤如阁下一行



，于七月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接

待。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马来西亚与菲律滨两国关系

密切，两国人民友谊深厚，菲律滨是马来西亚在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马来西亚对本国的建设项目，给

予大力支持，同时对本国南岛的和平，也起着关键作用，并协助本国在

今年一月顺利建立棉兰佬穆斯林自治区，和任命棉兰佬过度管治当局，

以及帮助为邦萨摩洛地区铺好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大马和菲律滨两地近在咫尺，商贸发展日益频繁，两地商人相互

到彼方投资兴业，尚有很好的前景，黄勤如拿督一行在菲期间若有需要

本会协助的地方，在合理的情况之下，本会将会全力以赴。 

继由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向黄勤如拿督

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黄勤如拿督发表讲话表示，很高兴能到商总跟大家认识，也很感

谢本会诸领导给予热情接待。商总是一个集全菲华社会所有商界精英于

一处的团体，希望马来西亚纳闽中华商会能跟本会成为友好团体，双方

往后能够多交往和联络感情。 

他说，纳闽岛过去跟菲律滨南岛的三宝颜有很密切的贸易往来和

深厚的经济联系，可是在前几年中断，现在又告恢复，希望我们的下一

代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黄勤如拿督表示，这趟来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来跟大家学习

，吸取一些经商常识。他也向大家介绍纳闽岛的各种情况，希望在座各

位有时间能够前往走走看看，若有机会也在那里投资兴业。 

黄勤如拿督的随团成员也相继分享各自的经验，以及这趟访菲的

心得。然后宾主双方交流探讨，就一系列课题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计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譽理事長黃年榮、盧武

敏少將、莊前進，副理事長施偉廉、林榮輝、施梓雲、許學禹、吳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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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經主任許友清，福利主任許燦榮，稅務共同主任李月西，物業管理共同

主任吳銘燦，科技資訊共同主任鄭煒煌博士，福利副主任洪祖霖，調解

副主任施玉璽，物業管理副主任張冬欽，組織理事蔡維新。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中图黄勤如拿督发表

讲话。右图会场一瞥。图三和下图宾主双方互换纪念品。 
 

 

中国致公党中央代表团一行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致公党中央代表团中央副秘书长卢国懿阁

下一行，由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理事长亦即本会组织副主任王书侯

，以及施聪典、郑春木、姚金镇等领导陪同下，于七月十五日（星期一

）上午十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表示，中国致公

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发挥与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

多领域对外联谊工作，成绩斐然。同时积极为海外华侨华人、国际友人

及机构赴华投资、创办公益事业提供协助，受到各方面的肯定。 

菲中建交四十四年来，在两国领导人不断作出相互访问之下，增

进两国的邦交，也对促进本国贸易发展，起到很大成效。希望卢国懿阁

下一行能鼓动更多中国企业和人民，来菲考察和旅游观光，寻求商机，

探讨合作机会，加强双向活动，增进两国民间友谊，创造双赢局面。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卢国懿閣下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 

卢国懿副秘书长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这一趟来菲不到两天的时间

里，对本地华人社会印象深刻，感触良多。这里的华人非常热情好客，

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也看到本地华人非常团结，在主流社会的地位非

常高，所以为我们感到自豪。他说，这趟来菲除了参加菲律滨中国洪门

总会新届职员就职典礼以外，还想向本地华侨华人宣传“一带一路”的理

念，以吸引全球各地更多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各方面建设。 

卢国懿副秘书长说，“一带一路”倡议六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或许有人会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想把中国

的过剩产能转移到贫穷国家，其实并非这样，而是提倡将中国的先进产

能向国外输送，并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产能合作。须知道“一带一路”的合

作是双向的，旨在促成相互投资和相互交流。他同时对本会所推行的社

会公益方案，特别是义诊、志愿消防、捐建农村校舍和救灾活动讚扬。

最后邀请本会领导拨冗参加今年9月16日到18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首届“

一带一路”侨商侨领交流合作大会。 

然后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向卢国懿阁下



一行介绍本会如何在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建议下，成立“一带一路”咨

询中心的经过。副理事长林荣辉也发言，分享他的一些经验。卢国懿阁

下的随访成员也纷纷发言，分享他们的心得。 

本会出席同仁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

理事长林荣辉、吴启发，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董事兼文

教主任洪健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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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黄太阳，物业管理副主任张冬钦，外交理

事赵世鹤，南棉兰佬区理事陈瑞林。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中国致公党中央

代表团中央副秘书长卢国懿阁下发表讲话。左图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

卢国懿副秘书长赠送纪念品。 

右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分别与卢国懿

副秘书长合影。右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

、副理事长吴启发、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和组织副主任王书侯

与卢国懿副秘书长合影。 

        图四卢国懿副秘书长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回赠纪念品。下图宾

主双方合影留念。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热烈欢迎 

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邱財加 
 



菲华商联总会讯：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邱财加阁

下一行，于七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

的热情接待。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马来西亚的经济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突飞猛进，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已成为亚洲地区引人注目的多

元化新兴工业国家和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更是令人有目共睹。 

大马和菲律滨商贸日益频繁，两地商人相互到彼方投资兴业，尚

有很好的前景，希望邱财加拿督一行在菲考察期间，能够进一步了解此

间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看看我们彼此双方能有哪些方面的合作商机，

以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 

继由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向邱财加拿督

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邱财加拿督发表讲话表示，商总作为菲华社会龙头，跟政府关系

良好，且能带动整个华社配合政府的重要方案，影响巨大。此外，商总

对社会公益慈善工作和扶持弱势群体等方案不遗余力，并全心全意协助

政府推展国家建设方案，实在令人钦佩。这趟来菲，也要向本会学习如

何更有效服务社会大众。 

他说，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主要是把当地闽籍企业家聚会在一起

，成为一股坚实力量，以作为促进当地华商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以及更

有效为当地华商提供服务。久仰商总在各方面都有很资深的经历和丰富

经验，所以想跟本会多加学习。最近中国很多跟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纷纷在大马设办事处，听说菲律滨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彼此之间应该

频繁交流，互相交换相关讯息，创造互利共赢局面。 

双方并进行交流探讨，分享各自的看法和经验，以及提供宝贵建

议，并相互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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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理事长许学禹，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常務顾问林晋祥，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新闻副主任许

伟念，物业管理副主任张冬钦，组织理事周宗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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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词。左中图马来西亚福建总商



会会长拿督邱财加阁下发表讲话。 右图和下图宾主双方互换纪念品。 

 

 

商总地区諸領導聚首世纪海鲜酒家 

南吕宋龔仲仁理事作东宴请诸同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中吕、南吕、美骨三地区董事、常务理事

和理事于七月十六日（星期二）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进行聚餐交谊，

是日为南吕宋区理事龔仲仁寿辰，由其作东招待诸位同仁。 

出席者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陈俊礼，工商共同主任许

天恩。 

中吕宋董事吴俊民，常务理事蔡明丰、王世民、许金龙，理事蔡

顺意、李实鹏、王艺利，李建宙、陈培煌， 

南吕宋董事陈德芳，常务理事许汉昌、施金成，理事张貽新、施

养炼、庄约瑟、陈德烈。 

美骨区常务理事黄巖生、陈瑞敏，理事李民权、邱奕伟，本会办

公厅主任林杨雪芹，秘书长秘书洪瑞萱和陈德芳秘书马莉莲。 

        上图全体出席同仁合影。中图全体出席同仁为寿星唱生日歌庆生。

小图寿星切生日蛋糕。 

 

 

 

 

 

 

 

 

 

 

 

 

 

 

 

 

 

 

 

 

 

 

 

 

 

 

 

陈俊礼宴请商总福利物业管理同仁 

探讨有关捐建农校和大厦维修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副理事长兼福利暨物业管理兩委員會督导

陈俊礼，于七月十六日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宴请福利委员会和物业

管理委员会的全体领导和职工，探讨有关两个委员会的重要事宜，並特

邀請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出席指導。 

席间，在座各位一起探讨如何更有效提高和进一步改良捐建农村

校舍工作的品质，以及对本会六楼办公厅有关设施进行维修等课题，并

就有关细节进行交流，各自提出看法和提供宝贵建议，以及交换意见。 

出席者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兼福利洎物业管理委

員會督导陈俊礼，理事长福利事务兼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工商共同主

任许天恩。 

福利委員會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任苏礼顺、洪祖

霖、黄太阳、庄联禄、柯顺庆、吴永坚，理事王清涵 

物业管理委員會主任陈炳清，共同主任吴铭灿，副主任施丽森、

理事洪一龙、吴修群，福利秘书郑万傑、Jemar Pascual，物业管理秘书

李祥廷。 

        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理事长兼福利洎物业管理委員會督导陈

俊礼与出席的福利委员会同仁等合影。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副理事

长兼福利洎物业管理督导陈俊礼与出席的物业管理同仁等合影。 

 

 

 

 

 

 

 

 

 

 

 

 

 

 

 

 

 

 

 

 

 

 

 

 

 

 

 

 

 

 

 

 



商总外交委员会諸领导宴请 

大岷署厄沙交通主管等一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等领导在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指示下，于七月一日（星期一）中午，假座马尼拉豪门酒家宴

请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厄沙交通主管Edison Nebrija、大岷署特

别运作组长官Benjamin Vialu Jr.以及菲海军长官亦即前菲律滨驻中国大

使馆防务专员Romy Racadio上校一行，共同商讨相关事宜。 

董事施超权外交主任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时，对

Nebrija主管在解决大岷区交通严重堵塞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予以

肯定和表扬，希望Nebrija主管能够再接再厉，来改善首都地区的交通

状况。 

Nebrija主管表示，大岷署一定会与本会完全互相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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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超权董事说，当天宴请三名长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跟海军

长官亦即前菲驻中国大使馆防务专员Romy Racadio上校一起探讨交流

。Racadio上校目前驻京任期已经届满返菲，不久将被派往驻守Palawan

岛，所以本会领导想就当地附近一带的相关问题，跟他探讨交流。 

Racadio上校表示，以后本会在当地若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他一

定会尽全力跟我们配合。宾主双方并就该岛屿的相关课题，进行探讨和

各自提出看法和提供宝贵建议，以及相互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副主任颜德庆、张文辉

，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和吴肇新。 

左上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Romy Racadio上校握手致意

。 

       右上图

施超权董事

与大岷署厄

沙交通主管

Edison 

Nebrija和菲

海军长官亦

即前菲驻中

国大使馆防

务专员

Romy 

Racadio上

校交流探

讨。下图宾

主全体合影留念。 



施天转捐商总十万 

以备义诊施药用途 
 
菲华商联总会讯：Southwood Mindanao Corp. 东主华商施天转先

生是一位社会善心人士，平素热爱社会公益事业，经常捐献善款作为本

会各种慈善和福利工作用途，今年再捐助本会菲币十万元，以备义诊用

途。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扬，以申谢忱。 
 

 

吴志鹏捐建农村校舍 

商总诸领导见证接受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东未狮耶区理事吴志鹏先生于七月十六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本会召开理事会会议之际，再度献捐兩座农村校舍

，以扶助本国贫穷地区教育工作的推展。 

吴志鹏理事历届均支持本会农村校舍方案。仁风义举，殊堪钦式

，特藉报端，予以表扬，以申谢忱。 

        图为吴志鹏理事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移交捐献支票。图中前排

左起副理事长吴启发、许学禹，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黄年荣，吴志

鹏理事，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施梓

云、王連僑。后排左起福利副主任洪祖霖，理事王清涵，副主任柯庆

顺、黄太阳，福利主任許燦榮，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任吴永坚，理事

长福利事务兼社会责任助理蔡黎景，福利副主任庄联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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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

18名于七月廿二日（星期一）乘搭南航CZ3091班机，上午十时五十五

分从广州莅菲履新。 

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文教秘书黄尚美及带队老师钟润文



到机场接机，本会并在CCP富临海鲜酒家设宴欢迎。 

本会本学年度申请汉办汉语志愿者教师共计五十二人，第一批和

第二批已分别于六月份抵菲，至今五十二人已全部抵达。 

出席欢迎宴的本会领导有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施梓云，董事兼文

教主任洪

健雄，顾

问苏经纬

，文教共

同主任柯

维汉，副

主任吴满

满、卢连

兴，理事

施纯午、

许泽力。

出席者尚

有本会文

教秘书黄

尚美，带

队老师钟

潤文和加

洛干大学

负责人。 

        上图

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在机场迎接志愿者教师并合影。下图宾主在

CCP富临海鲜酒家外合影。 

 

 

本國青少年組冠軍崇德黃乙華亞軍聖公會楊美佳赴北京 

參賽 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 

开营仪式七月廿一日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团排练厅举行 
 

  菲華商聯總會訊：来自31个国家50个赛区的88位青少年华人參賽

们北京集合。未来20天，他们将参加“2019年水立方杯”总决赛和音乐

夏令营活动。 

       本届大赛以“侨心筑梦水立方、共谱华诞新乐章”为主题，由北京

市政府侨办、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北京市国资公司共同主办，北京电

视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市

演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联合承办。 

        大赛得到海外侨界的热烈响应和踊跃支持，1300余家侨团侨社、



中文学校、华文媒体和中资机构等参与办赛，超过7000名选手报名参赛

，举办海外选拔赛150余场，各地赛事精彩纷呈、亮点频出，现场和通

过网络参与的观众人数近千万次。 

        此次来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88位选手都是经过各个海外赛区层层

选拔出来的优胜者。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2岁。 

    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刘春锋在开营仪式上说：“自2011

年起，‘水立方’已经连续举办九届，吸引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

余名选手报名参赛，赛后很多选手都成长为了专业音乐人。” 

        主任刘春锋说：“希望參賽者珍惜这次机会，不要把比赛结果看得

太重，而是将比赛当作提升自己的过程，展现出自己最精彩的一面。” 

        开营仪式上，选手们还进行了抽签分组，确定演唱顺序，并现场确

认每个人的表演曲目。 

        接下来的时间里，青少年參賽们还将参加声乐技巧培训、歌曲演

唱指导、文化体验、实地参访、决赛选拔、參賽们大联欢等活动。 

        总决赛将于7月29日正式启动，分为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四

个阶段，华人大联欢活动将于8月8日晚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

。 

       圖為：来自 31 个国家 50 个赛区的 88 位青少年华人參賽们於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前合照，本國兩位青少年組冠軍崇德黃乙華（第二排右

十）、亞軍聖公會楊美佳（第二排左七）。 

 

 

 

 

 

 

 

 

 

 

 

 

 

百阁菲华商会新届就职礼 

商总林育庆博士主持监誓 
 
菲华商联总会讯：百阁菲华商会于七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十一

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七十一週年纪念洎六十九连七十届职

员就职典礼。场面热闹，宾主满堂。 

马尼拉市市长Francisco“Isko Moreno” Domagoso受邀担任大会主

讲人，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监誓并演诲。该会大会主席名譽理

事长高铭权、新届理事长留典良分别致词，副理事长林文殊致谢词。 

小图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演诲，大会主席名譽理事

长高铭权、新届理事长留典良分别致词，副理事长林文殊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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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阁菲华商会新届理事长留典良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颁赠感谢状

。 

        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主持宣誓。右图二和圖三本会

出席諸领导合照。下图宾主合影留念。         
 

 

 

 

 

 

 

 

 

 

 

 

 

 

 

 

 

 

 

 

 

 

 

 

 

 

 

 

 

 

菲福建总商会新届职员就职礼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为主讲人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福建总商会舉行慶祝成立115週年暨第

115连116届理監事会、妇女组第三届职员就职典礼，于七月十日（星期

三） 下午七时，在东海皇宫酒家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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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会并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名誉会长吴光级为大会监誓并演诲，大会

主席名譽会长亦即本會一帶一路委員會副主任许振基、新届会长本會外

交副主任许扁分别致词。本會名譽理事長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

暨贵宾分别致词，常务副会长本會工商副主任蒋晓玮介绍主讲人，执行

常务副会长吴清泉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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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名誉理事长吴光级为大会演诲，该会大

会主席会长许振基，该会新届会长许扁，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分

別致词，該會执行常务副会长吴清泉致谢词、常务副会长蒋晓玮介绍大

会主讲人。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为大会主持宣誓。右上图见证新

旧屆理事长移交印信。 

        图三菲律滨福建总商会新届会长许扁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颁赠

感谢状。左图四和左图五本会出席领导入座主宾席。右图三和右图四諸

领导合照。下图全体合影。      
 

 

 

 

 

 

 

 

 

 

 

 

 

 

 

 

 

 

 

 

 

 

 

 

 

 

 

 

 

 

 

 

漳厦龙同海新届职员就职典礼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为主讲人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漳厦龙同海同鄉會庆祝成立五十七週年

纪念暨第五十八连五十九届理事會就职洎商会慶祝成立三週年暨第三连

四届職員就职庆典大会，于七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时，假座世纪

海鲜酒家举行。是日会场冠盖云集，场面热闹非凡。 

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莅会并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名誉理事长高仰东为大会监誓并演诲，大

会主席名譽理事长游瑞琼、新届理事长曾佳龙分别致词。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担任大会主讲人。右上图中国驻菲

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菲律滨漳厦龙同海

总会大会主席名譽理事长游瑞琼在主宾席上。右图二本会领导与巴西市

市長Imelda Calixto Rubiano合照。 

        图三菲律滨漳厦龙同海同鄉會新届理事长曾佳龙向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颁赠感谢状。下图本会同仁出席盛会。 

 

 

 

 

 

 

 

 

 

 

 

 

 

 

 

 

 

 

 

 

 

 

 

 

 

 

 

 

 

 

 

 

 

 

 

 

 

 

 

 

 

菲福建青年联合会新届职员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福建青年联合会于七月十一日（星期四

） 下午七时假座东海皇宫酒家举行庆祝成立二週年暨第三连第四届职



员、国际华侨华人青商丝路交流协会成立洎首届职员就职典礼。是晚会

场冠盖云集，场面热闹。 

菲律滨共和国参议员Cynthia Villar之代表亦即令千金Camille 

Linda Villa主礼嘉宾致词，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莅会并致

词。该会永远名誉会长吴光级为大会监誓并演诲，永远荣誉会长蔡志河

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大会主席名誉会长亦即本会外交副主任许扁、新

届会长本会福利副主任吴永坚分别致词。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

助中心主任庄前进暨諸贵宾分别致词，該會执行常务副会长亦即本会社

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致谢词。 

小图左起菲律滨共和国参议员Cynthia Villar之代表亦即令千金

Camille Linda Villa主礼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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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亦是本会名誉理事长）庄

前进分別致词，该会永远名誉会长吴光级为大会演诲，该会永远荣誉会

长蔡志河任主讲人，该会大会主席名誉会长许扁，该会新届会长吴永坚

分別致詞，该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洪聪晓致谢词。左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等领导入座主宾席。右上图见证新旧屆會长移交印信。 
 

 

 

 

 

 

 

 

 

商总配合岷市敦洛区199描笼涯 

在邻近一带进行义诊施药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岷市敦洛

Manuguit区199描笼涯，于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在当地为邻近一

带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四周患者。 

当天义诊工作由本会义诊队医生以及牙医主持。吕丽莉医学博士

和吴辉鹏牙医师也在场服务。 

岷市敦洛Manuguit区199描笼涯主席Robert Miranda，描笼涯议员

Remedios Maitu提供协助。 

本会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社会责任副主任陈清雷、张年习，财

经理事张锦兴，社会责任理事许焕东醫学博士、洪金铭，聘任委员郭峥

嵘、王伟顺，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患五百多人，为牙科患者七十三人拔牙，并分发一百

八十四副老花眼镜。 

        左上图本会诸领导与 199描笼涯官员合影。左图二义诊进行情况。



右上图向病患赠送药物。右图二向病患分发老花眼镜。下图本会诸领导

与 199描笼涯官员和义诊队領導合影。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领导 

见证总统发表国情咨文 
 

        菲华商联总会讯：总统杜特地阁下于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

午四时，在国会发表其任内第四次国情咨文，邀请本会领导赴会，共同

见证历史一刻。 

  本会历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持续协助推动菲律滨的发展，以促进国

家的进步，是日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同副理事长兼外交委員會督導林

荣辉出席聆听，以使能对国家的发展蓝图，予以全力配合支持，为国家

的发展和建设共同努力。 

  杜特地总统在其演说中，强调其任内三年多来的成就，以及本国的

经济成长，尤其是在肃贪倡廉的效应之下，国家保持着穩健的增長。总

统表示有信心自己将能够战斗到任期结束，特别是向毒品和贪污的抗争

。他表示我们同毒品这一社会威胁的战斗道路仍然很遥远，所以提倡对

同毒品有关的罪行判处死刑。他同时强调毒品泛滥的严重性，声称除非

能够清除贪污，否则毒品将不会被粉碎。 



  杜特地总统指称，为吸引更好和更高质量机会的税务改革法案，政

府将要求把公司入息税，从目前的30%降至20%。总统也敦促国会通过

一个新的薪俸标准法，以增加政府工作者，包括公校教师和公立医院护

士的薪俸。 

  左上图杜

特地总统在国

会发表国情咨

文，其背后为

参 议 长 Tito 

Sotto 和众议长

Alan Peter 

Cayetano。 右

上图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

与前总统暨前

众议长亚罗育

夫人合影。 

  图二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

与 Abdullah 

Dimaporo、Dr. 

Jose P. Leviste 

Jr.、Junie Cua

和 Dakila Carlo 

Cua等众议员合

影。 

  左图三林

育庆博士与摩

洛民族解放阵

线创始者兼首

任主席 Misuari

合影。右图三

林育庆博士与

大马尼拉发展

署署长 Danilo 

Lim和劳工部长

Bello合影。 

  左图四本

会副理事长林

荣辉与参议员



Imee Marcos合影。右图四副理事长林荣辉与马加智市市长 Abigail 

Binay Campos、其夫婿 Luis Campos众议员和 Dragon Magazine總编

辑 Olivia Limpe Aw合影。下图会场一瞥。 

 

商总诸领导礼访岷市府 

聆听市长改造市容计划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诸领导一行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

于七月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前往岷市府，礼访新上任马尼拉市长

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阁下。宾主双方探讨有关改造马尼

拉市容，包括华人区等事宜。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对Moreno市长上任以来，实施大刀阔斧的美化

马尼拉方案，在短时间内使得马尼拉市容焕然一新，非法路摊大量被清

除，交通阻塞获得疏解，脏乱状况有所改善，警队中的害群之马被革职

等方面所获得的斐然成就，表示称许和予以肯定。他说，Moreno市长

刚上任不久就有这么出色的表现，相信马尼拉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告诉Moreno市长说，对方在担任马尼拉副市长

任内，跟本会有很好的互动，希望今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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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希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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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发言表示，他上任后的重点方案是改造并美化市容，所

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清理市内的垃圾、路摊以及解决堵车问题。目

前清理垃圾和路摊的工作已经上轨道，接下来是要跟我们探讨如何美化

华人区的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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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no市长说，马尼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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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本会，美化华人区的核心重点

，是要把花园口升华为一个游客区，所以改造以后的花园口，街上不能

够再停泊车辆。他说，因为花园口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所以他

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旅游景点，以吸引更多游客，为国家赚取外汇。 

        Moreno市长与在场本会领导交流时，提及他已经聘请建筑师研究

改造市容的措施，同时向在座各位展示改造市容的绘制蓝图，声称蓝图

的最终版本确定后，他将会请求本会的配合及帮忙。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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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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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张文辉、许扁

、林圣跃，理事戴福安，聘任委员刘少强。在场尚有马尼拉市长助理洪

英钟。 



  左上图和右上图马尼拉市长 Moreno向本会诸领导展示其改造市容

的绘制蓝图。下图为全体合影。 

 

 

 

 

 

 

 

 

 

 

 

 

 

 

 

 

 

 

 

 

 

 

菲律滨中国洪总新届职员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总会于七月十四日（星期

日）中午十二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第八十六届职员就职典礼。當

天 冠盖

云 集，

场 面热

闹 非凡

。 

中

国 驻菲

大 使馆

王 晓东

领 事致

词 。该

会 名誉

理 事长

佘 明汀

为 大会

监 誓并

演 诲，

名 誉理



事长吴荣德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大会主席名譽理事长许钟鑫，新届理

事长本会组织副主任王书侯。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诸位受邀贵宾分别致词

。该会副理事长本会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致谢词。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右上图该会名誉理事长佘明

汀为大会主持宣誓。左图二至下圖六主賓席诸领导。 

        右图二该会名誉理事长佘明汀见证新旧届理事长移交印信。右图三

至下圖本会领导出席盛会。 

 

洪门致公党总部新届职员就职 

商总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致词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于七月十三日（星

期六）下午七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一百一十九週年纪念

暨第一百一十七连一百一十八届职员就职典礼。是晚会场高朋满座，场

面热闹。 

马尼拉市长Francisco“Isko Moreno ” Domagoso、中国驻菲大使馆

罗刚参赞兼总领事分别致词。该会名誉主席曾铁锋为大会监誓并演诲，

名誉主席佘明汀担任大会主讲人。该会大会主席吴光级，新届主席本会

组织副主任王书侯。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应邀出席并致词，诸位受邀贵宾分别致词

。该会

常务副

主席姚

金镇致

谢词。 

左

上图本

会理事

长林育

庆博士

致词。

右上图

该会名

誉主席

曾铁锋

为大会

主持宣

誓。 

左图二该会名誉主席曾铁锋见证新旧届主席移交印信。左图三本



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和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与马尼拉

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阁下合影。 

        右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等领导入座主宾席。右图三本会诸领

导出席盛会。下图全体合影。 

 

佩兰舞蹈艺术中心赴华夏令营团员 

前往商总接受林育慶與施超權授旗 
 

菲律宾佩兰舞蹈艺术中心讯：本中心团员们于六月二日和六月十

八日，分别组团前往福建厦门市参加由中国厦门侨联主办的“厦侨联

2019艺术夏令营”，以及前往福建惠安县参加由中国侨联举办的2019年“

寻根之旅”夏令营（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福建惠安营）。 

本中心团员特于五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前往菲华商联总会

，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为诸团员举行授旗，

以壮行色。 

         图为两團夏令营的团员们与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等合影留念。 

 

 

 

 

 

 

 

 

 

 

 

 

 

 

 

 

 

 

 

 

 

 

 

 

 

 

 

商总福利委员会领导 

拜访蜂省LINGAYEN社长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福利委员会主任许灿荣和共同主任洪文檀



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于七月十九日（星期五）前往蜂雅丝兰省

Lingayen社移交农村校舍后，当天上午十时专程拜访该社社长Leopoldo 

Bataoil。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有关捐建农村校舍事宜。 

Bataoil社长对许灿荣主任和洪文檀共同主任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他同时对本会的捐建农村校舍方案表示肯定和钦佩，亦对本会大力支

持该社，先后在当地捐建十数座农村校舍，目前尚有四至五座在建筑中

，表示由衷感激，希望我们今后能继续支持他们，在当地捐建更多农村

校舍，造福当地莘莘学子。 

许灿荣主任在讲话中表示，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基，一个国

家只有教育普遍，综合国力才会强盛。商总一直以来积极推展捐建农村

校舍方案，也是想为国家多栽培一些社会栋梁和精英，为国家的建设和

发展多费心

力，使菲律

滨今后能够

再次成为东

南亚的强国

。 

许 灿

荣主任也对

Bataoil社长

之前担任菲

国警岷警区

警长时，在

维持国都区

治安方面的

出色表现，

使大岷区居

民能安居乐

业，对其大

加赞扬。在

场 者 尚 有

Land Bank

总裁Renato 

Alvares。 

当 天

中午Bataoil

社长在当地

餐厅设丰盛

午餐，宴请

许灿荣主任和洪文檀共同主任，双方继续就一系列课题交流探讨。其间



许灿荣主任亦就商总的捐建农村校舍方案和福利工作等事宜，接受当地

记者采访。 

许灿荣主任说，商总至今已经合计向全国各地移交5800座农村校

舍，每座校舍有两间课室，合计是11,600间课室。按这个数字计算，每

一间课室可容纳40位学生，11,600间分上、下午兩班际一共可以容纳近

百萬學生上课。此外，华社也在全国各地部署消防车，任何地方每逢发

生火灾，这些华社志愿消防队的消防车都会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火。 

商总的义诊队亦于每星期分别前往全国各地，向基层社会的病患

提供义诊施药服务。每逢发生天灾人祸，商总也是以第一时间，向灾民

伸出援手和分发赈济品。我们居住在菲律滨，都把自己当成是菲律滨人

，所以把本土菲律滨同胞视为自己的兄弟，他们有所需要，我们都会在

能力所及之下給予援助。 

上图许灿荣主任和洪文檀共同主任在Lingayen社长办事处与

Bataoil社长等合影。 

图二许灿荣主任和洪文檀共同主任在餐厅与Bataoil社长等合影。

图三许灿荣主任接受当地记者采访。下图许灿荣主任和洪文檀共同主任

与当地记者合影。 
 

“一带一路”中菲合作论坛隆重举行 

商总理事長林育庆应邀主論壇致詞 
 

菲华商联总会讯：“一带一路”中国－菲律滨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

论坛，于7月26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假座马尼拉索菲特广场酒店隆重

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菲律滨总统府新闻部合作主办，

特別支持單位有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承辦單位環球网及菲律濱亞典耀

大學孔子學院，本會及李錦記健康產品集團為支持單位。 

旨在回顾“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进展及其对促进中菲关系发展的

重要意义。论坛邀请包括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檀勍生、菲律滨前总统暨

前众议长亚罗育夫人、菲新闻部长安达纳等中菲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和

来自经济、交通、企业、媒体、文化等领域的近300名嘉宾共聚一堂，

为两国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共同出谋献策，一起商讨在“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如何加强中菲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抓住机遇，夯实两国关系

。 

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檀勍生、菲律滨前总统暨前众议长亚罗育夫

人、菲新闻部长安达纳、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及本會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在主论坛上分别致词。 

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应邀出席论坛。理事

長林育庆博士在主论坛上致詞。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在致詞中指出，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为全球发展提供一个包容合作的平台。他说，自2013年开始，“一带一



路”不仅有欧亚和亚太地区国家参与，还得到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支持响

应。如今，中国已经发展为菲律滨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外资来

源国。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并如数家珍般谈及菲中合作的成就。他说，两

国合作的首要成就是基础设施。许多项目正在筹备中，例如中国电力建

设公司投资30亿美元，建设位于北兰佬省和描沓安半岛等地的发电站。

中海油也参与描东岸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国电信也是菲律滨第三大电

信运营商的合作伙伴。 

其次是商业交流的增加。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企投资集中在菲律

滨等“一带一路”参与国。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逐渐频繁。此外，菲律滨

人民币交易商协会成立，为货币直接兑换提供便捷平台。 

理事長林育庆博士特别提到菲中在农业方面成功合作的个人故事

。他说，作为一个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丰富的国家，菲律滨必须首先发

展农业。在中国“杂交稻米之父”袁隆平的支持下，菲律滨研发出热带高



产杂交水稻，将当地农民的水稻产量和收入，提高一倍甚至三倍。 

最后，理事長林育庆博士表示，菲华商联总会将继续推动两国之

间的教育、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流项目，增强两国人文交流。 

本次论坛还设立三场高规格分论坛，分别是中菲智库媒体对话、

中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论坛、中菲文化与健康产业合作论坛。 

本会出席论坛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

廉、陈俊礼、施东方博士，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

董事兼一带一路委员会主任李雯生，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主论坛上致詞。右上图理事長林

育庆博士与前总统暨前众议长亚罗育夫人暨諸政要交谈。 

        中圖本会出席领导合影留念。下圖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

会督导陈章成和董事兼一带一路委员会主任李雯生合照。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热烈欢迎 

南安副市长李少敏阁下一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南安市副市长李少敏阁下一行在菲律滨南安同

乡总会理事长亦即本会常务顾问侯斌鸿陪同下，于七月十九日（星期五

）下午两点半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情接待。 

本会副理事长戴亚明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李少

敏副市长一行此次来菲访问，看望南安市旅菲乡亲，相信将对菲律滨与

中国，特别是南安市的友谊与合作，深化彼此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互信

，及联系与旅菲南安籍乡亲之间的乡情乡谊，起到重大效应。 

菲律滨天然资源丰富，人民素质优良，各行各业尚有很大的开发

潜力和投资机会，希望李少敏副市长一行在这里考察期间，能够进一步

观察和了解本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寻求商机，探讨合作机会。本会一直

以来都扮演着菲中经贸文化等交流桥梁，起着穿针引线作用，今后还将

继续积极推动两国经贸发展关系，希望双方能加强交流，探讨今后合作

机会。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李少敏副市长一行，介绍本会出席

领导。 

李少敏副市长发表讲话表示，商总成立以来，对菲华社会和菲律

滨主流社会做了许多实质的事、有意义的事和好事，特别是在慈善事业

方面，如捐建农村校舍、义诊、救火和赈灾，这些善行义举对促进菲中

友好关系，起着重大作用。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年以来，中

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南安的发展也令人瞩目。中国的发

展和进步离不开海外广大侨胞的深切关心和鼎力支持，才能有今天这样

的局面，对此，他要对本会诸领导为代表的广大菲律滨华侨华人，致以

万二分的谢意。 

李少敏副市长说，很高兴得知本会诸领导当中，有不少是南安籍



同乡，以及菲律滨各行各业都有南安人的足迹，甚至连省长级的政治人

物都有南安人。希望今后大家能够加强联系交流巩固彼此间的乡谊。随

着“一带一路”的倡议，南安的独特优势正在日益显明，外商大量投资，

迎来了大发展，商机无限。他并诚邀本会领导有机会能到南安访问考察

，继续关心当地的发展，为海外华商前往投资牵线搭桥。 

南安市码头镇党委书记丁金火向在座各位推介南安码头镇的开发

项目，南安市侨联主席叶谋锋致词提及海外华侨华人及在菲南安籍乡亲

对家乡建设的重要性。本会出席领导也纷纷发言，分享个人的经历。 

理事长林育庆稍后到达时也发表讲话。他说，菲律滨华人九成以

上是闽南人，其次是广东人，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外省籍新移民，纷纷成

立各省籍商会。现任总统杜特地与中国关系很好，所以近年来陆续有来

自中国的代表团到这边来旅游考察，寻求商机。本国华人虽然只占总人

口的2%左右，但是经济地位却相当高，各行各业都有本地华商的参与

。商总是一个很受政府器重的团体，李少敏副市长一行在菲逗留期间有

任何需要，本会很乐意提供协助。 

双方并进行交流探讨，各自提供宝贵建议，以及相互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卢武敏

少将，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许学禹、戴亚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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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顾问侯

斌鸿，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农资主任潘振兴，东北吕宋董事

陈光曦，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农资共同主任赵展聪，科技资讯共同主任

郑炜煌博士，外交副主任林圣躍，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

霖、黄太阳，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外交理事戴福安、赵世鹤，社会

责任理事洪金铭，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话。左图二南安市副市长李少

敏发表讲话。右上图会场一瞥。图三和下图宾主双方互贈纪念品。 

 

扬州经济开发区代表团一行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扬州市经济技術开发区党工委书記蒋爱祥阁下

一行六人，于七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

领导的热烈欢迎。 

首先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表示，『蒋爱

祥书记一行此次来菲访问考察，了解本国发展情况，以及各行业投资状

况，进一步加强菲律滨与扬州市的务实合作，相信对促进菲律滨与中国

，特别是扬州市的经贸合作，将有很大的助益。 

旅居海外华人华侨都有浓厚的爱国精神，对来自祖籍国的人，都

有一种亲切感。蒋爱祥书记如有需要，商总一定全力配合。希望蒋爱祥

书记一行，今后能鼓动更多扬州市的企业和人民，来菲考察和旅游观光

，寻求合作商机，加强双向互动，增进两国民间友谊，创造双赢局面。

』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蒋爱祥书记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 

蒋爱祥书记发表讲话表示，欣闻商总在菲律滨华社地位高、声望

好，贡献又很大，令人十分钦佩。商总不单只是推行商务方案，同时也

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是一个规模广泛的多元化团体，希望大家今后能加

强联系，讓他们能有机会多多向商总学习，吸取丰富经验。 

蒋爱祥书记说，他们这趟来菲是一次交流之旅，也是感恩之行。

华侨华人在菲律滨影响力很大，具有崇高地位，希望能够跟本地华商建

立经贸合作关系。他说，扬州经济开发区经过九年的潜心经营，已经成

为一个新型都市开发区，形成以机电装备、轻工轻纺、汽车贸易及物流

和文化创智为主体的四大特色产业。 

蒋爱祥书记并诚邀本会诸领导有空能到扬州视察和考察，以及经

常跟他们联系，以使双方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同促进中菲之间的经

贸等各领域发展，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彼此把握机遇，互联互通，共

享资源。 

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員會督导陈章成向蒋爱祥书记一行

，介绍本会在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建议下，成立"一带一路"咨询中心

的经过，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也向他们介绍商总文教委员会的工作。

蒋爱祥书记的随访成员也纷纷发言，分享他们的感想和心得。 

本会出席同仁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卢武敏

少将，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许学禹、戴亚明，董事／稽核兼一带

一路督导陈章成，董事兼农资主任潘振兴，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秘

书长颜长江博士，税务共同主任李月西，外交副主任林圣躍，税务副主

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霖、黄太阳、吴永坚，外交理事戴福安。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扬州市经济技術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蒋爱祥阁下发表讲话。右上图和图三宾主互赠纪念品。



左图下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蒋爱祥书记握手致意。右图下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和福利副主任吳永坚与蒋爱祥书记一行合照。 

 

 

 

 

 

 

 

 

 

 

 

 

 

 

 

 

 

 

 

 

 

 

 

 

戴国安喜捐商总 

华生流失金十万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农资副主任戴国安先生、戴许玉儿女士贤

伉俪令次郎士傑君于公元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八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时

，与侨商王志勇先生、王蔡绮心女士贤伉俪令媛佳仁小姐，假座圣西描

示典天主教堂举行结婚典礼。天赐良缘，佳偶天成。 

是晚假座东海皇宫酒家设筵宴请亲友。场面热闹温馨，高朋满座

，冠盖云集。 

常務理事兼农资副主任戴国安先生平素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今

逢喜事倍加豪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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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

以表扬，并申谢忱。 

 

华商戴国安喜捐 

华助中心活动金 
 

馬尼拉華助中心讯：菲華商聯總會常務理事兼農資委員會副主任

戴国安先生、戴许玉儿女士贤伉俪令次郎士傑君与侨商王志勇先生、王

蔡绮心女士贤伉俪令媛佳仁小姐，于公元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八日（星期

日）上午十一时，假座圣西描示典天主教堂举行结婚典礼。珠联璧合，



郎才女貌。 

是晚假座东海皇宫酒家设宴招待亲友。场面热闹，座无虚席。 

戴国安先生平素乐善好施，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特献捐本中心菲

币十万元，充作活动金用途。仁风义举，殊堪钦式，特藉报端，予以表

扬，并申谢忱。 
 

商总赞助菲华電視台举办 

本年度“菲华先生小姐”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电视台将举办本年度“菲华先生、小姐竞赛

”，七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本会召开第卅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

议期间，该台台主姚丽英女士及菲华先生、小姐基金会董事长吴文伟前

来签署合作意向书。 

签署仪式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亲自主持，并有名誉理事长黄

年荣、卢武敏少将、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施文界博士，副理事长叶芳

枫、施伟廉、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

、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

督导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共同见证。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签约仪式。左中图和右中图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分别与选美基金会董事长吴文伟以及菲华电视台台主姚

丽英共持协议书合影。下图本会领导与菲华电视台台主姚丽英和选美基

金会董事长吴文伟，以及本年度菲华先生、小姐参赛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