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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长官在商总 

讲解劳工价值方案 

菲华商联总会讯：劳工部国都区办事处高级劳工暨就业长官Ryan 

De Los Reyes一行于七月二日（星期二）下午一时莅临本会，向本会领

导讲解劳工部的工作价值方案（Work Appreciation Program或WAP）。 

 De Los Reyes长官表示，根据1993年的第139号行政令，该项方案

旨在讓青少年人在学校放假时，能够在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框架之下

，参与一些富有意义和具生产力的活动。他们若有兴趣在招聘短期工或

学徒的公司工作，可以向有关地区的劳工部地区办事处或者公众就业服

务办事处（PESO）呈交申请书。短期工或学徒的工资为目前最低工资

的75%。 

 De Los Reyes长官说，年龄在18到25岁的青少年人一旦已获提供

空缺，可直接向有关公司或者向劳工部地区办事处和公众就业服务办事

处提交有关文件。该项方案的提倡者除了意识到青少年人对经济增长的

重要性以外，他们也希望能够促进那些推展青少年方案的团体和企业之

间的密切协调联系。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施文界

博士，执行副理事

长黄美丽，副理事

长施伟廉、施东方

博士，董事／稽核

兼一带一路委员会

督导陈章成，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

，董事兼工商主任

李栋梁，董事兼青

合主任施清玮，北

棉蘭佬區董事林惠

中，秘书长颜长江

博士，劳工主任洪

逢骏律师，劳工共

同主任施嘉年，科

技资讯共同主任郑

炜煌博士，劳工副

主任陳世傑、颜硕

良、陈历山，财经



理事张锦兴，福利聘任委員陳德偉，秘書長秘書兼勞工秘書洪瑞萱，本

會黎剎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師（ Atty. Kristine Dy）暨成

員John Paul del Rosario。 

        上图劳工部国都区办事处高级劳工暨就业长官 Ryan De Los Reyes

向本会领导讲解劳工部工作价值方案。图二和图三本会出席领导。图四

本会领导与 De Los Reyes 长官合影。下图会场一瞥。 
 

2019“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中文歌赛成人组初赛结果揭晓 

成人组蔡佳珍入圍 30 强名单 
 

  菲華商聯總會訊：继“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青少年

组初赛之后，7 月 31 日，来自多个国家的 47 位成人组选手，相聚北

京市少年宫一决高下。 

  最终经评委合议，30 位选手顺利晋级复赛。 

  接下来，晋级选手将紧张备战 8 月 1 日的复赛，届时，在 30 人

中将产生入围决赛的 10 个名额。 

  成人组 30 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隗捷、张嘉嘉、崔仁淑、刘宇晨、张祺琨、虞晓梅、王子淇、何潇

骏、蔡亚恩、张文浩、赵天、陈诺萍、李方旗、李亚德、刘禹彤、

金子轩、庄杰、吉朝琳、张存、倪一鸣、李晓茜、王悦、刘文强、

蔡汭霏、杜杰、武恩泽、蔡佳珍、翁缤虹、梁华、徐超凡。 

       圖：本國成年組選手蔡佳珍（右前排四）入圍三十強。 
 

 

 

 

 

 

 

 

 

 

 

 

 

商总诸领导拜访中国驻菲使馆 

与文化参赞共同探讨华教事宜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文教委员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

示下，由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率领，于七月廿六日（星期五）上午九

点三十分前往中国驻菲大使馆，拜访新任中国驻菲文化参赞田善亭阁下



，受到参赞阁下的热烈欢迎。 

田善亭参赞对本会文教委员会多年来在华教事业方面所作贡献和

付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希望今后双方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互动和配合

，促进本地华教水平的提高。 

 洪健雄董事首先对中国驻菲使馆多年来对本会文教工作的鼎力支

持，向田善亭参赞表达万分谢意。然后向参赞介绍本会文教委员会所推

展的工作。他说，本会文教委员会的工作方案有四大项目，分别是挽救

华生流失补助金、华文教师医疗补助金、向中国汉办申请志愿者教师、

以及协助各学校办理相关志愿者教师签证。 

 洪健雄董事同时也向田善亭参赞介绍本会的1+2+1华校师资培训

奖学金方案。然后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共同讨论如何加强本地华文教育

等事宜。 

 本会出席文教委员会领导有主任洪健雄董事，顾问苏经纬，共同

主任柯维汉，副主任吴满满、卢连兴，理事许泽力。在场尚有文化参赞

秘书陈萌萌，文化秘书姜海涛。 
 

福建师范大學海外教育团莅访 

商总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书记许建萍一行

，在福建师范大學索莱达学院副院長范启华和福師大海外教育學院副院

長章石芳博士陪同下，于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时莅访本会，

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接待。 

 本会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導施梓云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

表示，福建师范大学多年来和商总密切配合，对商总所施行的汉语志愿

者教师方案全力支持，选派许多优秀志愿者教师来菲，在华校担任神圣

的教学工作。他们在工作上忠于职守，教学认真，表现优越，受到华社

的欢迎和肯定。志愿者教师不但弥补华文师资的短缺，更带动菲律滨华

文教育水平的提升，为协助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鉴于菲律滨华文教师的缺乏，商总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在

2014年庆祝成立六十週年之际，提出倡办1+2+1华文教师培训奖学金，

经商总董事会的审核批准，拔出菲币两千五百万元作为第一期的基金，

2018年第一批共有33位学员毕业，2019年第二批29位毕业，现在的第三

批还在就读的有38位。这些毕业教师被分配到全菲各地华文学校传承中

华文化，共同为华文教育而付出贡献。希望福建师范大學和商总双方能

共同探讨未来的合作方向，特别是在如何更有效培养菲律滨本土师资方

面。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许建萍副书记一行，介绍本会出席

领导。 

 许建萍副书记发表讲话表示，她的访菲行程中一定要包括拜访商



总，因为商总与福建师范大學之间的渊源非常深厚，特别是本会在多年

前开始施行汉语志愿者教师方案后，彼此之间一直有着极度密切的互动

。她也对一批批优秀的志愿者教师来菲，被分配到各华文学校担任教职

，解决了华文学校的师资短缺问题，并带动菲律滨华文教育水平提升的

良好效果感到欣慰。 

许建萍副书记对本会积极推动华文教育，尤其是汉办汉语志愿者

教师方案，给予高度肯定和讚扬。她也表示，福建师范大學将继续支持

商总的文教工作，共同为推展菲律滨的华文教育而努力。 

章石芳博士和范启华老师亦分别向大家介绍福建师范大学索莱达

学院的情况，以及该学院今年计划在菲律滨招收60名全额奖学金硕士学

位研究生，分春季和秋季两次招生的细节。 

 双方并就志愿者教师方案，及商总资送华校毕业生至该校接受培

训等课题，进行探讨交流，以期达到更高绩效。 

 本会出席领导有副理事长施梓云，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理

事长叶芳枫，顾问苏经纬，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财经主任许友清，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汉，副主任吴满满、卢连兴，理

事许泽力。 

        上图本会副理事长施梓云致欢迎词。中图福建师范大學海外教育学

院副书记许建萍发表讲话。下图许建萍副书记赠送纪念品。      

 

 

 

 

 

 

 

 

 

 

 

 

 

 

 

 

 

 

 

 

 



菲红十字会岷分会举行慈善筹款舞会 

商总诸领导受邀出席并接受表揚獎狀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红十字会马尼拉分会于七月五日（星期

五）下午七时，假座马尼拉酒店举行慈善筹款舞会，诚邀本会领导出席

参加。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和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率领下，出席当晚盛会，受到紅十字會Baby 

Bayani Ortiz和岷分會行政员Baby Cayetano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本会并向该会献捐菲币十万元，作为赞助该会慈善工作用途。 

  本会出席领导有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紅十字會岷分會董事施超权，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一带一路副主任紅

十字會岷分會董事黄天从，福利副主任吴永坚，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吴肇新。出席者尚有马尼拉市府行政长官Felix 

Espiritu和市长助理洪英钟。 

  上图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接受菲律滨红十字会 Baby Bayani Ortiz

頒發本会表揚狀。中图本会出席领导与马尼拉市府行政长官 Felix 

Espiritu 和市长助理洪英钟等合影。下图本会出席领导与菲律滨红十字

会 Baby Bayani Ortiz 等合影。 

 

 

 

 

 

 

 

 

 

 

 

 

 

 

 

 

 

 

 

 

 

 

 

 

 

 

 

 

 

 

 

 



商总林育慶由許天恩代表出席 

菲律濱马来西亚商会会員大會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马来西亚商会（Malaysi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Philippines）于七月五日（星期五）下午一时

，假座DUSIT酒店举行首届第二次全體会員大會，诚邀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出席。本会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在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于是日代

表出席会议。 

当天出席的受邀嘉宾尚有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主席兼棉

兰佬穆斯林自治区摩洛国（BANGSANGMORO）临时首脑AL-HAJ 

MURAD EBRAHIM。 

上图本会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与菲律滨马来西亚商会会长Edward 

Ling和经济学家Peter Wallace合照。 

        下图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与菲律滨马来西亚商会会长 Edward Ling

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主席兼棉兰佬穆斯林摩洛国自治区临时首脑 AL-

HAJ- EBRAHIM 等合影。 

 

 

 

 

 

 

 

 

 

 

 

 

 

 

 

 

 

 

 

 

 

 

 



商总林育庆博士等热烈欢迎 

山东济南济阳区呂灿华一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访菲代表团团长区委书记

吕灿华阁下一行五人，在上好佳集团董事长亦即本会参议委员施恭祺特

使高级特助、亦即本会一带一路聘任委员王勇先生陪同下，于七月二十

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时三十分莅访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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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灿

荣书记一行此次来菲访问考察并招商引资，以进一步加强菲律滨与济阳

区之间的务实经贸合作，相信对今后促进菲中两国的经贸发展，定能有

很大的助益，且对济阳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今后所负责推展的工作，也

会起到效用。 

 本会历来都很积极替菲律滨争取外来投资和外来游客，多年来也

陆续组团到中国各地访问，考察当地各项建设，探讨菲中两国的合作机

会，同时也积极鼓动本地华商到中国投资兴业。本会也在促进菲中两地

商人相互投资方面穿针引线，扮演着桥梁角色。希望今天济阳与商总签

署招商战略合作协议、吕灿华书记再颁授商总为济阳驻菲招商代理处牌

匾以后，双方今后能够加强合作，密切配合，共同为增加菲中两国的经

济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吕灿华书记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 

吕灿华书记发表讲话表示，欣闻商总是一个集全菲华人社会精英

于一体的超大团体，所以要特地前来拜访，以学习成功之道。吕灿华书

记也讚扬本会是一个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团体，全心全意维护华人社会安

定，为华人谋取福利，同时积极策动菲华社会贡献公益福利来回馈主流

社会，值得仿效。他同时高度肯定本会所从事的志愿消防、义诊、捐建

农村校舍和救灾等“菲华四宝”工作。 

吕灿华书记同时向大家介绍济阳区。他说，济阳区在山东省西北

部，是省会济南市所辖的一个区。面积1076.2平方公里，人口57万。济

阳自去年撤县设区以后，济南在黄河以北将有更多土地用于产业发展和

城市发展佈局，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腾挪空间，使济南城市框架更

加合理、更加饱满。济阳物产丰富，农业比较发达。土特产有仁风西瓜

和曲提牌黄瓜。仁风富硒小兰西瓜汁水丰富、糖分含量高、瓜瓤更是入

口即化，被誉为“冰激凌西瓜”。收成后更是一瓜难求，早就被预订。济

阳的曲提牌黄瓜更是精心打造的品牌，被评为济南市十大无害绿色产品

，2008年获得市、省“著名商标”荣誉称号。希望大家有空能够到济阳旅

游观光和考察，寻求合作商机。 

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和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

成分别向吕灿华书记一行，介绍菲律滨的概况，以及本会在国僑办主任



许又声阁下建议下，成立一带一路咨询中心的经过。 

吕灿华书记的随访成员也纷纷发言，分享他们的感想和心得。 

然后济阳与商总签署招商战略合作协议，由吕灿华书记和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代表签署，吕灿荣书记并向林育庆博士颁授商总为济阳驻菲招

商代理处牌匾。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卢武敏

少将，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施梓云、吴启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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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福利副主任洪祖霖、吴永坚，物业管理

副主任张冬钦，调解理事李紫鲑和一带一路聘任委员王勇。 

中午本会假座世纪海鲜酒家设午餐招待吕灿华书记一行，宾主双

方继续交流探讨。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右上图会场一瞥。 

图二济阳与商总签署招商战略合作协议，由吕灿华书记和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代表签署。 

图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手持协议书与吕灿华书记握手致意。 

 图四吕

灿华书记向

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颁授

商总为济阳

驻菲招商代

理处牌匾。 

图五理

事长林育庆

博士向吕灿

华书记赠送

纪念品。 

左下图吕灿

华书记与理

事长林育庆

博士以果汁

代酒干杯。

右下图本会

领导与吕灿

华书记一行

在世纪酒家

合影留念。 

 



商总配合三巴乐区菲华商会 

在三巴乐中学举行义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岷尼拉三巴乐区

菲华商会，于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在三巴乐中学操场为附近

一带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当地患者。 

当天义诊工作由本会义诊队医生，以及牙医主持，並由吳輝鵬帶

領。 

岷尼拉三巴乐区菲华商会荣誉理事长施纯儒、柯顺庆，理事长庄

荣星，执行副理事长吕江峰，副理事长李伟顺，秘书长吴良源，财政曾

国雄提供协助。 

        本会副理事長兼社會責任督導王連僑，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副主任洪聪晓，财经理事张锦兴，社会责

任理事许焕东、洪金铭，聘任委员杨济诚、王星海、王伟顺暨秘書處职

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

天惠及

病患四

百二十

人，为

牙科患

者七十

三人拔

牙，并

分送一

百零九

副老花

眼镜。 

        同

時向求

診者分

發本會

副理事

長施東

方博士

公司多

箱

Hapee

牙膏，



及Green Cross產品。 

        上图和图二本会领导与岷尼拉三巴乐区菲华商会诸领导合影。图三

为牙患者拔牙。图四向患者分送药物。左右下图义诊进行情况。 

 

商总宴请副旅游部长一行 

探讨美化华人区规划细节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副理

事长兼外交委員會督导林荣辉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共同率领，于七

月三十日（星期二）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宴请旅游部副部长Atty. 

Edwin Enrile一行， 探讨有关改造和美化马尼拉市容，包括华人区等议

题。 

        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告诉Enrile副部长说，本会领导前不久

到岷市府礼访新上任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共同探

讨有关改造马尼拉市容，包括华人区事宜，Moreno市长表示，他上任

後的重点方案是改造并美化市容，所以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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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是要跟本会探讨如何美化华人区的课题。 

        林荣辉副理事长说，Moreno市长与本会出席领导交流时，提及他

已经聘请建筑师研究改造市容的措施，同时向我们展示改造市容的绘制

蓝图，声称蓝图的最终版本确定後，他将会请求本会的配合及帮忙。 

        Enrile副部长说，Moreno市长已告诉旅游部要如何规划改造并美

化马尼拉暨华人区的细节，將事项方案做得最完善，以使能够吸引更多

外国游客前来马尼拉和华人区旅游观光。他说，Moreno市长也建议旅

游部跟本会一起研讨有关细节并互相配合。 

        Enrile副部长说，目前最重要是先展开清理工作，处理市内河道污

水、堵车泊车以及治安等问题。他说，我们要尽量讓外国游客感觉在这

里很安全，也很方便，给他们对马尼拉留下一个良好印象，使更多外来

游客陆续前来旅游观光。 

本会出席领导有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名誉理事长施文界

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黄奇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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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和黎刹法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 

在场者尚有旅游部国都区主管Woodrow Maquiling，国家公园发展

委员会执行董事Cecille Lorenzana Romero和皇城区管理部门行政人员

Guiller Asido。 

        上图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发表讲话。 

        图二和图三本会出席领导与旅游部副部长Atty. Edwin Enrile一行交

流探讨。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菲华牙医协会新届职员就职典礼 

商总施东方代表出席作专题演讲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华牙医协会于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

七时假座世纪海鲜酒家，举行第三十八届职员就职典礼，邀请本会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出席参加并作专题演讲，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在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指示下，代表率领诸领导出席并发表专题演讲。 

  马尼拉市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担任大会主讲人

。菲华牙医协会多年来配合本会的义诊工作，为贫困者施以援手。本会

适值于该会的新届职员就职，特献捐菲币十万元，以作为该会的活动基

金。 

        菲华牙医协会卸任会长Dr. Alfredo P. San Andres Jr.，新任会长Dr. 

Talavela。 

        本会出席者尚有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聘任委员杨济诚、郭峥

嵘，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 

        左上图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致词。中上图施东方博士入座主宾

席。右上图本会向菲华牙医协会移交捐献支票，该会向本会赠送感谢状

。 



        左中图施东方博士与菲华牙医协会新任会长Dr. Pamela F. Talavera

和卸任会长Dr. Alfredo P. San Andres Jr.合照。右中图本会出席领导合

照。下图宾主双方合影留念。 

 

 

 

 

 

 

 

 

 

 

 

 

 

 

 

 

 

 

美石警站新警长拜访商总 

探讨改善岷市华人区治安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国警岷警区美石警站（第11警站）新上任警长

Noel Alino中校于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二时拜访本会，受到本

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首先由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

迎词。林荣辉副理事长表示，马尼拉从Binondo到Sta. Cruz的华人区，

近些日子以来在第11警站前几任警长的努力之下，治安已获得改善，希

望Alino警长今后能够承前启后、再接再厉，治理好华人区的治安，讓

当地居民能够在一个安宁平静的环境下安居乐业，为当地的经济繁荣作

出贡献。 

        林荣辉副理事长告诉Alino警长要跟当地描笼涯首长密切配合，因

为各描笼涯首长比警方对华人区的情况更加熟悉和了解，对谁是当地居

民，谁是外围人士等细节，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双方加强活动，有

关工作将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应。 

        Alino警长对本会的热情接待，表示由衷感激。他表示，其上任後

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从Binondo到Sta. Cruz的岷市华人区的非法

路摊、乱泊车和治安等问题。 

        Alino警长说，他治理华人区治安的工作，将按照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市长所制订的方针行事。同时表示今後有任何重要

的事态发展，他都会前来向本会报告并寻求配合，使马尼拉能够成为一

个安全且适宜居住的好地方，市民的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保护。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稍后到达也做了总结。他说，商总将会尽



力支持Alino警长所展开的工作，并呼吁Alino警长要致力于维护马尼拉

、特别是华人区的治安，尤其是每逢有无辜华人被栽赃或冤枉，一定要

為他们申冤，还给他们清白，林理事長並提起近期華人區本會接獲多件

遭騎馬達車劫匪搶劫，希Alino警長能提警察可見度，以減少類似劫案

發生。 

        然後双方进行交流探讨，由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主持。其间

宾主双方就一系列有关课题互相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卢武敏少

将，副理事长叶芳枫、林荣辉、吴启发，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外交副主任张文辉、许

扁，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霖、吴永坚，调解副主任施学

捷，组织副主任丁伟都，社会责任副主任洪聪晓，物业管理副主任张冬

钦，外交理事赵世鹤，调解理事李紫鲑，外交聘任委员吴肇新，黎刹法

律策略中心代行政主任李培培律师。 

 
 

商总配合计顺市Pansol描笼涯 

在Balara小学举行义诊施药服务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计顺市Pansol描

笼涯，于八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在当地Balara小学为附近一带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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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鹏牙医师也

在场服务。 

        本会副理事长兼社会责任督导王连侨，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

副主任洪肇坚、陈清雷，理事许焕东医师，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秘書

處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患八百九十人，为牙科患者二百六十六人拔牙，并分发

一百八十九副老花眼镜。 

 
 

清華大學实践支队队长陈旺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清华大学暑期菲律滨實踐支队队长陈旺一行九人

，于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

烈欢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清华大学暑期菲律滨实践支



队一行这趟来菲访问考察，了解在菲华人及华人企业的发展情况，必定

能够讓陈旺队长一行学习到很多宝贵的课外知识，以及累积丰富的社会

经验，对他们今后无论是在学习或者是就业方面，都有很大的助益。 

        菲律滨华人华侨以闽南籍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广东人。随着新移

民人数的增加，其他省籍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华人虽只占本国总人

口的2%左右，但其经济实力，却几乎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导力量。二战

结束後，华商抓住本地社会经济转型的机遇，及时从商业为主转向制造

业等更多行业，向多元化发展，在进口贸易、制造业和各产业中，取得

傲人的成绩。目前菲律滨的首富是华人，富豪排行榜其中，十之八九也

是华人。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表示希望陈旺队长一行在菲逗留期间，能够到处

多走走看看，尤其是本地华人区華裔華人博物館，以便更进一步了解本

地华人及华人企业的发展情况，供他们日後若是有兴趣到这边发展，作

为参考用途，林理事長更進一步向團隊介紹菲律濱各方面情況。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陈旺队长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陈旺队长发表讲话表示，中国各大学所组织开展的寒暑期学生社会

实践的宗旨，是想引导广大同学通过社会实践，接触社会，感受国家社

会的发展实际，以及了解国家改革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增强学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近年来也组织学生到世界各地，以多了解国际的发展趋

势，使学生能够増广见闻。 

        陈旺队长说，这次他们选择来菲，是因为听闻中菲两国近两年关系

发展良好，所以想来了解情况，以及了解本地华人华侨的概况，希望此

行能够促进双方进一步走向更友好。 

        陈旺队长的随访成员提问华人来到这里会有什么困难？他们如何克

服？由本会名誉理事长兼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作答。本会副理事

长王连侨向陈旺队长一行，介绍本会所从事的捐建农村校舍、义诊、志

愿消防和救灾等“菲华四宝”工作。 

        双方进行交流探讨，陈旺队长的随访成员就一系列课题进行提问，

由本会出席领导分别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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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侨，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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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晓玮，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霖、黄太阳、吴永坚，组

织副主任丁伟都，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物业管理副主任张冬钦，外

交理事赵世鹤，调解理事李紫鲑。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圖二清华大学暑期菲律

滨實踐支队队长陈旺講話。右上图会场一瞥。中图本会理事长向陈旺队

长赠送书本和纪念品。下图全体合影。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 

福建省南平市副市长 
 

    菲华商联总会讯：福建省南平市副市长朱仁秀一行，于七月三十

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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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表示，朱仁秀副市

长一行此次来菲访问考察，了解本国发展情况，相信将对菲律滨与中国

，特别是南平市的友谊与合作，深化彼此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互信，起

到重大效应。他也希望朱仁秀副市长一行，今後能鼓动更多南平企业家

和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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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菲中民间友谊，创造双赢局面。 

    林育庆博士说，本会除了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方案，促进菲国经

济繁荣，以及维护两岸和平发展，促成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之外，对巩固

菲中友谊，也起着很大的桥梁及纽带作用。此外，本会数十年来，一直

扮演着菲中经贸文化等交流桥梁，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今後还将继续

积极推动两国经贸发展关系，希望南平市与商总之间能加强交流，探讨

今後合作机会。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朱仁秀副市长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 

    朱仁秀副市长发表讲话表示，能够看到在座有那么多福建老乡，感

到特别亲切。她知道菲律滨的华侨华人，大部份老家都在闽南地区 ，

而南平则是位于闽北，但是却同属福建省，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使她



一来到商总，就感觉好像是回到家一样。朱仁秀副市长也向大家介绍南

平市的概况。 

    朱仁秀副市长说，她们一行今天早上前往拜访马尼拉市长，签署南

平与马尼拉结成姐妹城市的协议，以及文化交流发展等其他一系列协议

。她同时向本会诸领导推介南平市可与本会合作的各领域项目，希望大

家通过探讨交流，能够寻求到合作的商机。她也请求本会诸领导把商總

的各方面项目介绍给她们，讓她们在国内代宣传，共创双赢局面。朱仁

秀副市长最後诚邀本会诸领导有机会到南平访问旅游考察，以进一步了

解和掌握当地的第一手资料，方便以後有机会前往投资兴业时，作为参

考。 

    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向朱仁秀副市长一行介绍本会文教委员

会的工作，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向她们介绍本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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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本

会副理事长戴亚明向她们介绍菲律滨的投资环境。 

    朱仁秀副市长的随访成员也纷纷分享他们的感受和心得。然后宾

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就一系列课题各自提供宝贵建议，并相互交换意

见。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执行副理

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王连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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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外

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财经主任许友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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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工商副主任

蒋晓玮，税务副主任林志文，福利副主任洪祖霖、黄太阳，组织理事蔡

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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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二福建省南平市副市

长朱仁秀发表讲话。左图三和左图四宾主双方交流探讨。 

    右上图会场一瞥。右图二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歡迎福建省南平市副

市长朱仁秀並握手致意。下图宾主互换纪念品。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 

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成立四十三週年 

加洛干菲華義診所成立三十四週年慶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主持監誓 

 

菲华商联总会讯：加洛干市菲華商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暨第二十

五屆理事、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成立四十三週年紀念暨第二十屆委員、

加洛干菲華義診所成立三十四週年紀念及委員聯合就職典禮於七月二十

日晚假世紀海鮮酒家舉行隆重儀式，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大會

主持監誓並訓誨。 

小圖左起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訓誨，主講人加洛干市市長

Mayor Oscar G. Malapitan，該會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亦即本會董事兼

青合主任施清瑋、新屆理事長楊大田分別致詞，防火會監誓員盧祖蔭訓

誨，大岷區消防局總監F/C Supt Rico Neil A. Kwan Tiu主講，防火會主

席名譽會長施小平，新屆會長洪瑞山分別致詞。義診所醫療隊代表Dr. 

Estelita P. Sabado講話，該商會副理事長許鍾鑫致謝。左圖二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為該商會新屆職員監誓。左圖三該會向本會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贈送感謝狀。左圖四該會生日蛋糕為大會慶祝五十週年紀念。 

        右上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見証新舊屆理事長移交印信。右圖二

主賓席領導。右圖三及右圖四本會出席諸領導。下圖全體職員合照。 

 

 

 

 

 

 

 

 

 

 

 

 

 

 

 

 

 

 

 

 

 

 



商总新届职员在总统府就职 

杜特地总统躬亲监誓并演诲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第三十三届职员于八月六日（星期二）下午

四时，假座马拉干鄢总统府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禮。杜特地总

统阁下受邀为全体新届职员监誓并演诲。 

典礼由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領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

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大会司仪。大会冠盖云集，前总统、众议长亚罗

育夫人、文官長Medialdea、工商部長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

、班省副省長Pineda等政要出席，高朋满座，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其间，本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以模型向杜特地

总统与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移交本屆捐獻的六百座农村校舍。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本人谨此代表菲华商联总会，

对敬爱的杜特地总统接纳我们的请求，讓本会新届职员今天在马拉干鄢

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并亲自为大家监誓，表达由衷感激。 

林育庆博士说，能够担任商总理事长，并继承历任理事长的承担

为商总服务，是本人极大的荣幸。本人把这一艰巨的任务，视为一个服

务国家社会的良机。我们重新承诺将全力支持敬爱的杜特地总统和其他

针对我们的国家所推展的政府方案。总统阁下的富有同情心和改革领袖

作风激励并鼓动我们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国家和菲律滨同胞兄弟谋取

福利。 

林育庆博士同时详述其上任以来所推展的实际工作。他同时也呼

吁本会诸位同仁帮助菲律滨发展经济、奉公守法、尽作公民的义务和责

任，并且致力于促进菲中两国和两族人民友好关系。 

杜特地总统阁下向本会诸同仁演诲时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为了

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要把反毒反贪污的工作持续下去，同时鼓励本会

同仁若是遭贪官污吏敲诈，应该勇敢站出来举报这些害群之马。他也坚

信其反贪任务必定能够奏效，同时寄望菲律滨成为一个廉洁国家。 

杜特地总统同时说，他一向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争吵，所以建议

亚洲毗邻国家应该和平友善相处。对于南海问题，他主张两国循着外交

谈判进行协调。 

就职仪式结束后，杜特地总统等政要相继与本会诸领导合影。 

左上图杜特地总统向本会新届职员演诲。中上图本会诸领导迎接

杜特地总统到达会场，并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与总统阁下握手致意。右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 

中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本会诸领导向杜特地总统展示本屆本

会献捐的六百座农村校舍模型。 

下图本会正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司庫、稽核及立案秘書兼秘書長与

杜特地总统諸政要合影。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榮獲 

杜特地颁授Lakandula最高榮譽獎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第三十三届职员于八月六日（星期二）下午

四时，假座马拉干鄢总统府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礼。其间杜特

地总统阁下在总统府图书室，通过一项简单仪式，赋予本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Lakandula獎章與獎狀（Order of Lakandula）对其致力于贡献

社会表示肯定。 

根据2003年第236号行政令设立的Lakandula獎，旨在表扬民间和

政治人物的功绩。Lakandula獎是由菲律滨总统亲自颁授给显然对社会

福祉作出杰出贡献的菲人或外籍人士。 

左上图杜特地总统頒授林育庆博士Lakandula獎状合影。中上图颁

授给林育庆博士的Lakandula獎章。右上图颁授予林育庆博士的

Lakandula獎状。 

        杜特地总统亲自为林育庆博士挂上 Lakandula 獎章，理事長林育慶

夫人林王麗燕及兒女暨女婿參與見証。 

 

 

 



 

 

 

 

 

 

 

 

 

 

 

 

 

 

 

 

 

 

 

 

 

 

 

 

 

江西省九江市人大主任冯静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江西省九江市人大主任冯静阁下一行六人，在

上好佳集团董事长施恭祺特使高级特助、亦即本会一带一路聘任委员王

勇先生陪同下，于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时莅访本会，受到本

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近年来，菲中两国的良好关

系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彼此之间亦非常欣愉能够参与“一带一路”的新

经济发展契机，共同为开拓更加美好幸福的前路而努力，我们欢迎来自

祖籍国的各项友好联谊活动，并希望能够共同开拓美好的前景。相信冯

静主任此次来菲访问和考察，对进一步加强菲中两国的务实合作，将有

很大的助益。 

    林育庆博士说，本会成立六十五年来，一直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各

项方案，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并竭尽所能维护华人社会的安定，为华人

谋取福利。同时积极策动菲华社会以贡献公益福利来回馈主流社会，极

力推动志愿消防、义诊、捐建农村校舍和救灾等华社“四宝”工作，和菲

律滨民众打成一片，促进菲中两国民间友谊。也希望冯静主任一行来访



本会，双方能够探讨合作商机，创造互利共赢。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冯静主任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冯静主任首先向本会诸领导介绍九江的概况。她说，九江市位于江

西省北部，市区坐落于长江南岸、庐山北麓、鄱阳湖以西，有江西“北

大门”之称。九江也是江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她说，九江市的主要经济

产业是航运、炼油、旅游和化肥。 

    冯静主任说，九江是中国首批5个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江西唯

一的国际贸易口岸城市，九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国家一类口

岸。2019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公佈今年统筹强化监督

（第一阶段）黑臭水体专项排查情况，九江被列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低

于80%的城市名单”，消除比例为0%。2019年7月，被评为国家知识产

权点城市。 

  冯静主任声称，九江是一个拥有许多大山大湖的地方，因此水比较

多，所以茶文化很有名，是江南的三大茶市。她同时告诉大家，九江市

这几年的形势良好，大企业营运、民生福祉、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很大

改善。 

    最後冯静主任代表九江市政府诚邀大家有时间前往旅游观光和考

察。 

    本会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和副理事长施梓云分别向冯静主任一行，介

绍菲律滨的概况和投资营商环境。冯静主任的随访成员也向大家分享他

们的感想和心得。 

    然後宾主双方进行座谈，就相关课题交流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庄前进，执行副理

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王连侨、吴启发，董事／稽核

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主

任洪健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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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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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副主任洪祖霖、黄太阳，物业管理副

主任张冬钦，外交聘任委員劉少強，一带一路聘任委员王勇、黄棟星。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江西省九江市人大主

任冯静阁下发表讲话。右上图会场一瞥。图三和下图宾主双方互换纪念

品。 

 
 

加洛干菲華商會防火會義診所就職慶典 

楊大田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加洛干市菲華商會、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加

洛干菲華義診所聯合職員就職典禮，於七月二十日晚假世紀海鮮酒家隆

重舉行。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新任理事長楊大田先生為支持本會獻捐華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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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干市菲華商會新任理事長楊大田先生將獻捐支票遞交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左起青合副主任吳飛騰，新聞副主任許偉念，社會

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外交副主任林育緯，工商共同主任許天恩，副理

事長黃奇昭、施東方博士、施梓雲、施偉廉、葉芳楓，名譽理事長莊前

進，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加洛干商會新任理事長楊大田、名譽理事長亦

即本會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瑋暨該會諸領導。 

 

 

 

 

 

 

 

 

 

 

 

放勳堂總堂新屆就職慶典 

留典良捐商總華生流失金 

 

菲华商联总会讯：放勳堂總堂於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假世紀

海鮮酒樓，舉行新屆就職慶典，是日海內外慶賀團、菲華友好社團、菲

華媒體代表和嘉賓應邀出席，盛況熱烈。 

新屆理事長留典良先生捐本會華生流失補助金五萬元。 

理事長留典良先生一向熱心華社，贊助教育，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商總向華文學校聯合會獻捐禮金 

支持退休教師慶教師節及中秋節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訂九月十四日（周六）

下午二時商借本會七樓大禮堂，為退休教職員舉行教師節暨中秋節聯歡

會。 

本會為支持該項活動，特於八月一日下午向該會獻捐菲幣二十五

萬元，作為贈送每位退休教職員禮金，當天由校聯屬下退休教師聯誼會

名譽會長許麗容女士代表接受。 

        圖為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向該會名譽會長許麗容遞交支票。 

 

 

 

 

 

 

 

 

 

 

 

 

 

王良培九十榮壽支持助學興教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二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常務顧問王良培先生，於八月七日慶祝九

十榮壽，筵宴親友。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的推行，捐資助學興教育，特

捐本會所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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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常務顧問王良培賢伉儷暨令郎將獻捐支票遞交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本會諸領導陪同接受。（左一）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兼外

交主任施超權。（右一至中間）副理事長戴亞明、王連僑、施梓雲、林



榮輝、施偉廉、葉芳楓，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莊前進、盧武敏少將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諸董事在總統府隆重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職員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

統府由杜特地總統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

省副省長Pineda等政要觀禮見證。 

圖片：諸董事、理事長顧問、秘書長兼立案秘書在宣誓儀式後與總

統杜特地合照並手勢拳頭支持總統政府。 

 

 

 

 

 

 

 

 

 

 

 

 

 

 

 

 

 

 

 

重庆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珏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重庆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珏阁下一行六人，于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半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

欢迎。 

本会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代表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致欢迎词表示，王珏副主任一行此次来菲访问和考察，并与本会探

讨商总支持重庆商务委员会订于9月中旬在菲举办一场包括双方政要的

300人参会的经贸交流论坛，为该场论坛铺平道路，进行充分的准备工

作。王珏副主任一行不辞辛劳的敬业乐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陈章成董事说，菲律滨自杜特地总统上任後，极力修复与中国之

间关系，加强两国经贸、农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两国领导人也实现

正常互访。杜特地总统于2016年访华後，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本国贸

易部长不久前透露，在杜特地总统任职期间，中国的投资从仅500万美

元增加到10亿美元左右。有关资料表明，由于菲中关系趋于密切，中国

对菲的投资增长20倍。 

陈章成董事声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菲中两国来之不易的良好关

系，好好把握机会，加强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希望王珏副主任一行在

菲逗留期间，能够到处走走看看，对本国的投资环境，以及工商企业的

走向多加观察，探索重庆与商总有哪些方面具有合作商机，创造双赢局

面。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王珏副主任一行，介绍本会出席领

导。 

王珏副主任首先向本会出席领导介绍代表团一行。她在发表讲话

时表示，該商委會订9月中旬來菲举行经贸交流论坛，届时日期确定後

将再另行通知。她说，菲中自两国领袖互访以後，双边关系正在逐步升

温，不断深化彼此之间友好关系，令人感到欣慰。 

王珏副主任并向在座各位介绍重庆的概况和投资营商环境。她说

，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也是长江上游地

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的

重要战略支点，以及“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和内陆开

放高地。重庆连续8年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100億美元，保持中西部领先

地位。 

她说，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重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占比

73.2%，新增对外投资备案额3.3亿美元，占比65.2%。对外劳务合作派

出各类劳务人员803人，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148人。在支持企业大

步“走出去”的同时，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

从规划引导、业务创新、强化监管、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帮助企业提

高风险意识和防范风险能力，助力企业走得更稳，对外投资合作实现健

康规范发展。希望商总领导有机会能到重庆访问考察，寻求当地商机。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稍後到达时也发表讲话。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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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商参与。他同时向王珏副主任一行介绍本会所从事的捐建农村校舍、

义诊、志愿消防和赈灾等菲华“四宝”工作。 

林育庆博士表示，商总是一个很受政府器重的团体，王珏副主任

一行在菲逗留期间有任何需要，本会很乐意提供协助。 



然後宾主双方进行交流探讨，就一系列课题提出各自宝贵建议，

并相互交换意见。中午本会假座豪门酒家设宴招待王珏副主任一行，双

方继续交流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稽

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一带

一路主任李雯生，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工商共

同主任许天恩，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

士，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福利副主任洪祖霖、黄太阳，一带一路理事施

天祥，组织理事蔡维新，外交聘任委員劉少強，一带一路聘任委员黄栋

星。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发表讲话。左图二本会董事／稽核兼

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致欢迎词。右上图会场一瞥。图三宾主双方

互换纪念品。下图本会设宴招待王珏副主任一行。     

 

 

 

 

 

 

 

 

 

 

 

 

 

 

 

 

 

 

 

 

 

 

 

 

马尼拉交通局发言人 

拜访商总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发言人Narciso Diokno III

于八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前来本会拜访，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和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給予热情接待。 

 Diokno发言人代表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

，对本会一直以来給予岷市府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谢意。他说，这次

来访的主要目的，是马尼拉全市有大约一千名交通指挥员，每天在各主

要街道指挥交通，维持秩序。现在正值雨季，马尼拉市长Moreno想要求



本会赞助约一千件雨衣。 

施超权董事马上向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反映此事，刚巧理事長当天

在街道上亲眼看到有交通指挥员在指挥交通时被雨淋，于是马上答应向

他们赞助约千件雨衣。本会已答应Diokno发言人，将尽快把该批雨衣移

交。在场尚有本会外交聘任委员劉少强。 

        图为本会领导与 Diokno 发言人交流探讨。   

 

 

 

 

 

 

 

 

 

 

 

 

 

 

 

 

 

 

 

 

 

PCADG庆祝成立二十七週年 

商总领导受邀出席并获颁奖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国警社区事务发展组（PNP Community Affair 

and Development Group 或 PCADG）于七月廿六日（星期五）上午十

时，在计顺市克楠美军营（Camp Crame）的Multi Purpose Center举行

庆祝成立廿七週年庆典。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指示下，率领多位领导出席观礼。施超权董事并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接受颁发表扬盾。庆典并邀请参议员Christopher Lawrence “Bong” 

Go及Ronald “Bato” Dela Rosa两位担任嘉宾主讲人。 

  是日庆典的主题为： “警民维持密切关系，促进国家和谐”。 

        庆典仪式由唱菲律滨国歌拉开序幕，继由PCADG主管行政事务副

组长Remigio Sedanto上校致欢迎词，并介绍在场嘉宾。接下来向

PCADG杰出职工颁奖，由PCADG组长Rhodel Sermonia准将颁发。然

後向诸位曾经对PCADG各项方案和活动作出贡献和给予支持的伙伴、

地方政府单位和利益相关人士颁发表扬盾，由PCADG组长Rhodel 

Sermonia准将颁发。 

PCADG同时以音频向在座各位介绍该组在推展青少年人反毒与反

恐、保护地球暨捍卫天然资源、推动警察形象、保护儿童163、全球警



区与社会关系、戒毒暨康复中心复苏方案等项目所获得的成就。 

本会出席领导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颜德庆、张文

辉、林育纬，理事戴福安。 

上图本会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权（右

一）代表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接受盾牌。图

中尚有（左起）劳工

部长Silvestre Bello III

、PCADG组长Rhodel 

Sermonia准将、参议

员Ronald “Bato” Dela 

Rosa和 参 议 员

Christopher Lawrence 

“Bong” Go。 

  左图二施超权董

事 与 参 议 员

Christopher Lawrence 

“Bong” Go握手致意。

右图二施超权董事与

内政部主管描笼涯事

务副部长 Martin Dino

交谈互动。 

图三本会出席领

导 与PCADG组 长

Rhodel Semonia准 将

合影。 

图四本会领导与

劳 工 部 长Silvestre 

Bello III 合影。 

图五本会领导与

内政部主管描笼涯事

务副部长Martin Dino

合影。 

        下图本会领导与

天然资源部主管地方

政府单位固体废物处

理事务副部长 Benny Antiporda（右二）和 PCADG 主管行政事务副组

长 Remigio Sedanto（左一）上校等合影。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外交工商勞工稅務委員會領導 

杜特地總統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外交、工商、勞工、稅務委員會

諸領導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府由杜特地總統親自監誓，並由前

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省長Pineda等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諸副理

事長兼外交、工商、勞工、稅務各委員會督導，主任、共同主任、副主

任及理事合照，並手勢拳頭支持杜特地總統。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一帶一路財經福利調解委員會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一帶一路、財經、福利、調解四

個委員會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

府由杜特地總統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

省長Pineda等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副理事

長財經督導施偉廉、福利督導陳俊禮、調解督導戴亞明，稽核兼一帶一

路督導陳章成董事，及一帶一路、財經、福利、調解委員會主任、共同

主任、副主任及理事合照，並手勢拳頭支持杜特地總統。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農資組織文教社會責任委員會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農資、組織、文教、社會責任四

個委員會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

府由杜特地總統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

省長Pineda等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

圖：總統

杜特地與

理事長林

育慶，名

譽理事長

黃年榮，

副理事長

農資督導

許學禹、

組織督導

葉芳楓、

文教督導



施梓雲，社會責任督導王連僑，及農資、組織、文教、社會責任各委員

會的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及理事合照，並手勢拳頭表示全力支持杜

特地總統。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青合新聞物業科技四個委員會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青合、新聞、物業管理、科技資

訊四個委員會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

總統府由杜特地總統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

Salvador C. Medialdea、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省長Pineda等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副理事

長青合督導吳啟發、新聞督導黃奇昭、物業管理督導陳俊禮，司庫兼科

技資訊督導許自友董事，及青合、新聞、物業管理、科技資訊四個委員

會的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及理事合照，並手勢拳頭表示全力支持杜

特地總統。 

 

 

 

 

 

 

 

 

 

 

 

 

 

 

 

 

 

 

 

 

 

商总诸领导赴克楠美军营拜访 

菲国警反绑架大队新任代队长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于七月

三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前往计顺市克楠美军营（Camp Crame）

，拜访菲国警反绑架大队（AKG）新上任代队长 Jonnel Cabrillos 



Estomo 上校，向其了解本国，特别是大岷区最近的绑架风潮情况。

Estomo代队长甫于今年7月7日上任，接替退休队长Glen Dumlao准将。 

 Estomo代队长对本会长期以来给予菲国警反绑架大队的大力支持

，表示万分感激。他说，菲国警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威胁，若干组织严密

的绑架集团专门挟持外籍赌客，後者因无能力偿付他们的巨额赌债加利

息，而遭这些歹徒扣留。歹徒把他们扣留後，设法与他们在海外的家人

取得联系，向他们呈示该些被扣押赌客受到拷打的录像，然後逼迫他们

偿付巨额赎金。在过去三年，反绑架大队救过无数受害者，他们绝大部

分是中国公民，每次被绑都被逼迫向那些同是中国公民的绑匪支付数以

十万披索计的赎金。 

  Estomo警长担任过菲国警审计理事会管理科科长。他也曾于2014

年担任甲美地省警区警长。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首先对Estomo上校荣升菲国警反绑架大队

代队长表示祝贺。他说，菲国警反绑架大队是商总的长期合作伙伴，双

方一直都合作得很愉快，也获得很好的效益。他也对该大队的工作表示

肯定，也对过去历任队长所作的努力给予讚扬，他告诉Estomo队长，

商总将一路既往继续与他们配合。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顏德慶、张文辉、林育纬、许扁，

理事赵世鹤。 

左上图和左中图本会出席领导与菲国警反绑架大队代队长Jonnel 

Cabrillos 

Estomo上

校座谈交

流。 

右 上

图和右中

图本会理

事长林育

庆博士和

副理事长

林荣辉分

别 与

Estomo代

队长握手

致意。图

中尚有菲

国警反绑

架大队吕

宋分队队长Villaflor Bannawagan中校。 



        下图本会出席领导与菲国警反绑架大队代队长 Jonnel Cabrillos 

Estomo 上校和大马尼拉发展署（MMDA）厄沙交通主管 Edison 

Nebrija 合影。图中尚有菲 Journal 记者 Alfred Dalizon。 

 

 

商总领导陪同江西省九江人大主任馮靜 

礼访馬尼拉市长Moreno并进行友好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指示下，偕同上好佳集团董事长施恭祺特使高级特助亦即本会一带一

路聘任委员王勇，于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时，陪同中国江西

省九江市人大主任冯静女士一行，前往岷市府礼访马尼拉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由冯静主任为团长的中国江西省九江市友好

访菲团一行抵达时，受到岷市府礼宾官率领的管乐队以奏菲、中国歌的

盛大欢迎。 

Moreno市长对冯静主任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然後向他们介

绍其上任伊始所开展的马尼拉市政规划新貌。Moreno市长表示，他将

再创马尼拉市的辉煌，并全力推动与支持马尼拉市与九江市的交流与合

作。 

冯静主任对Moreno市长的热情接待，表示万分谢意。她并当场诚

邀Moreno市长有空到江西访问考察，看看当地有什么发展前景，以及

今后两市之间有何合作机会。代表团也参与见证Moreno市长签署执行

地产税、营业税税务特赦法案及落实社会福利方案之教育、残障人士、

单亲人士的生活补贴、老年人士的福利等民生工程。法案的签署获得在

场所有见证者的热烈掌声。 

       陪同礼访的本会领导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聘任委员刘少

强和一带一路聘任委员王勇。在场者尚有马尼拉市副市长Honey 

Laguna，以及市长秘书洪英钟及诸位市议员。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東北呂、西北呂、中呂宋地區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東北呂宋區、西北呂宋區、中

呂宋區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府由杜特地

總統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

、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省長

Pineda等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三個地

區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合照，並手勢拳頭支持杜特地總統。 



        前排左起東北呂理事林守明、陳清琪，常務理事趙炳炘、黃樞珩，

董事陳光曦。名譽理事長黃年榮，總統杜特地，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西

北呂宋常務理事柯民捷，理事蔡奕棋、曾珠仁、李尚華，常務理事謝自

來，中呂宋董事吳俊民亦即調解主任。 

        後排左起東北呂常務理事林梅瑟，理事林珮權、施俊傑，西北呂理

事曾金星、伍東榮及陳福新。 

 

 

 

 

 

 

 

 

 

 

 

 

 

 

 

 

 

 

 

宁夏“神阙药管灸”张雪琴名医师 

为菲華商聯总會领导进行义诊服务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传统医药省级非遗项目“

神阙药管灸”名医张雪琴医师在菲律滨南安商会秘书长陈燕胜陪同下，

于八月十一日（星期日）前来本会，为本会诸领导举行全天（上午十点

到十二点，午休后下午两点到六点）义诊服务。张雪琴医师的“神阙”

疗法，目前全中国仅有四位医师精通。 

张雪琴医师令夫婿黄瑞贵先生祖籍福建南安，目前担任宁夏自治

区政协委员，同时也在当地银川市从事经商业务。张医师医术高明，诊

断方式特别，每逢看病先观其相，看面色及手掌即能推诊病情，然後切

脉，最后再根据诊断结果和就诊者描述沟通，将中医的望、闻、问、切

发挥到极致，并将调理方法及医治药方讲解给每一位就诊者。其认真态

度，敬业乐业精神及高超的医术令人钦佩，获得本会诸领导的一致好评

。 

“神阙药管灸”疗法是一种具有百年传承史和鲜明中医传统文化

特色的脐疗方法。该方法选用多味特效草药配方、择时精心秘制成熏管



状灸疗器具，依据不同病症择时配穴，主要施灸于神阙关穴，起到逐寒

祛湿、温经止痛，舒经养筋、通利关节，平衡阴阳、调和气血等功效，

专门用于治疗各种慢性病症，尤其是各种风湿类疼痛病症。其特点是操

作简便、适应症广、疗效突出，无毒副作用。 

张雪琴医师不辞劳苦，跨越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从遥远的中国宁

夏银川市来到本地，亲临本会悬壶济世，为患者排忧解难，仁心仁术，

殊堪钦式。 

本会诸位就诊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夫人王丽燕，名誉理事

长董尚真，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许学禹偕夫人施幼治，董事兼外

交主任施超权暨令萱堂张秀金，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理事长税务助

理蔡自立及令妹，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偕夫人蔡淑华，物业管理主任陈炳

清，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组织副主任许友

忠。就诊者尚有本会诸位职工同仁。 

上圖義診現場一瞥，左及中圖副理事長葉芳楓、施梓雲，右圖董

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令萱堂張秀金分別在進行中合照。 

中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张雪琴医师赠送纪念品。 

下图本会诸领导与张雪琴医师暨令夫婿黄瑞贵等合影。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中呂、南呂、美骨外省三地區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中呂宋區、南呂宋區、美骨區

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府由杜特地總統親

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工商

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省長Pineda等政

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中呂

宋區、南呂宋區、美骨區三個地區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合照，並手勢

拳頭支持杜特地總統。 

前排左起美骨理事李民權，中呂理事許偉力、王藝利、楊光照律

師、蔡亞道，名譽理事長黃年榮，總統杜特地，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中

呂常務理事蔡明豐，理事蔡順意，中呂常務理事王世民、許金龍，南呂

理事施養練、王勇賢。 

       後排左起中呂理事蔡榮鑫、施純永，南呂理事張貽新，美骨理事王

世振，南呂理事蘇己立，美骨常務理事陳瑞敏、黃巖生，南呂董事陳德

芳及理事龔仲仁。 

 

 

 

 

 

 

 

 

 

 

 

 

 

 

 

 

 

 

 

 

 

 

 

 

 

商總配合百閣菲華商會 

在百閣學校義診並施藥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會社會責任委員會義診隊配合百閣菲華商會

，于八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在百閣公民學校操場為附近一帶病患

提供義診施藥服務，造福當地患者。 

當天義診工作由本會義診隊醫生，以及牙醫主持。 

百閣菲華商會永遠名譽理事長亦即本會調解副主任施學捷，名譽

理事長姚偉廉、施天佑、蔡文彬，理事長留典良，副理事長林文殊、蔡

青松，秘書長王學艺、羅月霞，財政主任李俊雄，總務主任施文桓，經

濟主任譚綿明。 

百閣校友會名譽理事長蔡玉惠，理事蔡蜜棉。 

百閣公民學校校長林文誠，主任蔡維凌，教師蔡紫蔓，以及馬尼

拉市議員Ramon Yupangco提供協助。 

本會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副主任洪肇堅、吳良順、陳清雷

，理事許煥東醫學博士，聘任委員楊濟誠，辦公廳主任林楊雪芹暨職工

出席參與幫忙。 

當日惠及病患四百五十人，為牙科患者一百三十五人拔牙。 

左上圖分發藥物。左中圖義診進行情況。 

右上圖病患等候接受義診。右中圖本會領導與百閣菲華商會理事

長留典良合照。下圖全體合影留念。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東未獅耶宿務武運黑人省班乃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東未獅耶、宿務武運、黑人省、

班乃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府由杜特地總

統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

工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省長Pineda

等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東未獅

耶、宿務武運、黑人省、班乃四個地區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合照，並

手勢拳頭支持杜特地總統。 

        前排左起黑人省常務理事王榮謙、洪宗華，宿務常務理事兼勞工副

主任黃家順、葉永瑜，名譽理事長黃年榮，總統杜特地，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東未獅耶董事姚榮材，黑人省董事葉應運，東未獅耶常務理事楊

振偉，理事吳志鵬、劉友民。 

        後排左起黑人省理事葉威生，東未獅耶理事施正佳，東北呂宋理事

吳堯峰，黑人省理事許德聰、施純禮。 

 

 

 

 

 

 

 

 

 

 

 

 

 

 

 

 

 

 

 

 

 

 

 

 

 

 

菲洪門致公黨第二支部就職慶典 

捐商總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五萬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二支部慶祝成立三十 

週年暨第十六屆理監事會洎屬下組織新義群學員聯誼會第十二屆職員就

職典禮，於二Ｏ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假座世紀海鮮酒家隆重舉行，為支持

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特捐獻菲幣五萬，仁風義舉，殊堪表彰

，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代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出席祝賀並致詞。 

圖：該會新任主席蔡文忠先生將獻捐支票遞交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並全

體合照留念。 

 

 

 

 

 

 

 

 

 

 

 

 

 

 

 

 

 

 

 

社會保險署（SSS）岷伦洛分署 

七月十九日假座商总举行讲座 
 

菲华商联总会讯：社会保险署（SSS）岷伦洛分署于七月十九日（

星 期

五 ）

上 午

十 时

， 在

本 会

七 楼

大 礼

堂 举

行 讲

座 ，

向 会

员 及

大 眾



讲解欠付月费特赦事宜。 

社会保险署岷伦洛分署代署长Lazaro Canlas表示，欠SSS月费过

期尚未付还会员，若在九月六日或之前付清所欠月费，可以获豁免支付

利息。所有公司或个人若有相关问题，应该尽快申请特赦。 

        图为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外交聘任委

员刘少强、社会保险署岷伦洛分署代署长 Lazaro Canlas 等合影。 

 

 

中国机电（菲律宾）品牌展开幕 

商总理事长等应邀担任主剪嘉宾 

 

菲华商联总会讯：2019年（第十五届）中国机械电子（菲律滨）

品牌展览会于八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在马尼拉SMX会展中心开

幕。66家中国机电、家电企业参展，向大众展示他们的最新产品及研发

成果。 

中国驻菲大使馆江建军经商参赞、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王贵

清副会长，以及菲律滨参议员Pimentel、工商部副部长Rowel Barba等

出席开幕剪綵仪式并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

丽亦受邀出席开幕剪彩仪式并担任主剪嘉宾，林育庆博士并在开幕式上

致词。 

中国机械电子品牌展由中国商务部主办，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承办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协办。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3000平

米，66家分别来自中国江苏、福建、山东、浙江等省市的参展企业展品

，包括电力产品、商务用车及配件、机械类产品、五金工具、家电及家

庭用品等。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担任主剪嘉宾。 

        左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与中国驻菲大使馆

江建军经商参赞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王贵清副会长等合影。右下

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在王貴清副會長陪同下與參

議員 Pimentel 及 DTI 副部長 Barba 一起参观展品。 
 
 

商總第三十三屆職員宣誓就職 

北棉蘭佬南棉蘭佬西南棉蘭佬 

總統杜特地隆重主持監誓履新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第三十三屆北棉蘭佬、南棉蘭佬、西南棉蘭

佬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於八月六日（星期二）在總統府由杜特地總統

親自監誓，並由前總統阿羅育夫人，文官長Salvador C. Medialdea、工

商部長Ramon Lopez、教育部长Leonor Briones、班省副省長Pineda等

政要觀禮見證。 

 上下圖：總統杜特地與理事長林育慶，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北棉蘭

佬、南棉蘭佬、西南棉蘭佬三個地區董事、常務理事及理事合照，並手

勢拳頭支持杜特地總統。 

前排左起南棉蘭佬理事李海涵，北棉蘭佬常務理事李亨利，西南

棉蘭佬常務理事楊佳雄，南棉蘭佬常務理事戴良榮，西南棉蘭佬區常務

理事洪和平，名譽理事長黃年榮，總統杜特地，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北

棉蘭佬董事林惠中，南棉蘭佬董事雷永澤，西南棉蘭佬董事林振民，理

事陳峙成，北棉蘭佬常務理事陳亞利、陳奇展，理事王忠偉。 

        後排左起南棉蘭佬理事李根松、常務理事洪永年，北棉蘭佬理事戴

聯興、

張永

發、吳

俊智，

南棉蘭

佬常務

理事蔡

天保，

北棉蘭

佬理事

吳良

友。 

 

 

 

 

 



菲全国记者会会长Gonzalo 

礼访商总并进行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全国记者会会长Rolando “Rolly” Gonzalo

一行于7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莅访本会，受到本会诸领导的热烈欢

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时，对菲律滨全国记者会属下各

报章长期以来如实向读者群报道各种新闻消息，讓大众掌握社会事态发

展的最新资料给予肯定，同时也对他们帮忙宣传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

工作，讓主流社会的普罗大众认识，并了解本会表示感谢。希望他们能

够继续与本会互相配合，带给社会正能量。 

菲律滨全国记者会会长Rolando “Rolly” Gonzalo发表讲话时，对本

会在主流社会所作的诸多贡献表示肯定。他同时对本会在不久前本国一

艘渔船在礼乐滩海域被一艘中国渔船撞击後不久，以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对受损渔民进行援助，向他们表示关爱，向本会致以万二分谢意。 

Gonzalo会长也讚扬本会积极从事国民外交工作，与菲人兄弟姐妹

和睦共处、团结一致，并继续为维系菲中友谊的桥梁，及为巩固菲中友

好关系所作的努力。他表示本会今後有任何重要需要加强宣传，他们将

会尽力配合。 

然後宾主双方进行座谈，就有关议题交流探讨。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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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荣辉、吴启发，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

荣，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新闻副主任林莉

莉博士、王良善、王婉贞。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菲律滨全国记者

会会长Rolando “Rolly” Gonzalo发表讲话。左图三本会出席领导。 

右上图全國記者會會長 Gonzalo 向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赠送纪念品。

下图宾主合影。 

 

 

 

 

 

 

 

 

 

 

 

 

 

 

 

 

 



 

中國駐菲大使館商總菲華各界 

慶祝中國成立七十週年紀念 

聯合菲華各團體舉行慶典晚宴 

 

本市訊：中國駐菲大使館、菲華商聯總會與菲華各界聯合會訂於

九月廿五日（星期三）晚間六時三十分，假座國際會議中心宴會廳

PICC Reception Hall，舉行菲華各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

年國慶慶典大型宴會，歡迎華社各團體訂桌，共同慶祝。 

每席菲幣八千元，訂席者可向菲華商聯總會，電話 241-9201 至 05, 

242-2295，傳真：242-2347；或向菲華各界聯合會，電話 354-0975，

354-0977，506-2313 傳真 354-0976 接洽預定。 

晚會並將備有精彩豐富的文藝節目表演及抽獎助興，屆時必定將

有一番盛況。 
 

 

 

商总配合 Green Cross Inc.和巴兰玉计市府 

在巴兰玉计市运动场进行义诊施药服务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 Green Cross 公

司（Green Cross Inc.）和巴兰玉计市府，于八月十八日（星期日）上

午，在巴兰玉计市运动场（Paranaque City Sports Complex），为附近

一带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当地患者。 

 当天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捐贈一批由其旗下企業種植和加工包裝的

大米，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向大家介紹林育慶博士旗下企業生產的大米

品牌，同時介紹林育慶博士對本國農業所作的巨大貢獻，並被譽為“菲

律濱雜交稻米之父”，以及“菲律濱的袁隆平”。 

Green Cross 公司东主许书勇，经理张维觅和巴兰玉计市长 Edwin 

Olivares 主持義診。 

义诊工作由本会义诊队医生，以及牙医主持。副理事长施东方博

士也提供其牙医车参与服务。 

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副理事长兼社会责任督导王连侨，社

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副主任陈清雷、洪聪晓，福利副主任吴永坚，

科技资讯副主任蔡长裕，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当天惠及病患八百二十人，为牙患者五十七人拔牙，并分配两百九

十七副老花眼镜，同时向年长者分发一千五百份，分别由本会副理事长

施东方博士旗下公司的 Hapee 產品，以及 Green Cross 公司提供該公司

生產的日用品。 

  左上图本会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发表讲话。左图二向长者分发日



用品。 

右上图本会出席领导与巴兰玉计市长 Edwin Olivares，以及 Green 

Cross 公司东主许书勇和经理张维觅合影。右图二病患者等候接受义

诊。 

  图三分发老花眼镜及諸領導合照。下图全体合影，副理事長兼社會

責任督導王連僑接受巴兰玉计市长 Edwin Olivares 感謝牌。 

 

 

 

 

 

 

 

 

 

 

 

 

 

 

 

 

 

 

 

 

 

 

 

 

 

 

 

 

 

 

 

 

 

国都南区三方媒体协会会长 

礼访商总宾主进行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国都南区三方媒体（报纸、无线电台、电视

台）协会（Progressive Tri-Media of Southern Metro），包括 NAIA 機

場在內，会长 Ariel Fernandez 一行，于八月八日（星期四）下午二时

礼访本会，受到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及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致欢迎词中，向 Fernandez 会长一行介

绍本会所从事的捐建农村校舍、义诊、志愿消防和赈灾等“菲华四宝”工

作。他表示，商总与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均保持良好关系，且有很密

切的互动跟配合，以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的良好治安。 



林育庆博士也希望国都南区三方媒体协会属下传媒单位能够如实

向大众报道第一手资料的最新新闻消息，讓大众能够掌握最新的社会动

态和趋向。他也告诉 Ariel Fernandez 会长一行，他们若有任何活动需

要配合，本会定会全力支持。 

国都南区三方媒体协会会长 Ariel Fernandez 发表讲话时表示，本

会任何时候有重要事项需要加强宣传，要第一时间跟他们联系，他们必

将尽力配合。他同时也对本会在不久前本国一艘渔船在礼乐滩海域被一

艘中国渔船撞击后不久，以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对受损渔民进行援助，

向他们表示关爱，向本会致以万二分谢意。 

然后宾主双方进行座谈，就有关议题交流探讨。座谈结束时，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向来访媒体记者每人赠送一包其旗下企业种植并加工的

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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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林荣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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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共同

主任郑炜煌博士，福利副主任柯庆顺、吴永坚，新闻副主任王良善、许

伟念，外交聘任委员吴肇新。 

       上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图二国都南区三方媒体协会会长

Ariel Fernandez 发表讲话。图三宾主座谈交流。图四宾主全体合影。

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来访媒体记者赠送白米並合影留念。 

 

 

商总理事長林育庆博士率领诸领导 

应邀出席菲国警成立 118 週年庆典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国警于 8月 9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在计顺

市克楠美军营（Camp Crame）多功能厅，举行成立 118 週年庆典活动。

本会多位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受邀出席参加。 

首先由菲国警总监Oscar Albayalde上将发表演讲。Albayalde上将

在讲话中，报告菲国警在过去一年的功绩，以及对社会所作贡献。 

杜特地总统获邀担任庆典大会贵宾兼主讲人。他在讲话中对菲国

警积极配合政府展开扫毒运动表示肯定并予以表扬。同时勉励警方人士

再接再厉，继续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以及扑灭罪恶等

方面工作而努力。 

当天也表扬全菲各警区在过去一年表现杰出的警站和警员，其中

Guillermo Eleazar 警长所领导的菲国警国都区办事处，获颁发年度杰出

地区警察办事处奖。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

林荣辉（兼外交督导）、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许扁，理

事赵世鹤。 

        左上图杜特地总统发表讲话。右上图杜特地总统与内政部长 Año 

（左）和菲国警总监 Oscar Albayalde 上将（右）及領導在台上。图二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董事兼外交主任

施超权、菲国警总监 Oscar Albayalde 上将（中）、前警官 Cezar 

Mancao 上校（左二）合影。图三本会出席諸领导与菲国警国都区警长

Guillermo Eleazar 少将（右四）合影。图四本会领导、前警官 Cesar 

Mancao 上校（左三）、菲国警公路巡逻队队长 Roberto Fajardo 准将

（左四）合影。下图本会諸领导暨諸警官合影。 

 

 

 

 

 

 

 

 



 

 

 

 

 

 

 

 

 

 

 

 

 

 

 

 

 

 

 

 

 

 

 

 

 

 

 

 

 

 

 

 

 

 

 

 

 

 

 

 

 

 

 

 

 

 

 

 

 

 

 

 

 

 

 

 

 

 

 



 

戴國安為子授室設筵款戚友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 
 

菲华商联总会讯：農資委員會副主任戴國安、戴許玉兒賢伉儷於

七月廿八日為次郎士傑君授室，喜氣盈堂，並於當晚假東海皇宮酒樓設

宴招待親朋戚友，並捐本會所設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元，以扶助本

國華文教育之推展。仁風堪嘉，並申謝忱。 

本會於八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舉行常務及理事會之際，

贈送紀念品，以作留念。 

        圖：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將紀念品贈送農資副主任戴國安先生。

陪同者有名譽理事長黃年榮、施文界博士，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

事長葉芳楓、施偉廉、林榮輝、施梓雲、王連僑、吳啟發、董事兼文教

主任洪健雄，副主任吳滿滿、溫奕明、莊清河、盧連興，理事施純午。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受邀出席 

菲华侨界声讨“港独”反中乱港暴行大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菲律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本会和华

社其他主要团体协办的“菲华侨社「港独」勾连反华势力反中乱港暴行

大会”于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假座马尼拉世纪

海鲜酒家举行。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等长官，菲华社

会各团体领导和代表，华校师生等数百人出席大会。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菲华商联总会出席大会并致词。林育

庆博士在致词中表示，香港反中乱港暴徒以反修例为由，发动一系列游

行示威。其间，这帮“港独”废青极度猖獗，在反政府活动中扰乱社会秩

序，破坏公共财物，瘫痪特区政府，无所不尽其极。他们不但阻挡警察

执法，而且还武力袭警，并围堵中联办，涂污国徽，两度将中国国旗扔

进海中，公然与 700多万香港市民和 14亿中国人民为敌。持续两个月的

暴力动乱已经愈演愈烈，这帮丧心病狂者的所作所为，已经对大众的生

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的野蛮行为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同仇敌忾。      

近日来，这帮亡命之徒的肆无忌惮行径竟然演变成占领当地的地



铁站和机场，阻止乘客上车和旅客进入，企图瘫痪香港的交通，令游客

不敢前往香港。“环球网”记者付国豪只因被暴徒搜出内地证件和一件写

有“我爱警察”的 T 恤，竟然在香港机场被暴徒非法禁锢和围殴，最後被

担架抬出机场时，已是满身伤痕。若不是警方及时前往营救，他可能早

已经被活活打死。 

  这帮暴徒已经丧尽天良，他们的逆天行径已引起人神共愤，社会不

能够任由他们继续肆意妄为，应该讓他们尝尝胡作非为所应得的苦果。

这帮暴徒的恶劣行径已无异于恐怖分子，有关当局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

以维护社会的公道和正义。 

  我们响应中央政府坚持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始终要强

调“三条底线”的坚定立场，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绝对不能允许

挑战中央权利和香港特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

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我们同时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警

察严正执法，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分子，

止暴制乱，带领香港走出困局，早日恢复秩序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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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施文界博士、张昭和（亦是菲律滨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

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汉，工商副主任蒋晓玮，福

利副主任吴永坚，文教副主任温奕明。 

左上图本

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致词。

右上图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

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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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会会长亦即

本会名誉理事

长 张 昭 和 合

照。 

     中图本会諸

领导与中国驻

菲大使馆参赞

兼总领事罗刚

阁下合影。下

图会场一瞥。   



 

商总地区諸領導聚餐世纪 

陳德芳作東設筵並作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中吕、南吕、美骨三地区董事、常务理事

和理事于八月二十日（星期二）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聚餐，交流會務

，並探討事宜。 

是日南呂宋區董事陳德芳作東設筵，全體領導並為本會辦公廳主

任林楊雪芹慶祝生日。 

上圖各位領導為辦公廳主任林楊雪芹慶生。 

下圖（恕不稱呼）前排左起黃巖生令媛，美骨常務理事黃巖生、張貽

新、南呂宋常務理事許漢昌、蕭烱明，中呂宋常務理事王世民，林楊雪

芹，中呂宋常務理事許金龍，南呂宋常務理事施金城，施養練。後排左

起陈德芳秘书马莉莲，李建宙，陳德烈，李民權，莊約瑟，美骨常務理

事陳瑞敏。 

 

 

 

 

 

 

 

 

 

 

 

 

 

 

 

 

 

 

 

 

 

 

洪文檀痛失慈親拭淚為善 

捐商總福利金菲幣五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福利委員會共同主任洪文檀痛失慈親，拭淚

為善，特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五萬元，仁風堪敬，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圖：福利共同主任洪文檀將支票遞交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左起

副理事長吳啟發、林榮輝，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黃年榮，洪文檀福

利共同主任，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長施偉

廉、施梓雲、王連僑。 



 

 

 

 

 

 

 

 

 

 

 

 

 

參議委員陳著遠支持商總 

獻捐華生流失補助一百萬 

諸領導見証接受表示謝忱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參議委員陳著遠先生其合伙人勞工委員會

主任洪逢駿律師，於八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時本會召開常務及理

事會議之際，以其T One Group Ventures Inc.建築公司名譽，獻捐菲幣

一百萬元，為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仁風義舉，殊堪表彰

，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圖：參議委員陳著遠先生由勞工委員會主任洪逢駿律師代表將支票

遞交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諸領導及文教委員會成員陪同接受。前排左起

文教副主任盧連興，副理事長林榮輝，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黃年榮

，參議委員陳著遠先生之代表洪逢駿律師，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執行副

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長施偉廉、施梓雲、吳啟發，董事兼文教主任洪

健雄。後排左起副主任吳滿滿、溫奕明、理事施純午，副主任莊清河，

副理事長王連僑。 

 

 

 

 

 

 

 

 

 

商总文教委员会与校联领导 

审核华生流失补助金申请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文教委员会与校联诸领导于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下午一时，在六楼议事厅，一同审核本学年度迄今为止提交来



的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申请表格。 

本学年度目前共收到全菲合计96所学校903份申请表格，包括大岷

区34所学校共316份、吕宋地区32所学校共295份、未狮耶地区16所学校

共152份，以及棉兰佬地区14所学校共140份。补助金支票将于九月下旬

拨放。 

本会挽救华生流失补助金方案除了由本会诸领导和华社多位热心

人士支持以外，还得到各华校的配合，协助提报名单，收到若干成效。

希望这项有意义的方案，能够得到更多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共同努力

推动华文教育发展，使中华文化能够在菲律滨继续发扬光大。 

本会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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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汉，副主任吴满满、温奕明、卢连兴，理事施

纯午、许泽力，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出席者尚有文教秘书黄

尚美。 

校联出席领导有林文诚（百閣公民）、李淑慧、张真珠（計順菲華

）、吴紫薇、潘丽兰、許麗玲（聖公會中學）、黄琬蓉（僑中學院）、叶

启明、李佩蓉（中正學院）、陈惠玲（嘉南中學）、黄思华（晨光中學）

及張琪。 

        上图副理事長兼文教督導施梓雲講話。中图会场一瞥。下图校联诸

领导审核申请表。 

 

 

 

 

 

 

 

 

 

 

 

 

 

 

 

 

 

 

 

 

 

 

 

 

 

 

 

 

 

 

 



 

洪和平熱心華文教育扶助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西南棉蘭佬常務理事洪和平先生、洪許吟

吟女士賢伉儷令媛少華小姐於七月廿一日與蔡奕奎君舉行結婚典禮。 

常務理事洪和平為扶助本國華文教育之推廣，特捐本會所設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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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总诸领导受邀出席 

菲国警总署高峰论坛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董事兼外交主任施

超权和外交副主任林育纬，于八月十五、十六日（星期四、五）两天，

受邀参加菲国警总署（National Police Commission或NAPOLCOM）假

马尼拉酒店主持的预

防犯罪高峰论坛（

National Summit On 

Crime Prevention）。

论坛主要讨论和评估

当前的犯罪趋向、检

测政府优先项目实施

进度、制订对社会产

生影响策略的规划和

项目。 

为期两天论坛还

邀 请 内 政 部 长

Edwardo Año、高院

首 席 法 官Lucas 

Bersamin、司法部长

Menardo Guevarra、

菲 国 警 总 监Oscar 

Albayalde上将、国家

扫毒执法机构主管

Aaron Aquino及其他

贵宾。大家就反贪、

扫毒、反恐、打击叛

乱、教育并鼓励青少

年人参与社区预防犯



罪项目、媒体及地方政府在预防犯罪方面作用等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

和观点，并进行探讨和交换意见。 

  本会出席领导尚有法律顾问施俞安律师。 

        上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副主任林育纬出席高峰论坛。图

中尚有菲国警总署副主管兼执行长官Rogelio Casurao律师（右二）和菲

国警总监Oscar Albayalde上将（左二）。中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

权、副主任林育纬、法律顾问施俞安律师与菲国警总署Mimaropa、地

区主管Owen De Lima律师（中）和警方总警司Guilbert Cruz（左二）

合影。下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和法律顾问施俞安律师与菲国警

总署副署长Edward Serapio（中）合影。 

 

Abad Santos医院获ISO认证 

商总多位领导应邀出席见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名誉理事长黄年荣于八月二十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與多位领导前往岷市府，应邀出席见证隶属岷市府的Justice 

Jose Abad Santos总医院（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

荣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颁发认证书

，认证该医院在医疗

技术和医疗器材方面

的水平均达标。 

当天颁发认证

书仪式在岷市府举行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向Justice Abad 

Santos总医院颁发认

证书，由马尼拉市长

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

和Justice Jose Abad 

Santos总医院代表接

受。 

本 会 跟Justice 

Jose Abad Santos总

医院关系良好，多年

来一直支持并帮忙该

医院获得先进医疗仪

器，造福附近一带地

区众病患。 



本会出席领导有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副理事长王连侨，董事兼外

交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 

出席者尚有马尼拉第281描笼涯议员Sherwin Tan和FSL副会长

Edwin Co。 

        上图 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总医院获 ISO 颁发认证书。图二本

会领导出席见证。图三本会领导与岷市长 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 合影。下图本会领导与岷市副市长 Honey Lacuna 合影。 

 

商总领导陪同岷市议员Joel Chua 

出席Abad Santos医院常年大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Justice Jose Abad Santos总医院（Justic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于八月廿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时，假座商

总七楼大礼堂召开常年大会，讨论并规划他们在新一年的工作方针。马

尼拉第三区市议员亦是马尼拉市议会议场多数党领袖Joel Chua律师，

在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陪同下，应邀出席参加，并在大会上致词

。 

  Justice Jose Abad Santos总医院跟本会关系良好，双方经常有互动

，该医院的一系列工作和方案，也一直得到本会的支持和配合。 

大会由该医院负责人Merle Sacdalan Faustino医学博士主持。大会

期间亦进行座谈，就一系列课题进行交流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外交副主任颜德庆，聘

任委员刘少强。 

   上图马

尼 拉 第

三 区 市

议员Joel 

Chua律

师 致 词

。 

   下图本

会出席

领导与

马尼拉

第三区

市议员

Joel 

Chua 律

师和

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总医院负责人 Merle Sacdalan Faustino 医学博士合

影。 

 

商总向岷市交通局长 

移交九百件捐赠雨衣 
 

菲华商联总会讯：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发言人Narciso Diokno III

不久前拜访本会，提及马尼拉全市有大约一千名交通指挥员，每天在各

主要街道指挥交通，维持秩序。基于现在正值雨季，所以岷市长

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想要求本会赞助约一千件雨衣。 

接见Diokno发言人的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随即向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反映此事，理事長林育庆博士马上答应予以赞助。施超权董事

告诉Diokno发言人，将尽快移交该批雨衣。 

8月23日（星期五）下午二时三十分，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

Manila Traffic and Parking Bureau）局长Dennis Viaje一行前来本会，

代表市政府接受本会移交900件捐赠雨衣。 

在场的本会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

、施梓云、许学禹，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 

上图本会领导与马尼拉交通暨泊车局局长Dennis Viaje一行合影。 

 下图本会领导向 Dennis Viaje 局长一行移交捐赠雨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