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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总配合吗利仅那菲华商会 

吗利仅那市Malanday描笼涯义诊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吗利仅那菲华商

会，于九月廿九日（星期日）上午，在吗利仅那市Malanday描笼涯，

为邻近一带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造福当地患者。 

吗利仅那市副市长Marion Andres，吗利仅那菲华商会理事长亦即

本会物业管理副主任郑国宾，秘书长王诚然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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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副主任吴良顺、陈清雷，理事许焕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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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百 人 ，

由 吳 輝

鵬 牙 醫

帶 領 为

牙 患 者

一 百 三

十 二 人

拔 牙 ，

并 分 发

一 百 三

十一副老花眼镜。 

上图本会与吗利仅那菲华商会领导合照。左图二义诊进行情况。右

图二分发老花眼镜。图三為牙患者拔牙。下图病患排队等候接受义诊。 



商总诸位领导应邀出席 

中国驻菲使馆国庆酒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驻菲大使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週年，于9月26日（星期四）下午6时30分，假座马加智香格里拉大酒店

举行国庆酒会。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赵鉴华阁下和菲律滨代理外交部

长拉亚分别在酒会上致词，双方都表示中菲合作存在巨大潜力，要努力

克服分歧，促进经贸，争取双赢，进一步推动友好合作关系。 

应邀出席酒会者有菲律滨政商要员、菲华主要社团领导、各国驻菲

使节、驻菲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志愿者老师等近千人。 

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赵鉴华阁下在致词中，以“新中国70年”为导

言，阐述新中国70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说: “中菲是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过去30年中，中菲关系稳步向前，不断取得扎实成果

。中国致力于与菲律滨共享发展红利，共谱友谊新篇。” 

 菲律滨代理外交部长拉亚稱讚中国七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表示，过去七十年见证中国人民成长、发展和脱贫的神奇进程，随着

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振兴已经成为世界



瞩目的焦点。 

本会出席领导有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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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许学

禹、王连侨、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工商共同主任许天恩，一带一路共同主任黄俊人，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

炜煌博士，工商副主任蒋晓玮，一带一路副主任黄天从、蔡春长，福利

副主任吴永坚，农资副主任戴国安，组织副主任王书侯，社会责任副主

任洪聪晓，理事林水真。 

左上图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赵鉴华阁下与菲律滨代理外交部长拉

亚互相祝酒。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施文界博士，

副理事长许学禹、工商副主任蒋晓玮与菲律滨总统经贸事务顾问Hon. 

Jose Ma. “Joey” A. Conception III合影。 

图二本会领导与中国驻菲特命全权大使赵鉴华阁下合影。 

图三本会领导与总统发言人Panelo合影。 

下图本会领导与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合影。 

 

商总领导盛情宴请 

政协副主席郑建邦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阁

下一行，应菲律滨国会众议院邀请，于八月下旬率中国政协代表团来菲

访问，本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下，于八月廿四日（星期六

）下午七时，假座东海皇宫酒家宴请政協副主席郑建邦阁下一行，同时

邀请中国驻菲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阁下暨华社各团体单位领导出席

共襄盛举。 

當天下午五時半在東海的貴賓廳，副主席鄭建邦閣下與本會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暨諸領導及華社各團體單位首長接見交談洎攝影留念。 

是晚七時郑建邦副主席受到本会诸领导和菲华各团体领导的热烈欢

迎餐會。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近年来，菲中两国关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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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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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郑建邦

副主席此次来菲访问考察，对进一步加强菲中两国的务实合作，将有很

大助益。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项建设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和科技研发

突飞猛进，综合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二，国家一片繁荣昌盛。在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下，各方面亦取得傲人的成就，到处一片欣欣向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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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特地總統將於下星期再度訪華，這將是總統閣下自2016年上任以

來第五次到中國訪問，其間他將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討論南海

資源開發等事宜，相信兩國領導人的會面將獲得豐碩成果，進一步深化

菲中兩國的雙邊友好關係，促進雙方之間的經貿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

實質的利惠。 

 菲律滨天然资源丰富，矿业、农业和旅游业等项目，均有很好的发

展机会。菲律滨人信奉天主教，天性善良，民风纯朴热情，非常好客，

这里山明水秀，天然风光优美，是一个适宜进行投资贸易和旅游的理想

地方。希望副主席郑建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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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邦副主席发表讲话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菲律滨的友好关

系，愿与本国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

、农业、渔业、旅游业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向更高水平

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副主席郑建邦对本会的盛情招待和旅菲侨胞的热情欢迎，表示衷心

感谢。他说，中国与菲律滨毗邻而居，广大海外侨胞在推动两国友好交

流中作出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他同时高度讚赏菲律滨侨胞通过兴

办华人救火队、开展义诊活动以及捐办学校等形式，积极回报当地社会

，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赢得菲政府和居民的认同和讚扬。 

华社各团体领导与郑建邦副主席一行进行座谈，就一系列相关课题

进行探讨交流，寻求合作。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律濱中國事務特使亦即本會

參議委員施恭旗先生，名誉理事长黄年荣、董尚真、蔡聰妙博士、黄祯

潭博士、庄前进、施文界博士、张昭和，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陈

俊礼、施梓云、许学禹、王连侨、戴亚明、吴启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暨各委员会主任、共同主任等。 

小图左起中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阁下发表讲

话、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任司儀。 

上中圖理事長林育庆博士与郑建邦副主席交谈上。右上圖理事長林

育庆博士与郑建邦副主席握手致意。 

 左图二郑建邦副主席与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和本会理

事长林育庆博士互相祝酒致意。右图二本會領導暨华社各团体领导与郑

建邦副主席座谈。图三和图四宾主互赠纪念品。下图全体合影。 

 



 

 

 

 

 

 

 

 

 

 

 

 

 

 

 

 

 

 

 

 

 

 

 

 

 

 

 

 

 

 

 

 

王婉貞為子授室喜盈宴戚友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本會新聞副主任王婉貞女士於九月廿八日（星期

六）晚七時假萬豪酒店為令長郎蔡紹志君授室，喜盈滿堂，廣宴戚友，

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之推廣，特獻捐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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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原校长贾益民一行莅访 

商总诸领导热烈欢迎并交流探讨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华侨大学原校长贾益民一行，在菲律滨华教

中心主席黄端铭陪同下，于八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莅访本会，

受到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暨诸领导的热烈接待。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中国华侨大学是一所综合性

大学，1960年创校以来，一直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面向海峡西

岸经济区”为办学方针，按照“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

注重教风、学风建设，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证。今日之华侨大学，正以

全面发展华文教育、全面建设厦门校区、全面建设教学研究型和谐大学

三大中心任务为核心，努力向更高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迈进，致力于

建设成为一所国内外著名的一流侨校。 

本会在陈永栽博士担任理事长任内创设文教委员会以来，对推动菲

律滨华文教育发展尽心尽力，且起到很大的作用。本会配合中国汉办，

每年从中国选派来菲分配到各华校担任教职的中国志愿者教师，今年人

数共达52人，曾经也有来自华侨大学的优秀师范学生。本会传承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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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出菲币两千五百万元作为

第一期的基金，第二期及第三期亦再拨出五千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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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乃是本会所支持“1+2+1”方案的合作学府

之一，在贾校长任内给本会提供诸多利惠及方便，与菲律滨侨中学院共

同为本国的华文教师培训而付出努力。希望华大与商总能够加强交流，

探讨今後的合作机会。今後本会也将继续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无私奉献

。 

继由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贾益民校长发表讲话表示，能够来到这里跟华侨大学多年来合作伙

伴菲律滨菲华商联总会的诸位老朋友再次相聚，感到异常兴奋。他同时

感谢本会对他们一行的热情接待。 

贾益民校长强调，华侨大学的办学得到侨界，尤其是包括本会诸领

导在内的泉州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把根留住是广大华侨华人的共同愿望

，“留根工程”十分重要。华文教育是华侨下一代得以发展的根基，是文

化传播的工程，是使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对中国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华文教育是华侨



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华侨大学愿意和菲律滨华人华侨社团、华文教育

机构携手支持和帮助菲律滨华人华侨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他并欢迎广

大华侨华人子弟到华侨大学深造。 

双方并就志愿者教师方案，及菲律滨华文教育发展等课题，进行探

讨交流，以期达到更高绩效。 

中午本会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假世纪海鲜酒家设午餐招待贾

益民校长一行，双方继续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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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理事长庄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董事兼一

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秘书长颜长江博士，顾问

苏经纬，文教共同主任柯维汉，工商共同主任許天恩，文教副主任吴满

满、温奕明、卢连兴，理事施纯午。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原华侨大学校长贾

益民发表讲话。右上图会场一瞥。图三和图四宾主互赠纪念品。 

左图五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與原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握

手致意。右图四本会诸领导与贾益民校长一行合影。 

左下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名誉

理事长庄前进与贾益民校长合影。右下图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

士与贾益民校长一行合影。 

 

 

 

 

 

 

 

 

 

 

 

 

 

 

 

 

 

 

 

 



华社救灾基金捐赠五百包水泥 

援助描丹尼斯地震灾民重建家园 

 

华社救灾基金讯：北部描丹尼斯省（Batanes）于今年七月份连续

发生两起地震，造成8人死亡，60人受伤，许多建筑物倒塌，道路出现

裂缝。 

本救灾基金基于人溺己溺的恻隐之心，特向当地灾民捐助五百包水

泥，援助当地灾民作为重建家园用途，希盼他们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时，本救灾基金透过商总福利委员会，

在商总六楼会议室，向描丹尼斯省省长Marilou H. Gayco象征性移交捐

赠水泥。 

出席移交仪式的商总领导有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委员会主

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任洪祖霖、柯顺庆、吴永坚，馬尼拉

市議員东北吕宋常务理事林梅瑟，理事林珮权。 

华社救灾基金单位有：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旅菲各校

友会联合会、菲律滨中国商会、菲华联谊总会、世界日报、菲华新联公

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旅菲深沪镇同乡总会

、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分会。 

上图商总诸领导与描丹尼斯省省长Marilou H. Gayco合影。下图商

总福利主任许灿荣代表向描丹尼斯省省长Marilou H. Gayco移交捐助契

约。 

 

 

 

 

 

 

 

 

 

 

 

 

 

 

 

 

 



商总各界中国商会热烈欢迎 

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莅访 

 

本市讯：中国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阁下一行，于九月十二日（星

期四）下午三时莅臨商總，受到商總、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

会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首先由商總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表示，『菲中

隔海相望，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两国人员和商贸往来

就已相当繁盛涌现出众多为世人传颂的“友好使者”。两国之间长久以来

的友好交往，互通互鉴，为当前和今後双方关系持续友好发展，奠定良

好基础。自杜特地总统上任以来，两国关系获得提升和进一步巩固，迈

入新的“黄金时代”。 

菲中双边关系在过去三年来进入全新历史发展时期後，双方积极开

展合作，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也为地区

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杜特地总统阁下前不久後第五次访华成功，取得丰硕成果。今後两

国关系也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双方可以在经贸和投资等领域，进一步

互相合作和互相帮助。 

本菲华商联总会一直以来扮演着菲中经贸文化等交流桥梁，今後将

继续积极推动两国经贸的发展，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合作。本会同时

也以实际行动支持推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菲律滨的“大建特建”对

接，实施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电信、能源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

。现在正是菲中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的良好机遇，我们应该把握时机，

加强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以促进中国，特别是海南省与菲律滨之间能

有更多商务合作机会，创造互利共赢局面。』 

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致词，对毛万春主席一行访菲表示无任

欢迎。他说，近年来菲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已经迈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双方之间的务实合作将带给两国人民实际的利益。随着中国政府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并看好菲律滨的潜力，中国有企业纷纷来菲投资，今

後双方之间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广大旅菲华人华侨在促进菲中友好往

来及相互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和纽带作用，旅菲华人华侨

历来爱国爱乡，定能为祖籍国和居留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并将加

强与海南省合作，为海南省与菲律滨的经贸合作出一份力。 

菲律滨中国商会副会长吴明晓致词欢迎毛万春主席一行莅菲访问，

他也介绍菲律滨中国商会所从事的工作，表示中国商会愿意在促进菲中

友好以及促进菲律滨与海南省的经贸合作效力。 

继由商總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毛万春主席一行，介绍本会、菲华各

界联合会、菲律滨中国商会的出席领导。 



毛万春主席发表讲话表示，尽管跟大家是首次见面，卻有一种他乡

遇故知的感觉，感到分外亲切。他说，海南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省份，但

绝大部分原住民都是从福建省，尤其是闽南地区迁往那里，所以当天的

聚会，算是老乡见老乡。他也感谢大家給予他们一行的热烈接待。 

毛万春主席说，海南省是中国唯一完全位于热带的省份，亦是一个

海岛省份。海南全省面积3.5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海洋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也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

特区以及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其常住人口934.3200万人，省会为海口

市。目前海南省正在着力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面向世界的国际旅游岛

。位于海南省东部的琼海市博鳌镇是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 

毛万春主席说，去年四月十三日，海南省办经济特区30週年大会在

海南省人大会堂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

席指出，海南是全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全国最好

的生态环境，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

验田的独特优势。海南要坚持开放为先，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毛万春主席表示，习近平主席并郑重宣佈，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同时要求到

2020年，海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

高，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到2035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自由贸易港的制

度体系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到本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现

。 

毛万春主席说，海南省目前的四大最有潜力商机是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农业和康养业。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前往海南访问考察，寻找商机

。 

毛万春主席的随访成员透过多媒体，向大家介绍海南省的概况。 

宾主进行友好交流，就相关课题互相探讨。 

商總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黄年荣、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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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亚明，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暨諸領導

。 

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名誉主席卢祖荫，副主席蔡永柠，菲

律滨中国商会副会长吴明晓等。 

小图中国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阁下发表讲话，商總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致欢迎词，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和菲律滨中国商会副会长吴

明晓分别致词，商總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三会出席领导並主持會談。 



图二商總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菲律滨

中国商会副会长吴明晓与毛万春主席一行合影。图三商總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贈送紀念品予毛万春主席。图四菲華各界楊華鴻主席向毛万春主席

赠送纪念品。左下图菲律滨中国商会副会长吴明晓向毛万春主席赠送纪

念品。右下图会场一瞥。 

 

 

 

 

 

 

 

 

 

 

 

 

 

 

 

 

 

 

 

 

 

商总领导前赴雾端市移交农村校舍 

亚虞山菲华商会领导前往机场迎接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于九月四日至五日前往雾端市，向当地移交九座农村校舍。 

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一行于九月四日（星期三）凌晨五点，乘搭菲航

班机，由马尼拉飞往雾端市，并于当日上午六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机场。

亚虞山菲华商会诸领导亲往机场迎接。 

捐建雾端市的九座农村校舍，是由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四位参议

委员施嘉驥、蔡其仁博士、陈著远、庄长江／庄万里纪念基金，顧問蔡

沧江（二座），财经副主任许自更（二座）分别捐赠。 

出席移交仪式的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有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



文檀，副主任黄太阳，聘任委员蔡忠腾（亦即西北吕宋理事）。 

前往机场迎接的亚虞山菲华商会领导有理事长陈德强，名譽理事長

林維新，董事蔡文芳、黃美麗、余素美，内务副理事长王奇伟，商务暨

政府事务副理事长王忠伟，文化暨公民事务副理事长杨贵良，执行秘书

长张美丽，财政主任张滨滨，财政主任助理杨仁仁。 

圖為亞虞山菲華商會諸領導到機場迎接本會福利委員會諸領導。 

 

 

 

 

 

 

 

 

 

 

商总福利委员会领导 

拜访亚虞山培青中学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于九月四日至五日前往雾端市，向当地移交九座农村校舍。 

期間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一行在亚虞山菲华商会诸领导陪同下，于九

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前往拜访当地亚虞山培青中学，得到该校

董事会董事长周百艺、副董事长傅志成和学校中文校长张杰的热烈欢迎

和热情接待。 

 宾主双方进行友好的交流，并就本地华文教育的现况和前景进行

探讨。亚虞山培青中学领导向本会出席者介绍该校的办学宗旨，以及所

展开的工作暨教学方案。本会领导也向他们介绍商总本届所推行的促进

经贸方案和社会公益等慈善工作，同时也报告福利委员会的捐建农村校

舍方案进展，以及简单介绍本会文教委员会在推动本地华文教育方面的

工作。 

出席的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有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副

主任黄太阳 ，聘任委员蔡忠腾（亦是西北吕宋理事）。 

 上图本会福利委员会暨亞虞山菲華商會诸领导抵达亚虞山培青中

学时，受到该校领导的欢迎。 

下图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亚虞山菲华商会诸领导、亚虞山培青

中学领导合影。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主辦敬師大會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大會致詞嘉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於九月廿一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假本會七樓大禮堂主辦敬師大會，邀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

士為大會致詞嘉勉。 

同時為大會致詞尚有主席王書侯，中國駐菲大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

事，菲律濱教育部領導Dra. Ruth Legaspi-Fuentes（Asst. Regional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常務理事

陳惠玲校長分別致詞。還有宗聯青年組劉家寶朗誦《感謝師恩》及抽獎

並有安慰獎贈送紅包。 

小圖左起羅剛參贊兼總領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教育部領

導Dra. Ruth Legaspi-Fuentes，校聯常務理事陳惠玲校長，宗聯大會主

席王書侯，司儀李耀鵬宗聯秘書長。左圖二前排諸領導。右圖羅剛參贊

兼總領事，菲教育部領導Dra. Ruth Legaspi-Fuentes，陳惠玲校長，宗

聯領導及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名譽理事長兼馬尼拉華助中心主任莊

前進及秘書長顏長江博士合照。下圖諸領導與各華校校長、教師合照。 

 

 



 

 

 

 

 

 

 

 

 

 

 

 

 

商总林育庆博士和陈章成应邀出席 

华侨华人工商社团一带一路座谈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为鼓励海外侨胞在广大领域、更高层次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企业、海内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接合作，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大机遇，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

果，中共中央统战部于9月29日（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在北京新世

纪日航酒店世纪厅，举办华侨华人工商社团代表“一带一路”座谈会。33

个国家代表和34人海外代表参加该场盛会。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同

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委员会督导陈章成应邀出席。 

座谈会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阁下主持，十局局长许玉明、本

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华侨华人工商社团代表、民企代表全国工商联联

络部部长马君先後发言作报告，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许又

声阁下作总结讲话。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在大会上发言作报告表示，『“一带一路” 倡

议提出5年多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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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企业到菲律滨投资热情高涨，菲

律滨从两国开展的互利合作项目中获益匪浅。“一带一路”建设为包括菲

律滨在内的沿线国家带来切实利益和巨大机遇，进一步拉近菲中两国间

的距离，搭建起更多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的桥梁。菲律滨是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也是东盟东部成长区核心成员，菲中深化“一带一路”框架

下务实合作，必将为增进中国—东盟合作作出有益贡献。 

今年三月份本人上任菲律滨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後，在本届理事会



设立“一带一路”委员会，以配合“一带一路”的项目，及了解“一带一路”

的政策和发展。四月份，本人率领诸领导组织商总代表团，随菲律滨总

统杜特地阁下隨团赴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前往拜会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他在接见本会代表团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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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鼓励本会作为表率，建

议本会在菲律滨成立”一带一路”咨询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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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包括

督导、主任、共同主任、副主任、理事、聘任委员，还聘请三位律师，

大家快马加鞭工作，为咨询中心的揭牌进行筹备。 

六月下旬，许又声主任一行莅菲，亲临主持国侨办与本会及六月二

十一日联合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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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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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菲律滨全体华人华侨

的荣誉。 

商总“一带一路”咨询中心启动当天，菲律滨安徽商会、菲律滨浙江

商会、菲律滨江苏商会、菲律滨湖北商会、菲律滨湖南商会、菲律滨潮

汕商会、菲律滨江西商会筹委会、菲律滨山西商会等分别由菲律滨中国

新移民和当地华人华侨组织的商业团体，均有派代表前来出席见证，以

配合今後各双方之间的相关合作，并与本会探讨有关任如何应用“一带

一路”政策，推展菲中经贸合作的事宜。 

本会也经常接待从中国各地前来菲律滨考察及展开“一带一路”相关

工作的商务经贸等代表团，并相互进行交流，探讨将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与菲律滨杜特地总统所提出的“大建特建”方案对接，以促进菲中两

国的经贸往来等事宜。 

商总“一带一路”咨询中心成立以後，迅速积极投入工作，一方面先

後出席分别在菲律滨、香港、中国大陆等地举行的各种以“一带一路”为

主题的论坛，一方面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商业组织前来咨询并提供协

助。 

此外，本会除了积极推展“一带一路”的经贸交流工作以外，也注意

到“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人文交流的目的在于促进各国之间人

民的情感交流与理性认知，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为实现将“

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的目标，本会今後将会多措并举，与各有关

方面进行多元互助，来深化人文交流，特别是重点推动教育和旅游等领

域的交流，为文明之路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菲中关系取得长足进展，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人文交流日益热

络，本会将把握良机，探索并具体利用“一带一路”新发展趋向，开拓新

的合作平台，创造双赢局面。』 

是日出席者尚有中央统战部各单位首长和代表、全国工商联各单位



首长和代表及民企代表、华侨华人工商社团各单位首长和代表。 

左上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侨办主任许又声阁下作总结讲话。右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和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出席盛

会。 

中图主席台诸领导。下图为出席的各华侨华人工商社团代表。 

 

 

 

 

 

 

 

 

 

 

 

 

 

 

 

 

 

 

 

 

 

 

 

菲律濱中國商會慶祝成立十二週年第六屆就職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大會貴賓致詞共同嘉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中國商會於九月十一日（星期三）晚七時

假座東海皇宮舉行慶祝成立十二週年暨第六屆職員就職典禮。慶典會場

齊聚，一時冠蓋雲集，同申祝賀。 

中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趙鑒華閣下任監誓員並訓誨，大會主講人參

議長Hon. Senate President Vicente Sotto III演誨，貴賓致詞有岷市長

Hon. Manila City Mayor Francisco Moreno Domagoso，餘有本會理事長

林育慶博士共同嘉勉。 



小圖左起監誓員中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趙鑒華閣下，主講人參議長

Hon. Senate President Vicente Sotto III，岷市長Hon. Manila City Mayor 

Francisco Moreno Domagoso，石獅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主任施養誼

先生，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中國商會新屆會長洪及祥，致謝該會

副會長侯世煉。左圖二Senator Juan Miguel Zubiri與諸領導合照。左圖

三及下圖本會諸領導合照。 

右上圖趙鑒華大使、Hon. Senate President Vicente Sotto III、本會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合照。右中圖趙鑒華大使、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

名譽理事長黃年榮、執行副理事長黃美麗合照。右下圖Senator Juan 

Miguel Zubiri與本會領導合照。 

 

 

 

 

 

 

 

 

 

 

 

 

 

 

 

 

商总福利委员会领导在雾端市 

参观Museo de Balanghai博物馆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于九月四日至五日前往雾端市，向当地移交九座农村校舍。 

期间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一行在亚虞山菲华商会诸领导陪同下，于九

月四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前往当地博物馆Museo de Balanghai，参观

里面所陈列的各种文物和藏品。 

这一趟Museo de Balanghai之行，使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获益良

多，进一步了解到当地各个时期的不同文化、史迹、文物，以及各时代

的特征和当地特色。 

前往参观的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有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



，副主任黄太阳 ，聘任委员蔡忠腾（亦是西北吕宋理事）。 

图：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在Museo de Balanghai门前，与亚虞山

菲华商会诸领导合影。 

 

 

 

 

 

 

 

 

 

 

 

 

 

 

 

商总福利委员会諸领導拜访 

亚虞山菲华志愿防火基金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于九月四日至五日前往雾端市，向当地移交九座农村校舍。 

期间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一行在亚虞山菲华商会诸领导陪同下，于九

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一时前往拜访当地亚虞山菲华志愿防火基金会，



受到该会会长阳贵良等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宾主双方进行友好的交流，并就相关课题进行探讨和交换意见，同

时相互介绍各自对“华社四宝”之一的防火工作的参与和支持情况。 

出席的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有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副

主任黄太阳 ，聘任委员蔡忠腾（亦是西北吕宋理事）。 

图为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亚虞山菲华商会诸领导、亚虞山菲华

志愿防火基金会领导合影。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新屆就職 

商總盧武敏監誓、林育慶致詞嘉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於九月廿一日（星期六

）下午七時假座世紀海鮮酒家舉行慶祝第八十連八十一屆職員就職典禮

，場面熱烈，賓主滿堂。 

本會名譽理事長亦即該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任監誓員並演

誨 ，

大 會

主 席

理 事

長 盧

明 革

， 新

任 理

事 長

高 國

雄 ，

本 會

理 事

長 林

育 慶

博 士

應 邀

擔 任

嘉 賓

致 詞

。 

小圖左起：本會名譽理事長亦即該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演

誨，主講人該會決策委員兼名譽理事長本會名譽董事高武揚，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任嘉賓嘉勉，該會理事長盧明革，新屆理事長高國雄，該

分會代表宿務理事長呂志堅，致謝該會副理事長許文忠。 

左圖二本會名譽理事長該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武敏少將為新屆職員

主持監誓儀式。左圖三致贈感謝盾牌予獻捐者。左圖四與左圖五諸領導

合照。 

右上圖該會新舊屆理事長贈盧武敏少將感謝盾。右圖二見証新舊屆

理事長移交印信。右圖三本會諸領導合照。下圖諸領導與新屆職員大合

照。 

 

商总十月十八日举行 

世博會金獎雕刻大師張紅萍 

中國關公繪畫第一人曾成聰 

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本会主办、泉州木雕艺术研究会、泉州百宏书

画院承办的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艺术之

光联展开幕式，订于10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假商总一楼展厅举行

開幕剪彩儀式，展期三天即自十八日至二十日，機會難逢萬勿錯失觀賞

良機。 

张红苹大师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传统工艺青年大师、国家

一级／高级技师、省民间工艺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泉州市

第三层次人才、泉州市“三八红旗手”、泉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泉州工匠、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鲤城区文化产业领头人、

泉州木雕艺术研究院院长。 

张红苹大师擅长历史人物雕刻、各种随形设计、敦煌矿物彩绘及大

型寺庙佛像制作。屡次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奖，代表作“出浴”获工艺美术

“争艳杯”金奖; “敦煌--吉祥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获哈萨

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金奖；“海上女神（妈祖）”被选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展览并收藏； “道济禅师”获得第六届中国木（竹）雕展金奖，并

获得中国木（竹）雕金雕手称号。2018年9月参加第三届丝绸之路（敦

煌）国际文博会，“盛世敦煌”系列作品荣获最佳创意奖，孙春兰副总理

接见她并对其力作“盛世敦煌”给予很高评价，称张红苹为难得一见有灵

性的女艺术家。 

泉州市木雕艺术研究院于2015年由张红苹院长创办，2016年被泉州

市政府授牌，同时列为鲤城区重点文旅企业，研究院积极推进以技术创

新为核心的全新理念，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并围绕行业发

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的模式，汇聚书画、玉器、陶瓷、寿山石、石雕、木

偶等中国传统艺术家的创作，以中国传统艺术为主题，建立大师工作室



、创意工坊、木偶博物馆和实训教育基地，与多所高校、研究院达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让中国海丝文化的木雕艺术远播海内外，同时也将多

国艺术元素融入到研发创作中，真正做到对文化艺术的传承、探索及理

论创新。 

曾成聪画家1961年出生于福建晋江，1982年毕业於福建师范大学，

20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新伦人物画高研班，其主要作品有公

关、达摩、罗汉、观音、茶道等宗教人物画系列，作品收录于“中国画

家大词典”，关公人物画作品先後在新加坡、菲律滨、香港、马来西亚

、河南洛阳、深圳、台湾展出，其中如台北国父纪念馆等，作品深受海

内外政要、侨领及名企业家的珍藏及喜爱，其中有台湾前立法院院长王

金平、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海基会会长林中森、马来西亚新山市市长阿

都拉欣等，多次受邀参加各大媒体专访，中国有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

水墨丹青”，中央电视台福建制作中心专访，泉州电视台大型人物专访“

咱厝人”纪录片，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评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

、福建东南电视台等。台湾有中森、台视、华视等电视台，被媒体成为

“两岸公关绘画第一人”、“中国关公绘画第一人”及“八闽关公绘画第一

人”等。 

曾成聪画家现任职位有中国国家一级美术师、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

画家联谊会

会员、华侨

大学美术学

院兼职教授

、集美大学

美术学院客

座教授、台

湾艺术研究

院院士、泉

州市百宏书

画院院长、

泉州丰泽美

协副主席。 

本 会 诚

邀大家届时光临观赏。 

圖為：曾成聪画家、张红苹大师。 

 

 

 

 



商总通过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 

向公校学生分送千份文具等物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为关怀主流社会家境清寒学生家长们应对昂

贵的学习文具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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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等文具，造福家

境欠佳的莘莘学子。今年六月份，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两名高级长官

前来本会，接受本会捐赠一千份书包和文具等用品，分送给首都地区北

部公立学校学生。 

        八月份，本会通过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向马尼拉市政府以及计

顺市政府，捐赠合计一千份（各自500份）书包、学生文具以及牙科暨

口腔卫生用品，并通过Project Angel Tree转交给岷市各所学校的贫寒学

生。Project Angel Tree是劳工部一项一年一度的方案，也是该部门的防

止 暨 清 除 童 工 方 案 （Program on Child Labor Prevention and 

Elimination）的一部分。 

主要捐助者和捐赠品包括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捐赠其经营企业生

产的Dona Maria Rice Roll Pops 品牌零食品、副理事长兼劳工督导施东

方博士捐赠其经营企业生产的Hapee品牌牙科暨口腔卫生用品，以及董

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捐赠的笔记簿。 

八月十四日（星期二）本会诸领导在马尼拉岷伦洛区San Nicolas小

区Delpan Sports Complex，向马尼拉市政府移交500份捐赠学校文具等

物品并邀请马尼拉副市长Lacuna担任贵宾。 

八月三十日（星期五），本会诸领导通过劳工部首都地区办公室，

向计顺市各所学校的贫寒学生捐赠同样的物品。移交仪式假计顺市

Novaliches区Bagbag描笼涯举行，并邀请计顺市长Joy Belmonte担任贵

宾。 

Project Angel Tree旨在改善童工们的经济和社会处境，并提倡防止

暨消除童工。 

出席者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秘书长颜

长江博士，劳工主任洪逢骏律师，共同主任施嘉年，副主任陳世傑，秘

书洪瑞萱。 

小图左起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马尼拉副市长Lacuna、执行副

理事长黄美丽、勞工部首都地區首長和市府福利官員等致词。 

左图二本会领导、马尼拉副市长Lacuna、學童合影。右图二本会

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副主任陈世傑、勞工部首

都地區首長合影。左图三和右图三本会诸领导与受惠学生合影。左图四

和右图四受惠学生和家长们等候分发捐赠品。下图本会诸领导向劳工部

首都地区办公室高级官员Ryan de los Reyes移交捐赠品。 



 

 

 

 

 

 

 

 

 

 

 

 

 

 

 

 

 

 

 

 

 

 

 

 

 

 

 

中国东盟商务协會总会 

林玉唐会长一行访商总 

 

        菲华商联总会讯：中国东盟商务协會总會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總

会长一行于十月四日（星期五）上午十时莅访本会，受到诸领导的热烈

欢迎。 

首先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表示，『中国和东

盟是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好邻居，是紧密协作、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关系日益密切，政治互信更加牢固，发展对话合作

的愿望更加迫切，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

力、最富内涵的一组关系。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有16年，双



方关系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节点，彼此间应把握契机，打造更高水平的

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加密切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多年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双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

展势头，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人文交流空前活跃。我们期待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方合作深度和广度能

够不断拓展，致力于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马来西亚约有六百多万华人，在当地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当地发展所作贡献不可磨灭。贵国华商在帮助马

来人企业家进军中国市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马来族商人

与中国合作的桥梁。 

大马和菲律滨两国近在咫尺，商贸日益频繁，两地商人相互到彼方

投资兴业，尚有很好前景，我们彼此应借助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契机

，抓紧与东盟各国的名誉商机。希望林玉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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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造双赢的局面。』         

继由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林玉唐拿督一行，介绍出席领导。 

林玉唐拿督在发表讲话中，感谢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的邀请，让中国

东盟商务协会总会继2018年後，再度拜访商总。同时感谢林育庆博士对

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的支持，愿意接受成为中国东盟商务联盟的菲律

滨国家代表兼协会顾问。 

他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2019年1月到8月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4016.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在中

美贸易战的趋势下，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谨次于欧盟。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排名第三的伙伴，美国还多出460.6美元。同

时，今年同期，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比重

13.6%，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东盟市场有能力在中

美贸易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种助力。 

而根据菲律滨统计署的数据，2018年1到8月，中国是菲律滨最大贸

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四大出口目的地。菲中双边贸易额

195.74亿美元，占比16.9%，同比增长20.7%。随着中国与菲律滨两国

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信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将会持续的增长。 

尽管如此，无论是马来西亚、菲律滨，甚至是其他东盟国家，对中

国的双边贸易额还是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比如广东、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等等。数据显示，超过80%的经贸活动都是在中国南方地区进

行的。为了进一步推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尤其为了达到一

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东盟国家需要将市场发展推动到中国北方

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其中，东北经济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西

部大开发等，都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关注发展的领域，相关的政策发展与



政府投放，也将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有鉴于此，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的成立，就是协助东盟国家的企

业，开发中国北方地区的市场，协助扩大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与投

资活动。同时，协会将借助山东省的东盟国际生态城项目作为一个对接

的平台，协助东盟企业推动北方地区的市场商机。我们相信，在菲律滨

菲华商联总会的支持下，菲律滨的企业将能与中国北方地区市场有更为

密切的合作关系，达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目标。 

林玉唐拿督的随访成员也向本会领导推介分别将于明年4月11到13

日在中国山东德州市举行的中国--东盟（德州）经贸洽谈会，以及明年4

月10在中国山东德州举行的ACTAI Forum 2020。接下来他们也通过多

媒体，向本会出席者介绍东盟国际生态城。 

宾主双方进行友好交流，就相关课题互相探讨。中午本会假座世纪

海鲜酒家设午餐，招待林玉唐拿督一行，双方继续交流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暨

夫人邱秀敏，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庄前进，施文界博士，执行副理

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稽核兼一带一路督导陈章成，董

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董事兼社会责任主

任吕安盾，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洪文檀，科

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外交副主任林育纬，工商副主任蒋晓玮，

税务副主任林志文，财经副主任许自更，新闻副主任林莉莉博士，调解

理事李紫鲑。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图二中国东盟商务协会

总会總會長丹斯里拿督林玉唐会长发表讲话。左图三会场一瞥。 

右上图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和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分别与

林玉唐拿督合照。右图二本会出席领导在世纪海鲜酒家设午餐招待林玉

唐拿督一行，宾主合影留念。图四和下图宾主互赠纪念品。 

 

施恭旗向大岷署捐建三座休息亭 

商总多位领导出席参加移交仪式 

             

菲 华

商联总会

讯：大岷

发展署在

署长林德

才将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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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岷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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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座

儿童道路

安全公园

（MMDA 

Children's 

Road 

Safety 

Park），并

在里面培

训小孩子

们开始学

习遵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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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

从小学习

遵守道路

安全的意



识。培训方案并利用美国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里面的

卡通人物，来引起小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为表示支持大岷署和岷市政府的这项方案，本会参议委员施恭旗特

使将其作为捐建五座农村校舍用途的金额，拨给大岷发展署在该公园里

建造三座休息亭，可让大众在那里避雨和乘凉。 

三座休息亭于10月4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启动仪式。本会在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由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率同福利委员会诸领

导代表出席，配合大岷发展署和施恭旗特使的代表，在启动仪式期间移

交休息亭。 

本会出席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福利主任许灿荣、共同主任

洪文檀、副主任洪祖霖、庄联禄、吴永坚、劳工共同主任施嘉年、副主

任颜硕良、东北吕宋常务理事亦即马尼拉第一区市议员林梅瑟。 

上图左起本会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大岷发展署署长林德才將軍和

本会福利委员会主任许灿荣分别致词。 

图二休息亭标志揭牌仪式。图三本会出席领导、大岷发展署署长林

德才将军、施恭旗特使的代表合影。下图由本会参议委员施恭旗特使捐

建的休息亭。 

 

菲陆军NCRRCDG主管 

Napoleon Tenay莅访商总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陆军国都区地方社区防卫组(NCRRCDG)第

1304地方防卫指挥部主管Napoleon Tenay中校一行，于九月廿三日（星

期一）莅访本会，受到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表示，『商总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政

府所推行的各项方案和工作方针，并积极予以配合，希望今天Napoleon 

Tenay中校一行的来訪，能够透过他们的介绍，深入了解NCRRCDG及

其所从事工作，以使双方能够互动，该机构今後所推动的重要方案，本

会也能够予以配合。 

 Tenay中校发表讲话表示，『NCRRCDG隶属菲陆军，他们的主要

工作是救灾，首都地区若是发生天然灾害，特别是地震，他们会以第一

时间展开救人和救灾工作和保护灾民，以使伤亡和损失情况能够降至最

低程度。他说，在救災工作方面，他们在众多救灾团体当中，扮演着主

要的协调和配合角色。 

Tenay中校说，欣闻商总对社会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每当发生各种

天灾人祸，本会都是以第一时间向灾区和灾民伸出援手，并且尽心尽力

提供一切帮助。今天到访的目的，就是想跟商总交个朋友，希望双方今

後能够有很好的合作。今後在救灾方面若是有任何需要，他们将会配合



。』 

宾主双方进行友好交流，就相关课题提供各自的看法并探讨。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副理事长叶芳枫，董事兼外交

主任施超权，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外交

副主任张文辉，聘任委员刘少强。 

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中图Napoleon Tenay中校发

表讲话。下图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向Tenay中校一行赠送其经营企业种植

暨生产包装的Dona Maria品牌白米。 

 

 

 

 

 

 

 

 

 

 

 

 

 

 

 

 

 

商总雾端市长Lagnada 

移交捐建农村校舍钥匙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于九月四日至五日前往雾端市，向当地移交九座农村校舍。 

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一行于九月四日和五日两天，分别前往各捐

建校舍，出席移交仪式。 

        九月五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时，福利委员会诸领导一行前往雾端

市府，向市长Ronnie Lagnada捐建校舍以钥匙代表移交。 

捐建雾端市的九座农村校舍，是由本会副理事长王连侨、四位参议

委员施嘉驥、蔡其仁博士、陈著远、庄长江／庄万里纪念基金、顧問蔡

沧江（二座），财经副主任许自更（二座）分别捐赠。 

出席移交捐建校舍钥匙仪式的本会福利委员会诸领导有主任许灿荣



，共同主任洪文檀，副主任黄太阳 ，聘任委员蔡忠腾（亦即西北吕宋

理事）。 

上图签署捐建契约。图二展示捐建契约。图三本会福利委员会主任

许灿荣代表向雾端市长Ronnie Lagnada捐建校舍以钥匙代表移交。下图

本会出席领导、雾端市长Ronnie Lagnada、教育部地区主管Francis 

Bringas合影。 

 

 

 

 

 

 

 

 

 

 

 

 

 

 

 

 

 

 

 

 

 

 

 

 

 

 

 

 

 

 

 

 

 



商总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暨领导应邀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週年国庆系列活动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于九月廿七日至十月二日

，率同诸领导受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週年国庆系列活动

。在京期间代表团一行分别参观在北京展览馆展出的新中国成立70週年

成就展、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

行的七部门联合招待会、参加在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的新中国成立70週年成就报告会、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天

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国庆庆祝大会暨盛大阅兵式，以及在天安门广场观

看盛大的国庆群众联欢活动。 

本会出席领导有永遠名譽理事長陳永栽博士，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名誉理事长黄年荣、董尚真、庄前进、张昭和，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

陈俊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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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工商主任李棟樑、董事兼组织主任蔡建成、董事兼新闻

主任李天荣，暨本會諸領導代表各華社團體。 

（左上图、左图二、右上圖）诸领导在北京展览馆参观新中国成立

70週年成就展合影。（右图二、左圖三）諸领导在国家会议中心出席新

中国成立70週年成就报告会合影。（右图三）諸领导在故宫合影。（下图

）來自菲律濱各地受邀领导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招待会

合影。 

 

商总向蜂省Villasis社 

移交捐赠应用药品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应蜂雅丝兰省Villasis社社政府申求，向该

社Piaz描笼涯捐赠一批应用药品，作为当地举行义诊的用途。 

十月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时，蜂雅丝兰省Villasis社副社长施才

力在本会西北吕宋区理事苏文琳陪同下，前来本会接受移交捐赠药品。 

出席移交仪式的本会领导有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副主任吴

良顺、聘任委员郭峥嵘、财经理事张锦兴、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福利

秘书郑万杰、职工Danilo Saludares。 

图为董事兼社會責任主任呂安盾暨諸領導將捐獻藥品移交蜂雅丝兰

省Villasis社副社长施才力。左起Danilo Saludares，秘書鄭萬傑，辦公

廳主任林楊雪芹，Villasis社副社长施才力，社會責任主任呂安盾董事，

地區理事蘇文琳，社會責任副主任吳良順，財經理事張錦興，聘任委員

郭崢嶸。 

 

 

 

 

 

 

 

 

 

 

 

 

 



菲律濱福建青年聯合會 

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交流協會 

舉辦中國國慶中秋佳節聯歡大會 

商總林榮輝應邀為大會貴賓嘉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福建青年聯合會、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

交流協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廿三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假東海皇宮舉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暨中秋佳節聯歡大會，大會主席會長

吳永堅先生亦即本會福利副主任。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派副理事長林榮輝先生應邀為大會作貴賓

嘉勉。 

左上圖本會副理事長林榮輝先生應邀為大會致詞祝賀。右上圖及右

中圖主賓席各位領導。左中圖Senator Hon. Koko Pimentel III Chief of 

Staff Mr. Jeffrey Yu與本會諸領導合照。左下圖Senator Hon. Cynthia 

Villar與諸領導合照。右下圖諸領導祝酒。 

 

 

 

 

 

 

 

 

 

 

 

 

 

 

 

 

 

菲律滨全国红十字会会长 

Gordon参议员一行莅访商总 

           

        菲华商联总会讯：菲律滨全国红十字会会长Richard Gordon参议员

率同该会两位董事，其中一人为本会南棉兰佬董事雷永泽一行，于九月



十七日（星期二）  上午十一时莅访本会，受到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偕同

诸位名誉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各委员会主任的热烈欢迎。 

        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感谢Gordon参议员大力支持本会

的捐建农村校舍方案，并将其社区发展基金拨一部分交由本会捐建农村

校舍。林育庆博士也对Gordon作为菲律滨全国紅十字會会长和国会参

议员的良好表现予以肯定，同时也对菲律滨全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工作

表示赞扬。他说，商总一向以来都很积极推动包括救灾在内的各项社会

公益和慈善工作，并很乐意在这方面跟菲律滨红十字会配合。 

        继由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本会出席领导。 

        Gordon参议员发表讲话赞扬本会历来在福利、社会责任和文教等

工作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说他对本会的捐建农村校舍方案非常肯

定，所以自己较早前将其社区发展基金的金额，拨一部分交由本会为其

捐建农村校舍。   

         Gordon参议员同时表示极度赞赏本会的赈灾工作，声称本国好几

次发生天然灾害，本会都以第一时间向菲律滨全国红十字会慷慨捐款，

他对此再次向本会致以万分谢意，并希望本会今後能够在这一方面，继

续给予他们全力支持。他同时向本会诸领导推介菲律滨全国红十字会的

工作，呼吁商总大力支持他们的各项方案。 

        宾主双方进行友好交流，就相关课题提供各自的看法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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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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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侨、吴启发，董事兼调解主任吴俊民，秘书长颜长江博

士，福利主任许灿荣。 

        左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左中图菲律滨全国红十字

会会长Richard Gordon参议员发表讲话。左图三会场一瞥。 

        右上图至右图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董尚真、卢武

敏少将分别与Gordon参议员合影。 

        下图宾主合影留念。 

 

旅菲臨濮總堂新屆就職典禮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臨濮總堂慶祝成立一百零八週年暨理事會第

一百零八、一百零九屆，青合組第三十一、三十二屆，華文教師聯誼會

第廿九、三十屆，婦女組第十四、十五屆，教育基金董事會第十一、十

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於十月七日晚假座世紀海鮮酒家隆重舉行，世界施氏

總會創會會長亦即該會榮譽理事長施性答擔任理事會監誓員並訓誨，暨

諸領導分別擔任青年組、婦女組及教師聯誼會監誓員，本會副理事長葉

芳楓先生代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任嘉賓應邀出席祝賀並致詞嘉勉。 

旅菲臨濮總堂為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以扶持華文教

育，特捐獻菲幣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圖為旅菲臨濮總堂新屆理事長施性祥先生將獻捐支票遞交本會副理

事長葉芳楓先生，本會暨該會諸領導陪同合影留念。 

 

 

 

 

 

 

 

 

 

 

 

商总黑人省地区联席会议 

假描戈律市 O Hotel 举行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黑人省地区联席会议，于八月三十一日（星

期六）下午假描戈律市O Hotel Natalia Hall隆重举行。黑人省地区各菲

华商会领导踊跃出席参加，大会由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主持并致词勉励及汇报本会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主席本会黑人省地区董事叶应运致欢迎词，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介绍本会出席代表及主持工作会议。各商会负责人介绍各自出席代表及

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向本会领导提出各项问题，以更进一步了解各项课

题，以及对各该会所遭遇的各项问题要求协助。双方并交流会务，增进

情谊。 

        本会出席领导有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陈俊礼、

施梓云、王连侨、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工商主

任李栋梁、董事兼税务主任杨长江、董事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董事

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

玮、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北棉兰佬董事兼组织共同主任林惠中、西

南棉兰佬董事林振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福利主任许灿荣、福利共同

主任洪文檀、社会责任共同主任许焕燃、物业管理共同主任吴铭灿、工

商副主任吴彼得、劳工副主任颜硕良、财经副主任许自更、组织副主任

许友忠、福利副主任黄太阳、社会责任副主任陈清雷、秘书长秘书洪瑞

萱。 

        左上图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右上图会

议主席本会黑人省地区董事叶应運致欢迎词。右图二各领导出席会议。

下图全体合影。 

 

 

 

 

 

 

 

 

 

 

 

 

 

 

 

 

 



商总董事兼外交委员会主任 

施超权出席赌场绑架案峰会 

 

        菲 华 商 联 总 会 讯 ： 菲 国 警 反 绑 架 大 队 （PNP--ANTI--

KIDNAPPING GROUP）于十月四日（星期五），假计顺市NOVOTEL 

HOTEL MONET--1厅，举行全日与赌场有关绑架事件峰会（PNP--

AKG Summit on Casino Related Kidnapping Incidents），邀请本会领导

参加。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出席該

场峰会。 

        峰会主题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迈向菲律滨零绑架”（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Towards A Kidnap--Free 

Philippines）。峰会先由菲国警反绑架大队行动组副主管Jose Molave 

Duenas上校致欢迎词拉开序幕，继由菲国警反绑架大队ARMD首长

Roldan Luna上校介绍出席嘉宾，再由菲国警反绑架大队咨询委员会（

AKG--Advisory Council）主席Liana Barro教授简介峰会内容。 

        这次峰会聚焦在与赌场及菲离岸博彩行业有关的绑架事件激增的问

题。峰会五位主讲嘉宾分别为菲国警反绑架大队情报暨案件监控处（

AKG--Intelligence And Case Monitoring Division--ICMD）助理处长

Joan Montero中校、中国驻菲大使馆罗刚参赞兼总领事、菲国警CDIG

韩国驻菲使馆办公桌的Chang Sung Soo少校、PAGCOR代表Dianne 

Erica律师，以及司法部反绑架特遣队主席（DOJ Anti-Kidnapping Task 

Force Chairman）、高级副检察官（Senior Deputy State Prosecutor）

Richard Anthony Fadullon律师。 

        菲国警反绑架大队情报暨案件监控处助理处长Joan Montero中校表

示，多起绑架案的主要受害者及绑匪均为中国籍民，而且绑架案件逐年

激增。此外，多起绑架案件均因受害者被警察救出後都不愿与警方配合

而选择回国，导致无法破案。 

        司法部反绑架特遣队主席、高级副检察官Richard Anthony 

Fadullon律师呼吁修改有关反绑架的法律，并加强其规定，更新构成绑

架的情况。 

        他还呼吁改善驱逐出境监视名单令、禁止离境令，以及与移民局密

切协调，以便立即驱逐涉案的外国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放高利贷的绑

匪。 

        当天下午，参会者分组讨论具体问题，制订任何打击这些犯罪行为

的行动计划，并研讨解决有关问题的方法与时间表。同时也制订与各外

国大使馆的谅解备忘录。 

        最後由菲国警反绑架大队幕僚长Rodolfo Castil Jr.上校致闭幕词。 

        参会者尚有赌场保安主管、外国大使馆暨领事馆及警务联络官、移



民局代表、反洗钱委员会代表、地方政府单位代表及警局代表等。 

        图中左起恢复治安运动（Movement For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会长蔡嘉权、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菲国警反绑架大队

情报暨案件监控处助理处长Joan Montero中校、司法部高级副检察官、

菲国警反绑架大队咨询委员Oliver Torres Villas律师、本會外交兼馬尼

拉華助中心秘書林清輝、司法部反绑架特遣队主席、高级副检察官

Richard Anthony Fadullon律师、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蔡志群合影。 

 

 

 

 

 

 

 

 

 

 

 

 

 

 

 

 

 

 

 

 

商总诸领导组团赴香港参加 

第四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四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于九月十一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是场论

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约5000人参与，共同分享“一带一路”的最新发展，

以及这一倡议为不同行业带来的新机遇。本会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指示

下多位领导组团赴港参加盛会。 

        论坛以“成就新机遇·由香港进”为主题，讨论“一带一路”最新的发

展与相关政策，聚焦于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如何在支持“一带

一路”项目上担当重要角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将深入探讨商业投资机遇、可持续国际基建与科技创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论坛上致开幕词表示，“一带一路”是

一个开放、包容和突破地域和文化界限的国际倡议，而香港是通往“一

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通道。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理位置，能将中国内地和“一带一路”其他国家联系起来。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锋表示，“一带一路”为全球贸易经济打通

经脉，为世界经济充电蓄能。“一带一路”优化全球分工合作，助力沿线

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秉持工商、共

建、共享理念，不断拓展更加包容、开放、公正的全球治理新实践。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表示，香港背

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服务业发达

，也是世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区。香港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为各类企业

提供贸易、投资、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以及国际化的人才支持，同

时深化与内地的合作，让两地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 

        国务院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郝鹏表示，“一国两制”是香港最

大的优势，国资委愿与香港特区政府探讨建立有关合作机制，支持中央

企业，携手各方特别是香港的企业，积极利用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机制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共同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深度合作的途径和方

式，形成互利共赢、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不再局限于基建发展

，新机遇更涉及金融、科技、制造业、物流及贸易等不同领域。香港作

为“一带一路”的商业枢纽，是理想的交流平台，也是“一带一路”概念转

化为可行商业项目的最佳伙伴。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主办方安排多场专题论坛，分别针对可持续金

融、法律仲裁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本会领导在港期间，也参加东盟之夜酒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午餐

会，同时也应邀出席香港交通银行的宴请。 

        本会出席领导在论坛上获益良多，同时与海内外华商交流，互相切

磋从商经验并交换意见，此行算是硕果丰收、满载而归。 

        本会参会领导有副理事长叶芳枫、施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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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副主任蔡春长、财

经副主任施良泉（施泉兴）、社会责任副主任吴良顺、一带一路理事陈

兴阳、施天祥、农资理事施辉耀、组织理事蔡维新、文教理事施纯午、

社会责任理事洪金铭、青合理事施丁华。 

        （上图和左图二）本会领导与菲律宾香港商会领导合影。（左图三

）本会领导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午餐会。（左图四）本会领导与前全国

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

及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梁爱诗合影。（左下图）本会领导出席香港交通银



行晚宴时合影。 

        （右图二和右图三）本会领导在第四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午餐

会上。（右图四）本会领导出席东盟之夜酒会。（右下图）会场一瞥。 

 

 

 

 

 

 

 

 

 

 

 

 

 

 

 

 

 

 

 

 

 

 

 

国家防火培训学院高級督察班 

一行五十人莅访商总進行交流 

           

菲华商联总会讯：国家防火培训学院（National Fire Training 

Institute）Fire Officer Advance Course（FOAC）Class 2019—01來自全

國各地消防站負責人学员一行50人，在班长亦即Sampaloc防火站负责人

Hector Agadulin上尉率领下，于十月八日（星期二） 上午十一时 莅访

本会，受到诸领导的热烈欢迎。 

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向

Hector Agadulin上尉一行介绍本会的概况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施超权董

事说，『本会除了协助政府推展商贸方案和促进经济增长以外，也致力

于透过捐建农村校舍、义诊施药、救灾和志愿消防等“华社四宝”暨其他



社会方案，促进社会发展。 

他说，在工作地方，我们在安全问题上不能够让步。所有商号都必

须确保他们的办公室或者是工厂均有遵照消防法典行事。我们同时也强

调拥有一套应急措施的重要性，以使在发生紧急情况之下，知道应该怎

样应对。我们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经验，以防生命和财产损失。

在这一方面，商总是防火局的好伙伴。我们也期盼大家能够为彼此的共

同利益而加强合作。』 

继由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领导。 

Agadulin上尉发表讲话时，感谢本会领导給予他们的热烈欢迎。他

说，他们一行这次莅访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订于今年十一月前往中国，

向当地一些防火和赈灾机构请益，所以事先前来跟我们探讨一些相关课

题，以及请求本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宝贵建议。 

National Fire Training Institute学术负责人Maria Felicita Regala上

尉亦介绍该学院所推展的一系列工作方案，以及教学工作。 

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跟Agadulin上尉一行进行座谈，理事长

林育庆博士稍後来到，也一起探讨交流，共同分享彼此的经验，以及互

相交换意见。 

中午本会在七楼大礼堂设自助餐，招待Agadulin上尉一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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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颜长江博士，

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福利副主任吴永坚和外交聘任委员吴肇

新。 



（小图左起）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致欢迎词，National Fire 

Training Institute Fire Office Advance Course Class 2019--01班长Hector 

Agadulin上尉发表讲话，National Fire Training Institute学术负责人

Maria Felicita Regala介绍该学院，本会董事兼文教主任洪健雄跟

Agadulin上尉一行座谈，本会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介绍出席领导。 （左图

二）本会领导与来访National Fire Training Institute学员合照。 

（右上图）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董事

兼一带一路主任李雯生與Agadulin上尉合影。（右圖二）本會諸領導與

国家防火培训学院全體合照。 

（图四）主席台上合照。（下图）宾主合影留念。 

 

旅菲臨濮總堂新屆職員就職 

商總葉芳楓應邀為大會演誨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臨濮總堂慶祝成立一百零八週年暨理事會第

一百零八、一百零九屆，青合組第三十一、三十二屆，華文教師聯誼會

第廿九、三十屆，婦女組第十四、十五屆，教育基金董事會第十一、十

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於十月七日晚假座世紀海鮮酒家隆重舉行，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委派副理事長葉芳楓先生代表為大會演誨。 

（小圖左起）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本會名譽理事長），

新屆理事長施性祥先生分別致詞，本會副理事長葉芳楓先生祝賀嘉勉，

致謝詞該會副理事長施清膽（本會調解副主任），介紹主席台貴賓該會



副理事長施清偉。（左圖二）新舊屆移交印信。（左圖三）主賓席諸領導

。 

（右上圖）新屆職員監誓。（右圖二）施文界博士為該會青合組監誓

。（右圖三）本會出席諸領導。（下圖）賓主與新屆職員大合照。 

 

菲律濱工商總會三位領導捐商總 

各一座農村校舍及補助金五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 ：菲律濱工商總會（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三位領導Mr. Joseph C. Sy（Chairman, 

Platinum Group Metals Corporation）、Dr. William S. Co（Chairman, 

ICCT Colleges Foundation, Inc.）、Ðr. Roberto M. de Leon （Chairman, 

Luzon Alliance Medical Center）各捐獻本會一座農村校舍及菲幣五萬元

充作華生流失補助金，合計三座農校及補助金十五萬元。仁風義舉，殊

堪彰表，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菲華新聯公會菲律濱中國新聯總商會 

捐商總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座馬尼拉大

酒店菲華新聯公會舉行慶祝成立卅八週年紀念暨第三十九、四十屆理監

事會，菲律濱中國新聯總商會舉行慶祝成立第五、六屆，青年委員會第

五屆，婦女委員會第五屆，民樂團第六屆職員聯合就職典禮。當天場面

熱烈，賓主滿堂。 

新聯大會主席會長蔡永檸，新任會長黃天從（亦即本會一帶一路委

員會副主任）、趙啟平、王婉貞（亦即本會新聞委員會副主任）。本會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出席祝賀並致詞勉勵。 

菲華新聯公會／菲律濱中國新聯總商會為支持本國華文教育之推展

，特捐献菲幣十萬元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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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大會主席蔡永檸將支票遞交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諸領導陪

同合影留念。 

 

商总青合委员会舉行 

中秋搏骰聚餐聯歡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青合委员会在督导副理事長吴启发指导之下

，于十月五日（星期六）中午，在七楼大礼堂举行聚餐庆祝中秋，并且

玩骰子博彩游戏，喜气洋溢。 

        庆祝活动由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主持，司仪由蒋靖先生和黄秀琴

小姐担任。 

        庆祝活动由青年组成员颜利娜领祷拉开揭幕，继由本会副理事长叶

芳枫代表理事长林育慶博士致欢迎词。叶芳枫副理事长说，『每年一度

的中秋节都为大家带来愉欢之声，共同为此月圆花好的节日谱上贊歌。

搏骰游戏仍为中秋节的传统兴緻，大家乐此不彼，很多家庭和社团都藉

此增加节日气氛，亦藉此增进大家的谊情。 

        青年人是商总的希望和未来的主人翁，希望大家也能同样认同商总

的基本信念，为促进华人华侨传承中华文化，作为生命的理想。今日的

中华民族，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已经能够和平崛起，并且成为世界

上经济和科技大国。我们虽然身居海外，同样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荣耀

和自豪。菲中的友好合作，是我们的使信，本人相信这一切的发展都能

为我们的人生增添多几分的荣耀和喜悦。 我们虽在千岛之国，有自己

的家庭和事业，但是，对于祖籍中国仍然有一份永不磨灭的感情，大家

都以能拥有中华血脉而感受到一份的喜悦和欣愉，好好地珍惜大家的情

缘，也好好地为我们的生命谱上赞歌，正如当年毛泽东所言“你们年青

人，就如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大家好好努力，

光明的前程，坦荡的生命，就在眼前。』 

        当天中午准备丰盛自助午餐招待在场各位。之後就是庆祝活动中最

精彩的节目--玩骰子博彩游戏，备有丰富的奖金和奖品供幸运儿获取。

全体出席者分成10桌，每桌产生一位状元，当天的十名幸运者分别为吕

安盾、施清玮、黄福安、林清辉、林忠坪、李恬恬、黄秀珠、施伯恩、

丁彦、苏清泉。当天也备有五份特奖，获得奖金的五名幸运儿分别为施

天祥、蔡安如、施佟晓、林裕福、蔡汶泰。 

        本会出席领导有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东方博士、董事兼一带一路主

任李雯生、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玮、美骨

区董事陈华民、科技资讯共同主任郑炜煌博士、青合副主任吴飞腾、周

经伟，新聞副主任林莉莉博士，中吕宋常务理事蔡明丰、一带一路理事

施天祥、青合理事施丁华。出席者尚有菲華各界聯合會青年委员会主委



黄福安和菲律滨晋江同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主委洪天赐。 

        （小图左起）本会副理事长叶芳枫致欢迎词，董事兼青合主任施清

玮、青合副主任吴飞腾分别用英文和中文介绍本会出席领导，青年组成

员颜利娜领祷、黄秀琴小姐和蒋靖先生担任司仪。（左图二）玩骰子博

彩游戏进行情况。（右上图）本会出席领导。（右图二）本会董事兼青合

主任施清玮和青合副主任吴飞腾与5名特奖得主合影。（下图）全体合影

。 

 

 

 

 

 

 

 

 

 

 

 

 

 

 

 

商总组成庞大代表团赴伦敦 

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菲华商联总会讯：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订于10月21日至10月24日

，在英国伦敦举行。本届主办单位为英国中华总商会，主题为“世界新

格局、华商新机遇”  。本届论坛设有主论坛和八个分论坛，其内容涵盖

华商与“一带一路”华商、华商与科技创新、华商全球领导力、投资英国

和欧洲、女性与商业、教育与国际视野、生物科技与中医等全球关注话

题。 

 据主办方介绍，英国华商组织2017年成功获得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

会主办权。此前一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今年首次前往欧

洲。届时，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科技、健康、教育等领域

的世界各地最有影响的华商社团领袖、华人企业家和知名华人华侨，将

齐聚伦敦参加此次盛会，寻求商机，并与近百位对话嘉宾谈商论道、分

享经验。 

 世界华商大会两年一度。首届大会于1991年在新加坡举行，目前已



发展成为全球华商增进了解、加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它目前已成为

全球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华商盛典，不但为海内外侨商和工商界提供一

个合作交流的有益平台，也为各级侨联和侨商组织适应当前全球经济形

势、帮助侨商走出去拓展商机提供一个重要机会。 

 本会為第十屆世華主辦單位，歷來對世界都予大力支持，本次组成

一个由理事长林育庆博士率领的庞大代表团，订于10月20启程前赴英国

伦敦，参加此次盛会。商总代表团除参加大会活动以外，还将在大会期

间专门举办与世界华商领袖、国际企业家的对接交流活动，并考察英国

当地知名企业。 

 以下为商总代表团成员: 

 团长林育庆博士，名誉团长施文界博士、张昭和，副团长叶芳枫、

林荣辉、施梓云、王连侨、蔡黎景，总务洪健雄、潘振兴，外交叶应运

、林振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团员蔡玉龙、许自更、马荣聪、蒋晓玮

、施玉玺、许友忠、王婉贞、施永和、柯顺庆、王诗沪、吴永坚、施天

乙、戴福安、侯泽炎、施辉耀、蔡维新、施纯午、许泽力、黄淑贤、王

世民、陈亚利、王良镇、施永利、陈峙成、洪瑞萱、施金山。 

 

菲華新聯菲中國新聯商會新會所落成 

商總林育慶博士應邀為新址剪綵祝福 

 

菲 華 商

聯總會訊：

菲華新聯公

會、菲律濱

中國新聯總

商會於十月

十二日（星

期六）上午

十一時為位

於範倫那國

信中心大廈

四 樓 （4th 

Floor State 

Centre, Juan 

Luna, 

Binondo）新

會所舉行剪

綵落成。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為新址剪綵祝福。 

（上圖）諸位領導為新聯新會所剪綵祝福。（左圖二）本會理事長林

育慶博士與該會會長蔡永檸，新屆會長黃天從（亦即本會一帶一路委員

會副主任）、趙啟平、王婉貞（亦即本會新聞委員會副主任）合影。 

（右圖二及右圖三）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諸領導合照。 

（下圖）本會諸領導、新聯各位領導、貴賓合照。 

 

商总十月十八日举行 

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本会主办，泉州木雕艺术研究会、泉州百宏书

画院承办的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女士，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先

生「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式，订于10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本會

一楼展厅举行开幕剪彩仪式。展期三天即自十八日至二十日每天上午九

時至下午五時，机会难逢，希華社愛好藝術人士，万勿错失观赏良机。 

本会邀约大家届时光临观赏。 

 

施良兼先生為母祝壽 

捐商總一座農村校舍 

 

菲華商聯總會訊：旅菲臨濮總堂秘書長施良兼先生令慈母施洪美霞

女士近月九秩榮壽，為表達孝心，並關懷本國貧瘠地區教育之扶助，特

節糜奢，捐本會一座農村校舍。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

謝忱。 

圖為：本會名譽理事長施文界博士代表施良兼先生將支票遞交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眾領導、福利委員會成員陪同接受。 

 

 

 

 

 

 

 

 

 

 

 



商总十月十八日举行 

世博会金奖雕刻大师张红苹 

中国关公绘画第一人曾成聪 

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本会主办，泉州木雕艺术研究会、泉州百宏书

画院承办的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大师、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画

家『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式，订明天（10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假本會一楼展厅举行开幕剪綵仪式。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將在主持剪綵禮並致開幕詞。 

中国大使馆董洪亚领事、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陈祖昌、中

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等贵宾将分别致词。

展期三天即自十八日至二十日，机会难逢，万勿错失观赏良机。 

张红苹大师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传统工艺青年大师、国家

一级/高级技师、省民间工艺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泉州市

第三层次人才、泉州市“三八红旗手”、泉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泉州工匠、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鲤城区文化产业领头人、

泉州木雕艺术研究院院长。 

张红苹大师擅长历史人物雕刻、各种随形设计、敦煌矿物彩绘及大

型寺庙佛像制作。屡次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奖，代表作“出浴”获工艺美术

“争艳杯”金奖; “敦煌--吉祥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获哈萨

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金奖; “海上女神（妈祖）”被选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展览并收藏; “道济禅师”获得第六届中国木（竹）雕展金奖，本人

并获得中国木（竹）雕金雕手称号。2018年9月参加第三届丝绸之路（

敦煌）国际文博会，“盛世敦煌”系列作品荣获最佳创意奖，孙春兰副总

理接见她并对其力作“盛世敦煌”给予很高评价，称张红苹为难得一见有

灵性的女艺术家。 

泉州市木雕艺术研究院于2015年由张红苹院长创办，2016年被泉州

市政府授牌，同时列为鲤城区重点文旅企业，研究院积极推进以技术创

新为核心的全新理念，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并围绕行业发

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的模式，汇聚书画、玉器、陶瓷、寿山石、石雕、木

偶等中国传统艺术家的创作，以中国传统艺术为主题，建立大师工作室

、创意工坊、木偶博物馆和实训教育基地，与多所高校、研究院达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让中国海丝文化的木雕艺术远播海内外，同时也将多

国艺术元素融入到研发创作中，真正做到对文化艺术的传承、探索及理

论创新。 

曾成聪画家1961年出生于福建晋江，1982年毕业与福建师范大学，

20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新伦人物画高研班，其主要作品有公



关、达摩、罗汉、观音、茶道等宗教人物画系列，作品收录于“中国画

家大词典”，关公人物画作品先后在新加坡、菲律滨、香港、马来西亚

、河南洛阳、深圳、台湾展出，其中如台北国父纪念馆等，作品深受海

内外政要、侨领及名企业家的珍藏及喜爱，其中有台湾前立法院院长王

金平、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海基会会长林中森、马来西亚新山市市长阿

都拉欣等，多次受邀参加各大媒体专访，中国有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

水墨丹青”，中央电视台福建制作中心专访，泉州电视台大型人物专访“

咱厝人”纪录片，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评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

、福建东南电视台等，台湾有中森、台视、华视等电视台，被媒体成为

“两岸公关绘画第一人”、“中国关公绘画第一人”及“八闽公关绘画第一

人”等。 

曾成聪画家现任职位有中国国家一级美术师、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集美大学美

术学院客座教授、台湾艺术研究院院士、泉州市百宏书画院院长泉州丰

泽美协副主席。 

本会诚邀大家届时光临观赏。 

图为联展作品和曾成聪画家、张红苹大师照片。 

 

 

 

 

 

 

 

 

 

 

 

 

 

 

 

 

 

 

 

商總地區諸領導敘首世紀 

歡聚交流心得許漢昌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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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十月十五日（星期二）

中午假座世纪海鲜酒家聚

餐，交流會務，並探討事

宜及為南呂宋區常務理事

許漢昌慶生。 

是日許常務理事漢昌

作東設筵，全體領導愉快

聚餐。 

上圖全體合照。（恕

不稱呼）前排左起黃巖生

，蕭烱明，王天從，許漢

昌，董事陳德芳，施金城

，許金龍，呂良波。後排

左起董事陈德芳秘书马莉

莲，王藝利，黃沙利，李

口權，陳瑞敏，林楊雪芹

。 

下圖壽星常務理事許

漢昌切蛋糕。 

 

商总组成庞大代表团赴英國 

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十月廿二日於Excel會展中心開幕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會由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率領下，組成三十九位

龐大代表團赴英國倫敦出席“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十月廿二日假

Excel會展中心舉行開幕式。 

十月廿一日活動有：主辦單位負責人接機，本會代表團報到，大

會展覽開幕式，來賓參觀展覽，中英商務交流活動及歡迎儀式暨貴賓晚

宴。 

十月廿二日有：繼續參觀展覽，接著“第十五屆世界華商大會”開

幕式，領導人致開幕詞並簽約儀式。下午有：平行分論壇—解析百年大

變革，展望華商與世界。—“一帶一路”與世界華商機遇。—工業4.0時

代的華商科技創新之道。—華商全球領導力-貢獻與傳承。—投資英國



，放眼歐洲。—職業女性與未來商業趨勢。—國際視野與教育合作-大

健康—生物科技與傳統中醫。 

（圖）本會諸位領導出席各項活動之合照。 

 
 

 
 
 

 
 
 

 
 
 

 
 
 

 

 
 

 

 

 

 

 

 

 

 

 

 

 

 

 

 

 

 

商总组成庞大代表团赴英國 

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十月廿一日抵倫敦國際機場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會於十月廿一日組成三十九位龐大代表團

赴英國倫敦出席“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华商大会是两年一度

。本届主办单位为英国中华总商会，主题为“世界新格局、华商新机遇

”  。本届论坛设有主论坛和八个分论坛，其内容涵盖华商与“一带一

路”华商、华商与科技创新、华商全球领导力、投资英国和欧洲、女性

与商业、教育与国际视野、生物科技与中医等全球关注话题。 

据主办方介绍，英国华商组织2017年成功获得第十五届世界华商

大会主办权。此前一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今年首次前往

欧洲。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科技、健康、教育等领域的世

界各地最有影响的华商社团领袖、华人企业家和知名华人华侨，齐聚伦

敦参加此次盛会，寻求商机，并与近百位对话嘉宾谈商论道、分享经验

。 

商总代表团成员有：理事長任团长林育庆博士，名譽理事長任名

誉团长施文界博士、张昭和，副理事長任副团长叶芳枫、林荣辉、施梓

云、王连侨，理事長福利事務兼社會責任助理蔡黎景，董事兼总务洪健

雄、潘振兴，董事兼外交叶应运、林振民，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团员蔡

玉龙、许自更、马荣聪、蒋晓玮、施玉玺、许友忠、王婉贞、施永和、

柯顺庆、王诗沪、吴永坚、施天乙、戴福安、侯泽炎、施辉耀、蔡维新

、施纯午、许泽力、黄淑贤、王世民、陈亚利、王良镇、施永利、陈峙

成、洪瑞萱、施金山。 

（圖）商總龐大代表團抵達英國倫敦國際機場。 

 

 

 

 

 

 

 

 

 

 

总检察官为新入籍者主持宣誓入籍仪式 

商总诸领导应邀参加并且见证庄重时刻 

    菲华商联总会讯：新一批获准归化入籍外侨于十月十五日（星期二

）下午二时，在嗎加智市总检察官办公楼（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九楼Padilla Hall，宣誓正式入籍成为菲律滨公民，由总检察

官Solicitor General Jose A. Calida亲自主持宣誓仪式。获批准入籍者共

达十六人，大部分由本会协助申办手续。 

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和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理事

长林育庆博士指示下，于是日应邀前往观礼，共襄盛举。 

宣誓仪式简单而隆重，每位申请获批准入籍者穿着端庄的菲律滨

礼服，读完宣誓词後，分别与总检察官合影留念。 

本会一直以来都鼓励本地土生土长华人应通过第九三一九号共和

国法令（RA9319），申请归化入籍，成为菲律滨公民。商总外交委员会

协助过不少申请归化入籍的本地土生土长外侨，经过细心审查应交文件

後，全部在短时间内获批准。申请者大部分为在本国各大专院校求学的

大学生，他们通过申请入籍获得菲律滨国籍，在毕业後参加政府会考，

均以优越成绩获取律师、医生、建筑师、牙医、会计师等专业执照，而

能学以致用，为本国贡献他们的专业知识。 

本会再次呼吁在本国出生并毕业于本地中、小学的年满十八岁中

国籍大学生，尽量争取通过第九三一九号共和国法令，申请入籍融入主



流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菲律滨公民，履行应尽的责任，对菲律滨经济

作出贡献。 

（上图）总检察官Jose A. Cadila亲自为新一批获批准归化入籍外侨

主持宣誓仪式。（中图和下图）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和董事

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与新一批归化入籍华人和外籍人士合影。 

 

商总配合甲美地省Silang社 

为当地病患提供义诊施药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应菲国警计顺省办事处

邀请，配合其于九月廿四日（星期二）上午，在甲美地省Silang社San 

Vicente 1 描笼涯 Sitio Mulawin小区，为当地病患提供义诊施药服务，

造福邻近一带患者。 

本会今年九月二十日曾向该国警办事处捐赠一批药物，支持該办

事处的义诊活动，为当地病患提供服务。 

  当天义诊由当地义诊队主持，惠及病患四百八十人。当地警长

PBGen Edward E. Carranza准将和描笼涯人员在场提供协助。 

（上图）当地病患等候接受义诊。（左下图）为牙患者拔牙。（右

下图）为义诊进行情况。 

 

僑商許友清賢伉儷慶祝華誕 

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 
捐馬尼拉華助中心護僑五萬 

 

菲華商聯總會／馬尼拉華助中心訊：商總財經主任許友清令子女

為家嚴、家慈施美莉賢伉儷於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半假青山

區富臨魚翅海鮮酒家，欣逢七秩晉三、七秩雙壽榮辰之慶，向商總獻捐

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菲幣十萬元，以協助本國華文教育之推展，同時亦

獻捐菲幣五萬元予馬尼拉華助中心，以協助護僑工作。仁風義舉，殊堪

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商总组成庞大代表团赴倫敦 

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 

十月廿三日乘車參觀倫敦市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組成三十九位龐大代表團



赴英國倫敦出席“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繼報十月廿三日（星期三）

各項活動行程。 

出席代表團從早上七時乘車參加一日游，主辦單位安排參訪羅斯

柴爾德莊園、參觀西敏寺、大笨鈡、倫敦眼、特拉法加廣場、唐人街、

國家畫廊、11點白金漢宮士兵換岗、大英博物館及海德公園。 

下午五時出席“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閉幕式，有領導致閉幕

詞，主辦方致答謝詞，交接旗儀式、下屆大會主辦方推介和節目表演及

閉幕晚宴。 

（圖）本會諸代表參觀唐人街、11點白金漢宮士兵換岗。 

 
 

 
 
  

 
 
 

 
 
 

 
 
 

 
 
 

 
 

 
 

 

 

 

 

 

 

 



商总配合吗拉汶商会 

在Panghulo描笼涯义诊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配合吗拉汶商会，于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在吗拉汶市Panghulo描笼涯，为邻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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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鹏牙医博士参

与服务。 

        吗拉汶市Panghulo描笼涯官员、吗拉汶商会诸领導、嗎拉汶文化書

院校友會提供协助。 

        本会社会责任副主任吴良顺、陈清雷，理事许焕东医师，劳工共同

主任施嘉年，财经理事张锦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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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牙患者九十三人拔牙，并分发一百三

十五副老花眼镜。 



        （左上图）义诊宣传布条。（右上图）分发药品。（        左图二）本

会财经理事张锦兴发表讲话。（右图二和左图三）本会领导、嗎拉汶文

化書院校友會、吗拉汶商会诸领导、义诊队人员等合影。（右图三）病

患等候接受义诊。（下图）义诊进行情况。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新屆就職 

蔡美倫捐商總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五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於十月廿五日（星

期五）下午七時假座東海皇宮大酒樓舉行慶祝成立九十六週年紀念暨第

九十吉連九十八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該團名譽理事長亦即本商總社

會責任副主任洪肇堅先生，新屆理事長蔡美倫先生，本會副理事長施偉

廉先生代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任嘉賓應邀出席祝賀並致詞嘉勉。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新任理事長蔡美倫先生為支持本會

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以扶持華文教育，特捐獻菲幣五萬元。仁風

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左圖）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致詞祝賀。（右圖）副理事長施

偉廉先生接受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新任理事長蔡美倫先生獻捐

支票暨諸領導合影留念。 

 

 

 

 

 

 

 

 

 

 

 

 

 

菲华商联总会成功举办 

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剪綵式 

 

        菲华商联总会讯：由本会主办，泉州木雕艺术研究会、泉州百宏书

画院承办的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大师、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画



家“艺术之光联展”开幕式，于10月18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假本会一

楼展厅举行剪彩仪式。中国驻菲律滨大使馆董洪亚领事、本会理事长林

育庆博士、菲律滨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陈祖昌及菲华社会各团体多位

领导出席开幕活动。 

        首先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欢迎词。林育庆博士说，“菲华商

联总会虽然是一个商业团体，但对文化艺术等事业也十分重视，一直以

来都积极参与相关活动。中华文化精深博大，历经五千多年的演进，是

世界公认的最优美古老文化之一，海峡两岸将这种优美文化发扬光大的

过程中，都分别作出很大贡献。今天举办的这场艺术联展意义重大，一

方面弘扬中华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唤起华人对自己文化加以重视，使充

满商业气氛的菲华社会，能增加一份文化和艺术的氛围。 

         继由董红亚领事代表中国驻菲大使馆致词。董洪亚领事对此次艺

术展表达真挚祝福，并对商总年复一年为菲中两国艺术及文化交流作出

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肯定与赞许。董洪亚领事鼓励多让菲律滨当地民众

参观此次艺术展，将有益于菲律滨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进一步了解

中国艺术及文化历史。 

        接下去由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亦即本會參議委員陈祖昌、

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和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分别致词。 

        张红苹和曾成聪两位大师分别向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菲律宾宋

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陈祖昌、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执行副理事长施永昌

赠送纪念品。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亦代表本会，向张红苹和曾成聪两

位大师赠送纪念品。 

        最後为艺术之光剪綵仪式，剪綵嘉宾计有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

庆博士、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董洪亚领事、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

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陈祖昌、菲华

各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蔡志河、本會参议委员李青松、菲律宾晋江同乡总

会名誉理事长黄金盾、理事长李国材、执行副理事长施永昌，本會名誉

理事长卢武敏少将、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许学禹、菲华泉州公会

名誉理事长戴国兴、理事长陈奕鸿，菲律宾香港商会会长洪健雄、菲律

宾福建总商会会长许扁、菲华新联公会会长赵启平、菲律宾福州总商会

会长林伟照、中菲关帝慈善基金会创会会长许谋景、竹林总团理事长洪

肇坚、世界福建青年联合会 ·菲律宾分会会长王荣忠、世界泉州青年联

谊会副会长杨鸿江、林志农，菲中电视台台长施玉娥。展会由本会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司仪。 

        剪綵後诸位贵宾观赏展览作品。当天并备有茶点招待各位来宾。 

        （小图左起）中国驻菲大使馆董洪亚领事致词、本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致欢迎词、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本會參議委員陈祖昌、中

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分别致词、本会秘书

长颜长江博士担任展会司仪。 



        （左图二和左图三）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分别向中国著名雕艺大

师张红苹和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成聪赠送纪念品。（右上图和右图二）

本会领导、诸位来宾與中国著名雕艺大师张红苹、中国著名关公画家曾

成聪合影。 （图四）剪綵仪式。（下图）剪綵嘉宾合影。 

 

 

 

 

 

 

 

 

 

 

 

 

 

 

 

 

 

 

商总配合Kamuning Bakery 

在计顺市Kamuning描笼涯义诊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义诊队应Kamuning Bakery

东主亦即本会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邀请，配合Kamuning Bakery，于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上午，在计顺市Kamuning描笼涯，为邻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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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uning Bakery东主亦即本会董事兼新闻主任李天荣提供协助

。 

本会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安盾，副主任吴良顺、陈清雷、洪聪晓

，理事许焕东医师、洪金铭，办公厅主任林杨雪芹暨职工出席参与帮忙

。 

当天惠及病患四百五十人，为牙患者六十七人拔牙，并分发八十九

副老花眼镜，另一位受李天荣先生邀请的圣诞老人也分发一百副，合计

一百八十九副。 



（左上图）分发药物。（左中图）本会领导与圣诞老人父女合影。（

左下图）病患等候接受义诊。 

（右上图）分发老花眼镜。（右中图）本会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吕

安盾受採訪。（右下图）本会领导合影。 

 

 

 

 

 

 

 

 

 

 

 

 

 

 

 

 

 

 

 

 

Rosita S. Soliman Foundation, Inc. 

捐商總一座農村校舍以扶助本國教育 

   

        菲華商聯總會訊：Rosita S. Soliman Foundation, Inc.於十月二十八

日向本會捐獻一座農村校舍，以扶助本國貧瘠地區的教育發展。仁風義

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廿八、初中卅三屆級友聯誼會 

新屆職員就職獻捐商總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廿八、初中卅三屆級友聯

誼會於十月廿七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座黎剎花園酒店宴會廳盛大

慶祝五十金禧暨廿一屆職員就職典禮，場面浩大，熱鬧非常。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廿八、初中卅三屆級友聯誼會為支持華文教

育之推展，特捐菲幣十萬元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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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社會責任共同主任許煥燃先

生暨諸領導將支票遞交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名譽理事長莊前進，

外交副主任林育緯陪同接受。 

 

 

 

 

 

 

 

 

 

 

 

 

 

 

 

菲中友好協會第廿三屆理事會職員 

亞洲博愛基金會第二屆職員聯合就職 

商總林育慶擔任大會主講人演誨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中友好協會慶祝成立四十四週年暨第二十三

屆理事會、亞洲博愛菲律濱基金會第二屆職員於十月十六日晚假座世紀

海鮮大酒家聯合舉行就職典禮，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大會主講

人演誨祝賀。 

（小圖左起）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監誓員亦即本會名譽副理

事長莊金耀，亞洲博愛菲基金會監誓員柯清淡代，主席名譽理事長李平

洲，新屆理事長亦即本會理事長顧問王孝等由楊維文代致詞。菲律濱華

裔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洪玉華，菲中友好協會執行副理事長／亞洲博愛

菲基金會副會長施碧波致謝詞，介紹主講人菲中友好協會副理事長陳祖

從博士，介紹主賓席嘉賓副理事長黃華堂。 

（左圖二）監誓員亦即本會名譽副理事長莊金耀為新屆職員主持

監誓。（右上圖）見証新舊屆理事長移交印信。（圖三）大會贈送本會理

事長林育慶博士感謝盾。（左圖四和圖五）主賓席諸位領導。（右圖三及



圖四）本會出席諸位領導。（下圖）該會新屆職員與貴賓大合影。 

 

 

 

 

 

 

 

 

 

 

 

 

 

 

 

 

 

 

 

 

 

 

 

 

 

 

菲律濱國風郎君社新屆職員就職典禮 

吳良順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律濱國風郎君社於十月廿七日（星期日）晚

假座富華麗酒家（Macapacal Ave.）舉行慶祝第八十四連八十五屆職員

就職典禮，當晚高朋滿座，熱鬧非凡。本會由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代表

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出席致詞嘉勉。 

該會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社會責任副主任吳良順先生為支持本國

對華文教育的支持，特獻捐菲幣十萬元予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 

社會責任副主任吳良順先生於十月廿六日菲華石獅睦鄰聯鄉總會

舉行慶祝成立四十六週年暨第廿四屆職員就職典禮，同時也獻捐挽救華



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表揚，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菲華新聯公會成立卅八週年暨新屆理監事 

菲律濱中國新聯總商會成立四週年暨新屆 

洎青年、婦女、新聯民樂團聯合就職典禮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應邀為嘉賓並演誨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華新聯公會慶祝成立卅八週年紀念暨第三十九

連四十屆理監事、菲律濱中國新聯總商會成立四週年暨第五連六屆職員

洎青年委員會第五屆、婦女委員會及新聯民樂團第六屆於十月十三日（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馬尼拉大酒店隆重聯合舉行就職典禮。 

（上小圖左起）菲律賓駐中國大使Hon. Ambassador Jose “Chito” 

Sta. Romana、中國駐菲大使館董洪亞領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分

別致詞。監誓員名譽會長林金山訓誨，大會主講人名譽會長吳榮德演誨

，大會主席名譽會長蔡永檸致詞，新屆會長亦即本會一帶一路委員會副

主任黃天從致詞，新屆會長亦即本會新聞委員會副主任王婉貞致謝詞，

新屆會長趙啟平介紹主講人。 



（左圖二）見証新舊屆移交印信。（左圖三及圖四）諸領導歡聚於

筵席之中。 

（右上圖）董洪亞領事、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新屆會長趙啟

平合照。（右圖二至圖五）主賓席諸領導合照。（下圖）嘉賓們與全體職

員大合照。 

 

華華石獅睦鄰聯鄉總會新屆職員就職 

吳良順捐商總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元 

 

菲華商聯總會訊：菲華石獅睦鄰聯鄉總會於十月廿六日（星期六

）晚假王彬大連酒家舉行慶祝成立四十六週年暨第廿四屆職員就職典禮

，當天場面熱烈，賓主滿堂。由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代表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致詞訓勉。 

該會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社會責任副主任吳良順先生為支持本會

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扶助華文教育，特捐菲幣十萬元，以示關懷

。仁風義舉，殊堪表彰，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圖：該會新任理事長亦即本會社會責任副主任吳良順先生遞交献

捐支票於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諸領導陪同合影。 

 

 

 

 

 

 

 

 

 

 

 

 

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成立卅三週年暨 

第十六屆、基金會第七屆董事就職典禮 

商總施偉廉應邀為大會主持監誓並嘉勉 

   

       菲華商聯總會訊：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慶祝成立卅三週年紀念暨

第十六屆、華人區義診醫藥基金會舉行慶祝第七屆董事於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座豪門鮑翅海鮮酒家職員聯合就職典禮，慶典嘉



賓雲集，熱鬧異常。 

（上小圖左起）監誓員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代表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祝賀並訓誨，監誓員菲華各界聯合會副主席蔡永檸訓誨，大會主

席行政主任（現任名譽主任）吳婷婷牙醫博士、新屆行政主任郭遠觸分

別致詞，副行政主任顏德慶致謝詞，名譽會長高振東醫學博士介紹第十

五屆兩年內義診贈藥活動概況，委員姚明藝任司儀，禱告許寶珠牙醫博

士。 

（左圖二）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先生為該會新屆職員主持宣誓。（

左圖三）該會向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頒送感謝狀。 

（右上圖）本會副理事長施偉廉見証新舊屆行政主任移交印信。（

右中圖）副理事長施偉廉與該會新舊屆行政主任合影。（下圖）貴賓與

全體職員合照。 

 

 

 

 

 

 

 

 

 

 

 

 

 

 

 

 

 

 

 

冒充商总大量订货两疑犯落网 

商总奉劝商家要有提防心警惕 

         

        菲华商联总会讯：本会近些日子有接到多通电话，询问我们是否有

订购大批货物。这些货物价值菲币四十万以上，分别有电脑、冷气机、

各种器材、食品、日用品、药物等。订货者大部分是假冒本会高层领导

的名义去订购，有关商家认为事有蹊跷，所以才打电话来向本会核实。



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用电子邮箱把采购订单的样本传给本会核实。本会

经过核对后，确定签名是假冒的，所以有关商家没有上当。 

        但是也有几间商家并没有向订购者的有关资料进行核实，经过各自

销售部批准后，允许买家提货，及用公司支票以及银行经理人支票（

Bank Manager's Check）付款。当他们要兑现这些支票时，才发现是假

冒的。这几间被骗商家也前来向本会核实支票的真伪，当知道是被骗后

，他们都願配合本會前往国家调查局（NBI）投诉，经过该局的布局才

破案，终于在10月18日成功把两名诈骗嫌疑犯捉捕归案。 

        前几个星期，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因担心会有更多商家受骗，所

以对这钟诈骗案非常重视，于是指示本会副理事长兼外交督导林荣辉和

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多加注意此类案件的发展，而且专门安排人员

关注商家的查询。同时奉劝商家们千万不要为了拼销售业绩而随便接受

来路不明的订购，要严格要求买家提供税务局的登记手续。尤其是第一

次的交易，更应要求买家以现款支付，若用公司支票，也应先经过银行

兑现。如果是用银行经理人支票（Bank Manager's Check），则要让买

家先把该支票的样本通过电子邮箱传过来进行核对。 

       骗子的一般诈骗手段，都是利用将近週末的时候才进行订购，然后

在星期五下午银行办公时间过后，或者星期六银行没有办公的时候才前

往提货和付款，以使商家无法向银行查询。此外，他们全都要求自己提

货，而且都是急着想要尽快取货。本会奉劝商家要有提防心，随时提高

警惕。 

        左上图国家调查局副局长Ferdinand Lavin盘问两名嫌疑犯。 

        左下图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在国家调查局提醒大众要小心提

防受骗。 

        右上图和右下图国家调查局副局长Lavin通過媒體向大众宣布抓捕

两名嫌疑犯。 

 

 

 

 

 

 

 

 

 

 

 

 

 



商总、各界联合华社各团体 

为赵鉴华大使主持惜别晚会 

 

        本市讯：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联合华社各团体，于10月

28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假座东海皇宫酒家，为即将离任回国荣陞的

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阁下举行惜别晚会。是晚出席的华社各团体领导和

代表多达数百人。 菲华商联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菲华各界联合会指

导员陈永栽博士担任大会名誉主席，菲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陈俊礼和菲

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鸿分别担任大会主席和共同主席，各界秘书长蔡

辉煌担任大会司仪，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介绍入座主宾台的各团

体领导。 

        大会由名誉主席陈永栽博士宣布宴会开始拉开序幕。接着全体起立

，唱菲中国歌，继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介绍主宾席贵宾。 

        大会主席菲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陈俊礼致词表示，赵鉴华大使是位

学识渊博，精明能干，有魄力的资深外交官，自上任以来，一直地为促

进菲中两国友谊，以及商贸合作等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 

        陈俊礼主席表示，赵大使心怀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在其任内创设

“大使奖学金”，以鼓励对华文教育的辅助及推广，使我们非常佩服。 

        他说，在菲中南海争端问题上，自杜特地总统上任以来，得到良好

的共识，便是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共创真正的和平共赢。在这方面，赵

大使以他的睿智，为新的合作机能贡献卓越的正能量。 

        赵鉴华大使致词说，『我任驻菲律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已经有

五年半时间。在这期间，几多风雨几多彩虹，中菲关系发展中每一次的

曲折艰难，都有你们的支持，每一次成功喜悦，都有你们的付出。过去

三年多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地总统的引领下，中菲关系经转圜、巩

固和提升，目前已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两国政治、经贸、文化等各

方面交流与合作，全面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共

同见证许多可以在中菲交往史上彪炳史册的历史性画面。告别之际，虽

有伤感，但能够亲身经历这一历史过程，在其中做一些具体工作，我自

己感到十分光荣和欣慰。 

        中菲关系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广大旅菲华侨华人的辛勤耕耘和持续贡

献。菲华侨界长期以来维护华社权益，促进华社团结，积极融入菲主流

社会，支持菲律滨国家发展以及推动中菲友好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在此，我要对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所有旅菲侨胞们表示最衷心的

感谢。 

        中菲友好合作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需要我们继续共同维护，精心

呵护，全力推进，希望你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抓住新时代赋予的大好

机遇，继续一如既往地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好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加强交流合作的桥梁

和纽带，为促进中菲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大会共同主席各界主席杨华鸿致词表示，赵鉴华大使工作勤勉，精

力充沛，待人和蔼，知识渊博，时刻不忘党和国家的重托，以发展中菲

友好关系为己任，尽职尽责做好华侨工作，努力践行“以人为本，外交

为民”的宗旨，是新时代务实亲民中国外交家的典范。 

        赵大使在菲国履职的六年时间里，菲中两国关系经历转圜，巩固和

提升历史性过程，任内成功实现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

对菲律滨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时多次陪同杜特地总统对华友好访问；



任内推动菲中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

与菲律滨大建特建计划对接，同时推动签署为数众多的菲中经贸协定和

投资意向，为促进菲中两国人民友好和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积

极贡献。 

        聚餐期间，商总和各界分别向赵鉴华大使赠送感谢状。菲华社会各

团体领导和代表也分别与赵鉴华大使合影留念。 

        惜别晚会的气氛温馨感人，大家都非常珍惜与赵鉴华大使的聚合。

晚会到晚间十点左右圆满结束，大家带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向赵鉴华大

使道别。 

        （小图左起）赵鉴华大使致词，大会名誉主席陈永栽博士宣佈宴会

开始，大会主席商总副理事长陈俊礼和共同主席各界主席杨华鸿分别致

词，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权介绍主宾台贵宾，各界秘书长蔡辉煌担

任大会司仪。 

        （左图二和三）商总和各界诸领导分别与赵鉴华大使向全体出席来

宾敬酒。 

        （右上图）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阁下，大会名誉主席商总永远名誉

理事长、各界指导员陈永栽博士，大会主席商总副理事长陈俊礼，大会

共同主席各界主席杨华鸿入座主宾台。 

        （图四和图五）商总和各界诸领导分别向赵鉴华大使赠送感谢状。 

        （图六和下图）商总和各界全体出席领导分别与赵鉴华大使合影留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