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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慶董尚真許經旋任嘉賓觀察印尼黃印華點評總結李開盛
〈菲律賓大選與華人命運＞ 華社領袖精英討論專場 2 本週六播出第8集」
菲華如何看待馬可斯和阿奎諾母子兩個政權又怎樣面對可能勝出的小馬可斯政權？」
本市訊: 前參議員小馬可斯和納卯市長
莎拉。杜特地將在2022年的全國選舉中聯合
競選總統和副總統職位。
社會氣象站(SWS)最新委託民調結果顯
示，小馬可斯是2022年總統選舉的選民的首
選, 小馬在社會氣象站10月20日至23日的民調
中獲得47%的支持率，居次的是副總統羅布
雷多18%。小馬可斯莎拉竞選聲勢浩大，他
們在明年大選是否稳操勝算？小馬可斯會為
父親老馬平反嗎？菲律賓人會如何看待？華
社要怎樣應對？可以説，若没有老馬放寬入
籍，就没有今天菲律賓華人的盛世，華人應
該怎様看待老馬的“恩德”？又如何評價他
20年執政的成敗？
＜華商縱橫傳媒＞很榮幸邀請到菲律賓
華社幾位傑出的領袖精英, 以下是嘉賓簡介:
1.菲華商聨總會（商總）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
具有很強領導能力，以及忠誠、服從、
忍耐和慷慨大方等四大美德，由其經營的西
嶺集團的每一項事業都能取得成功。率領林
家向武六幹、甲美地、加牙淵、依莎未拉、
岷多洛、武運、東納卯和內湖等地捐建70多
座校舍，以及向菲律賓總醫院和多家孤兒院
慷慨捐款。曾隨團陪同菲律賓多位總統到多
個海外國家作國事訪問，其中包括美國、日
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
萊、韓國、中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地。
受邀成為各項研討會和社會團體的資源和主
講嘉賓。
林育慶博士目前是Sterling Paper Group of
Companies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集團將從
事經營業務，業務計有紙簿製造、進口和配
送中心學校暨辦公室文具、家具、零售、傳
呼、房地產和農業。以下為該集團的旗下公
司* Sterling Paper Products Enterprises, Inc.*中央
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Expressions 文具店 Inc.*
S.P. Properties, Inc.* SL Agritech Corporation*
Sterling Global Call Center, Inc.* LSL 公司* SL
雜交水稻研究中心 Inc.
成就:
* 2019年獲菲律賓總統杜特地生日頒獎
禮榮譽勳章，對調查貢獻社會表示 * 2018年
圓滿土壤開墾者獎.* 2017年獲Letran學院授予
商界青少年青少年獎* 2017年獲雜誌“亞洲人
物雜誌”頒發年度人物獎* 2016年亞太企業精
神獎得主（最微型個人）農業生產* 2015年社
區商業獎得主優先整合領域類別--農產* 2016
年亞太企業獎得主（最有前途的精神創業）
農業生產* 2013年亞洲執行長獎入圍者* 2011
年的老闆：商界英雄暨菲人的抱怨，由菲電
信電話公司（PLDT）授授* 2009年6月21日
在世紀公園酒店獲全國母親節基金會法人授
予烏里朗阿瑪部門工商獎獲得者。（模範父
親奨）* 成為由安永授授的“2005年度企業
家”的入駐者* 2004年Silver Anniversary Agora
for Entrepreneurship Category得主，由菲律賓
營銷協會授授* 獲美國的American Biologigal
Institute, Inc. 週一Contemporary Who's Who第二
版本* 2004年9月，湖南省的國家牽涉研究中
心中國成功研究西嶺系列牽涉，向其授授不
成狀2* 2004年5月，農業部對其在菲成功研究
傳播了自己的貢獻，向其見證了演講狀* 2003
年 6 月 9 日獲頒獎晚會授授 Jose P. Rizal 獎，
肯定其在管理暨金融領域的表* 2002年12月
23日，獲Aurelio Periquet, Jr.基金會授授第5屆
Aurelio Periquet, Jr.企業領導力支柱類獎，表
揚其領域成就商界領袖之一* 2003年4月3日，
獲內湖省帕格桑社社三世歸屬“發酵內省帕
格桑詹”鑰匙社的榮譽，揚其所屬社的湖北
長表生產方面貢獻貢獻民”證書，揚其市的
大力幫助和巨大貢獻，特別是在該市的教育
項目方面，捐贈建校舍和在當地興建最大工
業園，向當地許多民眾提供生活機會* 2003年
9月24日，獲東納茂巴奈班奈社頒發“菲律賓
東納省茂巴奈班奈社榮譽社”民證書，揚其
對促進耕種技術現代化和促進當地農民表生
產農業種植，增進他們的經濟活動
參與商會及民間社團:
2020年：菲海岸警衛隊輔警隊少將,20172019：準將（地區特別方案顧問）菲律賓農

業、林業暨天然資源研究報告2005-2010 : 個
性界代表.菲律賓商業世界2004-2006：食品安
全主任委員會,2009-至今：農業委員會農業主
管.菲律賓文具商會1996-現狀：諮詢委員, 菲
律賓紙冊製造廠商會2000-現狀：諮詢委員.菲
律賓紙業商會1992-現在：菲律賓文具商基金
會1994-現任：董事長（Sterling Paper Products
Ent., Inc.）,馬加智商業俱樂部2002-至今：
成員（SL Agritech Corporation）,菲律賓出口
商聯合會1993 年至今：成員（Sterling Paper
Products Ent., Inc.）
* 菲華商聯總會2019-2022 理事長, ,菲華
泉州公會2008-至今名譽理事長：永遠名譽理
事長.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1997年至今：常任
理事,菲律賓工業聯會:2008-至今：成員（SL
Agritech Corporation, Inc.）,菲律賓管理協會
2014年成員（SL Agritech Corporation Inc.）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2003-至今名譽會長,
菲華各宗親會聯合總會2016-現任：名譽主席,
菲律賓西河林氏宗親總會2016-現任：名譽理
事長
2.菲華工商總會/商總名譽理事長董尚真
先生:
祖籍中國福建省石獅，獲馬波亞工程學
院工程設計學士學位，現任菲律賓亞美士戈
集團董事長，曾兼任菲華商聯總會第20、21
屆理事長，菲華商聯總會名譽理事長等社會
公職，被媒體讚譽為“打破堅冰開路人”。
履歷:
生於菲律賓。1964年接管父親創辦的小
型家電貿易批發公司(亞美士戈集團前身)，開
始引進國外先進設備，開展製造業務。1969
年開始涉足地產業務並投資物業。上世紀70
年代中期，帶領亞美士戈集團發展成為菲律
賓擁有相當實力和影響的大型跨國公司。
1976年被選為菲華商聯總會第十二屆副理事
長。1993年3月擔任菲華商聯總會第20屆理事
長。
1993年8月，以商總的名義設宴歡迎應邀
到訪菲律賓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這是商
總自成立以來第一次接待中國政府高層領導
人。1994年初在商總會所歡迎訪菲的泉州市
長林大穆一行。這是商總首次在自己的會所
裡接待大陸的政府官員。這意味著與大陸對
立了40多年的商總終於向大陸打開了友好的
大門。
1994年3月率領陳永栽、施至成、鄭周敏
等一行53人組成的菲華商聯總會東南亞考察
團首次訪問了北京，並得到了江澤民主席的
親切接見。這次考察被媒體稱為是“破冰之
旅”。1996年-1999年任菲華商聯總會第21屆

洪連燈吳蘇茜伉儷令郎及冠之慶
慨捐英園同鄉會獎助學教育基金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月前，本會家聯絡主任連燈宗長、
洪吳蘇茜女士賢伉儷令長郎，亦即家理事長文煙宗長、洪王
敏冷女士賢伉儷令長孫錦鍠君欣逢十六歲及冠之慶，因受疫
情之影響，簡辦相關之慶祝儀式。
家聯絡主任連燈宗長賢伉儷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
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對鄉僑青少年下一代更是關心備
至、愛護有加，者番順應時勢簡辦令長郎及冠慶典，特節糜
費慨捐本會菲幣壹拾萬元，設立『洪連燈吳蘇茜賢伉儷獎助
學教育基金』，藉以嘉惠鄉族囊螢映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
子，獎掖後進，利在當下，功在鄉族千秋萬代！仁風義舉，
殊足欽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華社救災基金向
岷市第五區第789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
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
岷市第五區第789描籠涯，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片

理事長。
1997年1月率菲華商聯總會60多人組成的
龐大代表團，再次訪問北京，並再次得到江
澤民主席的接見。同年11月27日，董尚真以
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的身份，組織全菲華人
華僑社團代表，為到訪的江澤民主席舉行了
盛大的歡迎大會和宴會。
1999年至今擔任菲華商聯總會名譽理事
長、菲律賓工商總會副理事長等職務。
董尚真主要社會公職：
菲華商聯總會第20、21屆理事長,菲華商
聯總會名譽理事長,金融銀行董事
菲律賓雇主聯合會督導,馬尼拉扶輪會會
員,菲律賓董楊宗親總會理事長,菲律賓各宗親
會聯合會常務理事
主要社會榮譽：
獲頒馬波亞工程學院“傑出校友”獎,獲
評菲律“愛心企業家”被媒體讚譽為“打破
堅冰開路人”
3.菲律賓工商總會農漁業部主席許經旋
博士:
許經旋博士目前是菲律賓工商 總會會農
業和漁業部主席，同時，他還是菲律賓共和
國出口發展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成員；菲律賓
出口商聯合會副主席；納米比亞共和國領事
館名譽領事兼菲律賓領事團社會發展集群負
責人。
許經旋博士在過去 50 年的各種業務. 經
驗: 許經旋博士涉及農業機械、工業、醫療和
信息技術設施、教育、醫療保健和房地產開
發以及其他投資。
許經旋博士熱心教育，他也是菲律賓科
技大學ICCP創辦人和董事會主席，堅持平民
化教育路線，且為菲律賓人民提供平民化的
高等教育與職業訓練，為培養熟練的技術人
才。在他以前工作經歷中，曾經任記者，農
業工程師，外交官。
4.觀察員：印尼華裔總會執行主席黄印
華先生:
祖籍福建南安 ,出生於印尼棉蘭市 ,畢業
於印尼蘇北省回教大學醫學系 .印尼國防研究
院研究員 . 現任印尼華裔總會執行主席, 蘇北
省政府對外友好協會統籌主席 ,蘇北省國防研
究院校友會首席顧問 ,蘇北省紅十字會榮譽主
席 ,中國僑聯海外委員 ,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
理事 等職位。促成中國廣東省與蘇北省蒂結
友好省 ,成都市與棉蘭市 ,南安市與民禮市 汕
尾市與日里縣 晉寧縣與卡羅縣友好縣市蒂結
友好縣市。致力於中印尼民間友好交往 , 恢
復斷層印尼華文教育等工作.
5.點評和總结：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

口罩和30個面罩和一批清潔劑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
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五區第789描籠涯主席Adrian Huerta派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
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
會、世界日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
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賓聯會。

華社救災基金向
岷市第五區第765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
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9月8日（星期三）上午，向
岷市第五區第765描籠涯，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片
口罩和30個面罩和一批清潔劑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
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五區第765描籠涯主席Marnie Buluag派遣代表
，前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
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
會、世界日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

題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李開盛博士:
李開盛，1976年生，法學博士（國際
關係專業），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
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國家安全風險評估
創新團隊首席專家。主要社會兼職有上海美
國學會副會長、上海國際關係學會常務理
事、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常務理事、中
國聯合國協會理事、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理
事等。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外交戰略、中
美關係、東亞安全、非傳統安全研究、國際
關係理論史等。畢業於湘潭大學國際關係
（2004年，獲碩士學位）和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國際關係專業（2008年，獲博士學
位）。 2004年6月至2013年4月，在湘潭大學
從事國際關係教學與研究工作，2013年4月
至今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 2016年，擔任
“一帶一路與周邊合作機制”創新團隊首席
專家。 2021年，擔任國家安全風險評估創新
團隊首席專家。
自2013年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以
來，重點致力於區域與國別問題研究工作。
2015年3-9月，受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派遣，
在菲律賓大學亞洲中心訪學。 2016年8-12
月，在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訪學。曾主持國
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美東亞衝突管控機
制研究”，多次赴韓國、日本、美國、菲律
賓、新加坡、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巴
基斯坦、以色列、希臘、摩洛哥、埃及等國
調研。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現代國際
關係》《國際展望》等學術刊物上發表文
章100多篇，出版了《理解中國外交（19492009）——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國家身份探
求》《第三方與大國東亞衝突管控》《遇見
菲律賓：一位中國學者的旅菲散記》等專
著，在《環球時報》及其英文版、《解放日
報》《新民晚報》《中國社會科學報》、The
Korean Times、Philstar等國內外媒體發表評論
240餘篇，曾在東方衛視《環球交叉點》、深
圳衛視《關鍵洞察力》和《直接港澳台》、
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上海衛視《夜線
約見》等節目中受訪或擔任嘉賓
6.主持人：資深傳媒人黃棟星（香港鳯
凰衛視，深圳衛視特約評論員，亞洲週刋駐
菲特派員，環球時報，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華商縱橫傳媒社長）
他們將討論”菲華如何看待馬可斯和
阿奎諾母子两個政權，又怎様面對可能胜出
的小馬可斯政權？”及菲律賓華人發展的問
題。〈香港衛視〉將播出, 海外觀眾可以通過
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 鏈接觀看 (星期六
會公佈鏈接).

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賓聯會。

放勳堂聯宗總會
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濱放勳堂聯宗總會訊：本會訂於公元二零二一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本會所1320 NARRA
STREET TONDO MANILA。 舉行視頻會議，討論關於新屆就
職事宜，屆時恭請正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諮詢委員，撥
出寶貴時間蒞臨會所，以示慎重，若無法來會所者，請開視
頻為盼！

洪文煙王敏冷伉儷孫男及冠喜慶
慨捐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福利金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月前，本會洪名譽副董事
長文煙善友、洪王敏冷善友賢伉儷令長孫男，亦即本會洪諮
詢委員連燈善友、洪吳蘇茜女士賢伉儷令長郎錦鍠君，欣逢
十六歲及冠之慶，因受疫情之影響，簡辦相關之慶祝活動。
洪名譽副董事長文煙善友賢伉儷平素熱心公益、積極
會務、虔誠護持，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者番欣逢令長
孫男及冠喜慶，順應時勢喜事新辦，不忘本董事會之公益福
利，特慨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
義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