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20  Saturday  November 20  2021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已故華社領袖黃福清先生
獲追授「年度全球卓越獎」

上圖為已故華社領袖黃福清老先生；杜特爾特總統向大會致辭祝賀。中圖為黃福清令公
子Giovanni Tan發表答謝詞，及黃福清令公子Johann Tan接受菲律賓工商總會會長楊輝戈頒授
“菲律賓國際商會2021 年全球卓越獎”勳章。下圖為在菲律賓工商總會會永遠名譽主席蔡聰
妙大使的見證下，黃福清三位公子接受“菲律賓國際商會2021 年全球卓越獎”獎狀。

菲律賓工商總會訊：已故華社領袖黃福

清老先生，於十月十八日獲第47屆全國商務

大會追授 “菲律賓國際商會2021 年全球卓越

獎”，由黃福清三位公子代表領受。

第47屆全國商務大會十一月十七至十八

日假菲律賓工商總會科技創新中心 （PCCI 

Innovation Center）舉行會議，結合線上線下

同步舉行。十八日圓滿閉幕，並進行頒獎儀

式，杜特爾特總統以視頻為大會致辭。頒獎

儀式由菲律賓工商總會會長楊輝戈大使，菲

律賓工商總會會主席林賀戈，第47屆全國商

務大會主席黃奇昭，“2021 年全球卓越獎” 

頒獎委員會主任描禮拉主持儀式，菲律賓工

商總會會永遠名譽主席、菲律賓國際商會創

會主席蔡聰妙大使線上見證。

黃福清先生，1927年5月5日出生於福建

省安海市，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四。七

歲那年，他在霍亂流行期間失去了母親。在

他父親再婚的同時，他的哥哥們也在他成長

的過程中給予他愛和鼓勵。他周圍都是照顧

他的人，包括他們的家庭傭工、老師和朋

友。他為人話不多，但說的每一個字，都是

體貼入微。他從未忘記自己的根。

從他的出身到他的一生，他為人一直

是他的動力和熱情。數十年來，他在商業和

社會經濟組織中, 他擔任很多僑社要職。他

是一位積極參與振興菲律賓華社的領導人。

為此，他領導了幾個社會經濟組織。他曾任

菲華體育總會、菲律賓武術協會、菲律賓安

海公會、晉江安海揚正校友會、計順市菲華

商會會長、菲律賓泉州晉中校友會、菲律賓

晨光中學、計順市菲華志願消防隊、帕賽西

蘭甘扶輪社。他還曾擔任菲華商聯縂會的執

行董事、菲律賓晉江同郷總會和菲律賓江夏

黃氏會的執行董事。此外他還是菲律賓泉州

公會，Wack-Wack 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董事，

Executive Golfers Club 終身名譽主席。

從他的附屬組織可以看出，黃福清先生

具有人道主義服務、善意和社會行動的心。

他為蓬勃發展的菲中文化社區做出了貢獻，

尤其是在體育和文化方面。

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愛，

因為他深深地表達了對家人、孩子、朋友、

社區等的愛。

作為受人尊敬的領導者，他對菲律賓

華人社區的不懈奉獻以及他在提供卓越客戶

服務和頂級標準方面的辛勤工作和承諾，作

為其業務戰略的支柱，為他的成功鋪平了道

路，因此榮獲第47屆全國商務大會通過授予

此獎。

菲電信業後起之秀黃漢雄
獲頒授「年度全球卓越獎」

菲律賓工商總會訊：菲律賓電信業的後

起之秀黃漢雄 (Dennis Anthony Uy)，於十月

十八日獲第47屆全國商務大會頒授 “菲律賓

國際商會2021 年全球卓越獎”。

第47屆全國商務大會十一月十七至十八

日假菲律賓工商總會科技創新中心 （PCCI 

Innovation Center）舉行會議，結合線上線下

同步舉行。十八日圓滿閉幕，並進行頒獎儀

式，杜特爾特總統以視頻為大會致辭。頒獎

儀式由菲律賓工商總會會長楊輝戈大使，菲

律賓工商總會會主席林賀戈，第47屆全國商

務大會主席黃奇昭，“2021 年全球卓越獎” 

頒獎委員會主任描禮拉主持儀式，菲律賓工

商總會會永遠名譽主席、菲律賓國際商會創

會主席蔡聰妙大使線上見證。

黃漢雄是 Converge ICT Solutions 的聯合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他正在開闢新的道路

並為國家開創光纖互聯網革命。他從中國文

化大革命的 11 歲兒童移民出身，經過多年的

奮鬥，如今成為邦邦牙省的驕傲，因此榮獲

第47屆全國商務大會通過授予此獎。

黃 漢 雄 在 1 9 7 8  年 抵 達 菲 律 賓 後 ， 年

輕的他直接到他叔叔在邦邦牙的Johnny ' s 

Supermarket超市工作。被安排在維修部門，

在那裡他學會了“對接”步入式冷凍機及其

所有螺母和螺栓的所有東西。這激發了他對

機械、技術和電氣方面的興趣，甚至在他高

中畢業之前就電腦學校學習。

後來，他在菲律賓Holy Angel University 

大學獲得了電氣工程理學學士學位。但在此

之前，他還在洛林技術學校學習了無線電通

信和電子課程。當時，Betamax 風靡一時，

他開了一家音像店。黃漢雄還自學如何修復 

betamax ，當遇到困難的情況時，他會將其帶

到青山區。這也導致了他人生的另一個轉折

點。 “當我無法修復某些東西時，我會將其

帶到青山區。

視頻複製業務非常有利可圖，但視頻

監管委員會已經注意，讓黃漢雄意識到他需

要轉型。他清算了當時的資產，他取得了另

一項重大成功，一家名為Angeles City Cable 

Television Network的有線電視公司。他 笑著

回憶道：“我一開始只有 16 個頻道。他們認

為我瘋了。”

賓那杜布火山突然噴發。黃漢雄回憶

說，“在我的有線網絡建設過程中，賓那杜

布火山爆發了。這迫使美國人離開。我們連

接洪奚禮示和巴里巴戈的橋被毀了。最後我

說，是時候了，如果我要離開邦邦牙，大岷

區很多朋友都讓我們住在這裡。但我說，

“我需要建立另一種新的關係。 ”因為如果

你是一個地方的新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你不習慣這個社區。”

黃漢雄沒有離開，而是留在原地。他

分享道：“我們決定不離開，我想推出一些

不同的東西。我想確保這些受苦的人不被拋

棄，所以我以有線電視的形式給他們娛樂。

我還發布新聞，以便能夠了解社區情形。我

說：“當你跌倒時，你不能再跌下去，因為

已經在谷底了。它會在適當的時候上線。 ”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洪奚禮示市建立

基礎設施，甚至將洪奚禮示連接到巴里巴

戈，我們知道如何把我所有的電纜轉移到河

流中區.  所以，最後，我證明了不離開洪奚

禮示是正確的決定，我為當時最需要的人提

供娛樂。”

黃漢雄證明了他擁有真正的大班的獨特

公式：韌性和抓緊機會。最初的有線網絡演

變並催生了現在的 Converge ICT，這是菲律

賓最大的高速固定寬帶運營商，其目標是到 

2025 年覆蓋超過 1500 萬或 55% 的家庭。

黃漢雄比其他任何人都預見到了對光纖

技術的需求，並在其仍然昂貴的情況下對其

進行了投資。考慮到已經完成了他的研究，

這並不奇怪。出於好奇，他是當年參加一年

一度的電纜電信工程師協會（現稱為 SCTE•

ISBE 電纜技術博覽會）的“唯一菲律賓

人”。他 是一位先驅，他是亞太地區光纖到

戶 FTTH 委員會的創始成員之一。

忠 實 於 他 作 為 修 補 的 背 景 ， 他 為 公

司開創了自己的專有技術而感到自豪。他

的“秘方”和另一家他引以為豪的公司是 

MetroWorks ICT Construction, Inc.。他們在菲律

賓引入了微挖溝技術，可以在城市地區快速

部署光纖，並實現更高效的維修。

他將他們的成功歸功於他的妻子 Maria 

Grace，一位 IBM 員工和一名註冊會計師，並

稱他們的合作關係“完美結合”。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公司的發展一直很

順利，雖然沒有百分百完美，但我們學到了

很多。”

據估計，他們現在擁有 28 億美元的淨

資產。但是，儘管這個數字令人瞠目結舌，

但他有話要說，“金錢是次要的。”相反，

將他所謂的每個菲律賓人的“數字權利”變

為現實作為他的個人使命。他重申，“你讓

事情發生，你創造技術來填補菲律賓人的生

活，他們喜歡它，他們從生活中取得成功。

然後你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這就是我正在

尋找的滿足感。”

上圖為 黃漢雄發表答謝詞，及接受“菲律賓國際商會2021 年全球卓越獎”獎狀。下圖
為在菲律賓工商總會會永遠名譽主席蔡聰妙大使的見證下，接受菲律賓工商總會會長楊輝戈
頒授“菲律賓國際商會2021 年全球卓越獎”勳章。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第三區第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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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星期三）上午，向岷市第三區第270描

籠涯，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

片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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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三區第270描籠涯主席

Adora Usero，親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

資。移交儀式由商總董事兼社會責任主

任呂安盾、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董事兼

外交主任亦即宋慶齡基金會稽核/華助副

主任施超權、福利副主任柯順慶、外交

聘任委員劉少強、秘書長助理陳光燦；

菲華各界財政洪珊誼；校友聯主席郭從

願；聯誼會名譽理事長戴國安、副理事長姚

金鎮；新聯公會會長黃天從；華僑工商聯副

會長莊雄彪、副秘書長陳添地等代表華社主

持。

華社救災基金向岷市第四區第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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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星

期 三 ） 上 午 ， 向 岷 市

第四區第555描籠涯，

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

麵、2000片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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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岷市第四區第

555描籠涯主席Richrad 

Serrano派遣代表，前赴

商 總 接 收 該 批 贈 送 物

資。移交儀式由商總董

事兼社會責任主任呂安

盾 、 秘 書 長 顏 長 江 博

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

即宋慶齡基金會稽核/

華助副主任施超權、福利副主任柯順慶、外

交聘任委員劉少強、秘書長助理陳光燦；菲

華各界財政洪珊誼；校友聯主席郭從願；聯

誼會名譽理事長戴國安、副理事長姚金鎮；

新聯公會會長黃天從；華僑工商聯副會長莊

雄彪、副秘書長陳添地等代表華社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