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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會館理事長蘇林妙芬、中華會館名譽

主席張立明、張俊彬、台灣總商會理事

長張峰豪、客屬總會主席廖梅林等僑團

首長外，我國駐泰代表陳銘政、泰國前

副總理乍都隆彩盛亦專程出席。

就職典禮首由籌備會主任委員周英

理報告籌備經過，歸功於大家的群策群

力，交接就職典禮方能順利圓滿舉行。

交接典禮，理事長陳三井將圖記及

當選證書交給陳銘政，再由陳銘政交給

余聲清。隨後，陳銘政恭讀總統馬英九

賀詞「睦誼揚聲」；代表處顧問陳志寬

恭讀行政院陳沖院長賀詞「凝聚僑心、

深化團結」、立法院王金平賀詞「開創

新猷」；代表處僑務組長田雛鳳恭讀僑

委會吳英毅委員長賀詞「群英薈萃 造福

同僑」。

陳銘政致詞表示，余聲清數十年

來在僑社僑界，不管是台灣社團或是傳

統僑社九屬會館、各僑團，調和鼎鼐，

政通人和，深受各僑團重視，希望各僑

團首長一秉初衷，繼續支持泰國華僑協

會，泰國華僑協會在余聲清卓越領導

下，持續各僑團密切合作，服務僑胞。

余聲清：服務僑胞大家一起來

余聲清表示，六年前為追求國際

化，與世界各地僑社合作，服務僑胞，

將成立十多年的泰國華夏協會易名為泰

國華僑協會，應邀加入華僑協會總會的

大家庭，成為全球22個分會的一份子。

這六年來，感謝諸位副主席、理事、監

事的通力合作與支持，增進僑團情誼，

致力慈善公益，推展華文教育，促進族

群團結，獲得各界肯定，建立起服務僑

胞的金字招牌。他說他在泰國定居了近

四十年，不管是來自中國大陸，或是台

灣，或是本地土生土長的華人，只要認

同中華文化，自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

一份子，都是海外華僑，希望有更多人

士加入泰國華僑協會，大家一起來服務

僑胞。

陳三井：三連任的重託

陳三井致詞表示，今天是泰國華僑

協會成立六週年紀念，亦是余主席三連

任就職典禮的盛會，應邀偕同黃常務理

事東祥、張國裕組長，代表華僑協會總

▲致贈當選證書，左起：理事長陳三井、駐泰代表陳銘政、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

群英薈萃 造福同僑
余聲清蟬聯盛典 陳三井兼程親賀

▓路華平

就在2013年伊始，泰國華僑協會主

席余聲清蟬聯第三屆主席，1月13日舉

行就職典禮，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

三井特率常務理事黃東祥、秘書處組長

張國裕等三人，專程從台北赴曼谷出席

盛典，與泰國僑界五百餘人共襄盛舉，

為初降新年開啟好兆頭，同時預告著來

年，不管是泰國華僑協會或是華僑協會

總會，將是豐收的一年。

機場華人志工

1月13日，我們一行三人，上午09時

10分搭乘長榮航空BR67班機前往曼谷，

11時50分抵達曼谷。余聲清主席偕同副

主席周英理、郭修敏等三人於空橋與我

們會面，在移民局官員陪同下一起出海

關。郭修敏是曼谷機場義警大隊資深志

工，素與泰國皇家警政署移民局關係甚

佳，因此而得禮遇。後悉，泰國華僑協

會許多成員俱是機場義警大隊志工，輪

流排班在海關服務，贏得泰國皇家警政

署移民局的讚許，由是雙方建立起深厚

情誼，諸多我國官方不宜出面之處，皆

由華人代為協調。

就職典禮僑社薈萃

當日1730出席泰國華僑協會第三屆

主席余聲清就職典禮，原訂席開45桌，

惟因出席人數超過預期而加開至53桌，

以致工作人員只能隨意糊口，余聲清主

席在結束時，特別向工作人員表示歉

意，並擇期再宴請感謝她們。這些工作

人員皆是泰國華僑協會主要幹部的另一

半，她們組成的娘子軍，在每次大會接

待上的出色表現，在在令人稱許。

出席貴賓除了僑社負責人，諸如台

▲泰國僑界參與就職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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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吸收日月精華，或行光合作用，樹

根、樹幹豈能日益壯大？分會又像人體

的一雙手、兩隻腳一樣，它是行動的先

驅。沒有這些分會，總會「服務僑胞、

造福僑社、團結僑團」的宗旨，如何去

落實履行？總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

代，分會與總會的關係，真是血肉相

連，共存共榮、榮辱與共，有如生命共

同體一般，密不可分。

最後，陳三井強調，三連任代表一

種更大責任的付託，同樣也象徵歷史新

頁的開端。余主席以他的聲望和地位，

對服務僑胞、協和僑社、團結僑團做出

更大的貢獻，締造名垂千秋的德業外，

亦誠懇的期許、衷心的盼望，余主席再

接再厲、責無旁貸、登高一呼、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在襄助中華民國經濟建設

方面，在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上，乃至在

發揚中華文化方面以及謀求中華民族的

共同福祉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則在

座諸位貴賓和我本人以及我們總會都將

以余主席為傲，都樂意分享這份光榮。

接下來，分由僑團首長致詞，一致

讚揚余聲清對泰國僑界的貢獻，尤其是

對清萊、清邁地區華校的全力支援，讓

華僑子弟接受中華文化的薰陶。

余聲清為感謝副主席及理事、監事

的支持，特致贈每位「惠我良多」鑲框

銘牌。

黃東祥：盼泰華青年回台讀大學

黃東祥也藉此場合，將受夏誠華、

查重傳兩位之託的名片遞交余聲清，也

帶話說年內他們兩位要到泰國招收僑生

到台灣讀大學，屆時希余主席能助他們

兩位一臂之力。因為夏、查兩位分別在

中原大學及玄奘大學任教，負有廣招國

際學生或僑生到台灣讀大學之重任。台

灣少子化的影響，對大學教育的衝擊逐

步顯現。

餘興節目，由切下代表六週年的

六層大蛋糕揭開，泰華合唱團連唱兩首

美國民謠「翠堤春曉」及「卡布利島」

▲拜訪泰國中華會館，主席許茂春（第一排右六）率同仁歡迎。

會，從台北遠道趕來參加慶典，感到十

分榮幸。今晚從出席貴賓的踴躍、場面

的熱烈盛大，親眼見證了泰國僑界同心

協力、精誠團結的一面，特別感動！

接著說，有人認為移民就像是把

一棵已經長成的樹連根拔起，移種到另

一塊陌生的土地一樣。又說，移民也像

是把鹹水魚丟到淡水裡一般，兩者恐怕

都不容易存活。但不管環境多麼惡劣，

我中華民族適應新環境的卓越能力，已

經在世界各地每一個角落，為自己開創

出一片嶄新的天地來。他們不再是飄

泊的鳥，也不再是流浪的蒲公英，更

不再是花果飄零無根的一代。從華人在

全世界，特別是在泰國融合成功的例子

看出，華人與其他民族和睦相處的親和

力，已經為當地社會所接納、所肯定。

他們把新土當作舊鄉般熱愛，誠誠懇懇

地安家落戶、落地生根、愉快地融入僑

居地生活的大熔爐裡，在僑居地打拚，

無怨無悔，直到永遠。

陳三井以歷史學者身分推崇余聲

清，他說歷史乃是人類創造的，在歷史

舞台上，人物永遠是啟動風雲的主角。

在座諸位都是創造歷史的主人翁，一部

華人在海外奮鬥打拚成功的歷史，就掌

握在您們的手中，一棒接一棒的完成。

余聲清主席，以他超凡的人格特質、個

人的領袖魅力、果斷決策的作風、廣結

善緣的親和力，不但獲得在地各個僑

團、僑社的推崇，也得到總會的一致肯

定。在余主席的卓越領導下，泰國華僑

協會對服務僑胞、協和僑團、團結僑社

等方面所作的貢獻，有口皆碑。在眾多

分會中一直名列前茅，是分會的楷模。

三連任，代表的是一種肯定、眾望所

歸、深慶得人。同樣象徵著，一種更大

責任的付託。

總會與分會關係

陳三井藉此場合詮釋總會與分會

關係，他說總會目前有22個分會，遍佈

四大洲，分會與總會的關係，不僅僅是

一種精神加盟。它有更重要的時代意義

和密切關係，每一個分會，就是一個據

點，一個前哨，也像「紅花會」所說的

分舵一樣，它是總會的耳目。在網路資

訊發達的今天，分會扮演的就是一種現

代「千里眼」或「順風耳」的角色，廣

泛搜集資訊，反應會員心聲，以彌補總

會的不足。總會與分會的關係，就像一

棵樹的根幹與枝葉一般，相依為命，密

不可分。沒有枝葉的吸收水分，遮風蔽

▲六層大蛋糕，象徵泰國華僑協會成立六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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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泰國中華會館與中華民國悠久的

歷史淵源。不管是會所還是會館都是中

華文化在海外的宣揚基地，尤其是中華

語文中心在泰國推展漢文漢語更是功不

可沒，令人欽佩。他致贈泰國中華會館

甫出版的《吳鐵城近代中國》、《中山

先生與港澳》兩本書，他說秀才人情，

禮輕情重。

余聲清補充說，六年前時任理事長

伍世文曾訪問泰國中華會館，今天是華

僑協會總會第二次訪問，中華會館若有

組團到台北訪問時，一定要拜訪華僑協

會總會。近幾年來，中國僑聯與華僑協

會總會往來頻仍，兩岸涉僑單位情誼深

厚，未來交流將更為密切。最後他希望

中華會館多多支持指導泰國華僑協會。

九十分鐘拜訪，氣氛愉悅，在會館

合照後結束拜會活動。

駐泰代表處

陳銘政代表偕同顧問陳志寬、僑務

組長田雛鳳接待。

陳銘政表示，余聲清眾望所歸三

連任主席，不管是台灣僑社或是傳統僑

社都對余主席為僑社的付出與貢獻讚不

絕口。他秉持著是「外交人員」身分而

非「外交官」的理念，推展僑務與外交

工作，其實僑務與外交是一體兩面，所

以許多場合必須親自參與，若有撞期則

一定向對方坦誠道出，請對方幫忙出點

子，以期兩全其美，像昨晚就職典禮的

同時，有另一場婚禮要主持，所以請對

方體諒僅能證婚無法參與宴會，隨即趕

來主持交接典禮。也因為我們代表處能

為對方著想，也許有一天代表處也需要

對方的幫忙，所以任何場合都親自參

加，而且絕不中途離席，直到宴會結

束。

陳三井感謝陳大使在百忙之中接

待，他說他雖進不了外交界但研究外交

史，瞭解到外交官對國家的貢獻，像曾

紀澤、顧維鈞、陸徵祥、蔣廷黻等，陳

大使辯才無礙，與泰國僑界融合成一

片，僑界人士認為是最沒有僚氣與官架

子的大使，對陳大使推展僑務與外交工

作成效表示由衷欽佩。僑務與外交是一

體的，日前在僑委會開會時對吳英毅說

立委攻擊委員長一年之中有二百多天在

海外，這種批評完全是外行的，辦僑務

本來就要到外面跑，在冷氣房裡是辦不

了僑務的。

▲拜訪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長張峰豪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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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接由敦煌舞「行雲流水」達到高

潮，最後以「梅花」大合唱作壓軸，歷

時四個小時的交接就職典禮，圓滿結

束。

1月14日，在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

聲清、副主席周英理、郭修敏、秘書長

廖長復等四人全程陪同下，拜會五個單

位。

泰國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大樓高懸「熱烈歡迎華僑

協會總會陳三井理事長一行蒞臨訪問」

大紅橫幅，象徵著中華會館歡迎我們到

訪的熱誠。

會館大門右側豎立國父立身銅像，

是國父孫女孫穗芳博士2010年捐贈。這

尊銅像特以國父展讀《三民主義》造型

呈現，至為活潑。

中華會館理事長許茂春偕同名譽理

事長張立明、張俊彬、陳水龍等二十餘

位理監事接待。接待的會議室剛整修完

成，四周擺設全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

書香氣息濃厚。

許茂春說，感謝余聲清主席陪同陳

三井理事長造訪，泰國中華會館的前身

是中華會所，為國父所創立，其目的在

推翻滿清；而華僑協會總會前身是南洋

華僑協會，其目的是號召南洋華僑從事

抗日，兩會創會目標雖不同，但宗旨皆

是尊崇國父中山先生思想。抗日期間，

中華會所高舉義旗，鼓動僑胞回國抗

日，1945年易名為泰國中華會館。隨著

時代的變遷，會館任務也與時俱進，會

務活動日趨多元，以弘揚中華文化傳統

倫理道德為主軸。成立中華語文中心，

教授漢語漢文。創設中山講座，邀請兩

岸三地著名學者主講，弘揚中山思想。

泰國中華會館創立迄今106年來，秉持中

山先生創館理念，以中山先生天下為公

為中心思想，開大門、走大路，為泰華

僑胞服務。

許茂春甫於1月10日就任，這是他就

任以來第一個接待的訪問團，感到特別

的高興。

陳三井說，有幸成為許理事長接

待的第一個訪問團，可說是天時地利人

和。一進會館，見到四庫全書環繞，文

化氣息濃厚。孫穗芳捐贈國父立身銅像

矗立於正門，蔣中正銅像聳立於正廳，

▲拜訪駐泰代表處，左起：泰國華僑協會秘書長廖長復、本會常務理事黃東祥、主席余聲清、代表陳銘政、
理事長陳三井、副主席周英理、副主席郭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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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基金會」、「文史館」、「陳水龍珍

藏館」，展陳台灣文物照片油畫及泰國

文物，皆極珍貴。

因台灣會館召開理事會議，待90分

鐘離去，前往隔鄰的代天宮。

暹邏代天宮

由台灣會館往暹邏代天宮長約百米

的大道旁，擺置了近百尊的小石獅，稱

為「石獅大道」，當初此路僅規劃六米

寬，嗣經余聲清的堅持，遂改成12米寬

大道，方有今日的「石獅大道」。

我們抵達時，廟方燃放鞭炮歡迎，

接著帶領我們赴三殿獻花上香致敬，陳

三井致贈香油錢，廟方董事長黃呂聰基

代表接受。當晚，台灣會館及代天宮聯

合設宴款待。

1月15日是泰國華僑協會、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與僑團舉行2013年慈善盃高爾

夫球聯誼賽，余聲清特委請副主席周英

理陪同，上午參觀曼谷最著名的地標─

玉佛寺及大皇宮，並招待午餐。下午搭

1710時長榮班機回台北，2150抵達。

結語

余聲清旅居泰國近四十年，事業有

成，投入僑社公益事業，建設華校，捐

款賑災，廣結善緣，台灣僑社及傳統僑

社對余聲清連任第三屆泰國華僑協會主

席一致稱許，實至名歸。拜訪四個僑社

團體中，泰國中華會館屬傳統僑社，台

灣總商會、台灣會館、暹邏代天宮屬台

灣僑社，在當地均極具份量，此行拜會

收穫豐碩。（作者為本會會員）

▲拜訪暹邏代天宮，董事長黃呂聰基（右六）率同仁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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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聲清感謝陳銘政昨晚親蒞典禮會

場，主持交接儀式。中午，代表處設午

宴款待，賓主盡歡。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泰國台灣總商會係由余聲清於1992

年創立的，他20年前的玉照高懸於台灣

總商會會議室。現任理事長張峰豪在百

忙之中接待我們，因為1月15日是台灣總

商會一年一度的慈善盃高爾夫比賽，藉

由台商與僑界人士高爾夫球聯誼賽，籌

募善款資金，以供整年慈善基金會會務

運用。張峰豪表示，創會理事長余聲清

創會時訂下的章程與奠定的基礎，使得

接任理事長循著既定軌跡前進，目前他

是第十屆理事長。余聲清的氣度與胸懷

以及秉持的僑界職場倫理，讓僑界商場

和諧相處。

陳三井說，大家都是一家人，看到

台商在泰國成功發展事業，落地生根，

團結商會力量，成立慈善基金會，回饋

泰國社會，善行義舉令人欽佩。

余聲清表示，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成立之初也是歷盡艱難，經過努力，

從沒沒無聞到現今組織健全，揚名泰國

商界僑界，歷任理事長功不可沒。從商

會轉到僑社，秉持優良的商會文化傳

統，也就是敬老尊賢、謙虛待人、精誠

團結，自然和諧相處。他讚許張峰豪接

任理事長的表現，令商界及僑界刮目相

看。

離去前，大家在「歡迎華僑協會總

會陳三井理事長一行蒞會指導」紅布條

前合影，結束一個小時拜會活動。

泰國台灣會館

泰國台灣會館規模在世界各國會館

中號稱第一，果不其然，走過十幾國家

的華人會館，論規模、論面積都難望其

項背。

一進會館，高懸「熱烈歡迎華僑協

會總會陳理事長三井一行蒞泰訪問」紅

橫幅，台灣會館主席蘇林妙芬偕同二十

餘位理事、監事接待，似乎有回到家的

感覺。在蘇林會長帶領下，參觀台灣會

館「中泰建基慈善基金會」、「春鳳慈

▲拜訪泰國台灣會館，主席蘇林妙芬率（右八）偕同仁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