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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華平

由泰國華僑協會主辦之華僑協會總

會全球分會第三屆聯誼大會，2011年10

月14-20日，於泰國首都曼谷隆重舉行，

總會理事長伍世文、邁阿密分會會長王

雲福、費城分會會長陳強、波士頓分會

會長梅錫銳、休士頓分會會長黃泰生、

加西分會會長鄧華一、法國分會會長邵

榮仁、澳洲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紐

西蘭分會會長楊慶熙、日本分會會長李

維祥、舊金山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苹、菲

律賓分會會長甄炳興、蒙特婁分會代表

斯巴黎、多倫多分會代表陸永權以及泰

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等14個分會會長

及代表，近百人出席盛會，大會一致通

過中心議題「團結僑心，開創華僑新紀

元」以及「支持馬英九總統競選連任電

文」，同時通過由澳洲雪梨分會承辦第

四屆聯誼大會。

機場相見歡

原本預定10月14日下午4時30分抵達

曼谷，然因班機延遲起飛，抵曼谷時為

17時30分，較預定時間晚了一個小時，

以致原在機場等待接機的泰國華僑協會

主席余聲清，因須主理當晚外交部宴會

事宜，而於一個小時前離去，由其工作

團隊在海關協助通關及辦理落地簽證，

事後知悉這些工作人員多在泰國海關服

務。這說明了泰國華僑協會成員不僅

風雨故人佛國行
僑協第三屆聯誼大會曼谷紀實

僅是工商業界人士，也有很多是政府中

人，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搭同班飛機一起抵達曼谷機場的，

除了總會人員外，尚有邁阿密分會會長

王雲福、波士頓分會長梅錫銳、澳洲雪

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加西分會會長鄧

華一、日本分會會長李維祥、蒙特婁分

會代表理事斯巴黎、菲律賓分會會長甄

炳興及菲律賓僑領吳民民等。

而先前抵達曼谷的，有休士頓分會

會長黃泰生、費城分會會長陳強、法國

分會會長邵榮仁、紐西蘭分會會長楊慶

熙、舊金山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苹、多倫

多分會代表陸永權等。

下榻的FourWings飯店即為晚宴及

聯誼大會舉行之處，免去往返交通的困

擾，不僅節省時間及交通費用，遇有緊

急事故也可立即處理。

接待人員在旅館大廳迎接，引領報

到，領取識別證及大會手冊。此時，大

雨滂沱，沒想到今年泰國雨季卻帶來了

百年難得一遇的大水災，曼谷市區10月

21日起淹水，連專家也無預估洪水何時

消退。

外交部歡迎晚宴

當晚6時30分，外交部長楊進添委

請我駐泰代表陳銘政設宴歡迎出席第三

屆聯誼大會人員以及泰國僑界人士，筵

4 

開30桌，除了總會及各分會參加聯誼大

會人員近百人外，其餘則是當地華僑會

館負責人及僑團首長，計有中華會館主

席馬勝德、名譽主席莊建模、台灣會館

理事長林炯烈、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張峰豪等，以及泰國華僑協會成

員。300多人的場合，人聲鼎沸，營造出

熱烈而又喜氣的氛圍。這也證明泰國僑

界人士出席外交部晚宴，確能匯集成一

股支持中華民國的堅定力量。

歡迎晚宴上，駐泰代表陳銘政、僑

委會副委員長薛盛華、華僑協會總會理

事長伍世文、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

等人先後致詞。

陳銘政以主人身分，代表外交部

長楊進添歡迎與會的諸位來賓。他說，

泰國遭逢50年來最大的水患，大家冒著

風雨，出席今晚的宴會，可說是「風雨

故人來」，情誼可感。國父曾言「華僑

為革命之母」，一百年前國父領導的十

次革命起義，得自於全球各地華僑先進

們的支持與協助，方能締造創建中華民

國，今天我們在這裡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年國慶，更要感謝所有華僑先進們

過去對中華民國的支持與貢獻。

薛盛華開門見山便說大家生日快

樂，因為建國一百年的十月，全球僑胞

都是壽星。他說，前幾天在台北舉行的

慶祝活動場面非常的溫馨感人，但也由

於活動埸地的限制以致部份僑胞無法參

與，對於這些招待不週之處表示歉意，

他特別提到今年有一個特別團體，那就

是國父革命志士後代回國慶賀團，由政

府邀請曾經協助國父革命推翻滿清的革

命志士的後代，像是陸皓東、黃克強、

秋瑾、居正等志士的後人，回國參訪，

實地瞭解國父「民有、民治、民享」的

理想已經在台灣徹底實現了。最後他幽

了一默說，這個團體十月十日當天受到

華僑協會總會午宴的熱烈款待，幾天前

才在台北碰面的好朋友，今天又在曼谷

碰面，可見世界真的是愈來愈小了。

伍世文首先對飛機延誤而讓余主席

在機場空等，也延誤了晚宴時間表示歉

意。他表示，幾天前一直跟余主席聯繫

泰國的淹水是否對舉行大會有所影響，

余主席保證沒有，大家才能聚在一起，

而這也是大家的福氣。他特別提到，國

父革命志士後代回國慶賀團在雙十節當

天到華僑協會總會訪問，曾告訴他們，

我們如何在台灣推行國父的想理，雖然

大部份都實現了，但仍有繼續努力的空

間，朝第二個光輝的一百年邁進。

余聲清對外交部委託陳銘政設晚

宴歡迎來自世界各地出席聯誼大會的各

位僑胞，表達感激」。他說，有朋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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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薛盛華副委員長、陳銘政代表、伍世文理事長、余聲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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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來，不亦悅乎，今天泰國華僑協會在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十月，邀請世界

各地的分會會長，出席第三屆全球聯誼

大會，感到特別的榮幸，也感謝大家不

辭勞苦，風塵僕僕來到曼谷，致上謝意

與敬意。尤其是泰國目前遭逢大水災，

他到泰國四十年來，第一次碰到這種嚴

重水患，相信泰國政府會妥善解決。聯

誼大會前曾與總會聯繫六次有關水患情

形，在安全無虞下，方請諸位來泰國。

適才陳代表說「風雨故人來」，他則說

「風雨遇貴人」，大家都是泰國華僑協

會的貴客。在泰國的華僑廣義來說約有

1000萬人，然嚴格來說，則有400萬人，

可以說泰國是全球華僑最多的國度，不

管來自廣東、福建或是台灣，都是中華

民國的堅定支持者。

余聲清及陳銘政共同以東道主的

身分，舉杯歡迎與會人員，並以泰國語

「猜」「右」歡呼，為晚宴揭開序幕。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時，大會特以迴轉360

度高解析度相機拍攝，品質清晰，值得

收藏。

伍世文致贈陳銘政金門鎏金壺，表

示華僑協會總會的感謝。

與會分會會長共同獻唱「中華民

國頌」、「明天會更好」打頭陣，復以

「梅花」一曲為壓軸，結束晚宴。

預備會議

當晚十時，伍世文邀集與會分會

會長召開預備會議，確認第三屆聯誼大

會中心議題為「團結僑心，開創華僑新

紀元」以及「支持馬英九總統競選連任

電文」。而有關第四屆聯誼大會由何分

會主辦時，休士頓分會會長黃泰生首先

表示有意願承辦，並以書面資料報告詳

細行程。惟部份會長認為，第一、二屆

聯誼大會均在北美洲舉行，希望能由其

他各洲的分會來主辦，經一個小時的討

論，在法國分會會長邵榮仁表示他在

2012年5月卸任，恐無法承辦之下，最後

決定由澳洲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主辦

而告底定。不過，也有分會表示，若兩

年舉辦一次，本會有21個分會，全部輪

完要42年，實在太長了，建議改成一年

一次，提隔日大會討論。

▲開幕式合影。

聯誼大會開幕式

10月15日，是此次聯誼大會的重頭

戲。泰國華僑協會邀請當地中華會館、

台灣會館、各姓氏宗親聯誼會、台灣商

會等各僑團首長及負責人，計五百餘人

出席。然因受到水災的影響，開幕時，

約僅一半僑團出席，惟至宴會開始時，

幾已座無虛席了。

開幕儀式十時舉行，首先是會旗進

場儀式。泰國國旗、中華民國國旗，接

續總會及各分會會旗進場，每個分會會

旗由分會指定人員掌旗，會長跟隨會旗

步進會場，而未出席分會則由大會安排

人員掌旗。而最後進場的，則是穿著泰

國傳統服飾的女子舞蹈團，在會旗插入

旗座後，由她們向會場與會人員行鞠躬

禮，為開幕儀式暖埸。

泰國華僑協會副主席周英理以籌

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為開幕式揭開序

幕。他說，今年適逢建國一百年，由泰

國華僑協會主辦全球第三屆聯誼大會，

他有幸參與籌備，誠懇熱情接待海內外

貴賓，實在與有榮焉。雖然大家來自全

球各地，相聚時間也僅有數日，但是天

涯共此時，彌足珍貴。希望大家賓至如

歸，賓主盡歡。

余聲清以大會主席身分致詞表示，

目前泰國水患嚴重，各地分會會長不辭

辛勞，不避風雨，趕來曼谷，出席建國

一百年的聯誼大會，致上最高的敬意。

今天開幕式各界僑團報名踴躍，但因受

到水災影響，又適逢有些僑團首長換屆

改選，致有部份缺席。他特別感謝籌備

委員會自6月成立以來，由副主席周英

理出任主任委員，秘書長廖長復出任

執行長，成員16位委員，分成20個工作

小組，而負責接待的女士都是老板娘，

她們以熱誠接待來自全球各地的分會，

值得給她們熱烈掌聲。此次聯誼大會，

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吳敦義等人都有

賀詞。他藉機推銷泰國是個微笑之邦，

也是個觀光大國，每年有將近5000萬觀

光客造訪泰國名勝古蹟，此外，泰國也

是個值得工商界投資之國。他讚揚陳銘

政代表對此次聯誼大會的支持，標準外

交科班出身，學識豐富，為人謙虛，

▲與會分會會長於外交部歡迎晚宴上，齊唱「明天會更好」、「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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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受泰國僑界的歡迎。泰國與我國並無

邦交，但是兩國經貿關係密切，倘遇有

政治問題，溝通協調管道暢行無礙，此

無疑，乃是僑界居中牽線，扮演關鍵角

色。

伍世文對於各分會會長及代表，

在台北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祝活動

之後，僕僕風塵，不辭辛勞，趕來曼谷

出席此兩年一度的聯誼盛會，表達崇高

敬意和謝忱，而部份分會因工作關係，

無法抽身，深感遺憾，他特別感謝泰國

華僑協會動員龐大的人力，籌辦此次聯

誼大會，得到當地僑團支持，證明了余

聲清領導下的泰國華僑協會，在泰國有

登高一呼的影響力。他說，余主席幫助

泰北華校，義助泰北義胞，發揚中華文

化，出錢出力，僑委會將頒授二等華光

專業獎章，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

我們全體的光榮。希望藉聯誼大會協助

各分會透過交流發展事業，行有餘力，

回饋僑社。同時增廣見聞，認識各地的

風俗民情，觀賞各地的風光。最後，他

簡介華僑協會總會歷史，由南洋華僑協

會改名為華僑協會總會，證明總會與南

洋華僑深厚的情誼。

余聲清獲頒二等華光專業獎章

薛盛華盛讚伍世文接任理事長以

來，在世界各地成立分會，像是多倫多

分會、蒙特婁分會、日本分會等，他都

親自參與，也參加第一、二屆在溫哥華

及邁阿密舉行的聯誼大會，讓他親自感

受到，在伍理事長領導下的華僑協會總

會茁壯的生命力。國父終結帝制，國

父的理想在台灣實現了，明年的總統

大選，希望大家回國投票，選出一位能

為兩岸帶來和平，為國家帶來安定、繁

榮、富裕的總統。台北、曼谷僅有3個半

小時航程，希望僑胞多回台灣看看進步

蛻變中的中華民國。

陳銘政表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的光輝十月，在泰國舉行全球分會聯誼

大會，實在非常榮幸，他代表外交部竭

誠歡迎各位來到泰國，在余主席精心策

劃下，大家一定都能賓至如歸。昨夜大

家抵泰時，下著大雨，所以是「風雨故

人來」，今天早上艷陽高照，這是大家

帶來的好兆頭。

隨後，薛盛華代表委員長吳英毅頒

授余聲清二等華光專業獎章及證書。

開幕式上，安排泰國傳統舞蹈，

穿著華麗服飾的舞者，隨著泰國傳統音

樂，翩翩起舞，極盡賞心悅目之餘興。

中午宴會筵開60桌，菜餚精緻，美

味可口。

聯誼大會會議與分會會務報告

下午會議，由理事長伍世文主持，

按議程由秘書長謝國樞會務報告，重點

有：分會會務部份，召開第二屆聯誼大

會；持續成立海外分會；組團參觀上海

世博，訪問南京、無錫。國內會務方

面，召開業務會議、舉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行《僑協雜誌》、頒發僑生獎助

學金、舉辦僑生社團研習會。分會配合

事項方面，則有換屆改選人事異動即行

通知總會；向僑委會及僑居地政府註冊

登記；投稿《僑協雜誌》等。最後，期

盼日後與各分會繼續保持密切聯繫，共

同努力，齊為造福僑社之目標邁進。

泰國華僑協會秘書長廖長復以主辦

分會身分首先報告，他說該會每年都會

定期或不定期協助僑校更新電腦教室、

運動場、集會場所等，協助華校教學，

促進華僑團結，也參與代表處及僑委會

主辦的各項活動。本落地生根的理念，

協助泰國政府救災，濟助貧困家庭，所

捐建的會所都會冠以「華僑」二字，本

地華人都非常珍惜華僑二字。此次聯誼

大會由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劃，每位都非

常用心，然也有不盡理想之處，請諸位

包涵。

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表示，舉辦

第二屆聯誼大會後，邁阿密分會在當地

的名聲日盛，成立商務小組，推動Doral

市與台灣城市結成姊妹市。同時積極籌

備青年部，邀請年輕一代加入，以便傳

承。

費城分會會陳強表示，他去年接任

會長成立新的團隊，在副會長陳啟莊及

會員支持下，積極參與中華公所舉辦活

動，組團出席夏威夷百齡薪傳聖火點燃

儀式及舊金山灣區分會成立大會。

休士頓分會會長黃泰生，因要主持

國慶晚會，需提前趕回休士頓，由理事

吳光定代為報告。休士頓地區有20萬華

僑、僑團200多個，由其中最主要的25個

僑團組成中華公所，休士頓分會是其中

之一，黃泰生會長被選為今年的輪值主

席，因此必須趕回休士頓出席100年的國

慶晚會，休士頓分會與中華公所密切合

作，推展各項僑胞活動，團結僑社，支

持中華民國。

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以今年五

月主辦台灣美食廚藝班說明會務推展情

形，他說30餘人參加台灣美食廚藝班，

切磋廚藝，留下美好的印象。目前波士

頓分會有很多年輕人加入，舉辦活動。

加西分會會長鄧華一，以在溫哥華

發起籌備國慶晚會、參與聖火首燃儀式

為報告主軸。目前加西會員140餘人，參

與僑界活動諸如募款濟助八八水災等。

法國分會會長邵榮仁，則以在駐法

代表處舉辦建國一百年茶會為重點。目

前分會會館開設中文班及佛堂，也設有

青年組，配合法國政府舉辦活動，會員

183人，以越柬寮地區僑胞為主，舉辦活

動相當密集，例如到荷蘭、德國遊覽，

分會成立後，與當地越柬寮社團合作，

舉辦僑社活動，如過年舞龍、舞獅等

等，打破了過去台灣僑社不與越柬寮僑

社交往的藩籬。

紐西蘭分會會長楊慶熙表示，紐西

蘭約有20萬華僑，會員人數250人，舉

辦健行、壘球賽及植樹等活動，支援奧

克蘭台灣學生會，吸收他們加入。希望

下次聯誼大會時，大家能到紐西蘭來遊

覽。

澳洲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先介

紹澳洲風光，尤其是黃金海岸。而後再

細數歷次舉辦活動如母親節、華僑節晚

會，也與經文處合作舉辦藝文活動。她

特別強調九月三日該分會成立青年團，

有助年輕一代結合在一起，共同傳承中

華文化，一起在僑居地打拼。

日本分會會長李維祥表示，該分

會去年成立，為了打知名度，在僑會舉

辦活動時，除了以日本分會名義贈送花

籃外，也贈送各僑會《僑協雜誌》。而

與其他會社合辦餐會，由日本分會主辦

時，因為收費較其他僑會低，參加華

僑非常踴躍。去年曾組團回國參加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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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也訪問總會。今年三月十一日大地

震，日本全國自肅，所以明年計畫舉辦

會員聯誼活動。

舊金山灣區分會由總幹事吳睦野

代表報告：該分會今年4月成立以來，

已舉辦四項活動，如愛心關懷，訪問耆

英老人會；社區聯誼，服務新僑，舉辦

義診，選民登記；與其他社團舉辦聯誼

活動。所辦活動完全免費，開發新僑加

入，將來合縱連橫，建立支持中華民國

的新據點。

菲律賓僑領吳民民先生代表甄炳興

會長報告：菲律賓將在11月12日舉行成

立大會，經過半年的籌備，已向政府完

成註冊登記，會址設在唐人街的中山中

學，中山中學是國父逝世那一年成立，

已有86年歷史。10月5日菲律賓僑界在馬

尼拉飯店舉行建國一百年慶祝餐會，席

開160桌，1600多人與會，可以說是全世

界最大的國慶慶祝餐會。最後，他說，

馬尼拉地區治安不是外界所想像的糟

糕，成立大會地點近美國大使館，治安

不是問題，竭誠歡迎各分會會長出席成

立大會。

總會及分會會務報告後，休息20分

鐘，午茶時間，備有點心及咖啡，至為

可口。

上書馬總統電文

大會通過中心議題「團結僑心，開

創華僑新紀元」及「支持馬英九總統競

選連任電文」，電文如下：

馬總統閣下鈞鑒：

閣下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

以還，秉持「九二共識」，強調中華民

國主權，台灣優先，積極推動兩岸關

係，先後與大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等措施，活絡台

灣經濟。推展「活路外交」，已獲得

一百二十四個國家或地區的免簽證待

遇。內政方面，反貪腐，厲行廉能政

治，創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提升

國家整體競爭力。僑務方面，察納雅

言，保留僑務委員會建制，維護僑民權

益。凡此，皆是有目共睹的治國成效。

華僑協會總會暨海外二十一個分

會，一致支持閣下競選連任中華民國第

十三任總統，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與社會

的繁榮安定，奠定厚實的基礎。

討論下屆主辦分會時，由於前一晚

的預備會議達成共識，大會一致通過第

四屆聯誼大會主辦分會由澳洲雪梨分會

承辦。

臨時動議部份，為讓分會參與總會

會務，建議總會在理事會中設海外分會

保留名額；另建議總會將聯誼大會改為

每年舉辦一次。

會後舉行聯誼大會交接儀式，余

聲清將聯誼大會旗交由伍世文，再轉交

黃呂美蘭。黃呂美蘭揮舞旗幟，掌聲響

起。與會者合影留照，為此次聯誼大會

劃下句點。

僑委會歡送晚宴

會後舉行聯誼大會交接儀式，余聲

清主席將聯誼大會旗交由伍理事長再交

給黃呂美蘭，揮舞旗幟，掌聲響起。最

後與會者合影留照，為此次聯誼大會劃

下句點。

當晚6時30分，僑委會設歡送晚宴，

薛盛華代表吳英毅委員長感謝大家對僑

務工作的支持。

伍世文理事長致贈余聲清主席感謝

狀，感謝泰國華僑協會籌辦此次聯誼大

會的勞心勞心，完備周詳，圓滿成功。

黃呂美蘭邀請現場各分會會長務必

要參加2013年的第四屆聯誼大會，她將

以泰國華僑協會舉辦此次成功的聯誼大

會為標竿，以澳洲人的熱情接待來自世

界各地的分會朋友。

大皇宮、玉佛寺、芭達雅

經過兩天密集會議活動後，主辦單

位10月16日安排曼谷市區一日遊，主要

景點即是每位到曼谷的觀光客必定到訪

的大皇宮及玉佛寺。這個地方說來和華

人也有關係，那就是大皇宮的現址在230

前是華人聚集之處，也就是古中國城，

然因泰皇一世要在此地蓋皇宮，便將所

▲澳洲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接過主辦第四屆聯誼大會會旗。左起：泰國華僑協會副
主席周英理、主席余聲清、理事長伍世文、澳洲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常務監事
召集人黃海龍、秘書長謝國樞。

▲與會會長及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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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人遷移到中國城現址，其規模據說

是全球最大的唐人街。

當晚，伍理事長及部份會長應邀

出席全球華商經貿聯誼總會代表大會晚

宴，其餘團員則遊中國城。市區隨處可

見民眾自製的水泥牆和沙包，似有大水

來襲的心理準備。

次日，前往位在曼谷東南方的芭

達雅四天三夜之旅，全部48員，本乘一

部遊覽車，余聲清主席覺得過於擁擠，

為讓大家舒舒服服旅遊，臨時再調派一

車，分散團員。他原計畫全程陪同，惟

於17日下午，參觀國家動物園及水上市

場後，接通知工廠有淹水之虞，便火速

趕回曼谷應變。其餘行程，則由秘書長

廖長復全程陪同。

芭達雅素有「東方黃金海岸」的

美譽，椰林茂盛，沙灘質細，走起來的

觸感極為舒服，是西方人避寒度假的勝

地，下榻旅館除了韓國人外，幾乎是俄

羅斯人，年紀輕的，婀娜多姿，體態凹

凸有致；而年紀大的，身材幾已走樣。

10月20日結束旅遊返回曼谷，獲悉

泰國政府決定隔日開啟曼谷水閘門，市

區將會淹水，本日須全部離境。薛盛

華副委員長原本計畫停留，慰問受災僑

社，也因此提早返國。

午餐時，余主席特別趕來送行，他

說，他來泰國40年第一次碰到這麼嚴重

的水災，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全力抗洪。

伍理事長也特別感謝余主席在水患的緊

急時刻趕來送行，令人感動，希望大家

為在泰國的華僑祈福，渡過水患劫難。

搭17時5分華航班機回台北，常務監

事召集人黃海龍未搭上飛機，嗣經廣播

亦無解，懷著不安的心情回台北。

10月21日上午，經聯繫華航獲悉他

已登機，下午抵達台北。華僑節慶祝晚

會上會面，方知因嘔吐而遭隔離，所幸

經泰國友人協助離境，至此結束所有行

程，全員平安。

結語

返回台北隔日，新聞報導泰國政府

為挽救大曼谷地及周邊工業區早日脫離

水患，接受中國大陸、日本及荷蘭治水

專家建議，開啟保護曼谷的水閘門，加

速洪水排到大海，我們曾經走過的大皇

宮、玉佛寺及中國城都曾經遭到洪水肆

虐，大皇宮、玉佛寺是保護重點文物古

蹟並未受到太大水淹，其他地區就沒有

那麼幸運了。我們祈禱泰國脫離水患之

苦，儘快回到正常生活的軌道上。

說來，我們也是幸運兒，聯誼大

會前，大家關心水災是否影響聯誼大會

舉行，所幸如期實施，結束行程又全部

安然返家。雖然慶幸自己的好運，但看

到曼谷居民泡在洪水中，真的是有點難

過，這麼美好的城市，竟然成了不折不

扣的「威尼斯」。

泰國華僑協會主辦第三屆聯誼大

會，動員龐大人力，成立籌備委員會，

細分成20個工作小組，分別主理海外分

會聯繫及泰國境內數十個僑團邀請工

作，協調外交部設歡迎晚宴及僑委會設

歡送晚宴，余聲清主席又榮獲僑委會頒

授二等華光專業獎章，足見泰國華僑協

會在余主席領導下，聲譽日隆，實是本

會之光。此次聯誼大會計有14個分會會

長、代表等近百人出席，希望2013年在

雪梨舉行時，全球21個分會都能到齊，

實現僑協家庭的大團圓。（作者為本會

會員）

▓伍世文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會第三屆聯

誼大會，由泰國華僑協會籌備主辦，今

天在泰國首都曼谷揭幕。首先，請允許

我代表華僑協會總會，對各分會會長及

代表，在臺北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

祝活動之後，僕僕風塵，不辭辛勞，趕

來曼谷出席此兩年一度的聯誼盛會，共

聚一堂，加強情誼，表達崇高敬意和謝

忱！部份分會因工作關係，無法抽身，

深感遺憾！為了籌辦此次盛會，泰國華

僑協會動員龐大人力，在忙於籌辦建國

百年活動之外，分心籌備聯誼活動，其

辛勞不難想像。尤其最近泰國許多地方

豪雨成災，又因適值「大潮」，對曼谷

造成嚴重威脅。面對各分會疑慮，經就

氣象、汛情、地理環境等因素分析，毅

然決定聯誼大會活動照常進行，同時亦

策畫因應措施。此種不可預期的突發狀

況，對負責籌備工作的余清聲主席，更

是增加心理和精神的壓力。余主席和籌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會
第三屆聯誼大會揭幕致詞

備工作團隊全體同仁的辛勞，謹代表大

會對他們表示感謝之意，也請大家給予

鼓勵。

多年來，余主席熱心公益，服務

僑界不遺餘力，創立泰國華僑協會五年

來，包容僑社，不斷擴大組織，服務僑

社，有目共睹，為大家所欽佩。因此，

僑委會特別頒授華光二等專業獎章乙

座，以兹激勵，給予我們華僑協會總會

大家庭，增添無上光彩，期盼我們僑協

其他分會，以後也有機會得到更高的榮

譽。

本會舉行全球分會聯誼大會，這是

第三屆。每屆都展現了不同的特色，讓

與會人員藉以瞭解世界各地的風貌，也

達到增進情誼之目的，希望以後會有更

傑出的表現。

最後，祝福大會圓滿、成功！各位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事業順遂、

萬事如意！（作者為本會理事長）

▲開幕式泰國傳統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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