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國旗





尊崇國父，奉行三民主義，支持中
華民國，聯合海內外同胞，協力發
展華僑事業，促進國內建設，協和
各民族各友邦。



華僑協會總會會館





創會理事長吳鐵城先生

1942年5月10日在重慶創立「南洋華僑協會」。
1946年本會擴大規模為「華僑協會總會」，1949年大陸淪陷。
1952年5月4日本會於台北復會，吳鐵城先生購地捐贈本會。
1953年辭世。

任期：1942～1953



1953年接任後，籌建華僑會館於台北市
敦化北路現址，1969年落成啟用。

第二任理事長馬超俊先生



續任理事長 踵繼前賢 光我僑協。

高信先生 張希哲先生

梅培德先生 伍世文先生 陳三井先生



聯合海內外同胞，結合世界華僑網絡。

捍衛會產，永續經營世界華僑的家。

謙卑關懷，創新卓越，領航華僑事業。

現任理事長黃海龍先生





會務重點

一、繼往開來 承先啟後

三、學術論壇 紀念國父

五、春江水暖 兩岸交流

二、交流出訪 合作結盟

四、僑團蒞訪 有朋來兮

六、奉獻服務 志工精神



會務重點

十、牽手歸僑 同心互助

十二、僑協雜誌 新速實簡

九、服務會員 溫馨聯誼

十一、鼓勵僑生 培訓輔導

十三、牽手僑社 團結僑心

八、科學管理 行政革新

七、全球分會 聯誼大會





華僑協會總會

使命 願景

發揚中華文化
弘揚華僑先烈先賢

愛國精神
華僑事業的領航者



華僑協會總會

定位

全球最受信賴
的華僑團體

核心價值

謙卑關懷 創新卓越



七十五周年慶祝大會，前副總統吳敦義先生、監察院張博雅院長、行
政院前院長江宜樺先生、僑務委員會呂元榮副委員長救國團葛永光主
任、國父孫女孫穗芳博士以及來自海外分會11個分會會長、會員等四
百餘人出席盛會，冠蓋雲集，盛況熱烈。

黃海龍理事長 前副總統吳敦義先生 監察院張博雅院長



創會七十五周年慶祝大會群賢畢至冠蓋雲集



創會七十五周年慶祝大會嘉賓致賀詞

孫穗芳博士 呂元榮副委員長

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
監察院張博雅院長



創會七十五周年慶祝大會分享會慶喜悅



創會七十五周年慶祝大會
僑協合唱團 舞蹈團 載歌載舞



創會七十五周年慶祝大會嘉賓合影



創會七十五周年僑務學術論壇

慶祝創會75週年，舉辦僑務學術交流國際研討會，百位嘉賓參與。邀請學者專家，
分就兩岸僑界交流、海外僑界新形勢、海外中國僑務工作新思維、馬來西亞華人政
經文教、印尼華人地位、汶萊與新加坡僑教、日本僑務及全球華人華僑百科網等主
題，提出卓見。



慶祝創會七十五周年僑務學術論壇學者專家精闢論述



慶祝創會七十五周年 宴請海外分會會長及嘉賓
熱誠接待專程回國參加七十五週年慶祝活動海外分會，計有：
法國分會邵榮仁會長、波士頓分會梅錫銳會長、費城分會陳強會長、多倫多分會金聲白會長
、余琪玲副會長、泰國華僑協會余聲清主席、巴西分會黃白娥副會長、紐約分會劉大明、
墨爾本分會王桂鶯會長、加西分會鄧華一會長、邁阿密分會王雲福會長、蒙特婁分會蔡明良
會長以及出席僑務學術論壇學者等百餘位嘉賓。



紀念七七抗戰八十週年
緬懷不朽篇章

黃理事長出席「七七抗戰八十
週年紀念藝文交流活動」，與
抗戰老兵眷屬數百人，共同緬
懷八十年前中華民族驚天地、
泣鬼神、保家衛國、波瀾壯闊
的歷史篇章。



參加雙十節「愛國旗」「愛國家 」活動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黃理事長國慶日率會員參加
「愛國旗，愛國家」活動，旗海飄揚，人聲鼎沸。
大家心中有國旗有國家，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黃理事長應邀出席在羅馬舉行之「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第42屆年會。致贈駐教廷
李大使、駐義大利謝代表及年會主辦單位本會會旗及禮品，感謝他們的支持與付出。
此外，出席中山學會歐洲分會年會及歐洲團結自強協會年會，傳達溫馨的問候。

出席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年會建立聯繫交誼渠道

出席羅馬歐華年會



羅馬歐華年會嘉賓雲集



黃海龍理事長應邀出席在德國卡斯魯舉行之「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第43屆年會，與所
屬11個國家代表，共同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並經駐德代表謝志偉大使簽字驗證。是
為歐華年會舉辦43屆以來之盛事，為大會增添佳話異彩！

出席德國歐華年會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黃海龍理事長宣讀合作協議書

德國歐華年會



出席中美洲六國中華/華僑總會薩爾瓦多年會

拜會薩國外交部長馬蒂內茲（Hugo Martinez），

贈送本會會旗。
向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獻花致敬。

黃理事長於大會開幕式致詞。



在我駐薩爾瓦多李新穎大使見
證下，本會和中美洲暨巴拿馬
六國中華/華僑總會聯合總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

出席中美洲六國中華/華僑總會第51屆年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拜會瓜地馬拉莫拉雷斯總統 促進兩國邦誼



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
（Jimmy Morales）
簽名致贈黃海龍理事長
瓜地馬拉歷史圖書。

出席中美洲六國中華/華僑總會增進國民外交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39屆年會在波士頓舉行，與會貴賓及各地僑領代表約三百餘
人。黃理事長應邀專題報告，除對全球僑情、兩岸關係、當前政情、台灣優勢略做
深入淺出的剖析外，並以「世界華僑的家─華僑協會總會」為題，詳盡的介紹華僑
協會總會的歷史、宗旨、定位、使命、願景和核心價值，藉著簡報圖片勾勒出總會
的形象與精神，讓與會僑領有深刻的印象，完美的運用機會做好了交流及為本會宣
傳的工作。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39屆年會宣揚本會為世界華僑的家



本會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僑務委員陪同下，拜會紐英崙中華公所、安良工商會、國
民黨波士頓黨部及僑社大老、本會顧問黃官羨、陳毓璇等僑領，並參加全美亞裔婦女
會十周年暨領導全美亞裔菁英聯網計畫慶祝晚會。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39屆年會 拜訪波士頓中華公所



黃理事長出席多倫多分會成立十周年慶及改任換屆新舊任會長交接暨職員宣誓就職典禮
黃理事長感謝卸任麥錦鴻會長長期熱誠為僑社服務的貢獻，接任的金聲白會長領導力強
經驗豐富，服務僑社有口皆碑，相信在麥錦鴻會長打好的堅實基礎上，由接任的金聲白
會長卓越的領導下，期望與所有的僑團朋友牽手同心支持中華民國、促進多倫多經濟繁
榮發展、加強為僑胞服務、共同傳承華僑事業而努力。

出席多倫多分會成立十週年暨新任會長就職典禮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40屆年會 攜手服務僑胞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40屆年會在華盛頓舉行，以「團結海外台灣鄉親，共創和
諧中華民國」為主題，會長馬滌凡與理事長黃海龍共同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支持中華民國，攜手服務僑胞，我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簽字見證。

上圖：黃海龍理事長、
前駐美代表沈呂巡（右四）
及波士頓僑領合影。

下圖：黃海龍理事長與全美
台灣同鄉聯誼會馬滌凡總會
長、理事群及各地會長。



黃海龍理事長與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馬滌凡總會長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40屆年會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出席美洲各地中華公所/會館聯誼會第30屆年會 交流經驗增進僑誼

應邀出席「美洲各地中華會館、中華公所、華僑總會聯誼會第30屆年會暨全美各地中華
會館、中華公所聯誼會第34屆年會」。與僑領百餘人，互敘僑誼，交流經驗。經大會提
案討論通過，由秘書長黃金泉與理事長黃海龍代表兩會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支持中
華民國，協力服務僑胞，由我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簽字見證。

駐
美
代
表
高
碩
泰
大
使

黃
海
龍
理
事
長



出席美洲各地中華公所/華僑會館聯誼會第30屆年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拜訪紐約中華公所

本會紐約分會會長李又寧博士率同仁，陪同黃理事長拜會紐約中華公所，
蕭貴源主席及屬下七大僑團主席熱烈歡迎，座談交流，增進僑誼。



出席紐約分會僑心座談會

紐約分會廣邀大紐約地區新僑僑領，舉辦「紐約的僑心」
座談會，凝聚僑心、廣結僑誼。



拜訪華盛頓中華會館 出席華盛頓分會座談 深化僑誼

本會華盛頓分會會長黃浩源醫師陪同拜會中華公所主席及當地僑領，受到百歲人瑞僑領
李達平公及其子現任中華公所主席李燦民率團隊的熱誠接待共策僑務事業，互勉精進。



拜訪洛杉磯中華會館

由本會洛杉磯分會張自豪會長及楊賢怡僑務委員、瓜地馬拉華商總會趙國良總會
長伉儷陪同，拜會羅省中華會館及向華埠國父銅像獻花致敬，凝聚向心。



拜訪蒙特利市政府及議會 出席洛杉磯分會座談

拜訪洛杉磯辦事處及蒙特利市政府及議會，分別受到王秉慎副處長暨林達堅
市長熱誠的歡迎接待，期許加強交流連繫。出席洛杉磯分會座談，致贈感謝狀。

林達堅市長熱誠歡迎接待座談



出席中美洲四國獨立196年酒會

黃理事長應薩爾瓦多駐華大使錢曾愛珠女士邀請，出席中美洲尼加拉瓜、宏都拉斯
、瓜地馬拉及薩爾瓦多等四國獨立196年慶祝酒會。以民間友人情誼，增進國民外交。

與薩爾瓦多駐華大使
錢曾愛珠女士合影

與多明尼加駐華大使
索托(Jose Miguel Soto Jimenez)

及外交部長李大維合影



拜訪芝加哥傳統僑社

芝城安良工商會熱情接待 攜手僑誼

陳達偉總理、伍健生主席、梁敏華會長及會員歡迎黃理事長



拜訪黃氏宗親會 出席芝加哥分會座談 深耕會務 聯繫情誼



拜訪芝加哥中華公所 協力合作 共進僑務



拜訪舊金山駐美中華總會館 交流團結 共建僑務新猷

黃理事長拜訪舊金山駐美中華總會館，黃惠喜總董偕同諸僑領，以開大門迎嘉賓的最高
規格禮遇，總會館大廳座無虛席，大家共同充分交流團結，攜手服務僑社，共建新猷。



拜訪舊金山駐美中華總會館 交流團結 共建僑務新猷



監誓見證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總會新屆職員就職
黃理事長出席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總會兩年一次大會，應邀與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
共同為該會新屆職員和新任總秘書長植炳猷就職監誓。各大洲僑領爭相簽署與華僑協會總
會無限期之合作友好協議書，經舊金山經文處馬處長簽名見證和館處迅速蓋印認證完成，
象徵著世界越棉寮團體與華僑協會總會義結金蘭，情誼永固。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義結金蘭 情誼永固



成立緬甸分會 拜訪仰光 曼德勒僑社及華校
本會全球第26個分會─緬甸分會，2017年11月在仰光舉行成立大會。在二百多位僑領碩
彥嘉賓見證下，黃理事長頒贈陳自廷會長當選證書、圖記及會旗。此外，專程拜訪曼德
勒孔教學院、雲華師範學院、曼德勒雲南會館、仰光雲南會館，並出席亞洲留台校友會
聯誼會年會。與緬甸僑社及華校建立聯繫管道，藉增僑誼，共同發揚中華文化。



黃理事長頒贈緬甸分會陳自廷會長當選證書及分會會旗



緬甸分會成立大會 嘉賓雲集

田秋堇副委員長 張俊福代表 黃海龍理事長 陳自廷會長



拜訪曼德勒孔教學院、雲華師範學院、曼德勒雲南會館、仰光雲南會館，出席
亞洲留台校友會聯誼會年會。與緬甸僑社及華校建立聯繫管道，藉增僑誼

拜訪緬甸曼德勒華校及僑社

雲華師範學院

孔教學院



拜訪曼德勒孔教學院



拜訪曼德勒雲華師範學院



拜訪曼德勒雲南會館



拜訪仰光雲南會館



出席泰北華校藝文競賽
與泰國華僑協會主辦泰北華語藝文競賽，黃理事長親赴泰北清萊府滿星叠大同中學出席。

來自28所小學到高中、一千餘名學生參與，展現深耕中華傳統文化成果。



泰北華校學生演講字正腔圓 書法寫作筆鋒秀逸



拜訪清萊華雲學校
2017年12月11日，拜訪清萊雲南會館創辦的華雲學校，數百學生列隊歡迎。

黃理事長讚譽華雲學校「作育英才華僑之光」。



拜訪清萊雲南會館
拜訪清萊雲南會館，湯宗靜會長對本會以實際行動關懷泰北義胞，表示感謝。黃理事長
讚譽泰國華僑協會在余聲清主席領導以及各僑領合作支持下，出錢出力，改善泰北華校
教學設施。我們大家一起攜手努力，做好僑務，辦好僑教。



拜訪泰國中華會館

丘菁瑛理事長偕同名譽理事長廖梅林、饒培中、黃根和及理事等十餘位接待。
黃理事長希雙方在文化、學術及青年等三大區塊加強合作。



拜訪泰國台灣會館 為新南向政策共同努力
張文平主席禮遇黃海龍理事長及余聲清主席的蒞訪，帶領參觀並解說會館內各展覽室。
黃理事長表示華僑協會總會在75年前就已經南進了，所以成立時就稱為南洋華僑協會，
我們大家一起合作，為華僑事業共同努力。



出席美國安良工商會成立125年慶祝大會暨第97屆年會
2018年4月19日，美國安良工商會於台北市舉行成立125週年慶祝大會暨第97屆年會，總理
陳達偉、鄧錦源、元老團伍健生主席率團二百餘人出席盛會。陳建仁副總統、僑委會副委
員長呂元榮、華僑協會總會黃海龍理事長及美洲協勝公會、美國洪門致公總堂慶賀團嘉賓
與會，冠蓋雲集，堪稱僑界最為盛大的嘉年華會。美國安良工商會感謝中華民國政府協助
籌備及華僑協會總會盛情接待。



與美國安良工商會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左起：新任鄧遐勳總理、卸任鄧錦源總理、黃海龍理事長、
卸任陳達偉總理、新任陳仕維總理。

見證美國安良工商會總理交接





與美洲15國、70所
中華會館/中華公所總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與世界越棉(柬)寮(老)
華人團體聯合總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與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與歐洲11國華僑團體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與中美洲暨巴拿馬六國
中華/華僑總會聯合總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與美國安良工商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本會與國立國父紀念館聯合舉辦「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學術論壇」，邀請
專家學者發表論文九篇。首先由黃理事長偕同與會人員至正廳向國父銅像獻花致
敬，再舉行論壇。

紀念國父誕辰舉辦紀念大會及學術論壇

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

國父紀念館正廳大門合影



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學術研討會學者專家發表論述



黃理事長、林國章館長感
謝與會人員的參與，學術
論壇至為成功，將繼續舉
辦有關華僑議題學術論壇。

學術研討會閉幕式



紀念國父誕辰152周年向國父致敬並赴慈湖謁陵

106年11月1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152周年，黃理事長偕同107位會員至國父紀
念館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隨後前往大溪慈湖先總統蔣公陵寢，謁陵獻花致敬。





舉辦華僑國是論壇座談 凝聚僑胞共識 協助推展僑務

為凝聚僑胞共識，協助推展僑務，自107年3月起，不定期舉辦華僑國是論壇座談會，
中心主題為「聯合海內外同胞，開創僑務新榮景」。



舉辦華僑國是論壇座談 凝聚僑胞共識 協助推展僑務



舉辦華僑國是論壇座談 凝聚僑胞共識 協助推展僑務



舉辦華僑國是論壇座談 凝聚僑胞共識 協助推展僑務





接待來自50個海外國家地區僑領、僑務委員、分會會長等超過三百人次。海外僑社拜訪本
會至為熱絡，充分達到交流聯誼的效果，本會實質成為全球華僑的家。

接待海外僑團 營造全球華僑的家



接待海外僑團 營造全球華僑的家



接待海外僑團 營造全球華僑的家



接待菲律賓前副總統及外交部長
黃理事長伉儷偕同常務理事伍世文伉儷、王能章、夏誠華、王進宏及顧問彭昭凝等人接待
菲律賓前副總統銀敖那、前副總統敏奈伉儷及前外交部長亞獅伉儷及邱于民委員伉儷一行
，為增進國民外交再添新篇章。



外交部前部長歐鴻鍊來訪
外交部前部長歐鴻鍊伉儷、孫大成大使伉儷、瓜地馬拉中華總商會趙國良

會長伉儷聯袂來訪。歐前部長讚譽僑協，領航華僑事業。



美國安良工商會總理來訪
美國安良工商會總理陳達偉伉儷、總理鄧錦源伉儷、元老團主席伍健生伉儷、
元老梅惠照先生及秘書長鄧遐勳伉儷，蒞會拜訪，交流情誼，共進僑務。



歡宴出席美國安良工商會出席年會代表及慶賀團
黃理事長率領理監事，以東道主的身分，在會館歡宴美國安良工商會代表及慶賀團。歡宴上，
黃理事長頒贈陳達偉、鄧錦源、伍健生、李達平、梅培德(由公子梅惠照先生代領)等僑領本會
僑光獎章。同時，簽署宣讀兩會〈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黎淑瑛總會長一行27人來訪。讚譽本會會務推展充實，堪稱世
界華僑之家，至盼未來密切合作，促進華僑經濟，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黎淑瑛總會長率團來訪





黃理事長偕同常務理事張仲蘭、夏誠華、理事分會長王桂鶯及秘書張國裕五位代表出席

海峽論壇及僑界圓桌峰會。黃理事長以「共識、交流、和諧、繁榮、富強─軍事歸零、

政治休兵、經濟掛帥」為題發表演講，呼籲兩岸均能敞開心懷，牽起海外華僑的手，共

同致力於華僑事業的繼往開來，把海峽兩岸建設成為全世界僑胞、僑社溫馨的家。中國

僑聯萬立駿主席與廈門僑聯主席王德賢，宴請本會代表。本會致贈慶祝成立75周年會慶

特刊與僑務國際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海峽論壇

僑協理事長黃海龍與中國僑聯主席萬立駿



黃理事長與中國大陸僑聯主席萬立駿等合影

第九屆海峽論壇



第九屆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峰會



第九屆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峰會



接待廣州市僑辦、福建省僑聯、廈門市僑聯及東莞市僑聯等訪問團。
福建省僑聯陳式海主席認為「華僑」與「台僑」不應區分，非常贊同
黃理事長建議，2017年海峽論壇以「華僑協會總會」正式名稱邀訪。

本九二共識 接待大陸僑聯及僑辦 交流情誼



應中國僑聯邀請，黃海龍理事長率團57員，為紀念七七抗戰八十週年，赴張家界、吉首、
鳳凰、常德、長沙等地參訪考察先烈故居、抗戰史蹟與知名景點，受到中國僑聯自中央到
地方的熱情接待。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專程從北京飛來長沙，與湖南省委常委黃蘭香共同
接待本會參訪團，彰顯對本會參訪的重視。

紀念七七抗戰八十週年 參訪湖南抗戰史蹟





成立：海外及聯繫、科技及規劃、學術及發展、青年及僑生、婦女及服務、活動及志工
國內及聯誼、大陸及交流等八個工作小組，廣納會員志工，共同服務本會。志工座談會
建言72項，納入會務推展參考。

成立八大志工工作小組 集思獻策 協助推展會務



僑協志工合唱團參加慈善義演

本會僑協合唱團參加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慈善音樂會演唱，以歌傳
愛，為骨髓病患祈福，宣導骨髓移植知識，寓教於樂。



僑協志工合唱團參加緬甸光明點燈節義唱

僑協合唱團應邀於中華民國緬甸歸僑協會舉辦「光明點燈節」演唱「華僑頌」等歌曲。





召開常務理事會議、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 協助推展會務



召開常務理事會議、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 協助推展會務



頒贈曾任本會理監事三任以上者僑光獎章 表彰貢獻 以示崇榮



黃理事長率員工出席台灣微軟公司「E世代智慧管理研討會」，提升會務管理視野。
另請電腦專家為員工進修資訊知識，改善增添設備，增進資訊作業能力，創新會務
。此外，汰新辦公設備及配合改善管線等，創造寬廣優質的辦公環境。

員工進修 增進會務管理及電腦知識



引進新科技 簡化人力 提昇效率

邀請Accupass公司來會為秘書處同仁簡介該公司報名自動回復系統，
協助本會革新行政，辦理各項重大活動時，簡化人力，提升效率。

手機掃描報到 快速便捷





1.會員端午節、中秋節、華僑節聯歡
暨慶生餐會

2.會員自強活動聯誼
3.敬老慰問
4.致贈會員紀念品、團服及記事曆
5.致贈女性會員母親節禮品
6.僑協合唱團、舞蹈團
7.新進會員授證及簡報



僑
協
合
唱
團



僑
協
舞
蹈
團



會員自強活動聯誼



關懷花蓮震災慈善之旅

黃海龍理事長率領會員及眷屬近百人，舉辦「華僑協會總會關懷花蓮震災慈善之旅」
，「以旅代賑」的實際行動，為振興花東地區的觀光產業盡力。原住民一條街載歌載
舞，歡迎華僑協會總會一行。



花蓮震災 感恩大會

黃理事長率團出席花蓮縣政府感恩大會，傅崐萁縣長頒贈感謝狀，感謝華僑協會總會以
旅代賑振興觀光產業起到拋磚引玉作用。華僑協會總會是國內惟一受邀的華僑團體。



贈禮女會員
賀母親節快樂



九九重陽探訪百歲人瑞會員黃乾先生



新進會員授證





不定期邀請越南歸僑協會、高棉歸僑協會、寮國歸僑協會、緬甸歸僑協會、
印尼歸僑協會等理事長座談交流，資源互通，凝聚向心。

邀集歸僑團體座談 凝聚歸僑向心



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三大傳統佳節，致贈越南、高棉、寮國、緬甸、印尼等歸僑協會
清寒歸僑慰問金及贊助獎學金，展現本會關懷清寒歸僑之意，讓歸僑感受人情溫暖。

拜訪慰問、關懷歸僑團體





1.頒發僑生獎助學金

2.舉辦僑生歲末聯歡晚會

3.暑期大專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

4.大專僑生歲寒三友社團幹部研習會

5.僑生電商人才培育計畫講座

6.關懷贊助大學僑生活動及服務僑胞

7.僑生創業小聚學習創業知識與技能



為鼓勵僑生認真努力求學，每年歲末，舉辦盛大的僑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及各大學僑生聯歡晚
會，頒發僑生獎助學金。隨後舉辦僑生歲末聯歡會，近六百多位來自國立台灣大學等三十餘所
大學僑生參與，節目全由僑生自行規劃擔綱演出，既熱鬧又溫馨。晚會並引進社會資源，由江
華教育基金會籌備處贊捐摸彩金。另為提升報到效率，以手機QRcode掃描報到，僑生讚譽 。

頒發僑生獎助學金 舉辦冬夏令營培訓及歲末聯歡會

僑生以手機QR code掃描報到



頒發僑生獎助學金暨僑生歲末聯歡會





委託救國團於寒暑假舉辦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



頒發研習僑生獎狀鼓勵學習



協助僑胞釐清諮詢國籍財產問題、配合經濟部辦理僑生經貿小尖兵、轉介僑生到台商公司就業及緬
甸、印尼歸僑拍攝台灣新住民電影，協助台大博士班僑生與指導教授心理輔導、協調比利時分會協
助廠商赴歐盟參展商務等等。此外，贊助國立暨南大學辦理全國僑生運動會、國立高雄大學僑生聯
誼園遊會、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北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輔仁大學等僑生春節祭祖大典暨師生聯
誼餐會等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與經濟部商業局及僑委會合作辦理電子商務平台論壇，參加創業
小聚，充實僑生電商知識及未來職涯規劃。

僑胞諮詢服務 僑生職涯規劃



黃海龍理事長應國立台灣大學邀請，107年1月13日，出席該校陸僑生春節祭祖
暨聯歡會，各界來賓及僑生、陸生、國際生等近八百人參加，氛圍熱烈。

出席國立台灣大學僑生春節祭祖典禮暨聯歡會



黃海龍理事長應輔仁大學邀請，107年1月20日，出席該校僑生春節
祭祖暨感恩餐會，各界來賓及僑生、陸生等踴躍參加，氛圍熱烈。

出席輔仁大學僑生春節祭祖暨感恩餐會



關懷台灣南部地區的「僑生活動」
出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和平校區廣場舉辦之

「僑遇你」年度僑生聯誼活動、動態舞台表演及美食展。



凝聚智慧和實務的「創業小聚」活動
攜手科技產業每月活動，邀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大學、陽明大學及台灣
師範大學等各大學院校79位僑生出席參加「創業小聚」活動，學習創業知識，營
造創業平台。



本會聯合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及江華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跨境電商大揭密─南向電商人才培育計畫
講座」，2017年4月14日，來自廿五所大學、近二百位僑生參加。這是本會首度將「服務僑生、結合僑教、
播種僑經」一體化，協助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永續經營華僑事業，嘗試將僑務工作帶向新的方向。

跨境電商大揭密─南向電商人才培育計畫講座



辦理南向電商人才培
育計畫及大學青年職
涯規劃講座，專家現
身說法，經驗傳授。





僑協雜誌具新聞性、知識性、聯誼性、藝文性
時效性、高品質、內涵豐富，深受僑胞喜閱



《僑協雜誌》雙月刊發行海內外，詳實報導華僑事務，內容充實，可讀性高，版面
活潑，照片精彩，深獲讀者肯定。自159/160期起改版，以高質感紙張印製，色彩鮮
艷圓潤，讀者反映，耳目咸認，頗多讚譽。

《僑協雜誌》精益求精 改版再出發





• 贊助國立台灣大學泰北、馬來西亞及
緬甸海外服務學習社

• 贊助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

• 贊助國立高雄大學僑聯會「僑遇你」活動

•贊助緬甸歸僑協會暑期緬甸師資培訓

• 出席各大僑團年會及各地僑社活動

•贊助輔仁大學「緬甸臘戌僑校服務團」



贊助緬甸歸僑協會暑期緬甸當陽師資培訓

贊助緬甸歸僑協會2017年8月2日
至13日赴緬甸當陽暑期華語文教
師研習會，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傳揚中華文化。



贊助國立台灣大學「馬來西亞海外服務學習團」、「泰北服務隊」、「緬甸再見
家鄉服務隊」以及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等四個團隊，分赴馬來
西亞古晉、砂勞越、檳城；泰國清萊、清邁；緬甸當陽、眉苗等地，服務華校及
華裔同胞，深受當地僑社歡迎。

贊助大學社團赴東南亞服務僑胞及僑校







本會自2000起至2018年，先後成立30個分會，遍佈五大洲。每一個分會就
像一顆顆晶瑩剔透、鮮艷奪目的彩鑽，串起這30顆彩鑽，它們不但點亮了
世界，而且為總會發聲發光。分會有如總會的前哨站、灘頭堡一樣，它挺
立在僑界第一線，為「服務僑胞、造福僑社、團結僑界」，心連心，手牽
手，肩並肩，共同為落實總會的宗旨而努力奮鬥。

全球分會建構綿密服務華僑網絡

北美洲14

美國10
邁阿密、費城、波士頓、紐約、芝加哥、華盛頓、
休士頓、聖路易、羅省(洛杉磯) 、舊金山灣區

加拿大4
加西(溫哥華) 、多倫多、蒙特婁
渥太華2018年成立

南美洲3 巴西、巴拉圭、阿根廷

亞洲4 泰國、日本、菲律賓、緬甸

歐洲5
法國、比利時、英國
*德國、*義大利2018年成立

大洋洲3 雪梨、墨爾本、紐西蘭

非洲1 *南非2018年成立

團體會員 英國華僑協會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分會分佈圖





第六屆聯誼大會
徜徉長灘島



第六屆聯誼大會
馬尼拉盛大舉行



第六屆聯誼大會馬尼拉大合影



結語

本會用心發展會務，獲得政府、學界
和海內外僑團僑領的讚譽好評。今後
將繼續在良好基礎上，與大家攜手同
心，共同努力，再造僑協「創新卓越」
新輝煌，迎接「璀璨僑協」新榮光。



未來展望

攬五大洲僑心兮
領航華僑事業

橫六大洋牽手兮
傳承創新卓越

~黃海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