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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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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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會理事長吳鐵城先生



1953年接任後，於台北市敦化北路現址

籌建華僑會館，1969年落成啟用。

第二任理事長馬超俊先生

任期：1953～1973



高信先生 張希哲先生

梅培德先生 伍世文先生 陳三井先生

繼任理事長 踵繼前賢 光我僑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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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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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華僑事業的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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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關懷
創新卓越





黃海龍理事長 前副總統吳敦義先生 監察院張博雅院長

創會七十五週年慶祝大會



群賢畢至冠蓋雲集同享會慶喜悅



僑務論壇專家精闢論述





雙十國慶 旗海飄揚



我愛國家 向國旗致最敬意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女士主講

慶祝國慶 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合辦「把愛送出去暖家傳孝」講座



紀念七七抗戰八十週年八二三砲戰六十週年 緬懷不朽篇章





國父紀念館正廳大門合影

紀念國父誕辰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



學術研討會 學者闡述國父思想



緬懷蔣公 赴慈湖謁陵



蔣公我們懷念您紀念大會





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華僑節 舉辦全球華僑聯誼大會



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華僑節 舉辦全球華僑聯誼大會



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華僑節 舉辦全球華僑聯誼大會



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華僑節 舉辦全球華僑聯誼大會



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華僑節 舉辦全球華僑聯誼大會



全球華僑國是論壇座談會



歸僑團體座談 協力僑務



退休僑務主管座談 傳承經驗



蒞訪僑團座談 傾聽僑意



世界婦女華僑座談 凝聚共識



建議事項分送中央單位卓處

歷次華僑國是論壇座談會建議事項綜整計32項，分別函送內政部、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勞動
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僑委會、陸委會、海基會及NCC等11個關單位卓處，除外交部外，餘10

個單位均回應。各部會回應說明，均刊登於173期僑協雜誌。





出席中美洲六國中華/華僑總會薩爾瓦多年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拜會瓜地馬拉莫拉雷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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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羅馬歐華年會



出席德國歐華年會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出席都柏林歐華年會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波士頓年會宣揚僑協為世界華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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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華盛頓年會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南加州年會 頒贈僑光獎章



出席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舊金山年會 專題演講



拜訪
紐英崙中華公所



見證波士頓世界華僑總會成立大會



出席美洲各地中華公所/會館聯誼會華盛頓年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出席美洲各地中華公所/會館聯誼會達拉斯年會 頒贈僑光獎章



出席五洲洪門致公總堂170週年大慶



五洲洪門致公總堂170週年大慶 致贈卷軸慶賀



出席全美黃氏宗親會懇親大會 致贈卷軸 頒發僑光獎章



出席北美洲舜裔篤親總公所年會暨三藩市舜裔篤親公所十週年大慶



訪問紐約中華公所



訪問華盛頓中華會館



拜訪洛杉磯中華會館



頒贈僑光獎章



拜訪蒙特利市政府議會 出席洛杉磯代表處座談



拜訪芝加哥傳統僑社芝城安良工商會



拜訪芝加哥中華會館



拜訪舊金山駐美中華總會館



出席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總會年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訪問緬甸曼德勒孔教學院



訪問緬甸曼德勒雲華師範學院



訪問緬甸曼德勒雲南會館



訪問緬甸仰光雲南會館



出席泰北華校藝文競賽



泰北華校子弟演講字正腔圓 書法寫作筆鋒秀逸



訪問清萊華雲學校



訪問清萊雲南會館



訪問泰國中華會館



訪問泰國台灣會館



出席美國安良工商會成立125周年慶祝大會暨第97屆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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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世界華僑總會
簽署合作及友誼協議書





出席美國在台協會經貿合作慶祝酒會



與薩爾瓦多駐華大使錢曾愛珠女士
及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達比亞先生

與駐華大使索托(Jose Miguel Soto Jimenez)及外交部長李大維合影

出席中美洲四國獨立慶祝酒會



與西班牙商務處處長
Jose Luis Echaniz Cobas交談

出席西班牙國慶酒會



出席吉里巴斯共和國 週年國慶
酒會





主持多倫多分會成立十週年暨新任會長就職典禮



出席紐約分會僑心座談會



訪問波士頓分會 頒贈僑光獎章



出席芝加哥分會座談



出席洛杉磯分會座談



出席泰國分會座談



主持菲律賓分會會長交接典禮





主持緬甸分會成立大會



緬甸分會成立大會授旗及授證



田秋堇副委員長 張俊福代表 黃海龍理事長 陳自廷會長

緬甸分會成立大會 嘉賓雲集



成立德國分會暨義大利分會



德國分會成立大會授旗及授證



義大利分會成立大會授旗及授證



西澳柏斯分會成立大會



西澳柏斯分會成立授旗儀式

西澳柏斯分會成立大會授旗及授證





英國華僑協會加入本會團體會員



台灣區植物油製煉工業同業公會恢復團體會員



北美洲14個

美國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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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加西(溫哥華) 、多倫多、蒙特婁
預定成立渥太華分會

南美洲3個 巴西、巴拉圭、阿根廷

亞洲4個 泰國、日本、菲律賓、緬甸

歐洲7個
法國、比利時、英國、德國、義大利
預定成立荷蘭及西班牙分會

大洋洲4個 雪梨、墨爾本、紐西蘭、西澳柏斯

非洲3個 預定成立南非、模里西斯、肯亞分會

團體會員 英國華僑協會、台灣區植物油製煉工業同業公會

全球分會建構綿密服務華僑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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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聯誼大會大合照



第七屆全球分會聯誼大會 巴西聖保羅舉行



第七屆全球分會聯誼大會 盛況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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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波士頓中華公所回國訪問團



歡迎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回到華僑的家



接待菲律賓前副總統及外交部長



美國安良工商會元老暨總理蒞訪



歡宴美國安良工商會年會代表及慶賀團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黎淑瑛總會長率團蒞訪



僑務委員暨僑領蒞訪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蒞訪



羅省中華會館暨洛杉磯大專聯合校友會蒞訪



芝加哥中華會館蒞訪



菲華經貿文化交流協會蒞訪



中華民國空軍子弟學校美加校友會訪問團蒞訪



駐墨爾本經文處林起文處長蒞訪



美國秉公總堂暨支堂首長回國參訪團蒞訪



歡宴全球僑胞代表





出席「海峽論壇」系列活動



僑協理事長黃海龍與中國僑聯主席萬立駿

海峽論壇僑界峰會



海峽論壇僑界峰會



兩岸僑務和平發展論壇 專題演講



九二共識 接待大陸僑聯及僑辦



紀念七七抗戰八十週年 參訪湖南抗戰史蹟



出席「世界客屬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參訪雲南中國遠征軍抗戰史蹟



桂林參訪 桂林市僑聯盛情接待



大陸中國僑聯邀訪長春、吉林、延吉



大陸中國僑聯邀訪長春、吉林、延吉





頒贈僑協合唱團舞蹈團指導老師聘書



僑協合唱團 天籟美聲



僑協合唱團慈善義演



僑協舞蹈團 婀娜多姿 風姿綽約





召開志工會議 腦力激盪 共策會務



定期召開理監事會議



召開會員大會 擴大會務參與



員工進修 增進本職學能



引進新科技 簡化人力 提昇效率

手機掃描報到 快速便捷



網站即時更新





頒贈僑光獎章



表彰貢獻



以示崇榮





1.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華僑節會員聯歡
2.聯誼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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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會員授證及簡報
7.花藝暨茶藝講座
8.每月慶生荼會



會員聯誼之旅遊池上伯朗大道



關懷花蓮震災慈善之旅



花蓮震災 感恩大會



會員聯誼金門之旅



九九重陽探訪百歲人瑞會員



新進會員授證 加入僑協大家庭



舉辦公教退休年金座談 維護權益



舉辦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華僑節會員聯歡暨慶生會



會員大會



全球華僑挺高雄會員聯誼之旅 拜會高雄市議會



全球華僑挺高雄會員聯誼之旅 拜會高雄市政府



全球華僑挺高雄會員聯誼之旅 田寮月世界留影



贈禮女性會員 母親節快樂



每月舉辦壽星會員茶會暨養生座談



舉辦花藝講座 怡情悅性



舉辦茶藝講座





三節慰問關懷歸僑團體



出席歸僑團體年會活動 深厚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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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協調企業 引介僑生實習 協助職涯規劃



舉辦僑生歲暮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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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國立台灣大學僑生春節祭祖典禮暨聯歡會





「創業小聚」培育僑生創業技能



電商人才培育計畫講座



電商人才培育計畫講座 專家傳授實務經驗



援引社會資源 協力服務華僑



協力國內大企業 實施惠僑專案 服務僑胞及僑生

與晶華集團、江華紡織等大企業，實施惠僑專案，引介僑生實習任職



與江華教育基金會合辦賽萬提斯西語競賽



拜訪立法委員 精進僑務



邀集產官學界 舉辦僑生畢業留台就業座談會



舉辦僑生畢業留台就業座談會
座談會紀錄及建議事項11項，分送國發會、勞動部及教育部等有關單位卓處。各部會回應均刊登於172

期僑協雜誌。



出席「美力覺醒」論壇全球華人女性實現全方位幸福人生座談會



出席港澳台粵青年企業家高峰論壇



與永續能源基金會合辦氣候變遷繪畫比賽 獲獎作品桃園機場出境大廳展出



成功搶救台大鹿鳴堂(僑光堂)為文化古蹟 見證光榮僑史





定期出版僑協雜誌



《僑協雜誌》內涵豐富 圖文並茂 品質精美





•普悠瑪事故 捐贈台東卑南國中專案慰助金

•贊助芝加哥中華會館興建耆老公寓

•贊助緬甸北撣邦明德學校校舍興建

•贊助緬甸華語文師資培訓

•贊助各大學僑團年會及各地僑社活動

•贊助國立台灣大學等公私立大學僑生活動暨海外服務



普悠瑪事故 捐贈慰助金關懷台東卑南國中師生



贊助芝加哥中華會館興建耆老公寓暨會館整修



贊助緬甸邊區明德學校校舍興建

緬甸仰光雲南會館
及本會緬甸分會致贈感謝狀



贊助緬甸華語文師資培訓



贊助大學社團赴東南亞服務僑胞及僑校贊助大學社團赴東南亞服務僑胞及僑校



老吾老 幼吾幼 傳揚中華文化



結語

再造「華僑事業」新輝煌

迎接「華僑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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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