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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邀請，本次出訪由范副主委佐銘率隊，前往柬埔寨

金邊參加「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2019懇親大會暨第三、四屆總會長交接典禮」。

在會議與典禮之餘，本團亦前往拜會海外客家鄉親，了解其投入產業發展現況及

生活情形。期待透過本次出訪，聯繫海外客家鄉親之情感，提升東南亞鄉親的客

家認同，並讓海外客家鄉親了解當前政府之政策推行成果。 

為提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以及使臺灣為「全球客家中心」的目標邁進，本

次拜訪有三點回饋，一是加強公益力量，輔助客家鄉親前往弱勢地區提供服務，

強化臺灣軟實力；二是強化海內外客家青年的文化產業交流，培養國際視野人才；

三是加強東協與南亞國家交流合作，以互惠共利的方式打造亞洲共榮。 

 

 

關鍵字：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公益、客家青年、亞洲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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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柬埔寨位於東南亞中南半島，國土約 18 萬平方公里，約臺灣的六倍

大，首都位於金邊，是個佛教國家。過去曾為法國的殖民地，時間長達

9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近年來，柬埔寨吸引許多國外資金投資，

特別是日本、韓國與中國與臺灣等亞洲國家，而在中國資金一帶一路的

政策影響下，柬埔寨受其影響極深。 

2011年新加坡客家臺商鍾仕達與亞洲各國客家菁英，於臺北成立「亞

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柬埔寨客家臺商彭仲年接任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

會副總會長一職，負責在柬埔寨籌組「柬埔寨臺灣客家聯誼會」。柬埔寨

臺灣客家聯誼會於 2015 年正式成立，創會會長即彭仲年，該會串連柬埔

寨之客家鄉親從事文化傳承與參加國際客家活動，並與亞洲臺灣客家聯

合總會密切交流互動。 

受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邀請，此次出訪本會由范副主委佐銘率隊，

前往柬埔寨金邊參加「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 2019 懇親大會暨第三、四

屆總會長交接典禮」。本次出訪除參與海外客家社團盛會，也宣導本會業

務執行的成果，並同時拜訪於柬埔寨打拼之客家鄉親，傾聽其建言，做

為日後政府擬訂、調整政策之參考依據。 

本會期待在這一次的出訪當中能達到三項目標。第一是促進全球客

家社群之情感連結，提升海內外客家鄉親自我認同；第二是配合國家新

南向政策，進行產業參訪、交流，瞭解在東南亞的客家臺商所面臨之挑

戰與所需協助為何；第三是向海外鄉親報告國內客家業務現況，讓鄉親

理解當前政府政策與推行成果。 

貳、出國人員及行程安排 

本次出國由本會范副主任委員佐銘率會內同仁黃科員碧霞及羅科員

景賢計 3 人，於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至柬埔寨金邊參與亞洲臺灣客

家聯合總會2019懇親大會暨第三、四屆總會長交接典禮。除參與大會外，

此次也安排參訪客家鄉親於柬埔寨之產業與當地產業市集、文化景點等。

相關行程摘要如下： 

日期 行程内容 

10 月 28 日(一) 1、搭機前往柬埔寨金邊 

2、參訪永琚建設公司(客家臺商黃雲良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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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迎賓晚宴 

10 月 29 日(二) 1、客家 369 觀光論壇 

2、參訪中港建設(客家女婿邱珍逸總經理) 

3、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第三、四屆總會長交接典禮與晚宴 

10 月 30 日(三) 參訪絲綢島、中央市場 

10 月 31 日(四) 1、拜訪僑務委員葉詩卉、參訪山豪地産公司 

2、搭機回程臺灣桃園機場 

參、活動紀要 

一、2019 年 10 月 28 日 

(一)抵達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 

本會訪問團人員(以下簡稱本團)於10月28日中午抵達金邊國際

機場，由第四屆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以下簡稱亞臺客)執行長彭康

喬(亞臺客總會長彭仲年公子)協助接待並快速出關。甫出關即見，亞

臺客總會長彭仲年、名譽總會長張良彬、監事長呂窗雄與副總會長

陳建佑，熱情迎接自世界各國前來參與大會的客家鄉親。並隨即由

副總會長陳建佑以及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局長林彥甫所領隊的縣

府同仁，與本團人員前往鄰近餐廳用便餐，簡要了解柬埔寨近年國

情情勢、臺商產業概況。 

  
圖一：亞臺客幹部熱情迎接 圖二：亞臺客副總會長陳建佑陪同餐

敘交流 

(二) 参訪永琚建設公司 

用餐結束後，本團前往拜訪於柬埔寨從事營造業的客家臺商黃

雲良先生。黃雲良為桃園龍潭客家鄉親，今年 48 歲，到柬埔寨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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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已有 5 年。他提到，來到柬埔寨前，他本來就在桃園龍潭從

事營造業，多年前與他的太太來到柬埔寨金邊觀光旅遊，發現柬埔

寨正值發展期具有營造的市場潛力，就毅然決然與太太來到柬埔寨

開設建設公司，目前共有九位員工，其中四位是臺灣幹部，五位是

柬埔寨當地幹部。黃雲良指著牆面上的設計規劃圖表示，當初他到

柬埔寨時多半是營造商圈，或是俗稱「販仔屋」的住宅區，但近期

因為中國大量資金的壓力逼近下，他決定轉型往「改廠房」的方向

發展。 

事實上，不只黃雲良提到，自本團下飛機出關至看到金邊街景，

皆可看見大量的簡體字與中國人。在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下，

柬埔寨的地產開發、營造、房市成為華人熱門的投資標地，在中國

官方資金的挹注下，不只房地產，許許多多的產業如養殖畜牧、果

菜耕種、電子加工等等，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現場除了聊到國際政經情勢，同為客家臺商的亞臺客名譽總會

長張良彬提到，這更顯示團結的重要性，在國外經商常常會有「無

奈感」，常常得自食其力排除萬難，他對於當時隻身離家打拼的感受，

迄今仍歷歷在目。因此海外的鄉親們更要團結，客家人更要互相照

顧。現場所聊及議題從嚴肅到輕鬆溫暖，本團及與會的貴賓也一起

享用黃雲良夫婦準備的東南亞水果，本團由范副主委佐銘代表客委

會致贈禮品。 

  
圖三：黃雲良先生座談交流(一) 圖四：黃雲良先生座談交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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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致贈黃雲良先生禮品 圖六：於營造公司前合影 

(三) 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迎賓晚宴 

當日迎賓晚宴由亞臺客與柬埔寨臺灣客家聯誼會一同舉辦，現

場貴賓與客家鄉親雲集。迎賓晚宴特別邀請到柬埔寨總理府顧問李

坤泰勳爵，李坤泰是柬埔寨著名的華商。他投入許多產業，如房地

產開發、建築工程承包、建築設計、室內設計裝潢、旅宿業、金融

等。他也是柬埔寨總商會的副會長，在柬埔寨政商界具有一席之地。

在迎賓晚宴就由李坤泰勳爵向大家介紹柬埔寨的當前發展與未來趨

勢。同時，本團范副主委佐銘代表客委會，贈送柬埔寨客家村─雲

曬村之光華學校禮品，包括繪本、文具與客語相關出版品等，期待

此次訪問也可達到南向教育交流之目的。 

晚宴也特別從臺灣邀請桃園市芙韻合唱協會演出許多膾炙人口

的客家歌曲，讓現場的客家鄉親一解鄉愁。當晚值得一提的是，柬

埔寨臺灣客家聯誼會劉建佑即為現任亞臺客副總會長，他與彭康喬

(彭仲年公子)以及其他在柬埔寨打拼的海外青年與臺商二代，攜手投

入東南亞客家傳承。因此在歡迎晚宴可以看到許多客家青年的身影，

活動也更顯得生動活潑有趣。 

  
圖七：與柬埔寨總理府顧問李坤泰勳

爵互換名片 

圖八：與客家鄉親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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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范副主委佐銘迎賓晚宴致詞 圖十：致贈柬埔寨總理府顧問李坤泰

勳爵禮品 

  
圖十一：致贈柬埔寨臺灣客家聯誼會

劉建佑會長禮品 

圖十二：與桃園市芙韻合唱協會合影

留念 

  
圖十三：致贈雲曬村光華學校文具用

品等禮品 

圖十四：晚宴結束前大合唱「客家本

色」 

二、2019 年 10 月 29 日 

(一)客家 369 觀光論壇 

為讓更多海外客家鄉親了解客家委員會目前的重點施政方向與

施政成果，亞臺客特別在理監事會議後，安排「新南向臺灣客庄 369

觀光產業論壇」，本團負責報告整體客家業務概況，另「靚靚六堆」

由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陳處長麗萍報告，「浪漫臺三線」由苗栗縣

政府文化觀光局林局長彥甫報告，「幸福臺九線」由花蓮縣政府客家

事務處彭處長偉族報告。 

范副主委佐銘的報告中主要重點如下：第一是修正通過客家基

本法，將客語列為國家的語言之一，同時實施客語為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的通行語，並且在中小學推動沉浸式教學，讓客語重返公共

領域；第二是客家藝文的發展，除客家傳統大戲、藝術創作的創新

與推廣，本會今年度更成立「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邀請孩子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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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起來參與客家傳承工作，同時透過孩子優美的歌聲，將能夠代

表臺灣、客家文化，讓世界聽見「客家的聲音」；第三是本會今年的

重頭戲「浪漫臺三線藝術季」，本會跨越臺北、桃、竹、苗、中等五

個縣市，為期 58 天，共一百餘場文化藝術體驗的客家地景藝術節，

透過海內外藝術家的視野與技藝，呈現出浪漫臺三線人文地產景之

美。 

除此之外，范副主委也提到，未來客委會將以浪漫臺三線的經

驗為基礎，加速推動「靚靚六堆」與「幸福臺九線」，目前兩地的專

案辦公室也已成立，即將進入具體規劃的階段。屏東縣政府、花蓮

縣政府與苗栗縣政府的出席代表也分別報告各地客家業務的推展狀

況，花蓮縣則由徐縣長榛蔚親自率隊與會，大家共同集思廣益推展

客家文化。 

  
圖十五：范副主委佐銘報告客家業務 圖十六：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長陳

麗萍報告客家業務 

  
圖十七：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局長 

林彥甫報告客家業務 

圖十八：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長彭

偉族報告客家業務 



7 
 

  
圖十九：聽取縣市政府報告客庄 369 圖二十：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二)參訪中港建設 

在亞臺客舉辦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的同時，本團前往參訪

由客家女婿邱珍逸擔任總經理的中港建設。邱珍逸於七年前來到柬

埔寨從事房地產開發，目前共有四十個員工，其中兩位是臺灣幹部。

邱珍逸在去到柬埔寨前，資訊工程背景的他，在美國矽谷擔任工程

師 13 年，後來因緣際會下，來到柬埔寨進入房地產業。剛到柬埔寨

的他，下了許多功夫在當地的法規、稅務，並且花了四年在金邊打

造出一座在當地絕無僅有的大廈。 

他自豪地提到，因為資訊工程的學術養成，讓他一絲不苟地研

究完當地的法條，並且仔細專研建築工法，加上在美國十幾年的生

活經驗和建築美學的培養，讓他在柬埔寨蓋出少數具有優質地下室、

零重大工安意外、進口家具規格，且具有商業、辦公、住宅等多功

能的複合型大樓。許多國際知名品牌的柬埔寨金邊辦公室，就安設

在此大樓。其亮眼的表現，也讓他成為柬埔寨公部門參訪的典範。 

  
圖二十一：邱珍逸總經理介紹中港建

設 

圖二十二：中港皇家建設公司頂樓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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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中港建設大樓格局介紹 圖二十四：建案室內設計參訪 

  
圖二十五：與邱珍逸總經理座談交流 圖二十六：中港建設公司前合影 

(三)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第三、四屆總會長交接典禮與晚宴 

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於民國一百年成立，成員國為新加坡、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汶萊、柬埔寨、日本、香

港等十個國家及地區所組成之客家聯誼社團，首年推舉新加坡臺灣

客家同鄉聯誼會鍾仕達先生為第一任創會總會長。2014 年 10 月泰國

臺灣客家同鄉會章維斌獲選接任為第二屆的總會長。2017 年 11 月越

南臺灣客家同鄉會張良彬接任為第三屆的總會長。2019 年 10 月柬埔

寨彭仲年接任第四屆總會長，交接典禮在范副主委佐銘監交，僑委

會高建智副委員長及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鍾文正處長見

證下順利圓滿完成。 

新任總會長彭仲年為桃園楊梅客家鄉親，客家與僑務資歷豐富，

曾擔任客委會海外諮詢委員、僑委會促進委員、桃園市政府客家諮

詢委員、柬埔寨臺灣客家聯誼會創會會長等。他於致詞時提到，在

他接任亞臺客總會長後，未來有三項重點工作，第一是「加強組織

培育青年，傳承後生永續發展」，培訓加強年輕團隊與海內外客家鄉

親的交流；第二是「全力推展觀光產業，促使客庄國際發光」，藉此

號召海外的客家鄉親回到臺灣前往客庄觀光旅遊，並透過海外網絡

來宣傳臺灣客家；第三是「推行社會公益活動，發揮客家忠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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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仲年會長打趣地形容他接任總會長是「瞎子放鞭炮，又驚又

好」。不過本團也發現，在參與大會的過程中，彭仲年總會長已經開

始落實他的理念，如號召客家青年、客家臺商二代參與海內外客家

事務，並且在大會議程邀請本團與地方政府向海外鄉親介紹國內客

家業務推展狀況。在此次懇親大會暨交接典禮，就已經可以看到彭

仲年總會長的用心與努力。 

  
圖二十七：第三屆張良彬總會長率幹

部與貴賓合影 

圖二十八：總會長交接印信 

  
圖二十九：監事長交接印信後合影 圖三十：范佐銘副主委致詞祝賀 

  
圖三十一：致贈新任總會長紀念品 圖三十二：晚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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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晚宴合影新任總會長彭仲

年 

圖三十四：晚宴合影前總會長張良彬 

  
圖三十五：晚宴合影新任副總會長劉

建佑 

圖三十六：晚宴大合唱 

三、2019 年 10 月 30 日 

(一)參訪絲綢島、中央市場 

行程第三天由印尼臺灣客家聯誼會邱泳方會長伉儷與臺商王福

賜陪同，前往參訪柬埔寨當地文化景點絲綢島與中央市場。絲綢島

是一座位於湄公河的河中島嶼，從碼頭搭乘渡輪約 50 分鐘，沿途能

夠看見柬埔寨水上人家的生活模式，一家大小同住船艙的捕魚生活

景象，同時在不遠處也可看見新建的現代觀光飯店，途中也可發現

許多國際觀光客沿著湄公河自越南前來觀光，在湄公河上，傳統、

現代與國際之間，呈現出柬埔寨特有的景象。 

絲織是絲綢島上重要的經濟來源，也以此聞名。本次參訪是進

入到一座絲綢休閒園區，包含產業、休憩與餐飲。園區內從養蠶、

吐絲、編織與販售等整條生產流程都可以一覽無遺。紡織業起家的

邱泳方會長，也專業地向我們解說，並如何判斷絲織品的優劣，服

飾搭配的美學等。 

午餐後，本團前往中央市場參訪。中央市場(柬文 Phsar Th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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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法國統治時期，是柬埔寨最著名的名勝地之一，也是金邊市地

標和象徵。其建築風格極具西方特色，市場中央的圓頂像 4 隻大手

臂分別向東南西北伸展，外觀顏色以亮黃亮白為主，內部則沒有柱

子，整體建築兼具美學與力學的進步技術。裡面販售的物品應有盡

有，幾乎是所有觀光客來到金邊必訪之地，如工藝品、服飾、珠寶、

水果、花卉及菜市場等，非常壯觀。 

  
圖三十七：湄公河沿岸特色餐廳 圖三十八：湄公河搭船前往絲綢島 

  
圖三十九：王福賜副總導覽湄公河沿

岸特色 

圖四十：參訪絲綢休閒園區 

  
圖四十一：絲綢休閒園區製絲展示 圖四十二：絲綢休閒園區禮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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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於絲綢休閒園區合影留念 圖四十四：於絲綢休閒園區合影留念 

  

圖四十五：午餐餐敘留念 圖四十六：中央市場前合影留念 

四、2019 年 10 月 31 日 

行程最後一天為拜訪僑務委員葉詩卉，葉詩卉為苗栗竹南人，約

30 年前來到柬埔寨從事房地產開發，至今事業有成，積極參與公益與

國際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葉詩卉除擔任僑務委員，也曾任柬埔寨臺

灣商會副會長、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顧問等，彭仲年總會長提到，在這一次的亞臺客懇親大會，葉詩卉出

錢出力大力支持。因此在離開柬埔寨前，本團特地前往致意，感謝她

對海外客家的用心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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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與葉詩卉僑務委員互贈禮

品(一) 

圖四十八：與葉詩卉僑務委員互贈禮

品(二) 

  
圖四十九：於葉詩卉僑務委員宅合影

留念 

圖五十：於葉詩卉僑務委員宅合影留

念 

 

肆、活動心得與建議 

本次出訪由范副主委佐銘帶隊，至柬埔寨參加「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

會 2019 懇親大會暨第三、四屆總會長交接典禮」，並利用會議空檔，拜會

海外客家鄉親，了解其在當地從事的產業、生活情形及所遭遇之困境，以

及聽取對於臺灣政府的建言，且安排參訪柬埔寨在地紡織產業與傳統市集。

經過本次參訪，本團提出以下三點心得與建議，以期未來能夠凝聚全球客

家族群，傳承文化、強化交流，並且拓展文化軟實力，提升臺灣之國際競

爭力，使臺灣成為「全球客家中心」的目標邁進。 

一、用公益來強化東南亞客家 

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一直是臺灣客家在東南亞相當重要的組

織，除傳承客家文化外，用客家精神與政府合作，為臺灣在國際社

會發聲，更是亞臺客非常重要的貢獻。簡而言之，亞臺客就是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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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國家認識臺灣的第一印象。 

目前亞臺客有許多幹部除致力於客家文化傳承，也帶著公益精

神服務東南亞的弱勢、貧困鄉鎮。如新接任的總會長彭仲年就常帶

著會裡的年輕幹部，在柬埔寨下鄉服務、募集物資與運送捐贈等，

令人著實感動，也在國際社會中塑造出臺灣人無私奉獻的正面形象。

因此，本團也建議，日後加強與亞臺客的組織串連，將公益的力量

放大到更多弱勢國家與偏遠地區，除物資的支援外，並強化文化交

流，加深臺灣與東南亞的鏈結。 

二、增加海外客家青年的文化、產業交流 

此次的出訪中，不論是在大會或是拜訪海外鄉親，本團皆發現

許多年輕人的身影，如亞臺客新任的副總會長劉建佑、秘書長林志

濱、財務長鍾麗情、執行長彭康喬、榮譽總會長黃資貽、榮譽顧問

邱珍逸等等，他們都在本次的大會中投注心力，從接待貴賓、交通

住宿、大會議程到柬埔寨在地參訪文化交流等，每一個環節都讓來

到柬埔寨的與會人員賓至如歸。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除了是熱心於客家文化的青年外，他們也

多是擁有堅韌實力的企業家，有些來到柬埔寨打拼，有些是客家臺

商第二代，因為對客家的熱情聚集在一起，同時也產生產業交流的

網絡，團結在柬埔寨、東南亞的臺灣商人，努力打拼。本團建議，

可多邀請這些海外客家青年回臺辦理論壇，交流世界產業趨勢，同

時也建立海內外客家青年社群，提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  

三、臺灣新南向，文化、產業打前鋒 

在本次的訪問中，臺商皆提到同一件憂慮，即中國一帶一路政策，

其挾帶龐大資金與政治打壓的手法，讓許多臺灣商人不得不與其合作，

或是乾脆產業轉型。本團認為，這是臺灣政府與社會必須重視的問

題。 

相形中國的一帶一路，臺灣的新南向政策是以高度包容性、強調

互利互惠、以人為本的政策，加上現在臺灣新住民、二代已然受到臺

灣社會重視，我們更該強化此種以人為本的經濟、戰略合作，強化國

與國之間的互信。柬埔寨的臺商雖然受到來自中國官方與企業的壓力，

但他們仍不屈服，努力轉型產業，創新研發，不輕易讓出打拼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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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本團除敬佩這樣的精神，更建議要加強更多與東協、南亞國家

的合作，進行文化、經濟與產業的交流，鞏固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打造亞洲共榮盛景。 

伍、附錄 

  
說明：本次參訪相關資料 說明：本次參訪相關資料 

  

說明：本次參訪相關資料 說明：本次參訪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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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次參訪相關資料 說明：本次參訪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