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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泰國昔稱暹羅，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位於中南半島中心

地區，北面接壤寮國，西與緬甸為鄰，東面是高棉，南面是馬來

西亞。全國面積 51 萬 4千平方公里，行政劃分為 76 個府治，

首都設在曼谷市。曼谷這個城市是於 1782年由恰克里王朝的王

所建，也是今日泰國政治文化和商業中心以及首都所在。 

客家人因五胡亂華而大舉南遷至福建、廣東，及至後來因國

家動亂，社會不安，又興起移民到台灣、泰國及全球各地。而泰

國為華僑最多的國家，泰國總人口約 6千萬人，華裔血統的泰人

2千萬，其中以潮州人居冠，大部分寄居在曼谷。其次為客家人，

寄居在全國各個府治，泰國的台灣客家人有 250 到 300 位，若

是再加上泰國本地的客家人、泰國的中國大陸客家人、其他國家

來的客家人總數約有 5 百到 6 百萬人。客家人在士、農、工、

商、各橫頁中人才倍出。泰國的客家族群中以梅縣、豐順、大埔、

興寧、惠洲，較多，都各自設有獨立性的會館。有泰國客家總會，

泰國豐順會館、泰國大埔會館、泰國興寧會館、泰國惠洲會館；

倘有近年成立的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等，客家人在泰華僑界是一

股龐大的力量。 

客家人來到海外，不外是要尋找一個安居樂業的處所，所以

所到之處，蠻荒異土，先民們披荊斬棘，咬薑啜醋地開創家業，

安身立命將他鄉做故鄉，這就是所謂的「客家人」吧！新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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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身在海外，雖然生活安定富裕，不過所面臨的是文化、語言

的衝激，和傳承的斷層窘境。有鑑於此，各地鄉親紛紛成立了懇

親會、同鄉會、客青會等，借以團結鄉親，舉辦活動或聚餐或唱

山歌來凝聚力量，大家相聚一堂打嘴鼓、講客話，習以為常。年

青人在耳濡目染之下，多少都能學習到一些客家語言和文化，社

團的功能也就展現出來了。 

泰國台灣客同鄉會自 2000 年 11 月在泰國曼谷市成立後，

近年來致力於台、泰客家文化交流、客家藝文傳承與發揚、客家

鄉親聯繫與服務，該會已成為泰國地區最大且最活躍的台僑社團

之一。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會長兩年一任，前任會長葉金銘先生

係於 91年 11 月 17日就任，與本會多有互動。接任之新任理事

長鄧子亮先生，先前為泰國台灣客同鄉會副會長，對客家事務推

動尤為積極熱心，於 93年 9 月 29日特蒞會拜會  羅前主委，

當面邀請出席該聯誼會會員大會並遴派客家文化藝術表演團體

共同與會，以增光采。為參加泰國台灣客同鄉會會長交接典暨會

員大會，促進客家文化交流，加強海外鄉親團結與向心力，提昇

台灣及本土客家文化的國際能見度，本會特由  羅前主委率同本

會同仁及愛客家說唱表演團拜訪當地客家僑團，並宣導本會政策

及施政作為。 

本會為規劃籌建客家文化園區，另派員赴泰國清邁觀摩文化

設施建築設計，營運管理之推動經驗，俾期研擬我國客家文化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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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設施推動方案之參考，以提昇客家文化建築之藝術性，促進客

家文化設施之永續發展。 

 

貳、貳、貳、貳、    出國人員及行程出國人員及行程出國人員及行程出國人員及行程 

本會由 羅前主任委員文嘉率同賴處長俊宏、盧參事維屏、

李專門委員冠毅、黃科長瓊玉、莊專員書銘、朱科員育廉等七人

前往。 

訪泰行程如下：訪泰行程如下：訪泰行程如下：訪泰行程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 

93/12/23（星期四） 盧參事及莊專員由台北出發往至華欣參觀華欣

建築 

93/12/24（星期五） 1. 賴處長等 4人台北出發至曼谷 

2. 羅前主委及盧參事及莊專員抵達曼谷 

3. 晚上與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及愛客家說演

團共進耶誕晚餐 

93/12/25（星期六） 1. 參觀泰國曼谷地區名勝古蹟 

2. 參加旅泰客屬聯誼會會長交接典禮暨會員

大會 

93/12/26（星期日） 1. 盧參事搭乘曼谷航空飛往清邁參觀建築 

2. 拜訪泰國商會聯合總會會長黃盛涌 

93/12/27（星期一） 1. 羅前主委拜訪泰國客家商會總會會長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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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 

2. 拜訪泰國客屬總會劉志群會長 

3. 拜訪羅室宗親會 

4. 拜訪台灣會館 

5. 參訪代天宮 

93/12/28（星期二） 羅前主委、賴處長等人進行曼谷業務考察 

93/12/29（星期三） 羅前主委及處長一行等 5人返抵台灣 

 

參、會議概述參、會議概述參、會議概述參、會議概述 

第第第第 1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 

下午抵達曼谷機場，由僑務委員何素珍女士、泰國台灣同鄉

會第二屆會長葉金銘及第三屆會長鄧子亮等鄉親及工作人員的

熱烈歡迎，並就此展開為期 6 天的訪泰之旅。 

今晚正逢耶誕夜，晚上由鄧子亮及葉金銘會長作東宴請本會

同仁及愛客家說演團團員共同晚餐，大家來到泰國曼谷知名的海

鮮料理店，第一次看到又大又新鮮的海底動物，大夥無不嘖嘖稱

奇，晚宴時團員間互相自我介紹，並度過了第一個在曼谷溫馨愉

快的夜晚。 

 

第第第第 2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早上，由葉董事長雲火率領本會同人參觀曼谷地區名勝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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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葉董事長表示來到曼谷，自然不能錯過全世界最為金碧煇煌

的佛寺。首先我們來到曼谷最著名的玉佛寺，在皇宮裡有一座披

覆成千上萬彩色玻璃的玉佛寺，這是泰國境內最重要的佛寺，裡

面供奉著被賦予超自然神力的玉佛，是由稀有玉石打造，倍受泰

國人民所景仰與膜拜。之後我們拜訪位於大皇宮正南方的涅槃

寺，涅槃寺是全曼谷最古老、也是泰國最大的寺廟，其中供奉著

身長 46 公尺，高 15 公尺的臥佛，全身披覆著金箔，為泰國境

內最大的佛像。我們沿著環繞曼谷的昭披耶河，映入眼簾的就是

曾為國王居所的大皇宮，在這個佔地千坪的皇宮之內，這個融合

泰式與西式的建築風格，讓皇室成員住所矗立在傳統建築中更為

顯目。曼谷是個兼具古老氣息和現代風情的東方大城，更是個處

處充滿讚嘆的地方。東南亞著名的湄南河橫穿過泰國首都曼谷

市，把整個曼谷分闢為東西兩個部份，湄南河就像一條彩帶，給

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的色彩。而這條河流的水上交通，也成為曼

谷的重要樞紐，並且產生了水上市場，運河岸邊並排的水上人

家，滿載著蔬菜和大小船隻，更因而讓曼谷贏得了「東方威尼斯」

的封號。我們最後拜訪了最富盛名的柚木行宮，柚木行宮為五世

皇時期所建造的，關於這棟行宮還有一段傳說，就是當年五世皇

有一名極為寵愛的皇子，但是那位皇子卻是體弱多病，五世皇在

經由高人指點後，在世昌島特別建造了一棟柚木行宮讓這位皇子

養病。由於世昌島的幽雅環境讓皇子的病不藥而癒，五世皇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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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便把皇子給接回曼谷團聚。沒想到皇子在回到曼谷不久後便

突然去世，五世皇在傷心之餘便命人將世昌島上的柚木行宮遷移

到曼谷來供他憑弔小皇子。所以今日世昌島上僅剩下行宮的遺址

了。行宮內全部採用柚木所建成的，大片綠色草坪上的柚木行

宮，建築風格很明顯受到歐洲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根據泰國的

傳統來興建。它使用了金色的柚木，卻沒有一根釘子在上面。柚

木裡有特別的油脂，而使得它很能抗熱和大雨，再加上這種油脂

本身還有驅蟲的功效，更讓它成為價值不斐的建築良材。 

傍晚  羅前主委及賴處長等一行人抵達EMERALD HOTEL

參加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會長交接典禮及會員大會，本次盛會冠

蓋雲集，出席者包括我國駐泰國鄭博久代表及夫人，泰國司法部

長等..出席人數約七百人。 

羅前主委於會中致詞時首先報告此行目的、本會三年來的施

政成果， 羅前主委表示：本會是陳水扁總統任內成立的全世界

第一個中央部會層級客家行政單位，客委會致力於推動客家語言

的復甦，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語創新不遺餘力，尤其對於促進台

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現代社會，與打造台灣成為世界客家

文化中心之施政目標，著墨甚深，獲得肯定，成立客家電視台使

客家在電視媒體發聲，辦理桐花祭、義民慶典等大型文化活動；

就建構客家知識體系平台方面，有推動設置客家學院、獎助客家

學術研究，以及保存客家文化資產等措施，就提昇客家能見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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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辦理「2003 客家藝術節」及「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等等；

在深耕客家文化方面，籌建客家文化園區、營造客家文化振興環

境等。 

羅前主委語重心長的表示上一代的客家人，部分因環境因

素，不敢大方承認自己的客家身分，這一代的客家人則因不會說

客語，而不知道怎麼去認同客家身分。母語的流失雖然不是客家

鄉親唯一要面對的問題，卻是最急迫要解決的事務，如果客家語

言文化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消失，這不僅是客家族群的不幸，更是

台灣文化生機和多元發展的損失。期許客家文化能展現更豐富、

更現代的內涵，進而成為台灣主流文化之一。 

泰國台灣同鄉會於西元 2000 年 11 月在曼谷市成立，原名

為「旅泰台灣客屬聯誼會」，主要宗旨是「凝聚客家鄉親，傳承

客家文化」，為與泰國各地區的台商聯誼會有所區隔，於西元

2002年 4 月改名為「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四年來大家熱心參

與，奉獻心力，團結一致，已形成一股相當的凝聚力，現在有更

多的泰國台灣客家鄉親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同時在各種聚會

或場合，鄉親們多使用客語為主，讓旅居海外的客家人備感親切

與溫馨，旅泰的台灣族群中，客家鄉親一直保有勤儉的傳統美德

及硬頸的精神特質，在各行業中有很多佼佼者對泰國社會貢獻良

多，獲得泰國人民德尊重及讚賞，為兩國民間建立深厚友誼。 

泰國台灣同鄉會會長兩年一任，第二屆會長葉金銘在致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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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指出：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是由旅居泰國的客家僑胞組成，創

立於 2000年，現有百名會員，會員中是老闆、經商的比例相當

高，足見客家人相當打拼也相當優秀。第三屆會長鄧子亮先生致

詞時表示：一群來自台灣的客家子弟，基於凝聚鄉誼及傳承文化

的使命感，組成了泰國台灣同鄉會，在泰國的台灣客家人心繫台

灣、榮辱與共，同時也關心泰國的發展，「天下客家一家親」。有

幸擔任本屆會長，竭誠歡迎前輩、後進的指導同心齊力為海外客

家人之文化傳承與發展全力以赴。 

會中安排本會率領之愛客家說唱表演團作精彩的客家打嘴

鼓、短劇及歌唱表演。並安排本會補助之台北縣板橋市客屬會作

精彩的民族歌舞表演。會後並安排  羅前主委賢伉儷、鄭大使夫

婦與所有會員大合唱。 

 

第第第第 3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上午拜會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受到該會會長黃盛涌會長

黃盛涌，永遠名譽會長呂憲治等人的熱情歡迎，並進行一場小型

座談。 

羅前主委首先介紹本團團員，並簡報此行目的與本會近年來

施政成果：泰國簽證不容易拿，很高興這次有機會可以來泰國拜

訪大家。海外鄉親需要台灣政府做的，政府本來就應盡最大的力

量照顧異鄉海外客家鄉親，去年，文嘉由監督政府的立法委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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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跑道，到擘劃執行政務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職事。客家事務經

緯萬端，包括客家人的語言、音樂、戲劇、民俗、禮儀等文化傳

承，甚至於客家族群的政治地位、社會權益等，文嘉一向就很重

視，未來更要全力推動。客家事務在客委會的努力下，我們已經

成立了「客家電視台」全天候 24小時播出客語電視節目，且有

5 所大學設立了「客家學院」。而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之籌建亦將

在二年後開園，這是台灣第一個國家級的客家文化園區，將結合

客家文化、生態休閒方向規劃，園區裡有六星級的飯店，往後，

遊客到屏東，除了到墾丁住宿一晚外，另一晚就是在六堆地區實

際體驗客家人文與生活；同時，也邀請大家在明年年中回來台灣

參加開園典禮。我準備一月到新加坡訪問，二月預計組成 100

個人的團到巴西參加全美洲客家懇親會及巴西活動中心落成典

禮，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和海外鄉親的交流，凝聚客家鄉親之情

誼；隨後並交換意見。 

黃盛涌會長對政府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表示支持，對

本會成立以來的各項施政作為及各項措施也十分肯定，會長介紹

該會成立的經過時表示，該會在泰國是替台灣作國民外交為實質

的外交先鋒，共有 15個聯誼會，是最好的觀光導遊，難得主委

及客委會同仁來給大家指導，希望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務蒸

蒸日上。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是本會成立於 1992年 3 月 29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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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mark Hotel ，，，，由余聲清先生正式宣佈成立，並於同年 5 月

29日舉行第一屆理事就職典禮。。。。12年前由余聲清先生創立，本

身為客家人但不會客家話，3-4 屆為呂憲治會長，5-6 屆黃盛浦，

草創初期，篳路藍縷，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館是由各各會員

集資購買而來的，目前公司會員數有 380家公司 。泰國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服務事項包括提供工商資訊、顧問及各項有關證明事

務等。宗旨為促進泰國與台灣間，工商、金融業之營運與合作；

支持及協助商會會員遵循泰國法律，從事事業經營其；加強及維

護會員合法之權益，包括代表會員向泰國與台灣政府當局提供任

何意見，俾增進來泰投資發展之台灣投資者之經濟權益，以促進

泰國與台灣間之商業和經濟之實質關係。配合泰國政府之經濟發

展政策，邀請與促進台灣或僑居海外之台灣企業家，來泰從事工

商、金融業之投資；積極推動會務以促進會員之間團結、互助，

且創造良好之工作環境及生活條件，使能安居樂業，並舉辦對社

會有建樹性之活動。  

 

第第第第 4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今日早上拜訪泰國客家總會，受到會長鄧樹勳、泰國客屬商

會永遠名譽顧問劉邦宿博士等鄉親的熱誠歡迎。  

羅前主委致詞時表示：行政院推動成立客家委員會，主要在

於回應客家社會各界之深切期盼與共識，因為客家族群在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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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擠壓下，面臨了族群文化快速消失的危機，為了挽救族群

危機，客家有識之士強烈要求在中央機關設立客家專責機構，希

望凝聚客家精英與政府的力量，肩負起延續客家文化命脈、振興

客家傳統文化，以及開創客家新契機的使命。來客委會以後才有

機會到海外接觸客屬社團，了解到客家鄉親在海外其實很多，在

事業上也很成就，客委會辦了兩屆「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就是

希望透過這樣的會議，凝聚客家鄉親之情誼。本次大會特別精心

安排全世界一仟多位客家鄉親齊聚巴西共同參與盛會，我們也組

了百人的「台灣慶賀團」，主要目的在促進客家文化交流、加強

海外鄉親團結與向心力，客家文化的國際能見度，希望藉由這樣

的文化交流經驗，落實「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客人一家親」之

目標，後年年中，要邀請大家來台灣參加六堆客家園區落成典禮。 

會長鄧樹勳先生表示該會秉持客家人遠離家園、到外地開拓

創業，仍保持勤奮的精神，因此成就的事業令人刮目相看。另外，

遷徙的生活型態，使得客家族群團結一致，建立起強而有力的集

體住宅，通常同一姓氏的宗親聚居一起，有自己的祠堂，這種客

家組織，對內謀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對外共同抵禦外敵，客家

人同舟共濟，休戚與共，具有鮮明的族群認同，因此，客家人向

心力特別強。 

泰國客屬商會的前身為「華瀛公會」，創立於 1910 年，迄

今 93年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及初期、中期、及近期。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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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明初年代，由於當時東洋貨物開始向南洋開闢市場，由當

時辦日本商品入口之客屬商業鉅子所組成，取名「華瀛商會」，

顧名思義即華僑與日本作商業上聯繫之會館。中期—二次大戰結

束，日本向盟軍投降，工商業與僑團等均紛紛有了復甦，泰國客

屬商會俗之將原有組織拓廣。近期—鄧樹勳先生出掌理事長，接

任後並鑑於會所尚無適當及像樣的會廳而大刀闊斧，集資整修，

一座美輪美奐之會館便屹立於湄河之濱，於 1989年遷入。為配

合潮流之需及會務之擴充發展，經理事會議決議再將「華瀛商會」

改為「泰國客屬商會」。 

下午拜訪泰國客家總會。受到泰國客屬總會會長劉志群、  

賴錦廷副會長等鄉親熱列歡迎，並交換意見。泰國客屬總會會長

劉志群表示：泰國是華僑最多的國家，根據法律規定凡是在泰國

出生的小孩，一律擁有泰國的國籍。人民安居樂業，中泰水乳交

融，客家人在泰國自由從事各行各業，非常自由 

泰國客家總會是一所具有一百三十八年歷史的會館。客家人

移民泰國，在最早期為唐朝，所以泰國人民俗稱中國人為唐人。

泰國客家會館前身為集賢館，會址設在三皇府，主持人為李家仁

及伍福二君，當時旅暹人士較有文化知識及社會地位者，組織社

團，聯絡感情，交換公升葉信號，相親相愛，情同手足。 

 公元 1910 年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建立同盟會，特派客籍

人士余次彭君來暹羅，號召吾屬人士參加救國行列，故組織了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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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華僑客屬會所，當時與呂帝廟為會址，還恭請內政部長昭拍耶

戎瑪叻主持開幕儀式，首任會長楊香秀君，此乃客總前身。後得

拍柿路官地一塊，即集資建築三層樓大廈，樓下為進德學校辦公

廳，二樓為客家會館，三樓為關帝廟，於是客總開始擁有自己的

會產。 

 泰國客家總會擬定章程後向泰政府註冊為合法社團，公元

1963 年於內地會員較多的府治設分會或辦事處，使組織擴大，

本會館亦改稱為總會。 

離開泰國客家總會後，羅前主委特別拜會羅室宗親會， 羅

氏宗親會理事長羅道樓及羅氏宗親會總幹事葉碧英女士等的熱

情歡迎。 羅前主委除了介紹行政院客委會的成績與未來使命，

也邀大家有空來台灣玩，尤其後年年中，要邀請大家來台灣參加

六堆客家園區落成典禮。羅氏宗親會理事長羅道樓表示：2001

年羅總大廈正式落成，這是在全泰羅室宗親們的共同合作下，眾

志成城出錢出力，不分彼此，表現出海外華人極大的凝聚力，羅

室宗親們也有一個永久性的聯絡地點。平時，宗親間也常有聚

會，互相聯絡情感。 

之後，我們開了兩個小時車程拜訪台灣會館，受到台灣會館

副主席黃信雄先生等鄉親熱誠接待，台灣會館是全世界最大的會

館與國父紀念館差不多大。泰國台灣會館亦 1946年設置至今，

已有 56 年歷史，會員人數也從當初的 50 餘人增至千人，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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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旅泰台灣鄉親最重視的社團之一。除此之外，也積極響應台、

泰政策，作為雙邊政經交流的橋樑，同時也積極回饋泰華社會，

擴大影響力，成為泰華會館、社團中的新興力量。在歷屆主席的

領導下，各屆主席的領導之下，各屆主席團成員及理監事都能忠

誠合作，對有關台灣鄉親彼此間的聯絡、社會福利慈善工作等，

莫不全力以赴，尤其在推進體育系列活動，例如海華運動會及懇

親大會等，成果豐碩。 

為使旅泰台灣鄉親及子弟不忘台灣傳統的文化習俗，並提昇

文化素養，特於 91年初設立文史館，讓中華文化及台灣鄉土藝

術在泰國紮根生長，同時也增設文教體育委員會，開班授課中文

泰文電腦茶道及花藝等，加強服務台商子弟，推展文化教育工

作。同時，  羅前主委為積極為積極提昇台灣及本土客家文化的

國際能見度，允諾贈送客家圖書，以豐富該館之客家圖書館藏客

家書籍。 

羅前主委特別拜訪代天宮廟宇，目前大致建成約百分之九

十，是東南亞地區最宏偉的中國古式宮殿建築之一，拜的是五府

千歲—李大王爺李大亮，池二王爺池夢彪，吳三王爺吳孝寬，朱

四王爺朱叔裕、范五王爺范承業，總稱五府千歲。五王爺係距今

一千四百八十餘年前之中國隨末唐初李世民時代忠臣民將，由五

位不同姓而結蘭兄弟，志同道合，飽讀經綸、允文尚武、忠貞愛

國、共扶盛朝「唐」致上欽下敬，為唐太宗禱告上天御賜「代天



 15

巡守」之榮銜。 

傍晚時分，曼谷近郊的天空遍佈彩霞，我們趕在太陽下山前

參觀 The Ancient City （古城），這是一個依照古時建築以百分

之百比例建造集合而成，非常有傳統特色的模型古城，大家坐在

茅屋中，喝著泰國透心涼的椰子汁。羅前主委表示這一片古城本

來也是一片平原，沒有山沒有水，但是在專人設計整理後，建成

一片美輪美奐的古城，我們六堆園區原來也是一片荒蕪，希望在

客委會的努力下，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呈現比這裡甚至比巴里島

更美的六星級度假園區。 

 

第第第第 5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今天由何素珍僑務委員帶領我們一行人參加泰國警察慈善

晚會，晚會中並進行警察眷屬模仿歌舞秀。何素珍僑務委員表示

在泰國經商必須和警政界經常聯繫，所以商會的力量很大，如遇

到難解決的問題，由商會出面解決通常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海

外台灣人更要團結一致。 

 

第第第第 6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早上，葉金銘會長、鄧子亮會長、黃員教創會會長及何素珍

僑務委員等一行人送我們到曼谷機場，這 6 天受到泰國台灣客家

鄉親的熱情款待，我們內心都很感動，並約定下次有機會再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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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結束了 6 天的泰國行。 

 

肆、參訪泰國文化設施及建築設計概述肆、參訪泰國文化設施及建築設計概述肆、參訪泰國文化設施及建築設計概述肆、參訪泰國文化設施及建築設計概述 

本次參訪泰國行程，除參加泰國客屬華僑總會會長交接典禮

外，最主要目的為配合臺灣南北客家文化中心（六堆園區、苗栗

園區）籌建工作，考察泰國觀光住宿系統，其中尤以發展出獨特

之住宿系統「VILLA」（其共同特色有：強烈表達地域性特質、

極度隱密、宜「人」的住宿空間、溫馨家飾）為重點，以瞭解當

地將地方文化特色或元素融入住宿系統之方式，俾建構一具有客

家元素之先進住宿園區。 

 

第第第第 1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本次行程相當緊湊，由中正機場起飛至泰國曼谷轉機，於下

午 4 點多抵達首站目的地華新，旋即前往住宿旅館（Anantara 

Resort＆Spa Hua Hin）與主委會合。由於主委對本計畫有著深

切期望，於我們（參事、書銘）抵達前即不斷構思，並有諸多具

體想法及方案，故隨即帶領我們參觀及解說該旅館特色暨值得參

考之地方。這讓我們體會到主委的認真與活力，因為此時尚屬主

委私人行程，惟其仍不忘公事，著實讓我們印象深刻。晚間我們

接受主委之招待，享受一頓泰國菜大餐，席間主委仍不忘說明其

構想，一直至深夜，始因時間已晚，才不得不結束本日行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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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讓我們見識到主委工作的態度與活力。 

主委所提上述構想相當具體可行，省卻我們相當多時間，茲

將該旅館重要元素，略舉如下： 

（一）利用借景手法，創造園區豐富、多變之景觀。 

（二）大量運用水、樹種及植物等元素，塑造休閒、度假之

景色。 

（三）藉由將具地方文化特色之圖騰、工法、物品或家具飾

品融入現代建築或以擺設方式，營造深具地方特色之

舒適環境。 

（四）運用許多生活小細節，強調「人」及「服務」之精神，

以顯示對旅客之用心與關懷。 

（五）強調、突顯園區本身基地條件之特色，並融入規劃中，

例如本案為具海景之基地，其規劃即著重與海景相結

合。 

 

第第第第 2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 

一大早，我們即帶著相機到處蒐集資訊，直至中午始搭機前

往下一個目的地曼谷，參加泰國客屬華僑總會會長交接典禮，一

到曼谷機場即受到當地客屬華僑的熱烈歡迎，並接送我們至住宿

飯店，從機場至飯店路程並有泰國警車前導，印證了華人在泰國

的影響力，惟其異鄉背後之付出與努力恐亦非我們可以體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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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與本次全會參與同仁接受客屬華僑之招待，熱鬧中結束了

第 2 天行程。 

 

第第第第 3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白天，泰國客屬華僑總會安排參訪曼谷市區行程，除熱心準

備遊覽車外，並聘請專業導遊，於導覽泰國大皇宮等著名景點

外，更加深對其歷史文化之瞭解。參訪途中因主委發現一地點之

建築概念及販賣書籍，可供本會刻正規劃辦理中之「臺灣客家博

覽會」及「客家文化園區」規劃參考，旋即聯繫我們前往，於瞭

解主委之構想后，並奉指示至曼谷市區其他著名住宿旅館蒐集相

關資訊，收穫頗多，惜未能參加泰國客屬華僑總會會長交接典禮。 

 

第第第第 4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因必須於中午前至曼谷機場轉機至清邁，致當天未能跟隨本

會當天相關行程，早餐后與本會同仁道別，早上即於飯店附近隨

處走走，中午即至曼谷機場等候登機，此時，接獲臺灣友人關心

電話，始知東南亞發生強烈地震引發巨大海嘯天災，並波及泰國

普吉島。緣本次行程原曾考慮將清邁行程改至普吉島，惟因當時

相關媒體尚未報導實際災害狀況，僅得知泰國已關閉位於普吉島

之國際機場，故心中並無太多感觸，直至傍晚抵達清邁飯店，打

開電視，始知本次天災之嚴重，並覺得僥倖躲過一劫及人生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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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當天因到達清邁時間已晚，所以僅於市區參觀，並提早回飯

店研究隔日行程。 

 

第第第第 5 天（天（天（天（12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原定考察地點為 1995年 4 月開幕的清邁麗晶酒店及主委發

掘之新開幕酒店「ORIENTAL」（與麗晶酒店同一類型酒店），惟

前天與當地酒店服務人員聯繫，均表示已客滿，無法再接受訂

房，為避免本次清邁行程之目的未能達成，經考量路程及剩餘可

利用時間，最後採行策略為先至「ORIENTAL」酒店用餐，再伺

機潛入。到達該酒店後發現，酒店規劃動線刻意將用餐區與住宿

區隔開，以區隔住宿旅客與一般用餐旅客，且因該酒店住宿房間

已額滿，故並無法以有意辦理住宿之名義進入參觀，且因該酒店

警衛森嚴，雖多次試圖潛入，惟仍遭發現而無法成功，致僅能於

用餐區域蒐集相關資料，幸該酒店恰仍在興闢中，經發現有一縮

小比例之全區模型，並以攝影方式帶回參考。因「ORIENTAL」

與「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基地條件相類似，故該項資料極具參考

價值，並可將其規劃內容應用於六堆園區，總算不虛此行。 

 

伍、結語伍、結語伍、結語伍、結語 

本次參訪除了加強本會與泰國客屬僑團的合作交流，增進彼

此情誼外，也拓展了視野，累積了經驗，對本會海外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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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及語言文化振興等業務之推展，甚有助益。 

此行訪問泰國客家僑團，深深感受到海外客家鄉親對台灣的

思念情懷，他們對政府照顧客家族群，設置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予

以高度肯定，對我們一行人的到訪，猶如親人般的看待，用客家

話細談家鄉山水、美食以及本會施政時，頓時忘了他們深處異鄉

創業艱辛的過程，當談到客家語言文化傳承時，他們又憂心忡

忡，感慨下一代缺乏客語學習環境，導致客家語言文化斷層危

機，他們藉由社團組織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的使命感，值得我們敬

佩鼓勵與支持，唯有加強海外客家社團的合作交流，才能把台灣

建設成世界客家文化中心，落實成為重建客家族群自信及台灣族

群和諧的對話平台。 

本會不定期舉辦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即使有些海外客家鄉親

已無親人在台灣，他們也可以透由這個機會，與從前的同學、鄰

居、好友見上一面，互相聯繫、關心如家人般地互相關懷，有的

是來自美國、澳洲、南非、日本、紐西蘭、歐洲等不同國家，卻

可以同時在這一刻與大家相聚。而且透由全球連結，不僅僅只是

將客家文化聯結在一塊，這也將對我們台灣文化產業、觀光產

業、知識產業皆有著極大的幫助。來自全球不同的商機及資訊，

因此全球連結不再只是針對客家而言，而是關係到台灣整個環

境，大家也應該不分你我一齊推動，共同打造一片美好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