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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资料，简略介绍北美、欧、澳等地的印支华人社团。资料不全，仅

供参考。

越南华侨留美互助总会

成立于 1975 年 3月。适值美军接运 15万越南难民到美，该会组织慰问团，

赴关岛及海、陆、空三军基地临时招待所慰问。前几年，协助难侨离营，呼吁各

方援助，争取社会福利及辅导就业、就学等各项服务活动。1981 年主办《越南新

报》。最初会员人数 400 余人，到 1983 年已超过 14500 人。名誉会长是著名社会

活动家陈香梅。该会开展各项服务：一、为难侨寄邮包或汇款返越救济家属，义

务代办一切手续。二、对难侨来美住满一年换领“绿卡”居留证，或住满 5年申

请为美籍公民者，派专人义务代办各项手续。三、为难侨代为申请在越家属来美

团聚。四、设立英语补习班，免费指导难侨就业、就学，代找住所，指点如何乘

坐纽约市地下车，了解交通规则，如何考取汽车执照。五、设立针灸速成班，专

门训练难侨就业，免费代为申请合法经营执照。

美国加州屋仑市越南华裔互助联谊会

成立于 1984 年，它以联络印支华人感情，为大家服务为主要宗旨。会长廖

桂林。会员每年象征性的交会费 12 元，会务活动开支，主要靠资助。顾问、名

誉会长为主要资助人。每年有一两次以聚餐形式召开会员大会，每张餐票一般是

10元或 15 元，约需补贴 5 元。该会有一会所，雇请一人料理会务，此人通晓中

英文。该会为侨胞服务，如给新移民办理住房、寻找职业、填写各种表格、申请

福利金等等。凡来求职业者，一般经该会介绍，当地企业都愿意接受。该会还为

非会员或不是印支华人的侨胞服务，服务范围很广，如生老病死、家庭纠纷等等。

只要是炎黄子孙来找，该会都提供免费服务，使一个到了异乡的人感到“举目有

亲”。



美国海外华人协会

于 1986 年 3 月份开始筹备，由彭光甫、彭雄、朱易山、朱琏山、阮继才、

黄敬之、张廷富、陈典礼等 28人组成筹委会。1987 年 2月 1 日在旧金山正式成

立。该会为一非弁利华人团体，在加州申报立案，其宗旨是促进海外华人大团结，

发挥整体力量，争取社会平等，维护华人权益；提倡中华文化，培养英才；发扬

友爱互助精神，协助创业，共谋大众福利。会员有 500 人，大多数是印支华人。

在旧金山和奥克兰设有分会，总部设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

该会有三项任务；设立耆英组，使年老长者能安度晚年；创设海华中文学校，

教育华人子女；设立会计税务财务所，免费为低入息者报税，为侨众服务。一年

来，该会大力拓展会务，创建耆英组，发展组员。在经费不足，又无校舍情况下，

因陋就简创办了了中文学校，开设四个班，学生近 200 人。去年 4月，该会理监

事会负责人一行三人来广西作工商考察。8 月，由正、副主席陇继才、彭雄和监

事长朱琏山率领全团 18 人访问北京、广西等地。他们积极参与侨社活动，表现

出一个新团体的活力与朝气，首先参加了旧金山湾区各界华人筹备国庆活动，积

极支持国庆活动在花园角隆重举行，获得成功。他们又与沙加缅度各友好团体联

合接待中国民间歌舞艺术团到美的慰问演出。

美国旧金山越南华侨互助联谊会

成立于 1975 年圣诞节，其成员多数来自胡志明市（原西贡市），主要是为同

胞服务，平均每年约完成 3000 多个工作案例。除社会服务外，还举办文艺、歌

舞及英文学习等活动。经费由董事捐助。理监事成员不支领任何薪水，完全是义

务服务。

英国南加州越棉寮华裔协会

该会为洛杉矶5个印支华人社团的联合组织。协会兴办了4间中山华文学校，

学生达 1500 余人；致力于原有社团的沟通合作，打破新老侨的隔阂，为促进地

方、社区及侨胞的福利而努力，如在洛杉矶侨社发动了反日本篡改中日历史的示

威，支持各个有利于华人利益的民选代表，反对不利于发扬中华文化的所谓取消

“双语教育”提案等；构想在海外建立起华人的经济大结合；筹办支持印支华人



子弟的奖学；赞助华人之友或华人青年上政坛；制订有利于新移民及多元民族的

法律条文；自行解决一些子弟的就业问题。

美国越南华裔联谊会

由彭光甫等十几位人士于 1977 年发起组成，会员 100 多人，1983 年发展到

1500 多人。1982 年以 28 万美金买了一栋会址（16000 平方呎），有礼堂可容纳

1000 多人，平时作越华学校使用。设有观音堂、老人相济会、聚义堂、越华学校，

4个机构都是行政独立，但经费互相流通。（一）观音堂设有观音庙侍奉观音娘娘

及王后娘娘，以供善男信女膜拜。（二）老人相济会是老人互相组织，约有 400

多位会友，如有会友百年归老之时，全体会友便集资料理后事，减轻其家人困难。

（三）聚义堂，为青年健身组织，经常举办国报舞狮等活动，提倡正当活动，教

育青年子弟。（四）越华学校于 1982 年 6 月正式招生开课，有学生 800 多人。

美国印支华侨联谊会

1979 年由印支及缅甸难侨发起成立，后来缅甸难侨退出。为旧金山第一个印

支华人团体。开展活动有：参加美国政府会议，为难民谋福利；翻译联合国准许

在美国之难民申请其家属赴美之表格，80年代初曾协助 300 多个家属陆续抵美。

旧金山潮州同乡会

宗旨是：一、团结侨社力量，谋求大众福利，辅导新抵异域难侨适应新环境，

稳定其生活。二、协助难侨就业。三、鼓励会员创业。四、救济贫困难侨。五、

负责去世会员之安葬费。六、每一年度颁发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七、鼓励各

行业会员举办义卖会，筹募教育慈善基金。八、提倡侨社普遍学习国语，创办华

人学校。九、参与侨团团结活动，维护华人权益。

美国纽约美东越棉寮华侨相济会

由居住在美东各州市的印支华裔组成，目的是为协助难民适应新环境，和纽

约潮州同乡会共同创立免费中文学校，使美东众多华人子弟有机会接受中华文化

教育。该会出版《印支侨讯》月刊，报导印支华人的生活情况，提供在立法、税

务、生活、保险等各方面的服务知识。



美国南加州潮州同乡会

在柬埔寨、老挝华人中 90%是潮州人，基于传统上同乡观念而组成。在社会

活动方面，该会注意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美国沙加缅度印支华裔联谊会

成立于 1982 年 7月 14 日，设立二埠华文中山小学分校，招收学生约 400 人。

该会设有（一）敬老组，会员百余人；（二）康乐组，有一个小型乐队和舞蹈演

员；（三）英文服务组，替新到的同胞作外国语文方面的服务。

美国纽约印支侨民联谊会

成立于 1980 年 4 月。该会办理担保难民到纽约定居，介绍工作，住房及协

助解决生活问题等服务工作。经费来源由一个美国的人道机构，向联邦政府请求

拨款，先后得 45 万美元，用于安置难民工作及支付员工薪水。1980 年至 1982

年难民潮高峰时期，该会拥有工作人员 5名，半职者 2 名。由于里根政府削减社

会福利经费，该会自 1982 年 10 月以后，未得津贴，依靠执行委员会及热心会员

的支持，仍然每天办公 8小时，为难侨服务。

澳大利亚雪梨（又译悉尼）越棉寮华人联谊会

1980 年元月初成立。所需经常费用，都由全体理监事同仁及热心人士捐助。

会员 1300 余人，不收会费。该会开展活动有：举办国术班，组织醒狮团，每逢

春节或盛大庆典，都上街表演，同胞报效的挂青彩金，用作福利基金。成立两乐

队，每逢举办音乐晚会时，参加演出。聘有一位专责办理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

替侨胞办理传送翻译，填写各种表格及解决疑难题问；另有一位于事，协助办理

会务及中文文件。1980 年 6 月该会创办“逸仙中文学校”，分别在雪梨市及附近

市镇开办了 8 个地区的班次，由幼稚园至小学六年级，最高有初中一班，共 22

个班，学生总数 800 余人，学校设有行政校长一人，教员 22 人，由该会文教组

协助督导。

该会是以联络同胞感情，团结侨社，发扬中华文化，增进各民族情谊及侨胞

福利为宗旨的社团，成立以来，响应当地政府发起各项救济活动，开展娱乐活动。



1983 年 4 月起，当地移民事务部批准该会为合法的慈善机构，并津贴一名职员的

薪金，为期 3 年，每年有澳币 32500 元。

荷兰越南华裔联谊会

荷兰政府基于人道立场，1975 年至 1983 年陆续接纳了 6000 多印支难民。越

南华裔难民散居各地，经多位热心人发起，于 1982 年成立该会。其宗旨是联络

同胞感情，促进与荷兰人民之友谊，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保存中国传统道德，举

办康乐活动，诱导青少年奉公守法，协助会员解决困难。该会得到荷兰政府的资

助与各热心人士之支持。该会创立越华月刊，组成康乐音乐队、乒乓球队、蓝球

队、足球队、羽毛球队，举办舞蹈、国术等各项活动，每逢新年及重要节日分别

在荷兰各地举行联欢，每年在中秋期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

加拿大越棉寮华裔互助联谊会

成立于 1978 年，会员 500 余人。每年有两次联欢会，夏天有郊游活动。每

年 4 月 30 日举行美加边境西雅图、温哥华华裔聚会。该会会址原寄设于温哥华

中华会馆内，后由古端云提供他的公寓楼下作会址，有了固定活动场所。该会为

华侨公会学校筹款，于 1983 年 5 月发行《中南报》，免费赠阅。

加拿大安省越棉寮华侨协会

会址在多伦多。宗旨为会员服务和争取福利。虽经费有困难，仍聘一位辅导

主任常驻会内，替同胞介绍职业，代填写政府各项申请书、文件等。该会发行越

棉寮华报月刊，报导会务活动，会员情况介绍，和世界各地印支华人团体保持联

络，该刊是免费赠阅。为发扬中华文化传统，该会每星期六在社区免费教授中文。

对多伦多发生的罪案，社会上多有归罪印支难民，该会时常派代表向当地政府解

释，纠正错误观点。

瑞典瑞华相济会

瑞典享有 170 年的和平历史，人民贫富差距不大。1979 年开始收容印支难民，

到 1983 年约收有 4000 人。这些人分散在 1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难侨人数不多，

福利好，工作有保障。难侨多为工人，小部分自己经营生意；没有职业者，可进



职业学校学习技能，并领取福利金。该会成立之目的是为发扬中华文化；增进同

胞情谊及互助精神，提倡青少年康乐活动。该会于 1981 年底获得当地政府批准

立案，1982 年 4 月正式开展活动，活动经费没有困难。

丹麦奥尔胡斯市华人友谊会

该会成立于 1982 年，为丹麦华人的团结组织，以互助友爱，促进情谊，发

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全体理事义务为侨社服务，举办中秋节、春节等佳节联欢会，

演出文艺节目，聚餐，以使大家有机会相聚一堂，虽远离祖国家乡，却洋溢着温

馨的乡谊。该会有青少年舞蹈组，曾应丹麦版安德市疗养院护理员培训学校邀请

到校演出，促进中华文化和丹麦文化的交流。福利事业，对会员婚嫁，赠贺相当

400 元礼品；丧事送花圈一个及 1000 元抚恤金，非会员则送花圈一个。

法国里昂印支华裔联谊会

里昂位于法国中部，近 10年来有 3000 多印支华人迁入。为了联络团结侨胞，

经过积极筹备，“里昂印支华裔联谊会”于 1981 年成立，联谊会宗旨；持超然于

政治倾向的立场，以联络情谊为重，以团结互助为目的。第一届理监事会期间由

于没有解决会址，会务较难开展。1984 年 10 月，周富禄接任第二届理监事会会

长，积极寻找会址，一副会长腾出仓库和办公室共 2000 平方米作会址。执委们

和顾问团给予财政协助。该会开办 3个中文班、武术班，为华人子弟及法国朋友

提供学习祖国传统文化机会；开办成人法文班、插花艺术班；开展乒乓球、郊游

活动。逢年过节，该会更组织规模盛大的聚餐联欢、电影欣赏、武术表演等活动。

执委们还利用工作或一些交际场合，主动与法国人士接触，交流思想，对消除一

些法国朋友对华侨华人的误解颇有益处。他们还努力加强中文班的设施并逐步扩

充为一个较正规的中文学校。该会设有办事处，以帮助和辅导侨胞办理有关法律

上的事情，如申请居留证、难民证、家庭津贴、社会补助、失业救济金、养老金、

送疗补助或介绍职业；还介绍法国商人与中国做生意，以促进法中两国的经济及

文化科技上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