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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90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摘要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華人移民史

上無論是下南洋，還是前往美洲大陸，總是有客家人的身影。1949 年中華

民國政府遷往臺灣，為臺灣地區帶來大量人口，造成 1950 年後，臺灣地區

除了人口急速增長問題外，尚存在著高失業率、食糧不足問題，促使當時臺

灣地區官方與民間皆發出移民他國的聲浪。當時中南美洲國家因需農工專業

人士開發當地，故向中華民國發出歡迎移民訊息，使得當時臺灣地區有不少

人民移往中南美洲，尤其以移往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人數最多。 

本論文以高雄市美濃區客家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當時美濃地區客家

人移民巴西、阿根廷之動機為何？並探討是否因相同動機影響他們回流臺灣，

亦或再度移民第三國家？並以他們移民歷程與當地各族裔相處之情況，探討

其對於自身跨國認同看法。 

本研究以實証研究為主要研究取向，以文獻分析法及半結構式訪談為研

究方法，訪問了十二位具有代表性的美濃移民者，以其移民歷程為主要研究

材料，研究影響移民之動機，以及受訪者對族裔及國家之認同。研究結果發

現，影響美濃地區客家人選擇移民南美洲最重要的因素是經濟因素；另一個

重要因素是原居住國家的社會安全度；此外，已有親人移居巴西、阿根廷也

是影響移民動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再移民及回流動機則會受到南美洲國家

經濟不穩定因素及社會安全度影響。在跨國認同方面，美濃人最認同「客家」

身份，並因此項認同而影響其跨國認同態度。 

 

關鍵字：華人移民、臺灣移民、客家、美濃、南美洲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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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Motivation to South America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of Meinong 

Hakka between 1970s to 1990s : A Case Study of Brazil and Argentina 

Abstract 

"There is the sea where there are Chinese .There are Chinese where there are 

Hakka peopl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Southeast Asia or to the 

American continent does always appear Hakka figure. As the ROC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in1949,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e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and also caused the large number of population rapidly in Taiwan. In 1950 the 

fast population growth in Taiwan resulted in the problems of unemployment and food 

shortage in Taiwan at that tim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residents in Taiwan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 issue of emigrant policy.  Besides, the 

authoritie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needed mor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The message to the ROC has to welcome 

Taiwaners to move to South America, especially to Brazil and Argentina. 

In this study the Hakka people in Mein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migrant motive of Meinong Hakka who moved to Brazil and Argentina. 

Moreov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their return motive to go back to Taiwan, or 

re-immigr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their immigrant stories and their existences 

together with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discuss their views on trans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did the research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document 

ana1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What this thesis adopted 

is the approach that empirical research combines with document ana1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The searcher interviewed twelve “representatives” “Meinong” ” immigrants” to 

record their immigrant stories as the main research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immigrants moti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thnicity and country. With the result of 

study, we can find that the economic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tial one which 

urged Meinong Hakka to emigrate to South America.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social security safety of the country. Besides, the social networks also affect the 

motivation of migrant.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s economic motives and social 

instability affect their decision about re-immigration or back to Taiwan. In terms of 

transn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kka" means important character to Meinong 

immigrants, and result in influence of their trans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ttitude to 

country and culture.  

Key word: Chinese immigrants, Taiwanese immigrants, Hakka, Meinong, 

South America Chinese

ⅲ 



ⅰ 

目    錄 

謝詞…………………………………………………………………………...…...…..ⅰ 

中文摘要…………………………………………………………………………..…..ⅱ 

Abstracts………………………………………………………………………..……...ⅲ 

目錄………………………………………………………………………………..…..ⅴ 

表目錄……………………………………………………………………………….. ⅵ 

圖目錄…………………………………………………………………………………ⅶ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1 

第二節 名詞定義與章節安排……………………………………………..…..7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11 

第二章  研究設計…………………………………………………………….……..31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31 

第二節 研究範圍………………………………………………………….…..37 

第三節 研究方法………………………………………………………….…..38 

第三章  巴西、阿根廷的臺灣移民……………………………….……….…….…41 

    第一節  巴西、阿根廷…………………………………………………….…..41 

    第二節  臺灣人移民巴西及阿根廷之歷史……………………………….…..48 

    第三節  巴西和阿根廷的客家族群……………………………………….......52 

第四章  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之移民動機與跨國認同…………………….…..55 

第一節 美濃人在巴西…………………………………………………….…..55 

第二節 阿根廷的美濃人………………………………………………….…..75 

ⅳ 



iv 

第三節 移民動機……………………………………………………….……..94 

第四節 跨國認同…………………………………………………………..…108 

第五章  結論………………………………………………………………….….…119 

第一節 研究發現……………………………………………………….….…119 

第二節 研究建議……………………………………………………….….…123 

參考資料……………………………………………………………………..…....…124 

附錄一：訪談問題大綱………………………………………………………….......141 

附錄二：訪談內容紀錄整理…………………………………………………………143 

附錄三：《美濃月光山雜誌》巴西鄉親相關報導索引…………………………….151 

附錄四：《美濃月光山雜誌》阿根廷鄉親相關報導索引…………………….……153

ⅴ 



ⅰ 

表目錄 

表 4-1  美濃移民巴西之受訪者資料………………………………………………..55 

表 4-2  美濃移民阿根廷受訪者資料……………………………………………..…75 

表 4-3  美濃移民受訪者資料…………..……………………………………………94 

表 4-4  影響移民至移居國之原因………………………..……………….………...95 

表 4-5  影響移居者回流、再移民之原因……………………………………….….96 

表 4-6  影響移民動機統計表………………………..…………………………..…..99 

表 4-7  影響移居者回流、再移民原因統計表….…………………………………100

ⅵ 



ⅰ 

圖目錄 

圖 1-1  《美濃月光山雜誌》中旅阿鄉親報導(一)…………………………….….....14 

圖 1-2  《美濃月光山雜誌》中旅阿鄉親報導(二)…………………………..……....15 

圖 1-3   影響人口遷移因素圖…………………………………….………….……..25 

圖 2-1   研究過程七步驟…………………………………………….……….......…32 

圖 2-2   研究流程圖………………………………………..…………………....…..35 

圖 2-3   筆者與受訪者（一）……………………………………………………..….40 

圖 2-4   筆者與受訪者（二）……………………………………….………………..40 

圖 3-1   巴西地圖………………………………………………………......…...…...44 

圖 3-2   阿根廷地圖………………………………………………………............…47 

圖 3-3   僑委會副委員長參訪巴西客屬崇正總會…………………………........…54 

圖 4-1   移民者子女與巴西當地孩童合影……………………………….……...…74 

圖 4-2   海息飛郊區照片…………………………………………..…………....…..74 

圖 4-3   布宜諾斯艾利斯華人聚集區位置示意圖……………..........................…..92 

圖 4-4   中國城主要街道旁華人所經營的店鋪…………………………..…...…...92 

圖 4-5   由美濃移民開設的超市……..……………………………………...…...…93 

圖 4-6   巴西美濃客家鄉親聚會留影.………………………………...…....……..110 

圖 4-7   巴西美濃客家鄉親聚會情況.…………………………………….……....110 

圖 4-8   美濃客家鄉親聚會況…………………………………...……………...…111 

圖 4-9   巴西鄉親反水庫連署簽名………………………………………………..116 

  

ⅶ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華人移居海外

的歷史悠久，在中國歷史中，華人在各朝代都曾因不同的背景、原因，而

移居海外。華人移居的過程，有的是為了經商，有的是為了逃難，無論是

何種原因，他們都只是為了「謀生」而已！客家人在華人中一個特殊的民

族，常依山而居；山區通常是山多田少，遇上各種收成不佳因素時，山區

人民常吃不飽。在食物匱乏情況下，人們就會想要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改

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客家人是華人中最常遷移的民族。當客家人從華

北到華南到處遷移後，仍無法養活自己及其親人時，客家人便移向海外求

發展，成為眾多海外華人中的一員──在海外華人研究中，常會在各種海

外華人紀錄中看見客家人的身影。 

    高雄市美濃區（原高雄縣美濃鎮）為筆者故鄉，是臺灣地區聞名的客

家鄉鎮。筆者幼時常耳聞長輩們提起幾個親友名字，並提及一些國家名字

──特別是舊曆歲末要商量祭祖或「掛紙」
1
時間，更常會聽到這些親友的

名字，宗族常會因這些移居者而調整整個宗族的祭祀時間──在這些國家

                                                 
1 客語用「掛紙」來表示「掃墓」。客家人一般於元宵後開始掃墓，稱之為「掛紙」，而

美濃地區的客家人通常將掃墓定在農曆二月間，各家農曆二月初一後開始掃墓，近年因

社會變遷才將訂掃墓日期的習慣做了些更改。對美濃地區的客家人而言，掃墓是一件極

為重要的宗族活動，有些旅居在外的美濃人可能不回來過年，但是一定會回來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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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讓筆者感到興趣的，是「巴西」與「阿根廷」這兩個國家。稍長曾

與家人至美國探親，當時與在美親戚相聚時，親戚曾提到自己小孩以前曾

先移民阿根廷，長大轉往美國求學找工作後，再歸化美國籍。這些經驗影

響了我對海外華人移民的認識；甚至可以說我會唸師大應華系海華組，就

是想一探鄉親更多海外移民的情況。加上個人有幸至中央研究院擔任國科

會計畫的兼任助理，常有機會能進到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查閱外交部中南

美洲的外交檔案，及協助計畫主持人關於臺灣人移居巴西的相關論文；此

外，行政院客委會 2011 年的海外客家人物故事編撰出版計畫，恰好是訪問

中南美洲傑出的鄉親（該書名為《客情遠拓》），而《客情遠拓》這本書中

提到的 20 位臺灣客家鄉親中，有 5 位為美濃鄉親，另有 2 位是與美濃客家

人關係十分密切，2人數約為總數的 1/3──如現居巴拉圭的劉榮昌先生、現

居阿根廷的宋廣祥老師、現居哥倫比亞的張勝達先生……等。 

    在得知這些情況後，我便對當時美濃居民移民之動機與生活狀況感到

特別好奇。因為在當時，美濃以菸草經濟為主，3種菸草雖辛苦，但經濟價

值不低，足以養活全家，甚至是能使家中經濟寬裕，而在這移民者中，不

乏在移民前經濟環境不差者。究竟是何因素，影響許多美濃人移居中南美

洲？且因當時美濃地區對外交通不便，又為風氣較為保守的客家聚落，何

以會有許多人對移民感興趣？且初步所知移民出去的人數不在少數！ 

                                                 
2
 這兩位受訪者籍貫為高雄市杉林區、高雄市六龜區，這兩區居民時與美濃人往來十分

密切，彼此間常有姻親關係。 
3
 當時的菸作經濟是一年兩期稻作一期菸葉，菸葉通常是過年前收成，交由公賣局統一

收購。筆者家裡當年也是進行此類稻米與菸葉之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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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令我感到好奇之地方為：移民者「再移民」之情況。起初在擬

定題目時，我只對於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之情況感到好奇，但在與受訪

者訪談後，又發現另一個與美濃移民者相關的有趣議題：當年移居南美洲

之美濃人，有大半在取得當地國籍後，有一部分選擇回到臺灣，有一部分

選擇再移民至另個國家；目前留在南美洲的美濃人，人口數不到鼎盛時期

的一半。 

    美濃客家人移民史反映的是當時臺灣地區客家人移民國外的情況。臺

灣地區於一九五 O 年代，曾有一股移民南美洲的討論風潮，自一九六 O 年

代至一九九 O 年代間，臺灣地區不少民眾攜家帶眷移往南美洲，在那開創

出一片天。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了當時有那麼多臺灣人移民南美洲？移民

動機為何？又是什麼情況使他們選擇留在當地國，或是選擇再度移民？這

些問題即為促使筆者研究本議題之動機。 

 

 

 

 

 

 



1970-1990 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4 

貳、研究背景 

    康熙二十二年（西元 1683 年）施琅平臺，次年將臺灣劃入清朝版圖，

設縣派官治理。清廷在平定臺灣後，認為已無遷界、海禁之必要，並順應

閩粵兩省及已移居臺灣者之請，對海禁已放寬，但為防止臺灣再度變成「盜

藪」而訂定了相關法令，法令大至可歸為三大點：一、欲渡臺者需先給原

籍地照單，經臺廈兵備稽查後，依臺灣海防同知審驗，予許准，否則視為

偷渡者將予嚴罰；二、不許攜眷；三、粵地（今廣東省）屢出海盜，以其

積習未脫，禁粵民渡臺。4這三大項法則被稱作「渡臺三禁」，其中第三點「禁

粵民渡臺」，造成粵地客家人遷移較閩南地區移民者晚至臺灣，加上廣東航

線較福建航線長，故粵地客家人在渡臺後多居住於丘陵、台地地區。 

    美濃地區客家人原籍為廣東省嘉應州（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梅州

市）。據文獻記載，美濃地區原為清朝禁開墾地區，武洛六堆統領林豐山、

林桂山兄弟藉平定吳福生之亂向鳳山縣令申請開發，乾隆元年（西元 1736

年）清廷才准予客家人進入開墾。5由於該地區土地肥沃、氣候適宜，當時

不僅吸引其他六堆客人移至美濃地區，已於美濃開墾者更回原鄉招攬同鄉

一同開墾，造成美濃地區成為大量人口移入之地。客家人自定居美濃後，

以務農為主要經濟活動，日治時代引進黃種菸葉後，改為兩期稻作一期菸

                                                 
4
 李祖基，〈施琅與清初的大陸移民渡臺政策〉，《歷史月刊》，No.153(2000)：53。黃秀政，

〈清代臺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台禁令為例〉，《台灣史研究》，台北：學生書局，

1995 年，頁 145。 
5
 美濃歷史沿革

http://meinong-district.kcg.gov.tw/?Guid=557ece1d-2f63-5399-106f-aa39919dada3 美濃

區公所網站 

http://meinong-district.kcg.gov.tw/?Guid=557ece1d-2f63-5399-106f-aa39919d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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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經濟型態，一家溫飽不成問題，且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有菸酒公賣局

保障收購菸草，使美濃地區居民在民國五、六十年代收入在臺灣地區屬高

收入地區，沒必要將所有家當賣光後，全家移民他國背水一戰。 

  其次，美濃菸作經濟為高勞力經濟型態，從培育菸苗起，即需要大量

的人力，甚至農忙時期會有「交工」制度出現。6菸民國六十四至六十五年

（西元 1975-1976 年）間，美濃地區為全國菸農戶數最多、菸田種植面積最

大的地區，自菸葉育苗起便需非常大量的人力，甚至孩童都需進到菸田裡

負責體力需求較低些的農務工作。在此情況下，為何仍有許多人選擇移往

他國？ 

  此外，美濃地區為客家聚落，當時美濃地區交通不便，與外界聯絡不

易，故美濃地區曾有段好長段時間民風較保守。美濃地區亦為「家族」觀

念極重之地區，家族中任一成員在決定重要事項時，「家族」的意見常對決

定結果影響甚大，故當時若「家族」不同意家族中成員移民，則該家族中

欲移民者會因此打消移民的想法。在家族決策影響甚大，且民風保守的情

況下，是什麼因素影響移民者產生移民動機，並付諸行動？ 

    由於筆者為美濃客家人，且引起筆者研究之動機為美濃移居南美洲者，

故筆者的研究對象以美濃移民（或曾移民）南美洲之客家人為主；且因美
                                                 
6
 「交工」全名為「交換工作」，該制度為美濃地區一特殊農業工作型態。由於菸作需要

大量勞作人口，當時一家全家出動可能仍人力不足，故交情好的菸農會將採收菸葉的

日期排開，相互支援菸葉採收。洪欣蘭，《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

濟》(臺北市：唐山出版社，1999)，頁 141-144。李允斐等著，《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

化》(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7)，頁 106-111(該書為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第九冊)。

研究者幼年亦成經歷過菸作農忙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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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客家人移以巴西、阿根廷為大宗，故本論文便以移民（含曾移民）南美

洲巴西與阿根廷的美濃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一九七 0 年代至一九九 0 年代

美濃客家人移民動機、移民歷程以及是否回流、再移民的選擇，希望藉由

美濃客家人移民之情況，放大至當時臺灣地區移民南美洲情形，為臺灣移

民史補上南美洲的這一頁，並以其跨國認同情況做為政府推行華語、客語

及僑務工作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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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定義與章節安排 

壹、 名詞定義 

一、 海外華人 

    一般海外華人研究者在研究中常對於「華僑」、「華人」及「華裔」

向來有不同的解釋和說法。陳烈甫在《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中提出「各

國的華僑們在歸化、取得當地國國籍時，就是華人，是有華族血統的當地

國人」，並認為華僑和華人的差別就是在於是否取得移居處之當地國國籍。

7王賡武在《海外華人硏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敎授論文選》中提到，

他本身對於居住海外，具有中國血統者之稱呼傾向於「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有時候「海外華人」一詞比「華族」或「華僑」更精確地表示

海外具有中國血統者之身份。
8
 

本論文提到的海外華人，為居住中國地區（包含中國大陸、臺灣、香

港、澳門）之外，具有中國血統，無論其是否具有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籍者，都統稱為海外華人。 

二、 老僑、新僑、臺僑 

王賡武在《中國與海外華人》中認為，華僑是居住在海外地區，保留

中國國籍的中國人。在「華僑」的稱呼中，原本是只有單一「華僑」的稱

呼，近年來在報導及研究上，會將 20 世紀移民到他國的華人，依移出時間

                                                 
7 陳烈甫，《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臺北市：臺灣商務，1987)，頁 13 
8 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美國：

八方文化創作室(繁體中文版由揚智出版社代理) 2002)，頁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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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為「老僑」和「新僑」。「老僑」這個名詞很早就出現，在 1951 年的報

紙中就曾看過老僑的稱呼，在當時「老僑」就是指稱在 20 世紀初期移民他

國之華人，9當時更常稱呼這些 20 世紀初期便移居他國之華人為「老僑胞」、

「老僑領」。「新僑」是相對於「老僑」而言的稱呼，通常是指中華民國政

府遷至臺灣後，移民至他國的華人，最早可於 1952 年的報紙中看到「新僑」

的稱呼。10中國大陸自 1979 前改革開放後，有大量人民移往海外，在這之

前能移居海外者少之又少；故在中國大陸報章媒體，及研究學者都會以 1979

年為畫分，1979 年前移民者稱為「老僑」，1979 年後移民者稱為「新僑」。11

除了「老、新」的區別，近年來部分臺灣地區學者在研究臺灣移民他國時，

會特別將臺灣地區移至國外者稱為「臺僑」。 

本論文在文中提到的「老僑」為一九七九年以前（不含一九七九年）

移民至海外的華人與其後裔；「新僑」為一九七九年後移民至海外的中國大

陸移民；「臺僑」為臺灣地區一九四九年後，自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移民海外

的華人。 

三、 再移民 

「再移民」是討論到近代華人移民時，會討論到的議題。王賡武在〈新

移民：何為新？為何新？〉一文中提到「再移民」是「為了尋求更安全的

                                                 
9
 大道社訊，〈粵匪勒索僑眷  發出三千贖命信  逼人投水又懸樑〉，《聯合報》，1951 年

12 月 02 日，02 版。 
10

 本報訊，〈旅墨華僑九千  一向積極反共〉，《聯合報》，1952 年 10 月 09 日，01 版 
11

 王丕屹，〈老僑與新僑的碰撞〉，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 年 10 月 10 日，06 版 



第一章  緒論 

9 

棲身地或者另覓他國謀求更好發展」的華人移民者。12劉宏在〈跨國華人：

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一文中的「再移民」是指「華人從傳統的華人移居

地（特別指東南亞）遷移至發達的國家（如：美、加等地）」。13目前華人移

民學者對於「再移民」沒有一個完整的定義，但大多是指「華人自中國大

陸地區移民至其他地區，在其他地區生活一段時間後，自己或後代子孫因

受到移民的影響因素而再移居到另一個國家」。 

本論文中「再移民」所指的意思是移民者自原居國家移民至另個國家

後，因再次受到相同或不同移民動機影響，而再度移居第三國的行為。 

貳、 章節安排 

本論文在結構上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是探討研究問題形成與建構。

在第一章先說明研究的動機和研究背景，並將本論文中會有異議之名詞做

說明，最後就前人撰寫之相關研究文獻做回顧及分析；而本論文中將探討

移民動機問題，及對國家與族裔認同之問題，故在文獻回顧時會對「移民

理論」及「離散理論」來做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二章為研究設計，說明本論文研究架構及流程，並說研究範圍界定

之由，最後介紹本論文使用之研究方法，以及如何運用該研究方法於研究

中。 

第三章為台灣人民移民南美洲之過程與發展。本章節先介紹巴西、阿

                                                 
12

 王賡武著，程希譯，〈新移民：何以新？為何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No.4(2001)：

4。 
13

 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二十一世紀》，No.71(2002)：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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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國家概況，其次再介紹臺灣人移民巴西、阿根廷歷史概況；最後介紹

在巴西、阿根廷的臺灣客籍移民者情況。  

第四章介紹美濃人客家人移民南美洲之歷程，及與當地族裔相處情況，

最後探討影響美濃人移民動機及跨國認同。 

第五章為結論，呈現本論文研究發現及建議，對本研究做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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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探討 

    本節將相關文獻回顧的探討分成三小節：第一小節為相關文獻回顧，

探討前人對臺灣人移民南美洲之相關研究；第二小節為移民理論之探討，

討論與移民相關之理論在本論文中應用之情況：第三小節是探討離散理論，

研究移民者對於母國及在地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在移民者移民歷程，

或選擇再移民、回流、定居生根的決定中，扮演什麼角色。 

壹、 相關文獻回顧 

    臺灣研究臺灣人民移民著作中，常偏向於北美移民的研究，一方面是

因為北美移民較多，14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早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移民是管

制的狀況，出國僅限於留學與接洽公務，15當時留學以美國為主要目的地，

故早期臺灣地區民眾移民以美國為大宗；1980年後，因為法令條件的關係，

加拿大成了臺灣地區移民的首選。16因上述原因，加上華人自清末移民北

美地區的華人較多，使得一直以來臺灣地區研究臺灣地區移民研究著作多

研究北美華人移民。17 

    要研究臺灣地區移民南美的情況，資料最豐富之地首推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

                                                 
14 姜蘭虹、黃禮強，〈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中國地理學會會刊》，

42 期(2009):27-30。 
15

 楊成安，《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內政部八十三年度研究發展報告》，

(未出版，1994)，頁 37,83 
16 姜蘭虹 、黃禮強，〈日久他鄉是故鄉－加拿大臺裔移民的心聲〉，頁 27-30。 
17

 Bernardo Trejos, and Lan-Hung Nora Chiang ,Young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rgentina: 

The Challenges of Adaptation, Self-Identity and Retu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IJAPS) 8(2)(2012):1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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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收藏的外交部檔案中，記載了從 1950 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對於臺灣地

區人民移民南美洲各國的態度，有豐富的檔案資料。在這些外交檔案中，

包含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與內政部對移民之相關會議討會紀錄、當時

相關公文紀錄、當時的新聞報紙紀錄、當時南美國家當地的新聞及使館回

應，並收錄當時人民為移民而向主管機關之上書內容、主管機關參考他國

之移民資料；這些歷史紀錄資料是研究 1960 年代後臺灣移民南美洲非常重

要的資料。研究者可從外交檔案中，看出政府機關對於移民事項的看法態

度的轉變、法令的走向，和當時民眾的態度與想法，並可由這批寶貴的資

料中推測當時的社會情況，從中推測出這些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對 1960

年代起，臺灣移民南美洲有更深刻的了解，亦能從中推測其中是否有影響

到美濃人移民之因素。 

    另一個研究臺灣地區人民移民重要的官方資料為華僑經濟年鑑。中華

民國僑務委員會每一年或每兩年會出版一冊華僑經濟年鑑，在該年鑑中，

會對有華僑之國家前一年的國家情況、經濟狀況，以及該國華僑概概況及

分布情況，此外更保留了前一年臺灣地區之經濟情況──包含國民所得、

國家財政等資料。這些資料可使研究者了解當時臺灣地區之生活情況，並

能與移民者前往之國家當年度之經濟情況做對比參照資料，研究者可藉由

比對當時臺灣地區與移民者前往之國之資料，還原當年臺灣地區與移民者

前往之國家之情況，藉此找出影響移民者移民動機之因，對研究者而言，

是十分寶貴的官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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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研究對象是高雄市美濃區的美濃人，在進行文獻回顧時，筆者參考

了大量美濃地區當地的社區報紙《美濃月光山雜誌》的資料。《美濃月光

山雜誌》為旬刊，每月逢 9 日出刊，18自 1982 年 3 月 29 日創刊以來，從未

停刊過。《美濃月光山雜誌》內容包括美濃地區大小事，以及旅外美濃鄉

親同鄉會活動、旅外鄉親的投書。這份社區報是旅外的美濃鄉親心靈上的

樂土，除了臺灣全島內的美濃鄉親外，海外的美濃鄉親也會訂閱《美濃月

光山雜誌》，透過這份社區報紙知道美濃故鄉事，也能投書將海外美濃鄉

親的經歷介紹給其他鄉親。目前《美濃月光山雜誌》發行遍布五大洲三大

洋，只要有美濃人訂閱的地方都能收到這份美濃社區報。19由於《美濃月

光山雜誌》從 1982 年創刊起便未曾休刊，透過《美濃月光山雜誌》可以閱

讀其中與美濃移民者相關資料；此外，其中最重要的資料為移民巴西、阿

根廷之美濃人將己身移民經歷的投書文章，此外亦有這些移民者對故鄉事

關心的報導，是研究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18

 《美濃月光山雜誌》每月 9 日、19 日、29 日各出一期，固定出刊。 
19

 筆者訪問《美濃月光山雜誌》社長鍾昆宏先生時，鍾社長是這麼告訴筆者的。後來在

做深度訪談時，受訪者都說他們在海外時有訂《美濃月光山雜誌》，且有投書在《美

濃月光山雜誌》上，並刊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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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美濃月光山雜誌》中旅阿鄉親報導（一） 

資料來源：《美濃月光山雜誌》，筆者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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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美濃月光山雜誌》中旅阿鄉親報導（二） 

資料來源：《美濃月光山雜誌》，筆者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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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華人移民巴西、阿根廷的臺灣學者不多，研究臺灣人移民巴西、阿

根廷的學者又更少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湯熙勇教授

曾就華人、臺灣人民移民巴西撰寫過三篇研究論文：〈臺灣與巴西：臺灣住

民移民巴西機會之尋求，1950-60 年〉20、〈從臺灣到巴西： 巴西臺灣人「六

家莊」的建立（1963-1972）〉21，和〈巴西招徠臺灣人移民─1960 年代我國

政府的態度與人民的反應〉22。在〈臺灣與巴西：臺灣住民移民巴西機會之

尋求，1950-60 年〉一文中，湯熙勇教授從華人移民巴西的歷史講起，接著

介紹 1950 年代起巴西邀請臺灣地區華人農業移民及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

與民間的反應，用歷史和統計資料讓讀者能夠明白這段歷史發生的過程；結

尾中湯熙勇教授對於當時臺灣地區無法有正式移民的情況感到可惜，他認為

如果當時臺灣能有計畫性地將人民移至巴西，臺灣在外交、經濟上可能會走

向與現在不同的道路。在〈從臺灣到巴西： 巴西臺灣人「六家莊」的建立

（1963-1972）〉這篇文章中，湯熙勇教授先提到巴西對當時臺灣地區邀請集

體移民，並闡述了當時臺灣地區政府和民間的反應後，介紹了第一批移民巴

西的臺灣人民的移民過程與移民故事。湯熙勇教授在這篇文章中，除了用史

料說明當時移民情況外，呈現了當時以「宗教」為移民動機的移民家庭，這

                                                 
20

 湯熙勇，〈臺灣與巴西：臺灣住民移民巴西機會之尋求，1950-60 年〉(發表於「海外華

人之文化變遷與文物維護」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海華文教基金會、僑務委

員會，2008 年 12 月 13-14 日，頁 225-263) 
21

 湯熙勇，〈從臺灣到巴西： 巴西臺灣人「六家莊」的建立（1963-1972）〉(發表於「孫

中山－海外華人與兩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

會、國父紀念館、華僑協會總會，2009 年 11 月 11-12，頁 229-241) 
22

 湯熙勇，〈巴西招徠臺灣人移民─1960 年代我國政府的態度與人民的反應〉，《人口學刊》，

第 46 期(2013 年 6 月):8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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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見介紹「宗教移民」的移民案例，又加上這些移民者為臺灣地區第一批

移民巴西之家庭，在研究臺灣移民巴西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章。湯熙勇教授在

2013 年臺灣大學人口學刊的海外臺灣移民特刊中發表了〈巴西招徠臺灣人

移民─1960 年代我國政府的態度與人民的反應〉，在這篇文章中，湯熙勇教

授以歷史學角度切入題目，從各種歷史資料中整理當時的社會脈絡、移民政

策及移民措施，兼顧政府與人民角度，探態分析當時臺灣地區政府與人民對

官方移民政策之反應與態度。本研究為研究臺灣移民南美洲之重要研究研究，

進一步為未來可能的研究探討做鋪路，是研究臺灣人移民南美洲中必讀之文

章。 

    姜蘭虹教授是臺灣少數有研究臺灣移民阿根廷者之學者，計有兩篇與臺

灣移民阿根廷相關的論文，一篇為〈自阿根廷回流之臺裔年輕移民的適應歷

程研究〉，23一篇為 Young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rgentina: The Challenges of 

Adaptation, Self-Identity and Returning，24兩篇都是探討 1.5 代移民阿根廷又回流

臺灣者之研究。其中，在Young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rgentina: The Challenges 

of Adaptation, Self-Identity and Returning 一文可以說是延續〈自阿根廷回流之臺

裔年輕移民的適應歷程研究〉一文，對臺灣移民阿根廷的 1.5 代移民回流的

背景、原因做更深入的討論。姜虹蘭教授在兩篇文章中，詳細地介紹了臺灣

人民移民阿根廷的背景，再以深入訪談的方式，以他們的移民歷程去談討那

                                                 
23 陳鈺淳、姜蘭虹、劉盈君〈自阿根廷回流之臺裔年輕移民的適應歷程研究〉，《環境

與世界》，21 期(2010): 73-97。 
24

 Bernardo Trejos, and Lan-Hung Nora Chiang, Young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rgentina: 

The Challenges of Adaptation, Self-Identity and Retu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IJAPS) 8(2)(2010):1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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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1.5 代的移民他們對於臺灣與阿根廷的看法，並探討為什麼他們選擇回流

臺灣。姜蘭虹教授的研究結果，發現對於這些 1.5 代的移民者而言，他們的

移民經歷是使他們對於「臺灣」和「阿根廷」的文化都有受到影響，也都未

受到這兩國文化影響很深，所以「事業發展」和「家人」成了影響他們回流

的主要動機。 

    除了上述兩位學者外，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的邱正宇曾以客

委會的逐夢計畫前往阿根廷訪問美濃區客家移民，發表了計畫成果〈阿根廷

台裔客家人族群認同維持與流動〉25一文。在〈阿根廷台裔客家人族群認同

維持與流動〉一文中，邱正宇訪問了 13 位在阿根廷美濃移民者，藉由深度

訪談來探討這些美濃客家人在移民歷程中，對己身客家文化的認同和維持，

探討在面對異國文化衝擊時，這些移民者會因文化衝突對更加認同己身的族

裔文化？亦或因此對己身族裔文化模糊化？雖然這篇文章中有不少對於美

濃客家移民者訪談的第一手資料，唯本文僅為一份成果報告，且作者邱正宇

在該報告中說明將其完整訪談，及其對文章論點發表於其碩士論文中，故無

法得知更多作者訪問之內容，以及對阿根廷臺裔客家人族群認同維持與流動

的完整看法，為此文章可惜之處。 

    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2012 年出版了《客勤遠拓─中南美洲二

十位客家人足跡》
26
一書（註：下文提到該書，以《客勤遠拓》稱之），書中

                                                 
25

 邱正宇，〈阿根廷台裔客家人族群認同維持與流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0 年度築夢

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2011)。 
26

 楊語芸主編，《客勤遠拓─中南美洲二十位客家人足跡》，(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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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了臺灣地區二十位移民中南美洲成功的客籍人士，其中有五位成功客家

人士即來自高雄市美濃區，另有兩位成功客家人士與美濃客家人關係密切，

可說此二位受訪者與美濃地區移民者有很大關連。《客勤遠拓》書中對於移

民者之移民歷程議題上，亦有十分詳盡地描寫，如：「移民者為何移民？」、

「什麼影響他們移民動機？」，這些內容在該書中都有提到，是研究當時臺

灣人民移民至中南美洲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唯該書為口訪紀錄人物之經歷

為主，在編排以及內容規畫上，無系統性之整理，故研究者閱讀該書當成參

考資料時，需自行整理、歸納所需資料。 

    由於在 1950 年代起，臺灣地區官方及民間階曾出現「移民南美」的討

論風潮，故當時也有一些介紹南美洲的書籍出版；在這些書籍中會放入移民

南美洲相關注意事項。又因當時想要移民巴西的人數最多，故介紹巴西（或

介紹移民巴西）的書籍比較多。最早介紹南美洲國家資料的是衛文新於 1960

年出版的《巴西實況》，27這本書中詳細地介紹了巴西的地理環境、人種、城

市等當時巴西最實際的狀況，詳細地介紹了當時巴西的移民政策、移民機構

及移民手續，此外該書亦介紹了日本集體移民的相關資料；這本書最特別之

處，在於該書內的資料是由當時巴西駐華大使館提供，保存許多當年巴西官

方提供的移民資料，可說是研究 1960 年代移民巴西的珍貴資料。1969 年有

兩本相關書籍出版，一本是何名忠的《南美國家及華僑事業》，
28
一本是邢鑑

生的《移民巴西研究》。
29
何名忠的《南美國家及華僑事業》這本書簡單地介

紹了南美國家的歷史、地理及社會環境，並介紹了當時南美洲國家的社會情

                                                 
27

 衛文新，《巴西實況》，(臺北市：皇冠出版社，1960)。 
28

 何名忠，《南美國家及華僑事業簡介》，(臺北市：中國僑政學會，1969)。 
29

 邢鑑生，《移民巴西研究》，(臺北市：實踐出版社，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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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當時的移民政策，以及華僑在當地的發展，可以說這本書為當時南美洲

的移民情況提供了很棒的參考資料。而邢鑑生的《移民巴西研究》又較《巴

西實況》更仔細地介紹了巴西情況。無論是自然環境，或是社會環境與臺灣

相同相異處，甚至因為當時巴西招募移民以農業等專業技術移民為主；這本

書更特別以兩章的篇幅將農業及專業技術移民的發展、需要條件及其他注意

事項，且將相關事宜清楚地寫在該書中。《移民巴西研究》和《巴西實況》

為大不同之處，在於其中有更多篇幅提到「移民」的相關細節：如移民者該

有的心理條件，更重要的是該書中提到「臺灣推行移民的有利性」，可以說，

這本書的出版，可說明當時臺灣社會對於移民巴西態度是迫切、懷抱希望的。

華僑協會總會自 1988 年起主編的「海外華人青少年叢書」是另一個介紹當

時華僑及南美洲國家的重要資料，楊鎔鑒的《阿根廷、智利、烏拉圭華僑概

況》30和簡漢生的《巴西華僑概況》31都就是這系列裡研究臺灣移民巴西、阿

根廷的專書，這兩本書詳細介紹了當地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情況，對

於華僑生活的介入不多，且政治傾向較強，在介紹上較不客觀，是閱讀這兩

本書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中國大陸學者中，廣州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的高偉濃教授曾出版

了《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活動遠眺（上、下）》
32
專書，在書中

以專章書寫了華人移民巴西與阿根廷的歷史、現況，並記載了目前巴西與阿

                                                 
30

 楊鎔鑒，《阿根廷、智利、烏拉圭華僑概況》，(臺北市：正中出版社，1988)。 
31

 簡漢生，《巴西華僑概況》，(臺北市：正中出版社，1991)。 
32

 高偉濃，《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共上下兩冊)，(廣州市：

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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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的華人社團名稱及運作情況，以及目前在巴西、阿根廷華人之文化活動

介紹，內容十分詳盡，對於想要研究巴西與阿根廷華人移民史是很好的書籍。

由於這是由廣州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出版書籍，使用的參考資料大多為

中國大陸的資料，且多為中國大陸方面的新聞資料，少有臺灣移民相關消息，

對臺灣移民者敘述篇幅亦少，故研究臺灣移民巴西、阿根廷歷史者，在閱讀

該著作上較無法得知臺灣移民之相關資料，為該著作較為遺憾之事。 

    除了專書外，在一些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移民調查報告中，也會有關於

臺灣人移民南美洲的資料與介紹。由蔣碩傑、于宗先、侯繼明主持的《對外

移民與我國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期末總結報告》、33楊成安主持的《國人海外

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34兩份研究計畫報告中，都有部分篇幅介紹臺

灣民眾在不同年代中，移巴西、阿根廷的相關數據資料，可見自 1960 年代

起，巴西與阿根廷為臺灣人民移民的重要國家，才會在這些研究報告中特別

提到這兩個國家的移民數據；這些數據也是本論文研究中重要的資料之一。 

     此了上述書籍，在其他介紹各國華僑通論的書中，在介紹到巴西、阿

根廷的華人移民時，也會介紹該國在 1960 年代後臺灣移民為當時華人移民

大宗的情況。廖小健的《戰後各國華僑華人政策》、35牛震的《第三中華：海

外華人的歷史‧現在‧未來》
36
等書中都會以簡短篇幅提到臺灣人移民相關

                                                 
33

 蔣碩傑、于宗先、侯繼明主持《對外移民與我國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期末總結報告》(委

託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研究單位：中華經濟研究院)，(未出版，1989)。 
34 楊成安，《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內政部八十三年度研究發展報告，(未

出版，1994)。 
35 廖小健，《戰後各國華僑華人政策》，(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36 牛震，《第三中華：海外華人的歷史‧現在‧未來》，(臺北市：字磨坊文化事業，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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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唯這些相關篇幅都不長，大部分書本中僅有一小段提到臺灣移民者相

關資料，可見研究當時臺灣移民巴西、阿根廷參考資料不多。 

    在學位論文方面，臺灣地區研究臺灣人移民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相

關學位論文並不多，知見有臺灣師範大學應華系碩士生林佳瑩曾以「秘魯華

人與華校」做為學位論文研究主題，37臺灣師範大學應華系碩士生陳祖欽以

「巴拉圭僑校」為學位論文研究主題，38其餘與華人研究相關學位論文大多

為研究中華民國僑務政策、移民政策之論文，可見目前臺灣地區對於南美洲

的臺灣移民研究甚少，有待研究者將這塊區域補上。 

貳、 移民理論 

    在西方社會學中，「移民」一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常會因研究者的目

的、研究資料而有不同界定；西方學者──如：Birnley Thomas──在提到

「移民」時，認為「移民是個人或家庭從一個國家移到另一個國家」。39中央

警察大學國際警察學系教授汪毓瑋在中央大學演講中，說到移民是「在一定

之最短期間內，越過政治或行政單位之人口移動」。40這些理論都說明了「移

民」是人口移動的現象，也就是人口遷移（human migration），41包含了「移

入」和「移出」的雙向概念，是人類對於生活的一種行為，對個人、家庭、

                                                 
37

 林佳瑩，《秘魯華人移民與華文學校之研究(1849-2010)》，(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論文，2009)，未出版。 
38

 陳祖欽，《邦交國海外僑校文理教育素質提升之研究－以巴拉圭中正及中山僑校為例》，

(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未出版。 
39

 廖正宏，《人口遷移》，(臺北市：三民書局，1985)，頁 2-3。 
40

 江毓瑋，〈國際人口移動─非法移民問題之探討〉，中央大學「民主與法治：新移民人

權法個案研究課程」演講，演講日期：2007 年 10 月 18 日。 
41

 蔡宏進，《人口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10)，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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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國家都會產生影響。42有移民的情況，就一定有影響移民的因素，本

論文將探討的是移民者的移民動機，故本節討論主題為影響移民動機之遷移

理論。 

    提到遷移的理論，經常會提到或引用的理論有兩種：推拉理論和經濟觀

點的人口遷移理論，下面就分述之。 

一、 推拉理論 

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是 E. G. Ravenstein 於 1885 年提出「遷

移法則」（migration law）的一種概念，他以 1881 英格蘭及威爾斯人口普查中

的遷移情況，和二十多個國家的遷移資料在 1889 年正式發表了這個論點。

Ravenstein 認為影響人類遷移的因素可以歸成「推力」（push force）和「拉力」

（pull force）兩種，前者是影響人類移出的因素，後者為吸引人類移入的因

素；推力和拉力同時存在，當有其中一力大於另一力時，人類會以「有利的」

為目的，決定了移遷移的行動──當一地區的拉力大於推力時，就會吸引人

口移入；當一地區的推力大於拉力時，就會造成人口的移出。E. G. Ravenstein

的人口遷移法則有七個規律：43 

（一）遷移與距離（migration and distance）： 

人口遷移會受到距離影響，一般遷移常是短距離的遷移，較長距離的遷

移大多是遷至工商業都市中心，比較特別的是，往市中心的遷移中，離

                                                 
42

 蔡宏進，《人口學》，頁 182。 
43

 廖正宏，《人口遷移》，頁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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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越遠，遷移人數會越少。 

（二）遷移成階段性（migration by stages）： 

   人口的遷移會有階段性，大型工商都市會吸引周圍的鄉鎮人口遷入，

是人口向都市中心遷移的階段性。反之就是所謂的離心遷移。 

（三）流向與反流向（stream and counterstream）： 

   人口的流向是雙向的。 

（四）城鄉遷移傾向之差異（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propensity to migration）： 

   鄉村居民比較常出現遷移的行為。 

（五）短距離的遷移以女性居多（predominance of female among short distance 

migration） 

（六）遷移與技術（migration an technology）： 

   運輸、交通工具的改良，和工商發展機會增加，也會影響遷移的情況。 

（七）遷移以經濟動機為主（dominance of economic motive）： 

   受歧視壓迫、沉重的稅負、氣候不佳、生活條件不適合等因素都有可

能是造成遷移的原因，但經濟因素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類會為了

改善物質生活而產生遷移占大多數的例子。 

1966 年 Everett S. Lee 根據 Ravenstein 的理論，對推拉理論做了更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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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才有較有系統的遷移理論。Everett S. Lee 指出影響人口遷移的過程可

分成原居住地的社會經濟因素、中間障礙因素、目的地社會經濟因素。44原

居地社會和目的地社會同時存在著吸引人的因素（用+號表示）和排斥人的

因素（用-號表示），還有一些無關緊要的因素（用 0 表示）（參見圖 1-3），

這些因素會受個人主觀感受而有差別，也會受到個人生命階段的影響，而有

不同的遷移決定。除了原居地和目的地正負影響因素外，還有一些中間阻礙

因素（如兩地間的距離、工作發展機會等）會影響人對遷移的決定。45 

 

圖 1-3 影響人口遷移因素圖。繪者：李孟茵。 

圖片來源：教育部全人教育百寶箱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0 

二、 經濟觀點的人口遷移理論 

    影響遷移的因素其實有很多，包括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政治因素……

等許多，其中經濟因素是許多學者會提出來說明這是人口移動的重要因素。

這些學者認為因為人生活的根本就是經濟生活，經濟生活能過得下去，才會

                                                 
44

 蔡宏進(2010)，《人口學》，頁 176。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2008)著，賴佳楓譯。

《移民：流離的年代》臺北市：五南出版社，頁 30。教育部全人教育百寶箱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0 [2014.05.23 點閱] 
45

 廖正宏(1985)，《人口遷移》，頁 99-101。 

教育部全人教育百寶箱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0 [2014.05.23 點閱]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0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0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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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到其他生活方面需求，所以依照自由意志遷移的情況中，經濟常是最先

被考慮的因素，因此在經濟觀點來看人口遷移的學說和討論也最多。這些學

者中，以許爾茲（Theodore W. Schultz）、顧志耐（Simon Kuzenets）、湯瑪斯

（Dorothy S. Thomas）及史匹爾（Alden Speare）等人提出的建解和建樹最有

名，46而上述學者的論說剛好又剛好可以分成兩個學院體系，兩門學派。 

    第一種是以許爾茲（Theodore W. Schultz）、史匹爾（Alden Speare）等提

出的投資報酬與成本的經濟概念（Cost-Benefit Model），以新古典投資理論為

基礎，將遷移看成是具有投資報酬的一種經濟行為，境內遷移視為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投資成本與報酬之架構。在這情況下的成本包括交通運輸

成本、遷移後住宿的成本、心理壓力成本及其他花費等，投資報酬為工作機

會較佳、收入較好等。在成本與報酬間，遷移者會根據成本收益（cost-benefit）

做為是否遷移的依據。47 

    第二種是以顧志耐（Simon Kuzenets）、湯瑪斯（Dorothy S. Thomas）為主

的人口選擇性（selectivity of people）概念。這理論認人口遷移的行為是經濟

變遷調適的一種人口反應，不均衡發展的區域經濟會導致人口遷移，調節區

域與區域間的人力，促進整體經濟發展。48 

    無論是從成本收益的觀點，或是從人口選擇性的觀點，用經濟的觀點來

                                                 
46

 蔡宏進(2010)，《人口學》，頁 177。 
47

 蔡宏進(2010)，《人口學》，頁 177。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2008)著，賴佳楓譯。

《移民：流離的年代》，頁 30-31。 
48

 蔡宏進，《人口學》，頁 177-178。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 著，賴佳楓譯。《移民：

流離的年代》，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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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人口消長的情況都很有說服力，如果能合一解釋遷移原因會更具說服力，

且與 E. G. Ravenstein、Everett S. Lee 的遷移理論都有互通之處。在探討移民者

之移民原因時，通常都會參考兩種移民理論，來解釋探討影響移民者的因素

為何，探討什麼因素為影響移民者決定移民行動。 

    上述移民理論都是由經濟學角度去探討，1980 年代出現以政治學角度

探討的「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方法。Massey 等學者於 1987 年提出：

「社交網絡在與國際移民研究有很強的關連性，透過結合移民者與非移民者

形成社會角色及人際關係上的複雜網絡」。49
Monica Boyd 提到，家族、友情

和社區網絡會影響到移民的決定，他認為研究國際移民要以家庭關係為基準，

加上個人的社交網絡放入研究中。網絡理論認為，移民者會受到已經移民、

現在移民和尚未移民者間的社群關係影響決定其移民因素，因為這三者間的

關係會影響他們移民時的成本與風險，也會影響其回流的因素。50 

三、離散理論 

    離散一詞，早在東西方都有出現過。〈孟子‧梁惠王上〉中曾提到：「父

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其中「離散」有「離開、散去、分離」的意思。

西方的「離散」一詞 diaspora 則出源自於希臘的 dia（意為 through）和 speirein

                                                 
49

 Massey,D.S.,et al. , Return to Ar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Western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38 
50

 Monica Boyd,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23, No.3 Special 

Silver Anniversa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for the 90’s(Autumn, 

1989):638,64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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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 to scatter），本來是常用於形容猶太民族四處離散的情況。51在加拿大

出版的 Diaspora（《離散學報》）中提到 dispora 現今應有下列的幾個構成要

素： 

（一） 典型的 diaspora 是經由高壓（coercion）而來，使眾人從原鄉集體移

出，定居於異邦。 

（二） 在 1968 年以前，diaspora 指的是一群在原鄉中有確定身份屬性的群

體決定要集體遷出。 

（三） 離散社群積極地保存自己的集體記性，保留他們的自身的身份屬

性。 

（四） 離散人士自發性，或響應當地主流社會的情況，巡察保有自己的社

群範圍。 

（五） 離散人士重視彼此之間的關連，並和原鄉的家人、親屬、朋友保持

聯絡。 

（六） 離散人士即使不與原鄉保持聯繫，他們也會對原鄉文有一種執念。

52
 

對此，王秀惠教授又提出「離散」一詞在「離家」和「歸家」的情況下，

                                                 
51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臺灣小說論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6)，頁

71-72。 
52

 Kachig Toloyan , ”Rethinking Diaspora(s): Stateless Power in the Transnational Moment.” 

Diaspora, (5:1, 199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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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三種層面的意思：一、離散是一種社會關係和型式；二、離散是一種

意識的形塑；三、離散是一種文化異地的再現。53這表示了某些民族出於外

界力量或自我選擇而散居在世界各地，但在其海外生活的社會文化中，他們

對於自己的文化仍存著集體的記憶，在共同的想象中創在了屬於自我「族群」

的共同精神歸宿，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呼這種在想象中

創在出的共同精神歸屬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54 

    王秀惠教授進一步指出「離散」這種視為共同想像、共同記憶體的情懷，

比較適用於移民後第三、四代，已經有「落地生根」情況的移民後裔身上，

對於第一、第二代的移民，他們對於原居地母國仍有感情，55在離散的上他

的文化認同上，還是較偏向於原居地的。 

    這些離散的思考方式，影響了移民者對於母國及移居地的看法與認同，

故現今在討論移民者認同與情感時，都會以離散之觀點，去探討移民者對「國

家」的態度與觀感。 

 

 

 

                                                 
53

 王秀惠，《跨國移動的困境：美國華日兩族的族群關係，1885-1937》，(臺北：學生書局，

2008)，頁 5。 
54

 陳昌宏，《新加坡中國研究的知識密碼：華裔離散群者的身份策略與動能性展現》，(臺

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1，未出版)，

頁 62。 
55

 王秀惠，《跨國移動的困境：美國華日兩族的族群關係，1885-193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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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 
本章節將說明本論文研究方法之設計，內容分為三個部份。第一節為研

究架構與研究流程，設定本論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步驟；第二節為研究範圍，

說明設定研究對象及研究的大範圍為何；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說明本論文應

用了哪些研究方法，以及搜集資料之方法和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建立在對移民巴西、阿根廷之美濃人移民者之訪問

及資料收集上，以他們為對象，探討 1960 至 1990 年間移往巴西、阿根廷之

美濃人之動機及移民經歷，以及在移民後他們對國家及本身客家文化之認同。

研究有點有三項：一、移民之動機；二、移民之經歷；三、美濃移民者在跨

國過程中的跨國認同。 

（一） 移民之動機： 

探討移民動機時，常會先由當時的歷史背景探討起，故筆者先

探討當時臺灣社會環境，研究當時是否有什麼特殊情境、動機，

影響當時美濃人移往巴西、阿根廷。其次，除了當時的社會環

境之背景外，依受訪者探討受訪者是受何種影響，而產生移民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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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民之歷程： 

針對移民過程之研究，首先會探討移民者是透過什麼樣的運輸

工具移至移居地，在航行中是否有經過第三國。再者會探討美

濃人移居後的歷程，在移民國進行何種職業，以及如何維生，

以及與當地族裔、亞洲族裔還有華人間的相處情況。藉由研究

上述之議題，探討美濃人移居巴西、阿根廷之移民歷程。 

（三） 美濃移民者的跨國認同： 

以移民的動機、移民過程，以及移民後在移居國生活這三方面，

探討美濃移民者在移民的跨國歷程中，對於跨國認同的看法。 

貳、 研究流程 

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需先訂定好自己的研究步驟，在研究時不停地反

思研究方法，才不會在研究時偏了方向。Ranjit Kumar 曾說過研究方法在不

同專業領域中，會因不同研究典範的教授使用不同方式，但概括來說這些研

究探討的取向大多是相似的。56W. Lawrence Neuman 也提到研究過程是由幾

個相互關連的的步驟組成，不同的研究方法用不同的步驟，但大多數的研究

過程大致上可分為七個步驟
57
：一、選題。二、聚焦研究問題。三、研究設

計。四、收集資料。五、分析資料。六、解釋資料。七、結果報告。 
                                                 
56

 Ranjit Kumar 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臺北

市：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57 W.Lawrence Neuman 著，王佳煌等譯，《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臺北市：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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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選題。在研究過程中，選定研究主題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

個步驟，研究者之研究全依研究主題進整體規劃，也可以說沒有研究主題，

則整個研究便無法形成。 

步驟二：聚焦於研究問題，研究者確定研究主題後，第二步便是需將問

題聚焦，才不會因研究問題太過於空泛而不知從何研究起。此外，研究者將

研究問題聚焦後，再尋找相關主題研究資料或文獻。蔡今中在《社會科學研

究與論文寫作》中說過「研究方法與資料是論文的基石」58，可見在確定問

題後，將主要的問題聚焦起來後，研究者才能更清楚明白該研究之問題核

心。 

步驟三：設計研究。研究者決定研究問題並聚焦後，便該決定研究的細

                                                 
58

 蔡今中，《社會科學研究與論文寫作：成功發表秘笈》，(臺北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頁 88 

選題 

聚焦研究問題 

設計研究 

收集資料 分析資料 

解釋資料 

報告研究結果 

圖 2-1 研究過程七步驟。 

資料來源：W.Lawrence Neuman  著，王佳煌等譯，《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

量化途徑》，(臺北市：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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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過程，若有問卷或口訪也應決定執行細部之問題。 

步驟四：收集資料。進行資料或證據的收集，將步驟三之研究設計實際

行動。 

步驟五：分析資料。以步驟四收集而來之資料進行整理及分析，並且觀

察該研究是否有形成一個特定的模式與否。 

步驟六：解釋資料。步驟五的這些分析的結果將會成為證據，研究者會

以其所學去解釋分析出來之資料在研究中代表的意義，如有形成模式，則在

研究中代有何種情況。此步驟亦是研究中很重要之步驟，前面的步驟成功後，

若研究者無法將前面的資料解釋出來，則該研究可謂功虧一簣，故將所有資

料分析後再解釋，為研究步驟中重要的一部分。 

步驟七：報告研究結果，當研究者整理分析後，會將這些資料及分析結

果撰寫成報告，告訴閱讀者該研究之目的、研究過程，以及研究者之發現與

建議。 

以上七個步驟不只是有單向之連貫性，而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關係，

是相輔相成的。在進行每個步驟時，每個步驟都可以再往回推演，以該步驟

的前一個步驟之思維對該步驟再行思考，探討該步驟是否有能新的思維去解

釋。 

綜合上述論點，本論文依照 W. Lawrence Neuman 的理論設計研究流程

（如圖 2-2），首先選擇研究主題，將主題時間點設為「1970 至 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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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對象為「移往巴西、阿根廷的臺灣人」，並再縮小成「由美濃移居巴西、

阿根廷之居民」，主要研究議題為「移民動機」與「移民歷程」，並以這兩個

議題為基礎討論「跨國認同」，並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在研究上，因本論文以訪談及資料搜集為主，故研究方法採用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methods）進行研究。故決定研究主題後，於訂定研究架構與研

究方法時，採用質化研究（qualitative methods）之模式，依文獻分析法及深

度訪談法，進行研究資料之研究與分析，在論文最後解釋資料，提出結論與

相關建議等。 

 

 

 

 

 

 

 

 

 



1970-1990 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36 

 

 

 

 

 

 

 

 

 

 

 

 

 

 

 

 

圖 2-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結論與建議 

研究動機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探討與回顧 

設定研究方法 

文獻收集與分析 深度訪談 

資料彙整 

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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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範圍定在「移居巴西、阿根廷之美濃人」其移民與再移民

之動機與歷程，及以其移民歷程探討其對跨國認同態度。對移民動機所關注的焦

點分成對內與對外兩個：對內為移民者自身對移民之看法及態度，對外為外在影

響移民者之移民動機。其次，在其移民歷程中，移民者會與其移民所在地國家的

當地族裔及其他亞洲裔族群進行交流，在與各族裔交流的情況，及與出生地國家

（臺灣）會影響到其對於國家、族群的認同與看法，並會影響到其是否再移民之

動機。故本論文研究時，研究的族群範圍限定在「移居巴西、阿根廷之臺灣地區

美濃客家人」，探討其「移民動機、移民歷程」是否影響移民國家的選擇？移民歷

程經驗是否影響其跨國認同？移民之歷程是否會影響其終生定居、或是再移民的

動機？ 

本文除了研究對象有所限制，在時間上限制為 1970 至 1990 年代。筆者會將

時間限制這段時間，是因為臺灣地區人民移民巴西、阿根廷的時間集中在這段時

間內，筆者於與受訪者的訪談中也得知，美濃客家人移居巴西、阿根廷只在這一

時間內，故在研究上會以這段時間點內的各種因素，來探討美濃客家人移民之動

機、移民歷程，以及其跨過認同態度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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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methods）是一種探討建構社會真實、文化意義的

研究方法，將焦點放在互動的過程與事件中，透過主題式的問題與受試者

進行深入的探究的一種研究方法。59由於本論文要探討的移民動機、移民歷

程及認同等問題，適用於質性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故本

論文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methods）中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及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對美濃客家人移居巴西、

阿根廷者之移民動機與歷程進行深度的研究探討。 

一、文獻分析法 

    筆者首先做文本分析的資料，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

之外交部檔案，對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集體移民」、移民政策及其他相關

法令探討做為研究，試圖以當時政府立場及態度來推測是否影響到當時移

民者之移民動機。其次分析《美濃月光山雜誌》中，移民者的投書，從他

們投書內容中分析他們移民歷程，並從中推測這些移民歷程是否影響其對

國家、族裔文化之認同。第三步分析國內外對臺灣人移民南美洲相關文獻

資料，從中分析影響美濃移民者移民動機之因素，以及其移民歷程，或是

回流、再移民態度之影響。 

 

                                                 
59

 W. Lawrence Neuman 著，王佳煌、潘中道譯，《當代社會研究法》，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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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法： 

    筆者聯絡到六位移民（或曾經移民）至巴西的美濃人，六位移民（或

曾移民）阿根廷的美濃人進行深度訪談，藉由訪談更加了解其移民動機與

歷程，並補足文獻資料上不足部分。選擇這十二位受訪者，是因這十二位

受訪者具有代表性：十二位受訪者中，有五位在當地美濃同鄉中具有極高

影響力，支持並舉辦各種同鄉組織活動，且其中有三位曾任或現任美濃同

鄉會會長；此外，這十二位受訪者可以代表各階段移民的美濃人的移民故

事，其中有一位身份最特別，是提倡美濃人移民巴西的老鎮長之孫。因為

這些受訪者具有其代表性，故筆者選擇了這十二位受訪者做為訪問對象。

在訪談內容選擇上，因本論文受訪者年紀偏大，於初次會晤時常不知道該

如何開口，但一旦引領他們進入話題後，受訪者皆能侃侃而談，甚至能提

到許多筆者沒預料到的話題。故在深度訪談上，筆者使用的是「半結構式

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先列出筆者研究中需要探討之問題，在訪

談時在依當時情況追加提問，並依前幾次訪談之情況調整訪談內容及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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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筆者與受訪者（一）。60 

      拍攝時間：2011 年 11 月 14 日  拍攝地點：美濃受訪者自宅 

 

圖 2-4 筆者與受訪者（二）。 

拍攝日期：2012 年 04 月 04 日  拍攝地點：受訪者住家

                                                 
60 圖片正中間的女士為巴西籍的吉妲（音譯）女士，她在巴西嫁予美濃客家移民，隨丈

夫一起移居美濃，目前與丈夫、子女居住於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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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巴西、阿根廷的臺灣移民 

    本章將討論巴西、阿根廷的臺灣移民之研究背景，將內容探討分為：

一、巴西、阿根廷兩國的概況；二、臺灣人移民巴西與阿根廷的歷史；三、

巴西與阿根廷客家族群概況。 

第一節 巴西、阿根廷的概況 

巴西為南美洲第一大國家，世界第五大國家，面積 845 萬平方公里，

人口有 1 億 9 千多萬；阿根廷為南美洲第二大國，面積 376 萬平方公里，

人口數為 4756 萬。61這南美洲第一與第二大的國家國土幅員遼闊、天然資

源豐富，但人口一直以來都不多，故兩國自殖民時期起便向世界各地廣招

移民者，臺灣地區於 1949 年後，曾有向巴西、阿根廷移民之風潮。以下就

巴西、阿根廷兩國情況做介紹： 

壹、 巴西 

巴西正式名稱為巴西聯邦共和國（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人們在

提到巴西時，總會稱它做「森巴王國」。巴西在1500年葡萄牙人發現並占領，

被命名為「聖十字之地」；由於當時該地出產許多高經濟之巴西蘇木

（brazilwood），使得該地成為巴西蘇木專營地，久之人們便將這塊地稱為

「巴西」，而非葡萄牙皇室定的「聖十字之地」。62巴西於1500年開始接受

                                                 
61

 以上資料見外交部網站國家與地區資料  [2014.06.01 點閱]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84a5f151-1a54-4d3f-91b1-42be355

1ed25 
62 何國世，《巴西史：森巴王國》，(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頁 41。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84a5f151-1a54-4d3f-91b1-42be3551ed25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84a5f151-1a54-4d3f-91b1-42be3551e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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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在之後的322年間各方面都深受葡萄牙影響，至1822年

獨立後亦維持著君主政體，直到1889年開始建立共和制，政治朝民主化邁進，

至1989年總統直選後，才真正成為民主體制。63目前巴西國家結構形式為聯

邦共和國制，政治體制採用總統制並實行三權分立，現在國家及政府元首是

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 

在地理位於上巴西位於南美洲東部，東瀕大西洋，西部及北邊分別與

南美洲其他國家或他國屬地相接，總面積為 8511965 平方公里，是南美洲第

一大國家，64與世界他國相比，是世界第五大國家；從國土形狀來看，巴西

國土和南美洲相似，近似一個倒三角形。65受到地理位置之影響，巴西的地

理區受到地理及氣候影響很深，使整個國家環境共分成五個部分：圭亞那

高原、亞馬遜平原、巴西高原、巴拉圭低地和沿海平原。這五個地理區的

地理環境及氣候差異皆大，使得各地區發展出的地域觀念和地方色彩極為

強烈。這除了影響了巴西多元文化的發展外，也影響了巴西民族融合的情

況。而巴西的人口大多集中在東南與東北兩個地區，90%以上的人口都集中

在沿海地區，幾乎所有百萬以上人口的大都市都在離海岸 100 公里以內的

地方。66 

巴西在歷史上有數次的移民潮，自 1884 年至 1962 年間，移居巴西的人

數約為 497 萬人，主要來自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法國等歐洲

                                                 
63 何國世，《巴西史：森巴王國》，頁 19-20。 
64 僑務委員會，《2011 年華僑經濟年鑑》，(臺北市：僑務委員會，2012)，頁 331 
65 何國世，《巴西史：森巴王國》，頁 5。 
66 唯一不靠沿海的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為貝洛奧里松(Belo Horizonte)。何國世，《巴西史：

森巴王國》，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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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黃種人多為日本人、韓國人及華人。67這樣的歷史發展，使得巴西註

定成為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民族組成主要分成四種：巴西人、

純種黑人、黃種人，以及未被巴西人同化的印第安人。所謂的「巴西人」

其實是指歐洲白人、非洲黑人，以及原本居住該地的印第安人三大種族在

長期通婚混合下產生的人種，是巴西人口最主要的族群，68是目前巴西社會

中最主要的族群，為巴西人口組成最主要的部分。 

                                                 
67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資料  [2014.04.21 點閱] 

http://www.boca.gov.tw/ct.asp?CuItem=239&mp=1  

   
68 何國世，《巴西史：森巴王國》，頁 14。 

http://www.boca.gov.tw/ct.asp?CuItem=23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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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巴西地圖 

圖片來源：http://mappery.com/Brazil-Map-2

http://mappery.com/Brazil-Map-2


第三章  巴西、阿根廷的臺灣移民 

45 

貳、 阿根廷 

阿根廷正式名稱為阿根廷共和國（Argentina Republic），被稱為探戈的故

鄉。1527 年被西班牙探險家帝安‧佛托（Sebastian Bianca Voto）發現，1535

年西班牙開始在阿根廷設立拉普拉塔總督進行殖民統治，1810 年 5 月 25 日

成立臨時政府，1816 年 7 月 9 日宣布獨立，成為南美第一個獨立的國家，69

國體為聯邦制，政體為總統制，目前總統為費南迪斯（Critina Fernández）。

阿根廷位於南美洲南端，總面積為 2766890 平方公里，東北鄰烏拉圭、巴西，

北接巴拉圭與玻利維亞，西與智利為界，東瀕南大西洋，南端與南極相望，

70國土呈倒三角型。 

阿根廷地大物博，國土南北最長處可達 5000 多公里，土地肥沃，並有

世界三大平原之一的彭巴草原。彭巴草原為黑土肥沃區，農林牧業發達，

有「世界糧倉和冷藏庫」之稱，能源礦產亦豐富，又因地理位置避開了兩

次的世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直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71

如此富足之地，人口數為 4090 萬人，72人口平均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 11 人，

73無法全數開發所有資源，故阿根廷政府一向歡迎世界上各國人士移往阿根

                                                 
69 曾昭陽等著，江復正主編，〈1-3 阿根廷的過去與現在〉，《彭巴草原上的蕃薯：臺灣人

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新北市：典藏文創，2012)，頁 29-30 
70 僑務委員會(2012)，《2011 年華僑經濟年鑑》，臺北市僑委會。頁 310 
71 曾昭陽等著，江復正主編，〈1-4 充滿機會的移民天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臺灣人

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頁 32 
72 見阿根廷官方 2010 年人口普查資料 [2014.04.21 點閱] 

http://www.censo2010.indec.gov.ar/preliminares/cuadro_totalpais.asp 
73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資料 [2014.04.21 點閱]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970&ctNode=753&mp=1  

http://www.censo2010.indec.gov.ar/preliminares/cuadro_totalpais.asp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970&ctNode=75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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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甚至於憲法中表明歡迎世界上所有希望居住在阿根廷土地的人們，74使

得阿根廷一向是傳統移民國家。因此阿根廷的人口組成十分多元，人口組

成多元；大多數為白人，以西班牙裔及義大利裔為主（各約占總人口的 35%），

亞洲人口以日本、韓國及華人為主。 

阿根廷全國主要分為 5 個地理區：西北高山荒漠區、東北河間濕熱區、

中部潮濕肥沃區、南部溫帶荒漠區、極帶區，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位於中

部潮濕肥沃區，該區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農工業盛行，阿根

廷人口大多集中於此。75 

阿根廷地區原為印地安人居住地，1527 年被西班牙探險家帝安‧佛托

（Sebastian Bianca Voto）發現，1535 年西班牙開始在阿根廷設立拉普拉塔總

督進行殖民統治，該統治區包含現今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巴拉圭和烏拉

圭。1810 年由布宜諾斯艾利斯人民起頭，反抗西班牙政府的殖民統治，由

於當時西班牙母國被拿破崙入侵無暇管理，使得阿根廷在 1810 年 5 月 25

日 La Plata 成立臨時政府，史稱「五月革命」（La Revolución de Mayo），1816

年 7 月 9 日獨立，為南美第一個脫離殖民統治獨立的國家。阿根廷政局一

向不穩定，自 1930 年貝隆（Juan Perón）政府後，軍政府及文人政府交互執

政，使得阿根廷政治與經濟情況陷入的長期的困境。1983 年阿方辛（Raul 

Alfonsin）政府上台後恢復憲政，才使得阿根廷民主恢復正常化，為阿根廷

                                                 
74 曾昭陽等著，江復正主編，〈1-4 充滿機會的移民天堂〉，《彭巴草原上的蕃薯：臺灣人

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頁 32 -33 
75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資料 [2014.04.21 點閱]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970&BaseDSD=13&CtUnit=14&mp=1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970&BaseDSD=13&CtUnit=1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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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開啟新時代。76 

 

圖 3-2  阿根廷地圖 

圖片來源：http://mappery.com/Argentina-Tourist-Map-3 

                                                 
76 何國世，《阿根廷史：探戈的故鄉》，(臺北市：三民出版社，2007)，頁 139-204 

http://mappery.com/Argentina-Tourist-Map-3


1970-1990 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48 

第二節 臺灣人移民巴西及阿根廷之歷史 

早在 1949 年前，中華民國政府即曾接到民眾上書，詢問移民中南美洲

之相關事宜。中華民國外交部也因此曾發文予駐中南美洲的使領館查詢移

民情況，而駐地大使館也向中華民國政府回報中南美洲國家歡迎中國農工

技術人員移墾，並告之相關資料。77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由中國大陸遷移到

臺灣，為臺灣地區帶來許多軍民人口，加上臺灣地區本身的人口增長率越

來越高，使得 1949 年後，臺灣地區人口年自然增長率迅速增長，1960 年左

右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約為 32 ‰~33 ‰，高居世界第四，人口密度更高達世界

第三。人口增加率高，加上當時臺灣地區可耕地之使用已接近飽合，78故當

時臺灣農復會推估臺灣地區不久將陷入糧食不足之困境。 

在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國家大多擁有廣大肥沃的土地，氣候四季分明

且溫和，並擁有豐富的礦產，此外，該地兩次世界大戰皆未曾受到戰火波

及，使得這塊大陸一直是得天獨厚的富足之地。在南美洲的發展史上，這

塊大陸上一直都面臨地廣人稀，能使得南美洲國家在國家發展政策上，大

多為朝世界各國廣招募移民到此開墾發展。79 

1953 年巴西政府首度向中華民國駐巴西大使館表示歡迎臺灣農民前往

巴西；1959 年駐華大使杜善篤於任滿離臺之前，曾公開對當時中華民國副

                                                 
77 《移民中南美洲各國資料》，〈關於中南美各國歡迎歐亞人民移墾事希〉，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1，頁 4-10 
78 《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國際移民推進方案草案」總說明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5，頁 27 
79 《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海外有關地區回國國大代表移民問題座談會紀錄〉，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檔案館藏，560.9/0006，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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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陳誠表示歡迎臺灣人民移民巴西開墾。80在這情況下，加上當時臺灣地

區處於急需紓緩人口壓力的時代背景，造成臺灣地區政府與民間掀起一股

移民國外的風潮，不少人民上書請求政府能協助移民。而當時主要希望移

民之地即為南美洲國家，特別是巴西。81當時政府與人民皆有人提出「有計

畫地集體移出人民至他國」能紓解臺灣地區人口、食糧等社會問題，並可

以對臺灣地區的外匯及其他經濟建設有所幫助。82此外，臨近的日本有開放

集體移民南美洲成功例子，韓國亦有集體移民沙烏地阿拉伯的例子，故在

此情況下，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曾擬訂「國際移民問題討論綱要」，並於 1959

年 12 月 12 日，依國際移民會議決議設立外交部、僑委會等跨部會的移民

專案小組，多次召開跨部會移民專案討論，於民國四十九年（1960 年）制

定了「國際移民推進方案草案」，並將該項工作列為五十一年度（1962 年）

施政計畫之一。83 

僅管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曾多次跨部會協商，並訂定了國際移民推進方

案草案，但最終因政治因素使得臺灣無法如日本韓國一樣，84以國家主導集

                                                 
80 中央社訊，〈移民巴西問題 我將予研究 陳副總統告杜善篤〉，聯合報，1959 年 01 月

12 日，01 版。 
81 《巴西移民》，〈關於移民巴西事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0001。

《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第五十號鄰時動議〉，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6，頁 6。《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臺北縣議

會第五屆第二次大會議決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6，頁 30 
82《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海外有關地區回國國大代表移民座談會紀錄〉，中央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6，頁 5-10 
83《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第五十號鄰時動議〉，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6，頁 6。《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臺北縣議會

第五屆第二次大會議決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6，頁 30。

《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關於國際移民推進方案草案一案函請查照由〉，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5，頁 4-15 
84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認為當時臺灣地區為復興基地，軍民人口為反攻大陸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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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移民，中華民國政府轉為接受臺灣民眾以「個人」的方式移民南美洲，

並聲名希望申請者最好具有農工技術及非役男身份。85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雖未以「國家集體移民」的方式，將臺灣地區人民

集體移民南美洲，想要移民的臺灣地區民眾在以「個人」身份向國家申請

移民之際，亦上書詢問中華民國政府是否能以國家名義對移民進行資金補

助，甚至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以國家身份，向美國國際開發署申請移民

補助金，但得到中華民國內政部「並無任何資助移民計劃」的回應。86此外，

當時還透過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行「移民巴西問題座談會」，會中指出：「要

移民巴西去，必需要有資本、有技術、有計劃、有把握、能忍耐、能苦幹，

否則不要冒險前往。」、「移民巴西大不易，即使自身具有一切合法合理的

條件和証件，仍會遭受到若干人為的困難。」，勸導有志移民巴西者應謹慎

考慮是否移民巴西。87 

    即使當時中國民國官方對人民移民南美洲之事持不鼓勵也不禁止之態

度，臺灣地區人民對移民南美洲之事仍報有莫大之希望與期盼，於 1963 年

08 月 20 日第一批移往巴西之民眾自基隆港前往巴西後，88一直有臺灣民眾

                                                                                                                                              
故對人民出入國境採取相當嚴格的管制政策。見楊成安，《內政部八十三年度研究發展

報告──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未出版，1994)，頁 36。 
85《巴西移民》，〈關於劉邦枝等十二人申請赴巴西移墾案有關部會會商結果摘要〉，中央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0001，頁 5 
86 《巴西移民》，〈關於劉國湖君擬向美國國際開發署駐華美援公署申請赴巴西之補助金

事〉，中央研究院檔案館藏，560/0001，頁 139-165。 
87 本報訊，〈到巴西大不易 不要冒險前往 必需具備很多條件 僑聯總會昨日座談〉，聯合

報，1964 年 11 月 14 日，02 版。上下引號自皆引用自該則新聞。 
88 基隆訊，〈我首批往巴西移民  五五人今首途  另日、港移民二百餘人 同乘荷蘭得基

堡輪前往〉，聯合報，1963 年 08 月 20 日，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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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家帶眷移往巴西；89除了移往巴西外，還有一大部分人民選擇移往阿根廷。

這情況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臺灣地區經濟發展良好，以及巴西、阿根廷

對移民法規修改後，移民情況這兩國的情況才逐漸冷卻下來，近年來臺灣

地區已少有人整家移民至巴西或阿根廷。90

                                                 
89

 據行政院研考會的資料，民國58年國人移民主要國家集中在美洲，依移居人數順序為：

美國、加拿大與巴西。民國 58 年國人以「團聚」為由出國者，巴西占第三位。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會編，《人民外移現況及問題之探討》(臺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

1989，未出版)，頁 91-94 
90

 據行政院研考會的報告指出：「巴西在早期吸引了國人的移民，但這一力量目前似在喪

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編，《人民外移現況及問題之探討》，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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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巴西和阿根廷的客家族群 

1810 年西班牙殖民政府招募中國茶農將中國茶葉引進巴西，91開啟了華

人進入南美洲的歷史。19 世紀末，中國國力不振，不少中國南部地區的人

民被誘拐或抓走，以「苦力」的身份送至美洲進行苦工。而西巴牙與英國於

1817 年和 1835 年時認定販運黑奴為非法行為，訂約禁運黑奴至中南美洲，

造成當地勞力不足，使得西方國家將更多的「苦力」運往中南美洲，92巴西

甚至在光緒十八年（西元 1892 年）至光緒十九年（西元 1893 年）間遣史入

京時，欲與清廷討論輸出華工至當地種植事項。93這些華工被殖民政府的官

員評為「勤勞、認真、守規定」，並認為中國人無論是多貧瘠的土地，都能

種植出東西。94而在華工中，西方殖民地官員又偏好引進廣東地區的華工，

他們認為廣東地區的氣候和西印度群島相似，且廣東沿海也有種糖，所以廣

東地區華工最適合前往中南美洲進行糖業的華人。95由於廣東地區有許多客

家人，故在被引進中南美洲的廣東華工中有許多的廣東客家人；當時英國的

                                                 
91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ume 10, Number 204, 27 July 1858 

   http://cdnc.ucr.edu/cgi-bin/cdnc?a=d&d=DAC18580727.2.27#  [2014.04.21 點閱] 
92 吳劍雄，〈十九世紀前往古巴的華工(1847-1874)〉，《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

刊》，No.78 (1988.03)：頁 1,3-7。 
93《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巴西駐法公使畢薩照會中國出使大臣薛福成，擬派使駐京，請

代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01-15-047-06-000 至 01-15-047-06-004。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阿喜巴吉奉派為駐華公使，先遣議約大臣辣達略到華，阿公

使來華前病故於維也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01-15-047-07-000 至

01-15-047-07-000。 
94 Walton Look Lai(2009),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West Indian History, A Caribbean Studies 

journal, Volume 7, Issues 1&2(spring & fall), 2009  [2014.04.21 點閱] 

http://anthurium.miami.edu/volume_7/issue_1/looklai-imagesofchinese.html#ref01  
95 Walton Look Lai(2009),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West Indian History, A Caribbean Studies 

journal, Volume 7, Issues 1&2(spring & fall), 2009  [2014.04.21 點閱] 

http://anthurium.miami.edu/volume_7/issue_1/looklai-imagesofchinese.html#ref01  

http://cdnc.ucr.edu/cgi-bin/cdnc?a=d&d=DAC18580727.2.27
http://anthurium.miami.edu/volume_7/issue_1/looklai-imagesofchinese.html#ref01
http://anthurium.miami.edu/volume_7/issue_1/looklai-imagesofchinese.html#re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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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哈利‧帕克斯（Harry Parks）還特別指出應州客家人是開荒能手，需要

開山闢地就要找應州客家人。96這些被拐騙或拐賣至中南美洲的客家人，如

有幸能活到約滿，但沒有辦法存夠回鄉旅費者，就留在了當地成為南美洲最

早的客家華人移民者。 

1960年代移往巴西與阿根廷的臺灣地區人民中，閩籍和客籍數目參半，

並無特別多數的族群。目前在巴西的客家團體最主要的有巴西客屬崇正總會、

巴西客家活動中心兩個主要團體，並發行《客家親》雜誌。97而阿根廷有六

堆客屬同鄉會、世界客屬阿根廷分會和臺灣客家同鄉會三個客家團體，98移

民巴西和阿根廷的客家人大多有參與這些客屬宗親團體，增進彼此感情，並

與其他南美洲客家宗親團體保持密切的聯繫。99 

 

 

 

 

 

                                                 
96 Walton Look Lai, The Chinese in the West: A Documentary History, 1806-1995,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1998, p.81 
97 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網資料。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index.php 

[2014.04.21 點閱] 

  2014 年 05 月 23 日至 25 日，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呂元榮至巴西時，有特別至客家社團

參訪，可見巴西客家社團在當地為歷史久且十分重要之僑團。 
98 曾昭陽等著，《彭巴草原上的蕃薯──臺灣人阿根廷移民史 1960-2012》，頁 206-208 
99 筆者所採訪之受訪者提供此訊息。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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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僑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參訪巴西客屬崇正總會 

圖片來源：僑務委員會 

http://www.macroview.com.tw/mag/macroview/article_story.jsp?ART_ID=169594 

 

 

 

 

 

 

 

 

 

http://www.macroview.com.tw/mag/macroview/article_story.jsp?ART_ID=16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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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之過程與發展 

第一節  美濃人在巴西 

    1960 年代，臺灣地區由於糧食及人口問題，再加上當時巴西駐華大使

杜善篤（Labieuno Solefto dos Santos）在 1959 年離開臺灣前，曾公開發表「巴

西政府歡迎中國人前往巴西墾殖」之宣言，使得臺灣地區人民對移民巴西出

現一股風潮。在這風潮下，臺灣地區人民為了生計紛紛出國，高雄市美濃區

的客家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下就以筆者訪問的六個受訪者之故事，還原美濃人移民巴西之情況與

發展。 

表 4-1  移民至巴西之受訪者資料 

編

號 

性

別 

年齡 / 出

國時年齡 

出國時間 /回

國時間 

出國前職

業 

居巴西

時間 

在巴西從事之

行業 

B1 M 59/25 1979/1990 待業 11 開餐廳、開商店 

B2 M 49/15 1983/1993 學生 11 學生 

B3 M 73/34 
1976/ 目 前 仍

定居巴西 
農 38 開雜貨店、餐廳 

B4 M  
1972/ 目 前 仍

定居巴西 
商 41 

開店（各行業都

有經營）/首屆美

濃同鄉會會長 

B5 M  

1974/ 目 前 巴

西、臺灣兩地

跑 

煉油廠派

遣 
39 開餐廳 

B6 F 21/55 
1980/ 目 前 仍

定居巴西 
 33 

開飯店、禮品及

香水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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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移民到巴西 

在移民者中，目前無法得知美濃區最早的移民者為誰，只能從訪談中找

出美濃人會移民到巴西，是受到屏東縣內埔鄉的客家人影響。臺灣地區自

1960 年代起，開始派遣農耕隊前往非洲、南美洲各國，協助邦交國農業技

術發展。這些農耕隊隊員在回國後，會向親友敘述所見所聞，也加深原本即

有移民意願者之移民念頭。 

 

「比我大哥更早以前的是農耕隊，到中美洲呀，巴西呀之類的，後來他

們回來說巴西不錯，就過去（巴西）了。」（B1） 

「當初會想去是有人介紹的，是屏東客家人，內埔那邊的。他的兒子先

過去了，他有去那邊看過他兒子過的好不好，有去考查，去了覺得很好，下

了一跳，所以了解到巴西那邊很好發展，我們就剛好有機會找他聊天嘛，就

知道了……後來 XXX（註：美濃人，也移民巴西）他們也過去了……」（B3） 

 

巴西駐華大使杜篤善曾於 1959 年離開臺灣時，公開表示「歡迎中國人

民去墾殖，巴西政府將給予優待，不必付錢可得到土地」。
100
這在當時臺灣

地區官方及民間引起相當大的迴響，甚至當時臺灣省議會曾在報上提出希望

                                                 
100

 中央社訊，〈移民巴西問題  我將予研究〉聯合報 1959 年 01 月 12 日，一版。 

  中央社訊，〈巴西歡迎我國移民 杜善篤昨誠懇表示 副總統稱我將研究〉徵信新聞 1959

年 01 月 12 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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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盡快制訂移民巴西之方案。101當時臺灣地區社會上提到「移民」，首

先會想到之國家為巴西，加上當時移往巴西之臺灣人，在當地安頓生活、有

好的發展後，會向臺灣親友傳達「巴西可移民」之訊息，美濃人也不例外。

美濃人移民至巴西，在當地發展順利後，就會向家鄉親友宣傳巴西之發展，

造成親友一個拉一個的移往巴西。 

 

「本來家裡就有想移民的念頭，又剛好有親戚在那邊，就過去了。」（B2） 

「一開始是我先生想過去的，我大伯在那邊嘛，說那邊很好賺，我是

1980過去的，他（註：指受訪者的大伯）比我們早嘛，197……大概是 1975

年就過去了。」（B6） 

「有美濃人從巴西回來，說那邊很好，南美洲特別是巴西那邊很好，他

們回去時我就跟我朋友一起跟過去巴西看看，去了就發現那邊真的很不錯。

那時候美濃經濟雖然也很好，也很不錯，但是巴西更好，就留下來了。」（B4） 

「有美濃人在巴西，我就聽他們講說巴西是個天堂，就很想過去。」（B5） 

「……我大哥大姊先過去了，我就過去了……美國不容易嘛……」（B1） 

二、 美濃人在巴西的發展過程 

中華民國與巴西於 1974 年斷交，同年關閉了駐巴大使館，故當時美濃

                                                 
101

 本報台中廿七日電，〈省議會建議 移民巴西 應速進行〉徵信新聞 1959 年 01 月 28 日，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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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沒辦法直接移民巴西，多先到達鄰近第三地，再行偷渡進巴西。當時有邦

交之巴拉圭，和同樣有美濃移民者的阿根廷，成了美濃人前往巴西的重要中

間國家。又因巴西在歷史上為移民大國，且南美各國間相臨國界廣大，故南

美洲國家往來方便，相互偷渡、非法移民與非法居留者多。因南美洲國與國

間偷渡者多，偷渡行業有市場，非法偷渡公司就因應而生，故美濃人到達阿

根廷或巴拉圭後，會藉由偷渡公司安排偷渡至巴西境內。 

 

「……我剛去的時候，我們是用巴拉圭當跳板，拿他們的市民証，然後

再到巴西……（中略） 坐飛機到巴拉圭，因為那時候南美洲只有巴拉圭和

臺灣有邦交。然後到那邊趕快拿 500塊美金102叫人辦他們的市民証，馬上就

給你，你就有了保障，就準備過去，在旅館裡面準備……準備偷渡」（B1） 

「我們算非法居留，我們是簽証到巴拉圭，因為有邦交，先去巴拉圭再

坐巴士去巴西，去了就等大赦……。（我）沒有（拿）巴拉圭的身份，因為

去到巴拉圭就跑到巴西那邊去了，現在想想都覺得當年很勇敢。」（B2） 

「當是先到巴拉圭那邊去，去到那邊以後就等，請老鄉安排……安排偷

渡呀，去了以後就去東北部的海息飛，那邊有很多我們美濃人。」（B4） 

「那時候從松山機場先到日本，再轉機飛到巴拉圭，那時候不像現在那

                                                 
102

 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資料，1979年的匯率是1美金可兌換 36.02元新臺幣，

故文中提到的 500 塊美金約為當時新臺幣 18010 元。 [2014.04.21 點閱]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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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方便呦！要飛好久，飛機也沒那麼穩，又第一次飛那麼遠，心裡很緊張。

到巴拉圭以後，就有朋友過來接，就先去辦巴拉圭的居留証……那時候很方

便辦啦，有邦交嘛……不過一個人要 100塊美金，我們一家 6個人這樣就要

600塊美金，辦下去錢都快花光了，103還是要辦呀，有身份比較有保障嘛，

然後就準備偷渡過去（巴西）了。中間過程很辛苦呀！你們現在應該很難想

象的到，我們那時候有朋友安排偷渡，很多人擠一條船，船還會滲水，好怕

船會沉，也很怕被抓到……我跟你說，巴西很大，他跟巴拉圭的邊界很長，

有些地方是河，橋那邊才有人，所以坐船，不過也要小心不要被發現……」

（B3） 

「我去的路途比較不一樣……因為我本來就想要出國，所以我那時候先

偷渡出國……那時候有管制嘛
104
……一個人先出去（中略）……後來有鄉親

在那邊，就先在玻利維亞那邊和家人會合，在那邊大概停了四個多月後，到

巴西，下飛機後就先找 B4了…」（B5） 

「我 1980年那年春節去的，我 2月 6日出發的……（中略）先去了阿

根廷，用同鄉應聘的方式……（中略）…在阿根廷大概待了一年左右吧， 因

為我先生的哥哥在巴西嘛，所以我們還是想要去巴西，就先借同鄉在阿根廷

                                                 
103

 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資料，1976 年的匯率是 1 美元可兌換 38 元新臺幣，

文中 600 塊美金折合台幣為 22800 元新臺幣。 [2014.04.21 點閱]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10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於 1979 年(民國六十八年)以前，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人門出入境都採

取相當嚴格的管制政策；1979 年以後，因國民所得較 1951 年多了近 13 倍後，才逐年

放寬臺灣地區人民出國旅遊，以及留學規定。楊成安，《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

之研究──內政部八十三年度研究發展報告》，(未出版，1994)，頁 36-37。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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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坐 18個小時的車先去巴拉圭，去到亞森松那邊，一個人好像要 250

塊錢美金吧。105就是那個 XXX（註：是美濃移民到阿根廷的黃氏家族成員）

的身份呀，我小女兒才剛出生沒多久，也剛好有差不多大小的小孩的身份可

以借，因為巴拉圭那邊沒有身份就不給你進去呀。去到巴拉圭以後，就坐小

飛機飛到巴西，那邊有專門偷渡的飛機，然後先飛到離聖保羅 800公里遠的

日本村，那小飛機坐起來很恐怖耶，坐在上面就一直擔心……」（B6） 

 

在經過重重困難偷渡到巴西後，許多人選擇先以「提包業」維生。所謂

的「提包業」是指拎著裝滿貨品的包包，挨家挨戶兜售的流動商販，裡面裝

有手錶、繡花台布等東西。巴西由於地方廣大，城鄉間的距離甚大，有些鄉

間地區很少有可以購物之處，也少有較新穎物品可購買，故提包業的行業在

巴西曾盛行一時。再者，對於提包客的買主而言，提包業有四種便利之處：

一、送貨上門，顧客不需出門；二、價格便宜；三、顧客可實際挑選物品，

亦可殺價；四、可分期付款。106這四種提包業的特性，對於巴西國內那些無

法隨意出門的婦女、老人或病人而言，毋需出門即可滿足上街購物之樂趣，

對於提包商人上門是很樂意的。 

由於巴西人對於提包業這行業有需求，加以從事提包業所需要的經濟與

                                                 
105

 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資料，1980 年的匯率是 1 美元可兌換 36 元新臺幣，

文中 250 塊美金折合台幣為 9000 元新臺幣。 [2014.04.21 點閱]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106

 高偉濃，《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頁 5-6。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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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門檻較低，且提包生意機動性及便利性高，對於剛前往巴西的華人而言，

這是一個門檻低，且能有收入的工作，107故美濃人順利留在巴西後，一如其

他臺灣人般，多是從事提包業為生。 

 

「早期過去的都是從提包業開始的，我去的時候也是這樣。我是 73年

（註：1973年）開始的，做了大概兩年吧，74……75年的時候存到了錢，

就開店，換開成衣店……。」（B4） 

「當初聽金瓜寮108的劉先生講說巴西有多好多好，所以想去巴西。他（註：

指劉先生）在巴西是做提包的，那時候很多人都做這個，我去也是先從提包

開始做起。我去的時候已經是黃金的末期了……做了大概兩年吧，之後就自

己開飯店了。」（B5） 

「……中國大陸（人）一開始過去就是做洗衣業，我走的時候他們也還

是做洗衣業。我們臺灣人一去就是做提包業。 

什麼是提包業，就是車子裡放一些鞋子衣服一些日常用品什麼的，（顧

客可以）分期付款。那個很好賺，而且那時候物價很便宜，賣雙鞋子可以……

可以買一個月的米；賣一件衣服，開車開一個禮拜都沒問題。……（中略）……。

進貨就是常從巴拉圭，沒有稅的，進來的話就賺一、兩倍，被抓到就沒收……。

                                                 
107

 高偉濃，《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移民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頁 5-6。 
108

 高雄市美濃區的一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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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B1） 

 

對多數的臺灣人而言，從事提包業只是暫時性的工作，也是他們移民奮

鬥的一個過渡期工作，在巴西奮鬥幾年後，會以從事提包業賺得之金錢來開

店。最早移民巴西的美濃人也是以提包業起家，待賺取一定的資本，便轉行

經營其他行業；更後期移民至巴西之美濃人，會在已有經濟實力的同鄉幫忙

下，以其他行業為謀生之計，不再是以提包業為其至巴西從事的第一份工

作。 

 

「一開始過去，我先生就先在飯店打工，後來碰到同鄉要開店……就那

個 XX呀，他看我先生有飯店的經歷，就聘我們夫妻倆過去看飯店……（中

略）後來我想自己來開店比較好，就自己開了家小點心店，那地點很好，雖

然店有點小，一小角的店，可是生意很好，剛開始的時候連週日都有開店。

我小孩就放在家裡呀，在店的樓上，那時候我女兒還很小，因為生意忙她沒

看到我們，就在樓上那邊喊『媽媽~~』哭的好悽慘，那時候一個月大概可以

賺到 2500塊美金吧。
110
後來就再去開第二間店，剛好認識的人要賣店面，

                                                 
109

 這邊是指當時從事提包的臺灣人進貨多從巴拉圭而來，用走私的方式進到巴西，這樣

不用繳稅。因為當時巴西政府扣稅極重，訂價1萬元之物品，扣掉稅金成本約5000~6000

元，故當時從事提包業者，寧可冒走私被查獲之風險進貨，如被查收，頂多虧成本錢。 
110

 受訪者告訴研究者的匯率是 1 美元兌換 40 元台幣，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資料，1 美元兌換 40 元新臺幣是 1972 年以前，以及 1983 年，依受訪者出國時間，可

以推斷當時時間為 1983 年。1983 年前後的匯率如下：1982 年 1 美元兌換 39.11 元新

臺幣，1984 年 1 美元兌換 39.6 元新臺幣。至 1987 年台幣升值至 31.77 元前，美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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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他買下來，想說開中餐廳。開中餐廳的時候一開始很多人，可是很奇怪，

生意人越作越少，沒有生意呀，工人也跑掉了，那時候真的很打擊，想說怎

麼會這樣。後來又有做起來，後來的生意很好，曾經一個晚上可以賣掉一百

箱的啤酒……他們巴西人很愛喝啤酒啦……。後來開自助餐廳，晚上開酒店，

可以讓人唱歌呀，又請樂隊還有歌星……三流歌星啦，可是就很熱鬧，生意

也很好，就這樣做了好幾年，因為家裡關係，後來又沒做飯店了，改禮品店

和香水還有原料店了……。」（B6） 

「我本來在巴拉圭那邊是開餐廳的，因為本來就想去巴西，所以聽到巴

西大赦就趕快過去了。去巴西一開始也是開餐廳，後來北部海息飛那邊的美

濃人多，就叫我們過去，我們就搬過去那邊了，在那邊就開了咖啡廳，賣烤

雞、酒，小孩子小時候下課了就到店裡幫忙，一直賣到我退休……就飯店兼

咖啡店啦，比我們美濃的珍好味還大一些。」（B3） 

「美濃的大概十來個家庭啦……一開始就做提包，我去的時候大概就做

商店和飯店，他（註：指 B2受訪者）去的時候，大部分的人就開始開超市，

禮品店的，我們離開後就開汽車旅館，開大飯店，比較有錢比較有資本。……

（中略）……我的店……就是飯店，賣一些飲料呀，香菸呀，烤雞呀，生意

很好，客滿滿到三、四十張桌子滿滿的。」（B1） 

「中正湖那邊有一個也是去巴西的，他在巴西很成功，開了好幾家汽車

                                                                                                                                              
台幣的匯率大約都在 37 元以上。[2014.04.21 點閱]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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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好幾家的飯店，那飯店都像是中國皇宮式的。」（B1） 

 

美濃人最早前往巴西是以農耕隊技術人員身份，再後來欲移民者會以應

聘或偷渡方式前往巴西。到達巴西後，這些美濃移民皆想辦法立即取得巴西

身份。巴西為傳統移民國家，正式及非正式移民極多，且其政府常在總統大

選後頒布大赦法案，使非法移民者能順利取得正式身份。巴西近三十年曾有

四次大赦非法移民，分別為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八年及二 OO

九年。111只要碰上大赦，美濃人皆會取得巴西身份，特別是攜帶子女移民的

美濃人，會盡快取得巴西身份，將孩子送至巴西當地學校就讀，不耽誤女子

學習。安頓好生活後，美濃人在巴西很快地發展起來。大多數的美濃人聚集

在東北的海息飛市（Recife，又譯為累西腓、勒西腓，本文以受訪者提供的

「海息飛」為中文譯名），112少部分的美濃人會選擇居住在其他臺灣移民者

較多的聖保羅市；113即使在臺灣移民者人數趨減的現在，海息飛仍是美濃移

民者人數最多的城市。 
                                                 
111

 見〈巴西華僑慈善會免費幫僑胞更換大赦永居證〉，南美僑報 2011 年 04 月 09 日。

http://www.libvee.com/nmqb/2010/NanMeiQiaoJieXinWen/2011-04/15323.html  

2014.04.21 點閱 

〈巴西頒布大赦非法移民法令，數萬名非法移民受惠〉，臺灣經貿網巴西臺灣貿易中心，

2009 年 07 月 15 日，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1375451  

2014.04.21 點閱 
112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1994 年出版的《中華民國 82 年版華僑經濟年鑑》中，第一次在

巴西華僑經濟概況中提到勒希非這城市的名字，勒希非也就是本論文中所提到的海息

飛市，可見至 1993 年左右，在海息飛當地已有不少臺灣移民。 
113

 聖保羅市（Säo Paulo），位於巴西東南部聖保羅洲，與海息飛市距離約 4000 公里，距

離遙遠。據受訪者表示，居住於海息飛的美濃人只有回台需在聖保羅市轉機，或有特

殊情況才會前往聖保羅市。 

http://www.libvee.com/nmqb/2010/NanMeiQiaoJieXinWen/2011-04/15323.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137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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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些偷渡到巴西的，一定都想辦法拿到巴西的身份証，也是用錢

買……而且不是到聖保羅買就是到里約熱內廬買，那些懂法律的人弄的。啊

你拿到的，你說你拿到的是真的假的也搞不清楚，因為有的假到真，真到假，

你在用你會怕怕的，但是你沒事不要拿出來就好……」（B1） 

「去到巴西就等大赦，他們總統選舉就有大赦，然後就綠卡……就拿臨

時居留，就跟綠卡一樣，公民就要等時間，好像是要等幾年就可以拿到永遠

居留，再等幾年就可以變成公民，只要拿到臨時居留就可以了……」（B2） 

「我在巴拉圭那邊有開店，還是想去巴西呀，那時候過了幾年，就巴西

那邊有人說有大赦，可以申請居留，我就把巴拉圭的東西都賣掉，帶老婆和

小孩過去巴西，去那邊申請公民，終於到巴西那邊了。」（B3） 

 

三、 與當地族裔及亞裔族群相處情況 

巴西為傳統移民國家，種族多元，有白人、黑人、歐洲白人、非洲黑人，

以及原本居住該地的印第安人三大種族在長期通婚混合下產生的的「巴西

人」……等各種民族。人口組成主要民族的巴西人是典型拉丁民族性格，又

因其民族組成中不少為南歐殖民者後裔，且深受殖民文化影響，使得巴西是

非常樂天的民族。加上巴西政府與日本政府曾推動過日本人集體移民，且日

裔在巴西貢獻良多，故巴西人對亞裔面孔並未有歧視及排斥舉動，因為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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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人移民巴西後，對巴西當地人的看法都是「熱情、樂天」、「友善」的評語。 

 

「……他們對移民很好，特別是東方的，只有對韓國不好。……。我們

臺灣人去到巴西也有這種感覺呦，我們中國人本身讀書讀那麼多，會覺得說，

好像什麼事都要有分寸，可是到巴西你會發現什麼分寸都沒有，你會覺得說，

好像人家不尊重你好像騷擾你，讓你不是很輕鬆。結果不是，他們是熱情、

親近、問候，他們可以跟你胡言亂語跟你講也沒關係，表示熱情，很親切。

為什麼說他們浪漫熱情，就是這樣。」（B1） 

「他們那種拉丁民族，很樂天，很快樂的民族。……（我）有在當地上

學，就很容易跟他（註：指巴西當地人）打成一片，所以我很了解他們巴西

人。我還住過他們巴西人的家……一般（經濟狀況家庭）的有，有錢人的家

也有……。」（B2） 

「巴西人非常可愛，沒有種族歧視，他們巴西（人）真的非常可愛、非

常樂觀、非常善良，真的。……我們在巴西都是一等國民，不會看不起我們，

又不……又沒有第次差異，沒有門族差勢，把我們當一等國民，你去哪裡找

這種國家呀？（大笑）所以說我們那邊的美濃人、臺灣人都很喜歡巴西，不

是因為我賺了很多錢的關係。」（B3） 

「巴西那邊喔……那邊沒有排華，因為他們沒有種族歧視，對各族都很

友善，加上日本人在巴西做的很好很成功，他們巴西人說到日本人都會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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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姆指，所以我們東方人在那邊很好，不會被歧視，和他們巴西人也處的很

好，沒什麼問題。」（B4） 

「在巴西呦，你沒有做什麼壞事，他們都很歡迎移民者呀，沒犯法也不

會管你，所以在那邊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我因為小孩子在那邊長大，

小孩子在那邊唸書，因為小孩的關係，在那邊認識的很多當地人，相處的很

好。」（B6） 

 

由於日本人集體移民到巴西歷史悠久，114日裔巴西人在巴西也有其影響

力，115那麼美濃人到達巴西後與巴西的日裔相處情形又是如何？由於美濃人

大多居住於巴西東北的海息飛市，而日本人多居住於聖保羅市，選擇居住海

息飛的日本人不多，故美濃移民者在海息飛與日裔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僅管

和日裔巴西人相處情況不多，但美濃移民者提到與日裔多稱日裔「很厲害」，

還有就是「相處沒有太大的問題」。116 

 

                                                 
114

 1908 年 04 月 28 日，781 位日本農民搭乘笠戶丸號從神戶出發，06 月，抵達聖保羅桑

托斯港，成了第一批移往巴西的日本人，自此之後，日本移往巴西者，以及日裔巴西

人人數便一直成長。見 Scilla Alecci, Paula Góes, Japan, Brazil: A centenary of Japa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GlobalVoices, 2008.12.20 
115

 日本人移民至巴西在 2008 年 06 月 18 日舉行了移民巴西 100 週年紀念。日本人在移

民巴西 100 多年的時間中，在當地與當地人有著緊密合作，巴西當地人也對日裔有信

賴感，日本人對當地農業及許多展業都有極大幫助，對當地產業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日本移民巴西 100 週年專題報導〉(2008)。[2014.04.21 點閱] 

http://www.trade.gov.tw/Search2/Content.aspx?did=484750。 

研究者訪問時受訪者也曾提到日人移民巴西已有百年歷史，並有紀念公園。 
116

 在此方面，研究者認為這有可能會因日據時代，日本人對美濃建設、管理良好，使得

美濃人本來對日本人的印象就很好，也會受這影響。 

http://www.trade.gov.tw/Search2/Content.aspx?did=48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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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跑聖保羅，日本的話，就有日本的那條街，有東方街。

聖保羅大多是日本人的地盤，有大農場，因為他們早期呀，太早期了，都市，

外面喔……鄉下，都是他們（的）喔！……」（B1） 

「……。日本人他們都是集體移民，巴西政府會幫他們建村，給水電建

築那些，所以他們有他們的日本村……北部很少日本人，而且他們 10年前

有大量移民回日本的，最近又回來了……平常沒太多接觸，有的話，他們很

不錯啦！……」（B3） 

「很少會碰到日本人，他們日裔多是琉球人的後代。……。我們美濃人

也有嫁給日本移民的，處的很好，沒有問題。」（B4） 

「日本人呦……聖保羅這邊很多，他們有他們的日本村呀！在大概離聖

保羅市 800公里遠的地方，大多是務農啦！所以多在郊區，我住在聖保羅市

裡面呀，所以平常接觸的沒有很多……他們（註：日裔）都很好啦！也很有

成就」（B6） 

 

韓國亦曾由政府主導集體移民至巴西，為繼臺灣後巴西政府邀請集體移

民之國。由於移民時間較晚，移至巴西之韓國人數量較日本人少，影響力也

不如日裔巴西人，且大多集中於南部聖保羅市居住。筆者在進行口訪時，詢

問到美濃人與韓裔相處情形相關題目，得到較多的答案為「北部（指海息飛）

的韓國人比較少」、「沒什麼往來」；但再更進一步詢問到對韓裔巴西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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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美濃人最常提到的回答為「民族性不好相處」這點。 

 

「韓國人在巴西聖保羅那邊都做超商，對，做批發。我們在海息飛，就很少

碰到韓國人，但是常常聽到巴西人跟韓國人打架的事情。」（B1） 

「韓國人在北部很少啦！日本人都不多了，韓國人更少，所以談不上什麼接

觸啦！生意上也比較少碰到韓國人」（B3） 

「韓國人……不清楚耶……」（B4） 

「聖保羅這邊比較多韓國人，他們也大多住在聖保羅這邊，別的地方很少，

我知道的是大多是做成衣業。平常也沒什麼特別的相處啦，就我們這棟有韓國人，

平常在電梯裡碰到會點點頭打個招呼這樣。」（B6） 

 

至於同樣是華人的移民者，在巴西的美濃人將他們分成兩種，一種是

1990 年前便移民的華人移民者，他們會稱為「中國人」，有時候會稱為「老

僑」，1990 年後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者稱為「大陸人」，臺灣移民者稱為「臺

灣人」，在相處及接觸上，會因對方是「中國人」、「臺灣人」和「大陸人」

會有不同的相處。依他們簡單的分類後，美濃移民對「老僑」大多是生意上

的來往，與「大陸人」在生意或私人交情都有往來，是否有私人交情往來就

要看個人交友情況，和「臺灣」人──特別是美濃同鄉──交流密切，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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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辦活動連絡感情。 

 

「大陸是最近幾年才移民過去發展……你看大陸多厲害呀，美濃的同鄉

會講：『啊，這幾年啊，走到哪裡都是大陸人，以前走到哪裡都是我們臺灣

人，才幾年呀就變成大陸的世界。』……。我跟巴西人開玩笑，我們臺灣人，

走到世界你不用帶一毛錢，我們都可以賺錢。每一個（臺灣）人，只要知道

你（也）是臺灣人，（任何一個臺灣人）把你當成是家裡人，因為知道你有

困難，你（臺灣人）在（臺灣人）那邊住一個月沒關係（以下略）……。那

時候在旗美高中教書，一個月 800塊臺幣，你到巴拉圭去那邊餐廳幫忙做，

一個月有 800塊美金，那時候 1比 40117……那是臺灣人要幫臺灣人，你要到

外面去做，就變成一個月 50、60塊美金。」（B1） 

「很少會接觸到老僑，大概做生意會碰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比較

多，我大女兒就是嫁給大陸的移民。」（B2） 

「你看，這是我們烤肉的照片，都我們臺灣同胞，大概兩百多個人，一

起吃巴西烤肉，很熱鬧的！」 
                                                 
117

 受訪者告訴研究者的匯率是 1 美元兌換 40 元台幣，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資料，匯率為 1 美元兌換 40 元新臺幣，是 1972 年以前，以及 1983 年之匯率，依受

訪者出國時間，可以推斷當時時間為 1983 年。1983 年前後的匯率如下：1982 年 1 美

元兌換 39.11 元新臺幣，1984年 1美元兌換 39.6 元新臺幣。至 1987 年台幣升值至 31.77

元前，美元與台幣的匯率大約都在 37 元以上。若以 1983 年臺灣地區平均每人 GDP

為 2902 美元，本論文中受訪者提到一個月收入為 800 元美金，則一年總收入為 9600

美元，較當時臺灣地區每人 GDP 多上許多。上述資料見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

庫，及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2014.04.21 點閱]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2014.04.21 點閱]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22716591971.pdf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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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巴西是中國大陸人的天下了……福州人，那邊福州人很多，生意上會

競爭。」（B4） 

「老僑……就請教生意相關的。大陸人……現在南美洲好的地點都是他們拿

去了啦！……。跟臺灣人當然比較有往來，我女兒就是嫁給臺灣人。」（B6） 

 

四、 留在巴西或者離開巴西 

巴西的美濃人秉持的客家人勤奮努力的特性，在巴西認真工作賺錢，努

力幾年後皆能闖出一片天，能自己當家開店賺取努力的成果。但由於巴西曾

有一段政治混亂期，當時稅制複雜，官員貪腐時有所聞，貧富差距懸殊，政

策上對勞工面臨過於保護的問題，導致當時企業經營成本年年提高，
118
最重

要的是當時不安定的社會對於臺灣移民者而言，人身安全極度無保障。有些

美濃人在經過深思後，放下手邊的生意，回到了美濃；另有一部分的美濃人

選擇到另一個國家發展（例：美國），留在巴西的美濃人大約只剩全盛時期

一半左右。絕大多數留在巴西的美濃人，因子女問題而選擇繼續留下，又加

上自己本身也很有成就，故決定在巴西落地生根。父母還在的美濃人會逢年

過節回美濃祭祖、掃墓，陪伴自己年邁的父母，這些美濃人在受訪時坦言要

是父母不在了，可能也不常回美濃了，甚至是就此不回美濃了。 

 

                                                 
118 僑務委員會，《2011 年華僑經濟年鑑》，(臺北市：僑務委員會，2012)，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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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回到美濃，除了因為我父母的關係，我回來最大的原因，是生命

安全啦，生命安全沒有的話，很多生活方式都沒辦法感受。你在這邊你早上

晚上出去，你不用擔心穿個漂漂亮亮的會被搶，第二個，你不用擔心生命的

問題，第三個，你生活不成問題。臺灣吃的東西很多，生活很方便，臺灣人

又很好。我在臺灣，每天，我不是擔心生命的問題，我可以不用怕強盜，我

們（在巴西）晚上七八點出門一定要帶槍，你不帶槍真的出門不放心，那家

庭呢，一到傍晚，小孩子特別是女孩子都不用出去了，到那種程度，就像原

始生活一樣，白天一個世界，晚上一個世界。」（B1） 

「可是他們那個年代的政府貪污很嚴重，所以通貨膨漲很大，沒有很用

心治理，然後教育貧富差距很大，教育的差的很多，有唸書有受很高的，沒

有的就都沒有。像貧窮家的小孩都念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就都一樣，老師也

沒認真…就像公立醫院，你送去公立醫院就等死……有時候比我們這邊的動

物還不如。……你跟一個人交易的話，你拿到頭款的話，尾款就不一定拿的

到…他們也不會怕你呀，就跟你拖呀，沒有信用可言，這是為什麼我們考慮

回來的原因，民族性……。」（B2） 

「我一個兒子在臺灣呀，在臺北，做巴西相關貿易的事情，其他小孩都

留在巴西呀！我是回來臺灣處理事情的，還會回去巴西，其他小孩也不回來

臺灣了，我有兩個媳婦是巴西人。」（B3） 

「在巴西有成就了……年輕一代的會留在當地了，因為巴西很自由，很

好。我是為了父親會常會來，以前爸爸會過去看我們那邊，去過 7次，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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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年紀大了，飛那麼長很辛苦，就我回來陪他們老人家，以前一年一次，

最近大概半年一次，如果爸爸走了大概就不會回來了，就留巴西了。」（B4） 

「巴西人不太講信用，這我個人感覺啦，不是很喜歡他們的民族性，和

我們儒家文化、思想很不一樣。我大的孩子到美國去了，現在在美國，兩個

小的和太太送回臺灣，在臺灣受教育，希望小孩以後留在臺灣成家，我生意

還在巴西，兩邊跑。」（B5） 

「我先生是希望以後能回美濃，但是我的小孩還在巴西呀，所以我是想

留在巴西，小孩留在這嘛！」（B6） 

 

1970 年至 1990 年間，美濃人因為不同的理由前往巴西，在巴西闖出自

己的天下；也因其各種不同的理由，美濃人有不同選擇：回歸鄉里、再度移

民或在巴西落地生根。不同的選擇，造就了美濃移民者不同的人生繼遇，但

相同的地方，是美濃人都不後悔當年前往巴西這件事。這些美濃人的故事，

是當時臺灣移民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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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受訪者臺巴混血的女兒與巴西人一同在巴西自宅的合照 

照片來源：由受訪者提供 

 
圖 4-2  受訪者提供海息飛郊區照片，圖中為受訪者妻女。 

照片來源：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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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阿根廷的美濃人 

    移往南美洲的美濃人主要移往巴西、阿根廷兩國，除了巴西外，人數最

多的當屬阿根廷。美濃人移往阿根廷肇始於黃錦祥，移民者也是以黃錦祥為

主的黃氏家族為主，移民者多為黃氏家族之宗親，或是這個家族的姻親。黃

氏家族移民阿根廷的時間集中在 1976 年至 1992 年，這些美濃人移至阿根廷

後，因思念故鄉而組成了阿根廷六堆客家同鄉會，這個宗親團體也發展成在

阿根廷著名的臺灣宗親團體。 

    以下就以筆者訪問的六個受訪者之故事，還原美濃人於 1976 至 1992 年

間之移民故事。 

表 4-2  移至阿根廷之受訪者資料 

編

號 

性

別 

年齡/出國

時年齡 

出國時間/回國時

間 

出國前職業 居阿

時間 

在阿從事之

行業 

A1 F 76/46 1984/目前仍阿根

廷、臺灣兩地跑 

家管 29 開超市/目前

同鄉會會長 

A2 M 78/42 1978/1992 教職 14 旅館業、餐廳 

A3 F 77/41 1978/1992 教職 14 旅館業、餐廳 

A4 M 81/46 1978/2003 汽車修理 21 開超市、相館

/曾任同鄉會

會長 

A5 F 75/40 1978/2003 家管 21 開超市、餐廳 

A6 M 81/47 1978/2001 務農 19 開超市、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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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移居阿根廷之始 

臺灣在 1960 年代曾多次派遣農耕團成員前往非洲，為非洲友邦國家農

業建立不少功勞，這些農耕團團員在出國服務時後，開擴了視野，有少部分

農耕隊隊員留在當地落地生根，大多數的農耕團團員則回到臺灣。 

    當時高雄市美濃區有位名叫黃錦祥的農耕團人員，他曾派到非洲三年，

回臺灣後認為前往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是個有發展的選擇，因此一直尋找可

以出國發展的機會。恰巧他認識了一位傳教的牧師，該名牧師友人便邀請黃

錦祥前往南美洲一遊，使他有機會在眼見為憑後，決定是否要移往南美洲發

展。該名牧師本欲邀黃錦祥前往阿根廷發展，但因當時臺灣地區對移民巴西

的資訊較多，移往巴西的呼聲較高，且巴西駐華大使杜篤善於 1959 年離開

臺灣時曾公開表示「歡迎中國人民去墾殖，巴西政府將給予優待，不必付錢

可得到土地」。119 因此，當時雖然牧師建議黃錦祥前往阿根廷發展，黃錦祥

仍想前往巴西發展，後來在牧師之建議下，決定兩個國家都先去看看，待分

別見識巴西、阿根廷兩個國家發展後，再決定要到哪個國家發展。 

    1976 年黃錦祥隨牧師出國，首先前往巴西，接著前往阿根廷。黃錦祥

到了阿根廷之後，覺得阿根廷是他理想中的移民地，在阿根廷停留半年才返

回美濃，回到美濃向親人們報告所見所聞，邀請親人們一起移往阿根廷。 

 

                                                 
119

 中央社訊，〈移民巴西問題  我將予研究〉聯合報 1959 年 01 月 12 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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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來以後我就去問他，阿哥，怎麼樣，去阿根廷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他就說好，非常好，一甲地才台幣 200元（註：當時幣值）。他（指哥哥）

又說河裡有很多魚，用竹竿攪一攪魚就會跳上來，他是這樣講給我們聽的。」

（A1） 

    「那邊說土地很大很好，東西種了可以這麼大（比畫），魚也那麼大，

到處都很好。」（A6） 

    「那時候阿根廷很進步呀，比臺灣進步很多，坐飛機的時候他（註：指

黃錦祥）看到阿根廷那邊城市都一格一格的，很整齊，他就很喜歡，就想要

在這邊發展，回來就講說去阿根廷很好很好，邀大家一起過去。」（A6） 

 

    在黃錦祥的宣傳下，黃氏家族的成員興起結伴前往阿根廷發展的念頭，

因當時臺灣地區在移民政策上是對移民人口進行管制，加上前往阿根廷的旅

費、生活費所費不貲，故黃氏家族最初動身前往阿根廷的只有三戶人家。這

三戶人家將田產和房子全變現，將傢俱以貨船運送，一家大小買了飛機票就

前往阿根廷。 

    一開始移民的三戶人家最初前往阿根廷北部地區，計畫在當地以經營農

場為生，並設法在當地發展農場事業。他們認為美濃人在家鄉時，個個都是

務農好手，到了阿根廷土地寬廣、氣候好，發展農業一定可以發展出一片天。

這些移民者本來規畫在阿根廷北部種香蕉，理爺是阿根廷氣候與臺灣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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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香蕉園一定可以成功，減少失敗，但他們忽略了人手問題──當第一批

移往阿根廷的美濃人初次農場收成時，因為人手不足，導致大多數的收成作

物來不及收，掉到地上成了土地肥料，造成收益勉強與成本打平！第二次有

雇當地人幫忙收，但是因為族群習慣性和語言問題，使得第二次的收益仍只

能打平。連續兩次收成並沒有賺到錢後，這三家美濃人聚在一起討論，發現

這樣會沒辦法在異國過生活，決議集體搬遷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改行經

商。當第一批黃氏家族成員移居阿根廷時，他們持續向族人招募移民者，並

以「經營農場」為由，替其他家族成員申請工作聘請書，讓他們能順利前往

阿根廷。 

    由於在 1950 年時，臺灣地區面臨人口年增長率過快之情況，當時農復

會曾提出糧食將不夠食用之情況，且政府和民間皆有傳出以政府出面將人民

集體移民他國之聲，也因此成立了「國際移民專案研究小組」，商議臺灣地

區移民事宜。120儘管當時已訂定好〈國際移民推進方案〉，目的、主管、組

織、基金……等細項都已訂成，但因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將臺灣視為反攻大陸

之復興基地，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並為控制足夠之軍人數字，對人民出入

國境採取相當嚴格的管制政策，121 對國人出境目的及地點都進行嚴格管制。

且當時臺灣地區財政情況並不佳，若要以政府出錢將人民集體移往他國，對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而言是一極大負擔，故在多次人民上書請願自行出國後，

                                                 
120《移民中南美各國資料》，〈國際移民推進方案草案擬訂之經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5，p.15-p.17 
121

 楊成安，《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未出版，

1994)，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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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政府對國人移民態度，便傾向於雖嚴格控管，但不阻止人民自行移民出

國。而阿根廷在 1980 年代移民法公布前，傾向於向外招募農工技術人員移

民，歡迎外國農工技術人才進入阿根廷，123故當時美濃人以「經營農場」之

名，向阿根廷政府申請入境，並未受到阿根廷政府方面的拒絕。124  

    黃氏家族移往阿根廷的時間大約為 1976 年至 1992 年，雖中間陸陸續續

都有家族成員移往阿根廷，粗略來分可分成四個時期。第一時期是 1976 年；

第二時期是 1978 年；第三時期是 1984 年，也是黃氏家族最多人集體移往阿

根廷的一次；第四時期是 1992 年。他們大多是以「受聘」為入境原由，入

境後便向阿根廷政府申請居留身份，並利用阿根廷多次的大赦，取得國民身

份。125在阿根廷展開他們的新生活。 

    這些美濃人大多數是先由臺灣飛往日本，在日本取得阿根廷簽証，再轉

飛至阿根廷。移往阿根廷的美濃人與移往巴西的美濃人有一個不同之處，為

移往阿根廷之美濃人移民目標明確，移民目標自始至終皆為移往「阿根廷」，

故無先轉至他國再進入阿根廷之情況。 

 

                                                 
122《巴西移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9/0001 
123

 Julia Albarracin, Selecting immigration in modern Argentina: economic, cultural, 

inter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65。 
124

 中華民國與阿根廷於 1972 年斷交後，阿根廷政府仍鼓勵臺灣人民以民間進行官方性

質的聯繫維持商業及及他活動，阿根廷各領事館仍就先前的方式接受並核發臺灣人

民之申請。 
125

 Julia Albarracin, Selecting immigration in modern Argentina: economic, cultural, 
inter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p.27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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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都要先到日本，不然（男生）就不能出去了，因為要趕在時間

到前（註：兵役限制出國之年齡）出去，但是有些人的簽証來不及呀，就會

到日本親戚那邊住，在那邊打工，等他（註：指阿根廷）的簽証下來，等簽

証下來以後，再到阿根廷。」（A6） 

    「從臺北到紐約轉機……先到日本去啦，到日本橫濱拿簽証啦，簽完再

飛到紐約還是加拿大？我忘記了，轉很多趟，38小時，在飛機上過了兩個

晚上……」（A5） 

「我們這邊的人很清楚知道我們要去阿根廷呀……沒沒沒，沒要先去其

他國家的。」（A1） 

    「會想去阿根廷就是我哥哥說那邊很好，說在那邊可以賺很多錢，所以

就過去了，沒有說去其他國家啦！」（A2） 

    「十六歲就不能出去了嘛，他們一家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出去，先去日本

等，都要先去日本，在那邊等，一等就等三個月。」（A1） 

 

二、 美濃人在阿根廷發展之過程 

    除第一批抵達阿根廷的黃氏家族成員曾嘗試農場經營外，其餘到阿根廷

的黃氏成員皆直接前往首都布宜諾艾利斯市。因當時全家移民所需經費甚高，

移民者全家到達阿根廷時，從臺灣變賣田產、房屋的款項都花的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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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乍到亦難找到棲身之處，只能先在先移民過去的臺灣人家借住。因當時

移民者大多是於青壯年時期移民，許多移民者皆不具有西班牙語能力，故在

移民歷程的最初，許多第一代移民者會選擇以語言需求門檻較低之「外賣店」，

126或是「包生菜」127為最初的賺錢方式。從「外賣店」或「包生菜」開始他

們的異國生活，先存夠足以購買房子的錢，再進一步存有開店面的資本，開

了店後，一步地達成取得異國生活第一桶金的目標。 

 

「他們第一次去就傻傻不知道，就感覺到做農很好，第二、三批的去了

就開始做生意了，開始開店了，雜貨店啦、外賣店啦，大部分就是這兩種啦，

就恰恰這兩種啦。（A1） 

「剛去的時候都不會講西班牙話呀！又沒有錢，只好去打工包生菜呀！」

（A4） 

「那時候很苦的啦！每天就一直切切切，每天切到好想哭，但是又不能

說這樣就回臺灣呀，就還是繼續這樣工作」（A3） 

「大概就擠來擠去。有家庭可以住的地上就去買墊子、水果的箱子鋪了

就睡，剛去的時候很辛苦很辛苦，很痛苦啦。我剛去的時候也是這樣子，沒

有買房子就這樣生活。」（A1） 

                                                 
126

 有點類似現今速食業的餐飲店，消費者可以在店中點餐後外帶回家使用。 
127

 阿根廷人喜愛吃阿根廷式的春捲，裡面會包大量的生菜。 



1970-1990 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82 

「我是因為我哥哥邀才過去的，去了以後就是哥哥提供吃住，小孩送到

阿根廷的小學去念書，我跟我太太就在我哥哥店裡幫忙，一面幫忙一面學怎

麼開店做生意呀！一直住哥哥家不是辦法，搬出來店面呀、房子呀、租金呀

什麼的都很貴，只好先租房子，全家大大小小五個人擠在一起，我在餐廳裡

打工，太太就在家裡打春捲皮包春捲，三個小孩子放學就拉車子拖春捲到飯

店去賣，很辛苦的。」（A2） 

 

由於移居阿根廷的美濃人都是同家族成員，加上美濃人固有的團結性，

只要有人想要開店，其餘移民者便湊錢讓想開店者能順利開店，使所有移民

者皆可早日脫離打工、租房子的生活。 

 

「像我姊姊他們很有錢嘛，那個 XXX……像我要開店的時候就會跟他借

錢，借了就馬上還給他……。那邊那個時候賺錢很好賺，就馬上還給他。」

（A1） 

「我們美濃人最團結了，有誰有要幫忙，大家就會幫他。」（A4） 

「那時候有跟會，想說還是要有一間房子，而且（看中的房子）又離那

兩間外賣店不遠，我就（用標會的錢）跟他買這間。」（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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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阿根廷的美濃人一到達阿根廷便積極取得居留權，同時先讓子女能

進入了當地學校就讀，與當地人民接觸，因此移民者子女在語言和生活上都

能較父母親適應，故當美濃移民者家中有店舖後，這些移民者的孩子皆成為

家中經商重要的幫手。 

 

「我兒子很孝順呀，學校放學後都來店裡幫忙……他們小孩子的西班牙

文學的比較快呀，就他們負責跟客人講，他們比較會講啦。」（A5） 

「我大兒子看我那麼辛苦，就說要來（阿根廷）幫我忙……在等（簽証）

的時候他就先學西班牙話，來這邊就比較快（適應）啦……」（A1） 

「二兒子因為看到父母親開外賣店在賣盒子（註：類似韭菜盒子那種），

客人在那邊排那麼多，爸爸在櫃台面前不曉得該怎麼應付該怎麼講話，我兒

子就說：『我明天不（去學校）讀書了，我要站櫃台，幫爸爸。』。我跟他說：

『哥哥以後要是有讀到大學畢業，你沒有讀到，你會不會怨呀？』他說他不

會，說：『文有文的出路，武有武的出路。』所以就只有這個（指二兒子）

沒有讀大學，但是他從來都沒有怨。就是這個兒子在幫忙（註：外賣店的生

意），大兒子回家也會幫忙。」（A5） 

 

由於當時阿根廷國內有許多非法移民者，且 1983 年阿根廷民選出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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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Raúl Alfonsín）政府，結束了動盪多年的政局，128阿方信政府為求正確人

口普查資料，並希望穩定當時社會局面，阿根廷政府多次頒行大赦法令，鼓

勵願定居阿根廷者取得阿根廷合法居留權，當時許多美濃人趁大赦的狀況下

取得了阿根廷的永久居留權（註：不等於取得國籍）。129取得永久居留權的

過程並非一帆風順，過程也曾經歷一些艱辛。 

 

「我個人是剛好碰到大赦，我 7月 4號出發，先去日本那邊拿簽証，去

到那邊大概 10多號。我去的時候我弟弟說去了會大赦，你們的東西先準備

好先翻譯好，我去了就剛好大赦，沒拿到身份証，所以就拿到了紅本子。130

我帶了三個姐妹去，我本來要去觀光的，去了覺得阿根廷很漂亮，就不回來

了。辦大赦……我去到那邊開始辦大赦，辦到好差不多辦了十個月，我去了

拿到身份後就依依親法陸陸續續將三個兒子移過去。」（A1） 

「你講到這個，去了呦……多少年才拿到？就被騙呀，為了辦這個居留，

我前後花了兩萬多塊美金，才有拿到，這個居留証呀，這個我最深的印象，

我就冤枉的事啦，我弟弟也一樣啦，以前很多這種騙人的啦……。但是我弟

弟後來到 XX（註：筆者不確定那什麼音）去開外賣店了，XX那個地方入籍

比較簡單，沒有像布宜諾斯艾利斯首都那樣那麼麻煩，他又是大學畢業教書

                                                 
128

 何國世(2007)《阿根廷：探戈的故鄉》，頁 205-206 
129

 依照受訪者的說法，阿根廷的永久居留權效用與美國綠卡差不多，與正式公民權利仍

有些差別，出國使用的護照也不相同。 
130

 這裡的紅本子就是永久居留權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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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西班牙文比較好呀，會英文就比較會拼呀，我們的西班牙文就鴨子

聽雷呀，人家講又盲又瞎又聾呀，就聽人家講等一下他很會辦，又辦不出來，

又說外省人很會辦，又被人吃一次，但是阿方信上台，說是大赦，我們也去

辦，也辦了一兩年，本來先說一禮拜就有，又說一個月就有，去那邊排隊排

排排排排，排到了又說沒有……那時候我兒子已經會講了就帶著去……說沒

有就說『明天』，明天去了又說明天，就明天明天又明天這樣一延又延又

延……」（A5） 

 

三、與當地族裔及其他亞洲族裔的相處情形 

    阿根廷是一個移民國家，故其本身族群多為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混血後

代，故阿根廷人對於他種族的移民相當友善，對臺灣移民也以南美洲人樂天

知足和熱情對待，態度很友善。在訪問的過程中，受訪者一再地向筆者強調

阿根廷人的熱情與友善。 

 

   「阿根廷那邊的人很善良，你懂嗎？阿根廷很善良，尤其是講到我們臺

灣去的他們很喜歡，很高興，他們知道我們臺灣的人很有規矩。講到 chino，

chino就大陸人嘛，他說 chino就是很壞啦他們不喜歡，沒有規矩，蹲著就

吃飯，大馬路就抽煙，還是怎麼樣。講到我們是臺灣……你知道我們的臉嘛，

就東方臉嘛，就說我們是 chino，我說 no，說 Taiwan，他們就說臺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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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這個（註：比姆指的手勢）臺灣很好就對了。」（A1） 

    「阿根廷那邊的人很好，好樂天，對我們也很好，不會欺負我們。」（A3） 

    「阿根廷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呀，好好，沒有歧視，對臺灣人和大陸人還

是有分。」（A6） 

    「阿根廷人也很友善啦，對我們臺灣人很好，不會歧視，他們分的出來

臺灣人和大陸人有什麼不一樣，對我們比較好。」（A5） 

 

    日本人移民南美洲有百年的歷史，移民到阿根廷亦有很長一段的歷史，

因此當美濃黃氏家族移往阿根廷時，日本人已經在那發展好多年了。131日裔

阿根廷人大多居住在郊區，大多從事農務生活，雖日本移民為集體移民居住

形態，日本人和當地人、華人還是都有互動與往來。同樣是集體移民的韓國

移民與日本移民相反，大多不太和其他族裔互動，過自己的生活。 

 

   「日本人，韓國人……日本人在這裡大部分就種花，韓國人就一個韓國

村，他們有一個韓國村，日本人就沒有像韓國人還有我們臺灣人那麼團結，

他們很善良就去農場那個種花呀，種花賣，還有開洗衣店，日本人就這樣子。

啊韓國人就一個韓國村就賣衣服，像我們剛去的時候我們就要跑去韓國村買

東西，還沒有中國街，我們就跑去他們韓國街買衣服買有的沒有的。」（A1） 

                                                 
131

 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在阿根廷有日本公園，是紀念日本人移民百年時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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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很多呦，開豆腐店呀洗衣店什麼的，他們很好相處，我們要買

豆腐或東西會找他們買。」（A4） 

    「韓國人也很多，但是我們跟他們沒什麼往來，我們會去跟韓國人接觸

就是要跟他們買東西。」（A5） 

 

    同樣是華人的移民，臺灣移民將中國大陸籍移民者區分的很清楚，把

1970 年以前過去的大陸、香港人，和 1990 年以後越來越多的福州、青田人

分成兩類人，前者會有生意上的往來，後者則是不往來。 

 

    「我們以前遇到的是像是上海、北京……我們遇到一個股東和他開一個

大飯店呀，開好幾家大飯店……大陸人（註：指的是早期前往阿根廷的「老

僑」）那個嘛他們沒資本，我們要靠他們幫忙做事，一個人做不來，我們就

跟他們合股……」（A1） 

    「和那些老僑只是生意上的往來啦……你要說私人交情，我是沒有什麼

私人交情啦，都生意上的往來。」（A4） 

四、留在阿根廷或離開阿根廷 

在大家團結努力下，從小店開成大店，再成為多方經營的商人，這些前

往阿根廷的美濃人大多都能賺大錢，在當地有不小的成就。 



1970-1990 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88 

儘管在他鄉得到很好的成就，現今留在阿根廷的美濃人，人數大約不到

全盛時期的一半，已有許多美濃人回流臺灣，或是再移民到他國。 

造成美濃人選擇回流、再移民有兩個關鍵點。第一個關鍵點為 1982 年

英阿福克蘭戰爭。阿根廷自 1976 年起，因軍政府內部鬥爭權利，政治更迭

起伏甚大，一直處於政治動亂的局面，且因政府混亂造成阿根廷國內嚴重通

澎與財政赤字問題；1982 年英阿福克蘭戰爭後，阿根廷國內出現大規模反

政府運動，導致加爾鐵里政府下台，並使得阿根廷國家內部情況更加動盪不

安，政治混亂不堪，物價、財政及外債問題更加雪上加霜，132部分美濃人認

為此時阿根廷已非最初移民樂園，便回流臺灣。 

 

「本來他們（阿根廷）政府就亂來，貪官很多，福克蘭戰爭後就越來越

不好，他們本地人很多都跑出去了，生意很不好，沒什麼人，賺不了什麼錢。

我開外賣店呀，還有開旅行社呀，那時候都沒錢了哪裡還會想到什麼休閒活

動？」（A2） 

「福克蘭戰爭哪有好到我們呀，那時候很不好，大家都撐著等阿根廷什

麼時候好。」（A6） 

                                                 
132

 福克蘭戰爭前，阿根廷已有多年國內財政問題，1981 年財政赤字達 40 萬 6190 億披索

(Peso)，1982 年 10 月底時匯率為 1 美元可以兌換 38.975 舊披索，約為 1 兆美元，36.8

兆元新臺幣。消費物價指數也高達 44.012，可見當時當時阿根廷貨幣持續貶值，通澎

異常嚴重。張芝寧，《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之比較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2003)，未出版，頁 27-28。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1982)《中華民國 70-71

年華僑經濟年鑑》，臺北市：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總聯絡處，頁 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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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當時阿根廷政局、社會情況特別，部分美濃人趁機在阿根廷投資不

動產，在阿根廷有更足夠的生活保障。 

 

「福克蘭戰爭的時候很多（阿根廷）人都跑走啦，房子都隨便賣一賣呀，

我就趕快把那些房子買下來，自己住或是租出去都好。」（A5） 

 

福克蘭戰爭後回流臺灣的美濃人數不多，多數移民者仍在阿根廷等待阿

根廷經濟好轉，並持續將故鄉的親人接來阿根廷。這種部分回流臺灣，部分

自臺灣移往阿根廷的情況，在 1990 年中國大陸移民開始移向世界各地後產

生了變化──留在阿根廷的美濃人，因大量中國大陸移民移至阿根廷，在生

意競爭問題，感受生活與移民之初相比下，無法獲得如開始的收益，開始再

度移往其他國家，或回流臺灣。再度移民者，在選擇的國家時，選擇美國、

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是義大利等國；回流臺灣的美濃人大多選擇回到故鄉，

重置房產安居，落葉歸根，亦有選擇以美濃之外的地方重新奮鬥者。大多數

留在阿根廷的都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當初選擇攜家帶眷移民的

「父母輩」大部分回流美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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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們開店跟他們阿根廷人一樣，早上開一開開到中午，他們休息我們

就休息，下午他們工作我們才做，那些大陸人就因為大家合作開呀，都不休息的，

一直開一直開，就會搶到生意呀！」（A4） 

「我們就早上 8點開，開到 1點半左右就休息，他們要休息嘛，等到下午 4

點還 4點半才工作，我們就也跟著工作，日子過的很舒服的。他們大陸人很壞，

福州呀，福青那邊的人呀……我們有休息，那他們大陸人過去以後，他們不休息，

他們開整天，他們的店沒事就開在你旁邊，你休息他不休息，就是生意會被他們

拉走，跟著他們開又累死。這幾年大家就賺的少，老的老了……大家就全部把店

租給人家就回來了………現在我們美濃人的店大概還有十間左右，以前大概有 50

幾間，大家就回來的回來，租給人的就租給人。」（A1） 

「我的店面就留在那邊，託認識的人幫我管，看他要租出去還是放著怎麼樣

就好……我大兒子的生意都移到墨西哥，二兒子和小兒子移到中國大陸那邊，我

們兩個老了嘛，留在那邊（阿根廷）也不能怎麼樣，就回來（臺灣）了……」（A5） 

    「現在我們美濃人留在阿根廷的大概只剩 47戶人家，回來的人移到世界各國

的大概是 48戶………我們這個會員是以前的人數，現在沒那麼多人了。以前只是

我的親戚……就是跟我祖父祖母那邊傳下來的就有 300多人……就是在阿根廷有

血緣的就有那麼多人，臺灣的沒算喔。後來有的陸陸續續就回來了。」（A1） 

    「美濃人只剩下一個在開超市的，其他的都被打下來了，全部都換過行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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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街133那邊開小吃了……很多人都轉業了，都沒在開超市了……。」（A5） 

    「……臺灣的醫療還是比較好的啦，想說回來比較好，所以我們就回來（臺

灣）了，不然阿根廷很好的。」（A6） 

     

    1976 年，為了「更好」這兩個字，美濃黃氏家族遠渡重洋到達阿根廷

發展，同樣的也為了「更好」兩個字，他們回到了美濃，或再度移往世界各

地。這些故事，都是當時臺灣移民者移民歷程的縮影。

                                                 
133

 華人移民大多集中於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Belgrano區的Arrtbeño街和

Mendoza 街交叉口附近的一至兩條街的區內，該區的兩條主要道路兩旁多為華人開的

超市或餐館，當地稱為「中國街」(Barrion Chino)，部分臺灣民眾稱為「臺灣街」，但

大多數華人移民主要還是叫「中國街」，當地阿根廷居民及西方遊客當叫當地為「中

國城」；2009 該處豎立了一座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資建立的中國式牌樓和紀念碑

後，「中國城」便成了該處正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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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華人聚集區134 

圖片來源：筆者自行加工 google 地圖 

 

圖 4-4  中國城主要街道旁華人所經營的店鋪 

圖片來源：客委會海外客家人奮鬥的故事‧中南美洲‧〈退休校長名揚中國城〉 

http://www.randl.com.tw/hakka/pro.php?main_id=3&mid_id=9&cate_id=14 [2014.04.21 點閱] 

                                                 
134

 中國街位於據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市中心約半小時車程處，是一個交通位置方便地區，

火車、公車、計程車、地鐵都能快速到達該處，該區為發達之商業區域；目前該處也

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少數治安較為安全處。這些因素都使得該區商業、旅遊業發達。 

http://www.randl.com.tw/hakka/pro.php?main_id=3&mid_id=9&cate_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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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由美濃移民開設的超市 

圖片來源：客委會海外客家人奮鬥的故事‧中南美洲‧〈退休校長名揚中國城〉 

http://www.randl.com.tw/hakka/pro.php?main_id=3&mid_id=9&cate_id=14 [2014.04.21 點閱]

http://www.randl.com.tw/hakka/pro.php?main_id=3&mid_id=9&cate_id=14


1970-1990 年代美濃客家人移民南美洲動機與跨國認同 

──以巴西、阿根廷為例 

94 

第三節  移民動機 

    本節要討論的「移民動機」，主要探討焦點在「美濃人為什麼選擇移民」，

和「什麼因素影響了美濃人做出移民的決定」兩個問題。下面是研究者訪問

者的資料，其中 O1 至 O3 三位為《客勤遠拓》中介紹的美濃移民者，筆者

將影響此三位移民者移民之因放在本論文中，與其他受訪者之動機一起探討

歸納影響美濃人決定移民之因及動機。 

表 4-3  美濃移民受訪者資料 

編

號 

性

別 

年齡 /出國時

年齡 
出國前職業 

居住國外

時間 

在移居國從事之行

業 

A1 F 76/46 家管 至今 30年 
開超市 /目前同鄉會

會長 

A2 M 78/42 教職 14 年 旅館業、餐廳 

A3 F 77/41 教職 14 年 旅館業、餐廳 

A4 M 81/46 汽車修理 21 年 
開超市、相館/曾任同

鄉會會長 

A5 F 75/40 家管、務農 21 年 開超市、餐廳 

A6 M 81/47 務農 19 年 開超市、餐廳 

B1 M 59/25 待業 11 年 開餐廳、開商店 

B2 M 49/15 學生 11 年 學生、開店 

B3 M 73/34 農 至今 39年 開雜貨店、餐廳 

B4 M  商 至今 42年 

開店（各行業都有經

營）/ 首屆美濃同鄉

會會長 

B5 M  煉油廠派遣 至今 39年 開餐廳 

B6 F 21/55  至今 34年 
開飯店、禮品及香水

業 

O1 M 53/16 學生 至今 36年 製鞋業 

O2 M 79/42 農 至前 37年 超市、造紙 

O3 M 80/51 校長 至今 29年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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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十二位受訪者移民動機並非只受單一因素影

響，亦有受到多重因素影響移民動機。筆者將各受訪者移民移至移居國之動

機製成下表： 

表 4-4  影響移民至移居國之原因 

 賺錢容易 有親友在 
認為移居國

較進步 

取得居留權

容易 
其他 

A1 V V V V  

A2 V V  V  

A3 V V  V  

A4 V V  V  

A5 V V  V 孩子的兵役 

A6 V V V V  

B1  V V V  

B2  V V V 兵役問題 

B3 V  V   

B4 V  V   

B5 V     

B6 V V    

O1  V   

因父母決定

移民而跟著

移民 

O2 V V V   

O3 V V    

小

計 
12 12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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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影響移居者回流、再移民之原因 

 移居國賺錢不易 移居國治安問題 移居國社會不穩定 其他 

A1 V  V 
目前臺灣、阿根廷

兩國各住半年 

A2 V  V  

A3 V  V  

A4 V  V  

A5 V  V  

A6 V  V  

B1  V V  

B2  V V  

B3  V V 目前仍定居巴西 

B4  V V 目前仍定居巴西 

B5  V V 目前仍定居巴西 

B6  V V 目前仍定居巴西 

O1    

因其他因素移居

他國，目前其家人

因教育問題先移

至北美 

O2  V  
目前仍定居阿根

廷 

O3    

目前仍定居阿根

廷，但家族早已不

從事超市、餐飲業 

小

計 
6 7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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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過訪談後，筆者將影響美濃人移民動機歸納出以下四項： 

一、 經濟因素： 

筆者共訪問十二位受訪者，在訪談中可以得知，大多數選擇移民的第一

考量是「經濟」。在此的經濟因素為「希望能賺取更多收入」，而非受訪者在

臺灣經濟生活困頓。因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僅接受臺灣地區民眾以「個人」的

方式移民南美洲，135並透過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行「移民巴西問題座談會」，

會中聲明：「要移民巴西去，必需要有資本、有技術、有計劃、有把握、能

忍耐、能苦幹，否則不要冒險前往。」136在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沒有任何資助

下，需家中有些許資產之家庭，才足以負擔全家移居國外之開銷。 

 

「早期要出去，第一個，你要是良民，不然不給你出去，第二個是你一定要

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然光是機票錢就不容易了。」（B3） 

「有家裡的支持呀，當時出去很花錢，有家裡支持會比較好。」（B4） 

「本來也沒想過會去阿根廷的，因為本來生活過的不錯。那時候我在美濃有

兩甲田可以耕，努力一點，收成也可以好幾萬耶！不會說生活過不去……當時沒

錢的沒辦法移民的啦。」（A1） 

                                                 
135《巴西移民》，〈關於劉邦枝等十二人申請赴巴西移墾案有關部會會商結果摘要〉，中央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560/0001，頁 5 
136 本報訊，〈到巴西大不易 不要冒險前往 必需具備很多條件 僑聯總會昨日座談〉，聯合

報，1964 年 11 月 14 日，02 版。上下引號自皆引用自該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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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美濃人移民的最大的經濟因素為「能賺取更多」，在訪問時，受訪

者大多提到他們移民動機為「很好賺」，並且多次提到移民後的收入情況，「能

賺取更多收益」是影響他們決定移民的最重要因素。 

 

    「我是聽我哥哥說很好賺錢才過去的。那時候我和我太太兩個都教書的，一

年才領 18000元（當時的新台幣），我哥哥他在阿根廷開餐館，生意很好很好，每

個月可以淨賺美金 10000多塊錢（註：指美元）。那時候美金很大的，1塊美金可

以換 42塊臺幣，137就是你一個月可以賺到 42萬台幣，這在那時候是天文數字耶！

聽了就很心動。」（A2） 

「我們就只有開一個小小的（汽車）修理廠，修引擎的，跟人合伙嘛！那時

候我生生很老實，所以開保養廠就常常被騙呀！我哥哥先去阿根廷的，他就是那

個 XXX（註：美濃人第一批移民阿根廷的三個家庭之一），我哥哥邀我們去開保養

廠，他要投資，反正他跟我們說我們去那邊開什麼他就是要投資，去那邊就不一

樣了。我們就是想要去賺錢，想說那邊很好賺錢，想說賺個十年這樣，結果一住

就……住了差不多 25年。」（A5） 

「當時我們客家人有錢就會想到海外，想要更進步，聽人講『很好』就會想

要出去。」（A6） 

                                                 
137

 受訪者告訴研究者的匯率是 1 美元兌換 42 元新臺幣，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統計資料

庫資料，美元兌新臺幣並沒有到 1:42 的匯率。該受訪者出國時間為 1978 年，1978 年

至 1987 年新臺幣升值至 31.77 元前，美元與新臺幣的匯率大約都在 1:3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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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美濃，雖然說種田有收入，但是要過的很好很難，聽內埔那邊的

人講說巴西很好，在那邊很好發展，就想要去巴西。」（B3） 

「當時美濃的經濟很好，但那邊（註：指巴西）更好，所以留下。」（B4） 

「當時臺灣地小，但是人很多，謀生不易，所以想出去。又聽在巴西的同相

說巴西是個天堂，就很想去那邊。」（B5） 

「我大伯先過去的，他就說那邊很好賺，要我們過去。」（B6） 

「阿根廷比臺灣有規矩，那時候賺錢又容易，臺灣那時候很苦嘛~~阿根廷好

賺錢就移到那邊過去。」（A1） 

表 4-6  影響移民動機統計 

原因 經濟因素 是否有親友在當地 安全因素 移居國政策 其他 

小計 14 12 2 8 1 

 

經濟因素不但是影響美濃人移至移居國的最大動機，也是他們選擇回流

或再度移民的一個因素。由表 4-7 可見，雖然經濟因素非再度移民之最主要

因素，但仍佔了一半的人數，可見無論是移居至中南美洲，或是再回流、移

居第三國等，經濟因素都是很重要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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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他們（阿根廷）政府就亂來，貪官很多，福克蘭戰爭後就越來越不好，

他們本地人很多都跑出去了，生意很不好，沒什麼人，賺不了什麼錢。我開外賣

店呀，還有開旅行社呀，那時候都沒錢了哪裡還會想到什麼休閒活動？生意不好，

就把生意收起來回臺灣了」（A2） 

「這幾年大家就賺的少，老的老了……大家就全部把店租給人家就回來

了………現在我們美濃人的店大概還有十間左右，以前大概有 50幾間，大家就回

來的回來，租給人的就租給人。」（A1） 

「現在阿根廷那邊臺灣人不多了，因為都移出去了，沒以前那麼好了。」（A6） 

表 4-7  影響移居者回流、再移民原因統計 

原因 經濟因素 是否有親友在當地 安全因素 移居國政策 其他 

小計 6 13 12 8 1 

這項移民動機與移民理論中的推拉理論、經濟觀點的人口遷移理論符

合，說明在決定移民的過程中，經濟因素為影響移民者移民最重要之因素，

移民者在考慮是否移民時，會將經濟列為最優先考慮的項目；若經濟誘因無

足夠拉力，則移民者可能不會做出移民決定，反之，則移民者會做出移民決

定。 

二、 是否有親友在當地 

    另一個影響美濃人移居中南美洲甚鉅之因，為是否有親友在該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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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可以看出，「是否有親友在當地」此項因素與經濟因素同為影響最甚

之因。但由表 4-7 中可得知，「是否有親友在該國」仍影響美濃人決定回流

或再移的最重要因素了。三種移民理論皆能說明此項因素。從推拉理論的角

度來看，的三項理論都能為此中的「社會網絡關係」為美濃移民者之決定做

說明。美濃人在決定移民過程中，將「已移民該國者」列為重要考慮因素，

減少移民歷程中的變動因素、風險。當移民者決定再移民、回流時，亦會因

此因素，做出留下、再移民或回流之決定。 

 

三、 安全問題 

這裡指的安全問題有兩方面：人身安全的安全、社會穩定的安全。 

影響美濃人移居及再移居動機的重要的因素為社會穩定安全的問題。

1970 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這兩件事情對臺

灣地區人民造成不小的恐慌。因當時居民處於「隨時會打仗」的心理恐懼，

使得不少人產生了移民的想法，在移往巴西、阿根廷的美濃人中，就有這樣

的情況。 

 

「早期我們學生時代的教育方式跟你不太一樣，就，填鴨式的教育……我小

時候要是退步一名，老師就會打，很沒有自由，還面臨戰爭的威脅，感覺不穩定，

感覺不適合安居樂業的時代，早期很多人就因為這樣移民的。我們當時當兵要 2

至 3年……早期臺灣的生活很辛苦，一般社會上都很辛苦……那時候當兵不像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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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當兵都要為國犧牲，頂多給你一個獎盃，那時抽到金馬獎就怕的跟什麼

一樣，有水鬼呀，就不敢當兵。加上那時家人有想過要移民，那種年代情況又那

樣。那時我姑姑和姑丈在那邊了，所以想過去。」（B2） 

「當時是越戰過後，又退出聯合國，我以前當兵是砲兵，差點被派到越南，（所

以那時候）怕中共（突然）打過來呀！」（B4） 

「結果我弟弟比我先走（註：先過去），因為他的孩子比我女兒還大一點點，

滿 16歲就不能出國……有兵役問題……。除了錢好賺以外，而且講說小孩子不用

當兵，為了小孩子不用當兵才出去的。」（A5） 

「以前男生 16歲後就不能出國，所以 15歲的時候先到日本去，在日本等移

民証才能進的去，他們一家人在日本那邊等了好一段時間（2~3個月）幸好有同

鄉的哥哥在日本那邊開麵粉廠，他們就在那邊幫忙，等拿到証後過去帶他們。」

（A1） 

 

社會穩定安全除了是影響移居他國的動機外，也是促使移居者回流、再

移民的動機之一。1980 年代，南美洲國家處於政治不穩定時期，通貨膨脹

嚴重、幣值極度不穩定，對當時移居者而言，這種的生活太不穩定、沒保障，

讓他們決定回流臺灣，或是再移居他國，由表 4-6 及表 4-7 可以看出「安全」

是影響移民者移民決定動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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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去的時候呦，一年後，1000塊錢巴幣對……1000巴幣……本來是 50

塊…50塊，50塊好了，100塊換 1美金，一年後變 1000塊變 1美金，138他們可以

隨時更換，然後我回來兩年後，變 1比 1，你看，很奇怪的國家，他們一操作起

來，你前一天晚上不知道，昨天晚上宣布，所有的存款結凍，你所有的錢都領不

出來，好像錢是他們的一樣，阿根廷也有一次這樣，有聽過嗎？就是突然結凍，

你錢領不出來，就變一比一的情況。……。因為他們貶值率太高，100塊變 1000

塊，他們工人呦，常要先跟我們老闆借錢，他們要先買那個東西，因為過半個月，

東西都漲了。我們做老闆的，提前一個禮拜買的東西，利潤都沒有了……」（B1） 

「他們後來有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很大，139幣值貶的很大，像你這個月 100

塊買這個，下個月可能要 200、180這樣，所以我們在那邊賺的錢，要馬上換成比

較穩定的貨幣，換美元，你換美元沒有美元戶頭，只能藏起來。他們那個年代的

政府貪污很嚴重，所以通貨膨漲很大，沒有很用心治理。……。你跟一個人交易

的話，你拿到頭款的話，尾款就不一定拿的到…他們也不會怕你呀，就跟你拖呀，

沒有信用可言。他們都很習慣說：政府是賊、政府是土匪，他們稅金怎麼扣，你

看像這個賣 5000、6000塊，在那邊要賣一萬多塊，扣很重」（B2） 

「本來他們（阿根廷）政府就亂來，貪官很多，福克蘭戰爭後就越來越不好，

                                                 
138

 此處為受訪者為舉例而說的匯率，實際上當時匯率並不是這樣。 
139

 阿根廷自 1976 年軍政府掌權起，長達多年國內財政都出現問題。以 1981 年為例，1981

研阿根廷政府財政赤字達 40 萬 6190 億披索(Peso)，1982 年 10 月底時匯率為 1 美元可

以兌換 38.975 舊披索，約為 1 兆美元，36.8 兆元新臺幣，消費物價指數也高達 44.012。

張芝寧，《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之比較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2003)，未出版，頁 27-28。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1982)《中華民國 70─71 年華僑經濟

年鑑》，臺北市：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總聯絡處，頁 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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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本地人很多都跑出去了，生意很不好，沒什麼人，賺不了什麼錢。我開外賣

店呀，還有開旅行社呀，那時候都沒錢了哪裡還會想到什麼休閒活動？」（A2） 

「福克蘭戰爭哪有好到我們呀，那時候很不好，錢變來變去的，140大家都撐

著等阿根廷什麼時候好。」（A6） 

 

除了社會不穩定外，人身安全也是另一個促使臺灣人回流、再移民的動

機。阿根廷和巴西都是自由允許槍械的國家，人民只要登記就能擁有槍枝。

在阿根廷治安較好，美濃僑民較無危害人身安全的事情傳出，但在巴西的美

濃人生命安全常受到威脅。 

 

「呃……合法的會有膛線紀錄，那你不想要那麼多麻煩，就去買非法的，就

沒有膛線紀錄，就沒有紀錄……你收音機一打開，幾乎每一分鐘都在報哪邊是搶

案，哪邊又是搶案……那個馬路上你就看到一堆人在吸那個，強力膠，那個搶盜

搶一個東西，10塊 20塊他也搶。……。我在巴西每天都在擔心生命的問題，我

在臺灣，每天，我不是擔心生命的問題，我可以不用怕強盜，我們（在巴西）晚

                                                 
140

 阿根廷自 1976 年軍政府上台後，因內部政權不穩，引起政治、經濟上不穩定，通貨

膨漲嚴重，與美元間的匯率也一直貶值，故 1983 年新政府上台後，於 1985 年進行了

貨幣改革，將原本流通的披索(Peso)(註：後來的研究者稱此為舊披索)，新流通貨幣為

奧斯崔爾(Australes)，並自 1989 年改成雙匯率制，但對美元仍大幅貶值；1992 年 01

月起又進行一次幣值改革，貨幣單位又換回披索(Peso) 披索(Peso)。華僑經濟年鑑編

輯委員會(1982)《中華民國 70─71 年華僑經濟年鑑》，臺北市：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總

聯絡處，頁 420-421。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1985)《中華民國 73─74 年華僑經濟

年鑑》，臺北市：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總聯絡處，頁 455。僑務委員會(1993)《中華民國

81 年版華僑經濟年鑑》，臺北市：華僑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頁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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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七八點出門一定要帶槍，你不帶槍真的出門不放心，那家庭呢，一到傍晚，小

孩子特別是女孩子都不用出去了，到那種程度，就像原始生活一樣，白天一個世

界，晚上一個世界。他們做生意也是一樣，除了吃的喝的跳舞的，其他所有商店

關門，晚上是另一個世界。我回來最大的原因，是生命安全啦，生命安全沒有的

話，很多生活方式都沒辦法感受。我們在海息飛那邊有集團，專門搶華僑，華僑

就生氣了，組團，找巴西的槍手，說你殺一個給一千塊美金，你要先告知說是哪

個，要說是哪個。……。我們美濃人有個，幾年前呦，被人家槍斃了。」（B1） 

「我沒被搶過，但是被偷過。我姑姑有一次開車，紅綠燈停一下，就一個黑

的槍指過去要他下來，他下來後車就被開走，車就沒有了。每個家庭被搶被偷很

平常，他們那邊搶劫跟被偷一樣，不會判很重，跟南歐一樣，路上小鬼看到你，

搶了就跑。你看到他（註：小偷、強盜）被抓，被警察抓，第二天就看他在那邊

晃來晃去……這是為什麼我們考慮回來的原因。」（B2） 

「沒聽過搶劫的，巴西比較會搶。」（A6）141 

「巴西比較不安全，價值觀也差很多，所以把小孩送回臺灣，希望他們在臺

灣成家。我比較大的小孩就去美國了。」（B5） 

以移民理論來看，推拉理論可以解釋影響美濃移民者做出決定之因。對

移民者而言，安全為移民者決定移民過程中重要的拉力，亦為重要推力，在

必要時刻會超過經濟因素，成為影響移民者決定移民時最重要動機。 

                                                 
141

 該受訪者為移民至阿根廷的美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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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移居國政策 

巴西與阿根廷為傳統移民國家，且在政治上常會因新的元首上台而舉行

大赦，使非法居留者都能獲得居留資格，並能再進一步取得當地國身分。因

此美濃人在決定移民前，都會將「是否能取得居留證」列為移民動機之一，

因為取得居留權、公民身分較為簡單，他們在當地生活能明確知道會得到保

障，使他們較為願意移往該國。 

 

「我們（一開始在巴西）算非法居留。我們是簽証到巴拉圭，因為有邦交，

先去巴拉圭再坐巴士去巴西，去了就等大赦，他們總統選舉就有大赦，然後就綠

卡……就拿臨時居留，就跟綠卡一樣，公民就要等時間，好像是要等幾年就可以

拿到永遠居留，再等幾年就可以變成公民，只要拿到臨時居留就沒問題了。」（B2） 

「我第一次去巴西的時候是先去巴拉圭，再到巴西，偷渡的，結果一個月以

後巴西要抓非法移民呀，就帶著一家人又回到巴拉圭，後來聽到巴西有大赦，馬

上把巴拉圭的生意收掉，又去到巴西那邊。」（B3） 

「以前阿根廷 5~7年就有一次大赦，居留比較好拿。」（B6） 

「我個人的會是剛好碰到大赦，我 7月 4號出發，去到那邊大概 10多號。我

去的時候我哥哥說去了會大赦，你們的東西先準備好先翻譯好，我去了就剛好大

赦，所以就拿到了紅本子去。辦大赦我去到那邊辦了十個月，我去了拿到身份後

就依依親法陸陸續續將三個兒子移過去。」（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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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註：指巴西）就辦大赦呀！我們就去辦，一開始有人還會懷疑，說

會不會我們過去要辦，結果警察就在那邊把去辦的都抓起來。」（B1） 

 

由上述移民動機可以發現，影響美濃人移居巴西、阿根廷的最主要因素

為經濟動機，希望「好，還要更好」；同等重要因素為社會網絡關係。第二

個影響移民之動機為「安全考量」，包括社會穩定及人身上的安全。最後一

個影響移民動機之因素為「居留權取得方便」，這關係到移民者在移居國打

拼成果是否會因居留問題而化為烏有；而移居國移民政策中，移民者居留權

取得方便與否，亦為影響美濃人移民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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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跨國認同 

    跨國認同一向為移民研究中很重要的議題，特別是研究處於異國，移民

者對會同時移居國和原居國的的文化影響；第一代的移民者對於原居國的文

化、記憶都會很深刻，同一文化族群者又會因集體共同的記憶，而將這共同

的記憶視為其精神歸宿。 

    高雄市美濃區為高雄市中唯二的客家鄉鎮，142美濃人在離鄉發展時就一

定會成立旅外美濃同鄉會──僅隔一溪的旗山區也有旅旗山美濃同鄉會─

─藉由同鄉會才維持對家鄉的感情，並藉由同鄉會互相照顧。143移居到巴西

與阿根廷後，美濃人成立美濃同鄉會的習慣也帶到異國，在這兩個國家皆有

成立美濃同鄉會，藉由同鄉會組織，移居他國的美濃人可以與自己客家人的

身份與文化做為聯繫，強化自己對於客家人的認同，也因為自身對於客家人

的認同，而強化同鄉間的情誼。 

    巴西的美濃同鄉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創會，由邱明秀先生

擔任第一任會長。144在同鄉會成立前，巴西的美濃人便定期舉行聚餐聯絡感

情，在成立同鄉會後，更是希望能有自己的會館場所，共同聚會能有固定場

合，並能有處理同鄉事之場地，故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九日聚餐時，發起「建

                                                 
142

 高雄市兩個客家鄉鎮為美濃區與杉林區，其中美濃區 95%人口都為客家人，杉林區的

客家人也是由美濃區翻過月光山移過去的，所以通常提到高雄市的客家人多會先提到

美濃區。 
143

 許多旅外的美濃鄉親會說，很多閩南人討厭客家人，所以他們在外都不敢說客家話，

甚至還要學閩南語，只有在同鄉會裡面，他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說「家鄉話」；也因

為這種同鄉情感，當外出的美濃人需要幫忙時，同鄉會成員都樂於幫助「自己人」。 
144

 溫吉雄(1997)〈巴西同鄉計劃籌建美濃會館  邱明秀溫吉雄劉展文三位會長將帶領完

成〉，美濃：《美濃月光山雜誌》，第 542 期，1 版，1997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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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會館」之捐款活動，希望能順利興建屬於美濃人的聚會場所。145 

    無論是移居巴西或阿根廷，美濃移民者們於平常日便會聚會，不特別等

重大節日會才舉辦聚會，且所有移民家庭會一同聚餐，方式為幾個家庭一起

輪流作東，頻率約為每週都有交流。 

 

    「在那邊其他像我哥哥我姊姊，幾乎所有的同鄉都是結婚後過去，所以說他

們每一個禮拜，每一個禮拜都會請客，每一家人請客，所以說感覺上說不會比在

美濃孤單，還要更熱鬧，因為 7、8個家庭，每個禮拜輪一次，都是好幾桌，全家

人出動的呦。這個禮拜輪到你，下個禮拜輪到你，喔~~那個每一家煮的菜都不一

樣。」（B1） 

    「我們在一起常常一起吃飯呀，在那邊大家感情都很好，常常會聚在一起，

很熱鬧，你看，這就是我們一起吃飯的照片。」（B3） 

    「在那邊大家感情很好，同鄉都有同鄉情誼呀！在那邊都像一家人一樣，感

情很好。」（B4） 

    「那邊大家有空就在一起，都美濃人嘛，能幫忙就幫忙，也比較熟啦！」（B5） 

    「我們那邊感情都很好呀，都很熟，也都很好，你看我回來這邊（註：回美

濃過年），我都可以直接拖著行李箱就過來這邊住（註：當時筆者與該受訪者是在

                                                 
145

 溫吉雄(1997)〈巴西同鄉計劃籌建美濃會館  邱明秀溫吉雄劉展文三位會長將帶領完

成〉，美濃：《美濃月光山雜誌》，第 542 期，1 版，1997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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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受訪者見面、訪談的），就知道我們感情有多好了。」（B6） 

 

圖 4-6  巴西美濃客家鄉親聚會時合照留影 

資料來源：受訪者提供 

 

圖 4-7  巴西美濃客家鄉親聚會時合照留影 

資料來源：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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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美濃客家鄉親聚會時情況 

資料來源：受訪者提供 

    移往阿根廷的美濃人雖然都是同個家族成員，美濃人仍於 1985 年時組

織了「阿根廷美濃同鄉會」，後因黃氏家族成員裡並非全都為美濃人，且有

其他六堆地區之客家人加入至同鄉會，美濃同鄉會於次年（1986）更名為「阿

根廷六堆客屬同鄉會」，並向僑務委員會申請立案，是阿根廷第一個客家同

鄉組織。阿根廷六堆客屬同鄉會的成員很團結，在成立後曾大規模地調查過

在阿根廷的六堆客家人之戶口，並替每一戶成員製作了一本通訊錄，上面清

楚地註明了會員來自何方、何時到達阿根廷。此外，每年辦理春、秋兩次大

聚會，
146
聯絡所有成員之感情。 

                                                 
146

 筆者在與現任美濃同鄉會會長訪談時，會長表示，春為新年時聚會，秋為中秋節聚會，

此兩次聚會以中秋聚會為全阿國美濃人最重要之聚會。目前旅阿根廷六堆客屬同鄉會

年度聚會已改成一年慶祝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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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都很團結，每天都看的到，回臺灣後反而沒有什麼聯絡。」（A1） 

    「回臺灣比較沒那麼多的聯絡了，感覺上感情比較難維繫。」（A5） 

    「就算我們回來很多年了，聽到他們（註：移居阿根廷的美濃人）有回來的，

就會聚餐啦！每年都會，很熱鬧的。」（A2） 

    「我們美濃人啦……客家人啊，很重感情的。」（A3） 

    「美濃人很照顧自己人，都自己人嘛！自己人就會照顧自己人，會聚會辦活

動什麼的。」（A5） 

 

除了聯繫彼此間的感情外，美濃同鄉會亦經常組團參加僑界活動，並常

在僑界裡得到好成績。以 2000 年阿根廷全僑聯合運動會為例，當年旅阿根

廷六堆客屬同鄉會就獲得了精神總錦標，以及啦啦隊比賽季軍，各項比賽中

也名列前矛。 

    除了同鄉會凝聚了美濃客家人的向心力外，另一個凝聚美濃客家人向心

力的力量就是「客語」。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族群或國族的構成要素：多為歷史、共同經驗、集

體記憶、語言、傳統習俗、衣著方式、飲食、生活型態及基本價值觀。而在

多種要素中，「語言」最常被認為是組成族群或國族的必要條件。Welz 認為

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一群人，他們擁有相同的文化與語言，這群人同時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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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身文化的代言人，這群人的行為模式、心態想法則被認為與該文化相

符，特別是這群人所存在的文化為特定文化時，更能代表這群人的特質，亦

有與他者區分的作用。147 

    對於在經歷過「國語運動」148的美濃客家人對客語傳承十分重視──對

美濃客家人而言，客語是一項很重要的「文化傳承」，也是族群意識的象徵。

149無論是身在臺灣的美濃人，或是移居至巴西、阿根廷的美濃人，對客語皆

重視，但兩地對於客家話的重視度並不相同。移居巴西的美濃人認同客語對

「客家話」及「美濃」的聯繫，但他們更希望子女能融入當地社會，所以會

教子女講客語，但不強迫子女一定要會客語。移居阿根廷的美濃人子弟可能

不太會講所謂的「國語」，但都會講客家話──即使是和阿根廷的當地人結

婚後生下來的孩子都能講客語──這種集體性社會行為，並不斷地以「語言」

來重複強調此集體記憶下，旅居巴西、阿根廷的美濃人更不會忘了自己身為

美濃客家人的「身份」。150 

                                                 
147

 Welz, Gisela, Die soziale Organisation kultureller Differenz. Zur Kritik des Ethnobegriffs in 

der angloamerikanischen Kulturanthropologie, In Berding, Helmut (ed.) Nationales 

Bewusstsei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4) p.67 
148

 1946 年中華民國政府派遣魏建功、何容等人來台成立了「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並訂定法律及其他措施打壓其他族群語言(如：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被打

壓的族群語直至 1976 年臺灣地去解嚴後才慢慢地改善了使用這些族群語言的情況。

許雅惠，〈語言政策與臺灣社會〉，《網路社會學通訊》，No.77(2009.03)。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77/77-15.htm  2014.04.21 點閱 
149

 臺灣地區客家人於 1988 年 12 月 28 日走上街頭，發起了「還我母語」運動，訴求客

語及其他母語之地位。 中華民國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詞條：母語認證。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364 2014.04.21 點閱 
150 馬來西亞大學學院副校長何啟良教授，在 2002 年全球客家文化會議上也曾提到客家人

的認同是一種「方言認同」，可見客家人常是以「客語」，做為「認同」的重要指標。

見何啓良，〈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與「跨國性」〉(發表於 2002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臺

北國際會議中心，臺北，2002 年 12 月 13 日至 17 日)。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77/77-15.htm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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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小孩還會講客家話、中文，我有送小孩到中華會館唸中文。」（B3） 

    「我家呦！別人我是不知道啦，我家裡就是不准給我聽到西班牙文，他們在

學校都講西班牙話，在家就要給我講客家話……我們那邊就是完全講客家話，不

然我就打嘴巴，我是覺得我們自己的語言不能忘。」（A3） 

    「……像我姊的媳婦是阿根廷人，生了兩個小孩和他阿嬤打電話時都是講客

家話。他們客家話很會，講的客家話還很標準，可能比你還更標準。」（A1） 

    「不會講客家話的回來就沒有感情，比較不會回來，還會講的人就還會回來

看。」（A2） 

    「我的小孩還會講客家話和國語，但是中文字就不太認得了。」（B6） 

    「在家都講客家話啦！我們那邊的都還會講客家話，不過也有人的客家話開

始不好了。」（B4） 

 

    在這種以「客語」為基礎的愛鄉的環境下，美濃客家人對己身「美濃人」

和「客家人」的認同十分強烈，且兩要素缺一不可：不是只少一項要素就不

認同己身份，而是提到其中一項就一定會提到另一項；也因為這種身份認同

使得他們對於巴西美濃同鄉會，及旅阿根廷六堆客屬同鄉會，還有客語的認

同更深刻，對同鄉會及語言傳承的堅持就更看重了。David Jye Yuan Shyu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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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rões de Linguagem nos Imigrantes Chineses – Diglossia（葡語，中譯為「Diglossia

─巴西華人的語言模式」）一文中也特別提到巴西客家人對於客語很重視，

他說「比起其他中國方言群者，客家話深深地在他們方言組織裡保存著。」。

151 

    由於對己身「美濃客家人」的認同十分深刻，即使是遠居於巴西、阿根

廷，這些美濃客家人對於美濃故鄉事仍十分關切、重視。在網路傳達訊息技

術發展成熟之前，不少旅居巴西、阿根廷的美濃人會訂閱《美濃月光山雜誌》，

一訂就是幾十年；每月三期的美濃《美濃月光山雜誌》是他們對故鄉事的窗

口，也透過《美濃月光山雜誌》抒發對故鄉的情感。訂閱《美濃月光山雜誌》

除了可解思鄉情外，旅巴西和旅阿根廷的美濃人也會透過《美濃月光山雜誌》

了解美濃發生什麼事；如果故鄉需要出錢出力，也會透過《美濃月光山雜誌》

對故鄉進行回饋。例如：1998 年美濃區「反水庫運動」鬧的沸沸揚揚地，

除了在臺灣的美濃人十分重視這件事外，旅居巴西的美濃人透過《美濃月光

山雜誌》瞭解美濃反水庫的動態，並透過返臺美濃鄉親帶回「反水庫連署簽

名」，152 阿根廷同鄉會則是發起捐款活動，支持故鄉反水庫運動。153前幾年

美濃區公所財政困難時，美濃區公所曾發起「養燈」的活動，有好幾位旅阿

根廷的美濃人年年認養數十盞路燈，使故鄉不會因路上沒路燈而發生意外事

                                                 
151

 David Jye Yuan Shyu, Padrões de Linguagem nos Imigrantes Chineses – Diglossia 

http://www.hottopos.com/videtur2/david.htm  [2014.04.21 點閱] 
152

 本報訊(1998)〈邱騰芳探親帶回簽名連署 旅巴同鄉會決議聲援反水庫〉，美濃：月光

雜誌社，第 588 期，1998 年 07 月 19 日，1 版。 
153

 本報訊(1998)〈反水庫運動震撼海外同鄉會 旅阿根廷鄉親捐款響應支持〉美濃：《美

濃月光山雜誌》社，第 603 期，1998 年 12 月 19 日 3 版。 

http://www.hottopos.com/videtur2/davi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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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旅阿根廷的美濃人也捐錢予美濃區公所，使美濃區公所照顧獨居老人午

餐的事業能持續。154這些對家鄉的關懷和注意，都是移居巴西、阿根廷的美

濃人在認同己身「美濃客家人」的身份下，對故鄉保持著聯結，並透過該連

結增強自己對客家的認同。 

 

  巴西鄉親反水庫連署簽名 

資料來源：原提供者為旅巴鄉親邱騰芳，筆者翻攝《美濃月光山雜誌》588 期 1 版 

 

                                                 
154

 本報訊(2005)〈旅居阿根廷鄉親愛鄉不落人後 李新寶萬里迢迢 認養路燈並捐助急難

基金〉美濃：《美濃月光山雜誌》，2005 年 03 月 19 日 1 版。 

本篇只是旅外鄉親為饋鄉里捐贈的其中一篇，《美濃月光山雜誌》裡還有數篇巴西、

阿根廷的美濃鄉親捐助家鄉的文章，不一一列入本註腳中。可參閱附錄三、附錄四之

索引條目看更多相關報導之資料。由於相關報導眾多，筆者未全數找完所有報導，僅

將筆者有閱讀之刊數列表整理於附錄三、附錄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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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濃人對於「客家」的認同感非常高，在跨國認同上，會受到「客

家」身份的影響，對「臺灣」或「中華民族」的認同高過於移居國認同。「客

家」身份也影響了他們在日常生活行為、思想價值，並再次影響了對於國家

之認同。因此，在跨國認同的議題上，美濃客人家的認同是偏向於「臺灣」，

其次是「中華民族」，即使身在異鄉，仍保有許多故鄉習俗、文化、語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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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970 年代起，美濃人移居南美洲是因為他們對於「經濟」上的追求，

儘管他們原本的生活安穩，且收入不成問題，但他們渴望有更好的經濟生活，

因此在已移居者說「很好賺」的誘因下，紛紛移往巴西與阿根廷。此外，當

時中華民國經歷了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兩件大事，在社會上瀰漫著對打仗

與生命安全的不安感，也促使了當時一部分的美濃人移居國外。 

    無論是經濟因素或是安全因素，這些因素除了是美濃人移居他國的動機，

也是這兩個因素影響了他們回流及再移民的主要動機。由於移居國移入越來

越多的中國大陸移民，在中國大陸移民低價競爭下，美濃人無法取得他們原

本能賺取之利潤，便會將生意轉往第三國，或是結束生意回流臺灣。 

安全問題也是移民者回流或再移民之主要動機之一。在巴西因為治安問

題，以及社會交易環境的多變，使得一部分的美濃人選擇移民美國或其他穩

定國家繼續發展生意，或是選擇回流臺灣重新做生意、找另一份工作，或是

將小孩送回臺灣以保証小孩安全。在阿根廷同樣因為通貨澎脹及幣值不穩的

原因，使得當時美濃人選擇了離開阿根廷，回流臺灣或移居第三國，在經濟

體系穩定的國家繼續生活。 

而比較美濃移民巴西與阿根廷的移民者，也可以發現出這兩批移民者一

些相同與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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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同處： 

（一） 移居時間集中於 1970 年至 1990 年間。 

（二） 移民很大的動機是因為同鄉介紹移民。 

（三） 在移居國都從事商業活動。 

（四） 都利用大赦在當地取得合法居留身分，再進一步取得公民身

分。 

（五） 組織同鄉會，同鄉定期聚餐，感情聯繫密切，同鄉間彼此照顧。 

（六） 對家鄉事情關切，透過社區報為仲介，關心、參與家鄉事。 

（七） 在文化上，都認同「客語」是非常重要的傳承，有客語才能連結

移居者、移居者後代與美濃的聯繫。 

二、 相異處： 

（一） 無法得知首位移民巴西的美濃者為誰，只能得知美濃人選擇移

民巴西是受到屏東內埔客家人的影響。美濃首位前往阿根廷者

為黃錦祥，他也是第一批移往阿根廷的三戶美濃人家之一。 

（二） 移民巴西的美濃人雖是同鄉介紹，一個拉一個，但是其中並沒

有明確的親屬關係，只能確定大家都是移民巴西後才全都熟了

起來。美濃移民阿根廷的家庭多屬同一個家族的成員，筆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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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訪者在訪談時，只要提到其他受訪者之姓名，當時的受

訪者定能說出筆者提到的名字是與他有什麼親戚關係。 

（三） 美濃人移居巴西的時間只能確定是在 1970 年至 1990 年之間，

是否有移民最盛的時間點，無法由訪談中得知。移居阿根廷的

美濃人移民時間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時期，移居的最高峰是在

1984 年的第三期。 

（四） 美濃人在移居巴西的過程中，多為經由第三國再偷渡進巴西，

也有先在第三國生活後再偷渡至巴西的。移居阿根廷的美濃人

對於自己的移民目標非常明確，都直接前往巴西，沒有再經由

第三國到達巴西。 

（五） 在從事的行業上，巴西的美濃人多從事餐廳方面的生意，後來

轉為精品或其他行業，但飲食業仍為大宗。阿根廷的美濃人一

開始都從是外賣店相關工作，後來多轉為開超市。 

（六） 巴西的美濃人為了融入當地社會，雖然認同客家話的重要性，

但不要求其子孫一定要會說客語，至於中文更不是要求的項目，

使得移民者之子孫可能還會講客語，但不會也不認得中文了。

移居阿根廷的美濃人在文化認同上比較堅持，就算其子女已融

入當地社會，仍會要求子孫一定要會講客家話，與家鄉的連結

較深；至於中文方面教育則與巴西相同，不強求子孫一定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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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隨著時間的過去，在巴西與阿根廷的美濃人與其他臺灣移民者的交流

越來越多──特別是客籍移民，美濃客家人也參與了臺灣社團、臺灣客屬團

體的活動，透過聚餐、活動，使在巴西、阿根廷的臺灣移民們感情越來越好。

這些可透過客委會的海外客家網上的消息，窺見其生活。如阿根廷移民者於

2014 年 01 月 22 日參與阿根廷臺灣僑胞新春聯誼；155旅巴客家鄉親每年都舉

辦巴西客家日活動，2013 年 02 月 17 日已是第四屆巴西客家日活動。156無論

是移居巴西還是阿根廷，美濃人在移民過程中的過程，以及發展情況大多是

大同小異，可以說是臺灣移民者他們在移居巴西、阿根廷時的發展縮影。 

在跨國認同探討中，美濃客家人對於身為「美濃客家人」認同度最高，

其次是對國家的認同。也因為他們對「客家人」認同度最高，在跨國認同中，

他們原居國的認同度也比移居國還要高，在思想與行為上大部分仍保有原居

地的思想與行為及習慣。但這些認同度會隨著一代一代而改變，移居代數越

多，對原居地的認同越快速地降低，而對移居國之認同則快速提高。 

藉由研究美濃客家人的移民，可以探討當時臺灣人在 1970 年代移民南

美洲的情況，補足北美洲之外的臺灣人移民史，也為這些移民者的故事留下

紀錄。 

                                                 
155 〈阿根廷臺灣客家僑團新春聯誼〉客委會海外客家網，2014.01.29  [2014.04.21 點閱]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news_detail.php?g=118&sn=6308 
156 〈2013.02.17 第四屆巴西客家日活動〉客委會海外客家網，2013.02.08 [2014.04.21 點閱]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news_detail.php?g=7&sn=5758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news_detail.php?g=118&sn=6308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news_detail.php?g=7&sn=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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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由於本論文研究重點國家為巴西、阿根廷，其餘中南美洲國外未進行訪

談，建議相關領域學者可再對其餘中南美洲國家進行訪問、調查，使臺灣人

移民研究更加完整。此外，南美洲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如何與

當地僑民聯結，使臺灣企業前往當地投資時能更加有利；或藉由臺灣僑民之

移民經驗，提供給想要移民當地者適當地移民資訊，給想要在國外闖出一片

天的臺灣人民另一個發展的「新大陸」。 

在文化認同上，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國外對中文人才需求增加，

成為臺灣移民者子孫學習中文動機，建議有關單位能與當地僑民組織及僑校

討論推廣中文之情況，是否派遣教師或營隊前往當地推廣中文。客家話方面，

建議有關單位能有吸引年輕族群學習客家話的方案，使得年輕族群能學會客

家話後，重新與「原鄉」有所聯繫，對「原鄉」不在只是「父母、祖父母」

口頭上提到的名詞而已，更可以將客家文化繼續傳承下去。透過華語和客語

的文化、語言培訓，亦可培養多語人才，無論是當地政府或是中華民國政府

需要此類人才時，立即能從這些移民者中找到需要的人才，也更能使臺灣移

民後代在面對跨國文化認同上，能維持著對「臺灣」的認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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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度訪談大綱 
 

 

訪談者編號： 時間：

 地點：  

訪談前說明：  

受訪者您好，感謝您願意接受訪談。本次訪談將做為本人碩士學位論文內容，本

論文研究主旨在探討美濃客家人移民巴西、阿根廷的移民動機、歷程和跨國認同。 

為保障受訪者隱私權，因此本研究採匿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

再轉譯為逐字稿，一切資料僅作學位論文之用，不作其他使用，感謝您的合作，

並再次感謝您願意接受訪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華系海華組研究生 林彥瑜  敬上 
 

一、 基本資料 
 

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包括性別、年齡、移民國度、何時移民/何時回流

/何時再移民、移民後擔任的工作）。 
 

二、 移民動機與移民歷程： 
01. 為什麼想要移民？ 

02. 為什麼想去巴西/阿根廷？ 

03. 有因為宗教影響移民的嗎？ 

04. 當時怎麼去的？交通工具是哪一種？ 

05. 有先前往第三國（如：日本、巴拉圭）嗎？有的話，是為什麼？ 

06. 到巴西/阿根廷後，住哪邊？在那邊的生活是？ 

07. 為什麼會想要回流/再移民？ 
 

三、 與當地族裔相處及跨國認同： 
08.  在巴西/阿根廷和當地居民相處情況？ 

09.  居住的地方是否有日裔和韓裔？有的話，是否有接觸？相處情況為何？ 

19.  居住地是否有其他臺灣移民？和臺灣移民相處、往來頻繁嗎？ 

11.  居住地有老僑/中國大陸移民嗎？和老僑/中國大陸移民往來頻繁嗎？ 

12.  請問居住地是否也有美濃移民？有的話是否有美濃同鄉組織？ 

13.  有訂月光山雜誌嗎？ 

14.  家裡使用的語言是？會使用到中文嗎？會使用到客家話嗎？ 

15.  有取得當地國籍嗎？ 

16.  認同自己是臺灣人嗎？認同自己是巴西/阿根廷人嗎？ 

※謝謝您願意接受訪談，讓我能順利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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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度訪談大綱紀錄整理 
 

1.基本

資料 編

號 
性別 年齡  

出 國 時

年齡 

出 國

時間  

回國定

居時間 

出 國

前 職

業 

在 國

外 居

住 時

間 

在國外從

事之行業 

A1 F 76 46 1984  

目前台

阿兩地

跑 

家管 29 

開超市/目

前同鄉會

會長 

A2 M 78 42 1978 1992 教職 14 
旅館業、餐

廳 

A3 F 77 41 1978 1992 教職 14 
旅館業、餐

廳 

A4 M 81 46 1978 2003 
汽 車

修理 
21 

開超市、相

館/曾任同

鄉會會長 

A5 F 75 40 1978 2003 

家

管、務

農 

21 
開超市、餐

廳 

A6 M 81 47 1978 2001 務農 19 
開超市、餐

廳 

B1 M 59 25 1979 1990 待業 11 
開餐廳、開

商店 

B2 M 49 15 1983 1993 學生 11 學生 

B3 M 73 34 1976  

目前仍

定居巴

西 

農 38 
開 雜 貨

店、餐廳 

B4 M   1972 

目前台

巴兩地

跑 

商 41 

開店（各行

業都有經

營） 

B5 M   1974 目前仍

定居巴

西 

煉油

廠派

遣 

39 開餐廳 

B6 F 21 55 1980  目前仍

定居巴

西 

 33 開飯店、禮

品及香水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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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

動機

與歷

程 

01. 

為什麼想

要移民？ 

A1 我哥哥過去後回來跟大家講那邊很好 

A2 哥哥在那邊，說那邊很好。 

A3 先生的哥哥在那邊，說那邊發展好 

A4 在臺灣賺不多，又被騙過幾次，聽阿根廷很好賺 

A5 因為哥哥在，說多好多好才過去的，還有小孩子兵役問

題 

A6 本來沒想過會去阿根廷，因為那時候生活過不錯，想要

更好才出國的 

B1 哥哥姊姊在那邊，問要不要去，想想就過去了 

B2 升學制度，還有環境不安全，當時當兵很怕有戰爭 

B3 有人說巴西那邊很賺錢，比較好賺，當時臺灣賺錢很辛

苦，就想去巴西 

B4 當時越戰過後，又退出聯合國，怕中共打過來，剛好又

有同鄉說南美很好，過去看了也覺得很好 

B5 因為臺灣地小人多，謀生不易，出國前在煉油廠那邊打

工，就想出去 

B6 因為大伯先去，說那邊好賺，所以才想去 

02. 

為什麼想

去巴西/

阿根廷？ 

A1 我哥哥說那邊很好，要大家一起去賺錢，過去看了也覺

得很好，就過去了 

A2 有哥哥在，說會幫我們，而且很好賺 

A3 先生的哥哥已經過去了，說可以幫我們過去 

A4 妻子的哥哥先移民，想要找我們過去合伙開保養廠 

A5 哥哥在那邊 

A6 第一個過去的是自己堂弟，說那邊很好，就想去那邊 

B1 因為家人在 

B2 姑姑在那邊，就跟著去 

B3 屏東內埔客家人介紹的，那邊有人去巴西，回來說那裡

很好。而且當時巴西有工業基礎，人口也多。 

B4 有同鄉，去看過也覺得不錯 

B5 因為有同鄉在巴西，聽他們巴西是個天堂，所以想去 

B6 大伯在那邊 

03. 

有因為宗

教影響移

民的嗎？ 

A1 沒有，我們去阿根廷的都沒有 

A2 沒有 

A3 沒有 

A4 沒有 

A5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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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沒有 

B1 沒有 

B2 沒有 

B3 沒有，碰到的沒有人因為宗教移民的 

B4 沒 

B5 沒有 

B6 沒有 

04. 

當時是搭

哪種交通

工具過去

的？是什

麼身份去

的？ 

A1 坐飛機，那邊有人用應聘的方式去辦簽證的 

A2 坐飛機過去，應聘的過去 

A3 搭飛機，用應聘的方式 

A4 坐飛機，應聘的 

A5 飛機，坐了 38 小時。有聘書的 

A6 坐飛機，用應聘的，有聘書証 

B1 坐飛機，觀光過去的 

B2 飛機，依親 

B3 坐飛機 

B4 坐飛機 

B5 我搭船出去香港，再去其他國，最後搭飛機到巴西。 

B6 坐飛機，先飛到阿根廷，之後再到巴西。身份的話是用

應聘過去的。 

05. 

有先前往

第三國

（如：日

本、巴拉

圭）嗎？有

的話，是為

什麼？ 

A1 先去日本。那時候很多人都會先到日本等簽証 

A2 先經過日本拿簽証，再到阿根廷 

A3 有先到日本，在那邊等簽証，然後就直接飛到阿根廷 

A4 有先到日本，在那邊等阿根廷這邊的人去帶 

A5 先到日本，到日本橫濱拿簽証 

B1 先去巴拉圭，那邊有邦交，拿居留証比較好拿，再前往

巴西 

B2 先去巴拉圭，那邊有邦交好過去 

B3 先去巴拉圭，有身份証，然後去巴西因為還沒拿到簽証

又回巴拉圭，中間又有去過阿根廷兩年，等巴西大赦的

時候馬上又移到巴西 

B4 先去巴拉圭，那時候去巴拉圭比較好去 

B5 有先去別的國家。本來沒特別想去巴西，所以先去了一

些國家，後來聽到巴西好才過去。 

B6 先去阿根廷，再那邊待一年左右，然後再去巴拉圭亞松

森，再去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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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想先去阿根廷拿居留，所以先去阿根廷。 

05. 

到巴西/

阿根廷

後，住哪

邊？ 

A1 去了就去首都那邊。除了第一批移民的有去郊區外，其

他都直接到首都 

A2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邊，住美濃人那邊 

A3 去了就到首都那邊，那邊有我們的人 

A4 去首都那邊 

A5 首都那邊，先住我哥哥那裡 

A6 直接去首都那邊 

B1 住海息飛那邊，但是離美濃人聚集的地方遠了一點 

B2 先去姑姑那邊，美濃人聚集的地方 

B3 本來在聖保羅，後來同鄉說北部那邊美濃人多，就過去

了 

B4 去了就去東北部的海息飛找同鄉 

B5 到巴西就找同鄉，就到海息飛那邊去了 

B6 先坐小飛機到聖保羅附近，然後移民到海息飛那邊，現

在定居在聖保羅 

06. 

為什麼

會想要

回流/再

移民？ 

A1 現在兩邊跑，臺灣半年，阿根廷半年，我的小孩在臺

灣的比較多 

A2 福克蘭戰爭後不穩定，也有賺到錢了，臺灣也起來

了，回臺灣比較穩定 

A3 福克蘭戰爭後經濟不穩定，還有其他因素，和家人討

論後就搬回臺灣 

A4 小孩都離開那邊了，親友也都在臺灣 

A5 小孩都不在那邊，有先去大陸看看，發現還是臺灣

好，就回臺灣定居 

A6 回臺灣養老的 

B1 爸媽年紀大了，想回來陪他們，而且巴西在經濟和治

安上太不安全了 

B2 當地民氣和安全問題 

    

3.與當

地族

裔的

相處

及跨

國認

07. 

在巴西/

阿根廷和

當地居民

相處情

況？ 

A1 阿根廷那邊的人很善良，尤其是講到我們臺灣去的他們

很喜歡，很高興，他們知道我們臺灣的人很有規矩 

A2 當地人很好很熱情，相處上沒問題 

A3 地人很熱情，很不錯 

A4 那邊的人很好，很友善 

A5 他們很好很熱情，分的出來臺灣人和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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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A6 沒有歧視，雖然有分，不過他們很好很熱情 

B1 他們很熱情，人很善良，也有交很多巴西的朋友，妻子

也是巴西人 

B2 因為有在那邊唸書，所以有認識當地人，算了解他們的

習性，所以才搬回臺灣。 

B3 他們很熱情，很好，和當地人相處很好，和主流社會也

有往來 

B4 那邊沒排華，沒種族歧視 

B5 現任老婆是巴西籍，那相處就要看個人的感覺，不過他

們不太講信用 

B6 相處的很好，沒問題。因為小孩在巴西長大，有因為小

孩在當地成長、就學的關係，有結識當地人。做生意時

也常和他們往來。 

08. 

居住的地 

方是否有

日裔和韓

裔？有的

話，是否

有接觸？

相處情況

為何？ 

 

A1 日本人大部分在郊區種花，韓國人就一個韓國村，離中

國街很遠 

A2 日本人他們都集體移民，就沒有特別往來，不過相處沒

問題 

A3 有日本人，但是他們都住一起，跟我們住不一樣的地

方，就沒特別接觸，但是他們日本人人很好 

A4 有很多日本人，韓國人也很多。和韓國人沒往來 

A5 有日本人也有韓國人，日本人開花店、豆腐店，韓國人

有韓國街。剛過去時還沒中國街，會去韓國街買東西 

A6 日本人很早就過去，人很多 

B1 有日本人，日本人很厲害，相處很好。韓國人民族性太

強，不好相處 

B3 日本人有日本村；韓國人在北部很少韓國人 

B4 和日本移民相處的不錯，還有同鄉的孩子嫁給日本人

的。韓國就不清楚 

B5 有員工是日本出生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很好，對談、應

對、敬業，是世界上最優良的民族，這是我個人認為啦！ 

B6 日本人大多務農，多在郊區那邊；剛開始從巴拉圭坐小

飛機到聖保羅附近時，就是在日本村附近。韓國人沒什

麼接觸，知道聖保羅比較多韓國人，公寓那邊有碰到也

會點個頭這樣。他們大多是成衣業。 

09. 

居住地是

A1 在那邊住很多臺灣人，平常也會碰到 

A2 阿根廷（華人聚集地）那邊美濃人很多，和其他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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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其他

臺灣移

民？和臺

灣移民相

處、往來

頻繁嗎？ 

也有相處 

A3 那邊就臺灣街，有其他臺灣人呀，大家都一起的 

A4 臺灣人都住一起，生活會接觸到，以前臺灣人多 

A5 有，也有接觸，不過跟美濃人接觸比較多 

A6 臺灣人都集中在首都那邊，做生意都會碰到 

B1 很少，臺灣人大多在聖保羅那邊，海息飛美濃人比較多 

B2 臺灣人的話，聖保羅那邊比較多 

B3 臺灣人的話，聖保羅比較多，海息飛美濃人多。有碰到

其他臺灣移民（不管是不是客家人）大家都處的很好，

會一起烤肉、聚會。 

B4 那邊美濃人比較多 

B6 海息飛那邊美濃人比較多，其他臺灣人在聖保羅那邊比

較多。我因為女人結婚才搬到聖保羅那邊的，女兒嫁給

那邊的臺灣人，就也會有往來呀。 

10. 

居住地是

否有老僑

/中國大

陸移民？

和老僑/

中國大陸

移民往來

頻繁嗎？ 

A1 有呀，跟他們生意做股東。大陸人他們就會搶生意 

A2 老僑只是生意上的往來，也有人交朋友的，看個人。中

國人那時沒接觸到 

A3 我們那時候中國人還沒那麼多，碰比較多的是老僑，大

多是生意上的往來，沒有特別深交 

A4 本來大陸人少，超市也少，後來他們惡性競爭生意 

A5 大陸人會惡性競爭，會搶到生意，沒往來 

B1 沒什麼碰到，老僑應該是在聖保羅那邊比較多，我那時

候大陸人還不多 

B2 那時候大陸移民還不多，回來以後才多了起來，也是聖

保羅比較多 

B3 大陸人有多少，我們（臺灣人）是以百為單位計算，他

們（大陸人）是以千為單位算的，這樣有多少？相處上

和睦 

B4 老僑的話很少接觸，小孩有個嫁給中國移民 

B5 有，中國人現在很多，特別是福州人，現在可以說是中

國移民的天下 

B6 都有，和老僑的話，多是請教生意相關的，他們老僑好

幾代了，也是講中文。中國人的話，南美好地點多是他

們拿去的。 

11. A1 那邊很多我們美濃人，很早就有同鄉會，我是現在的會

長，你要問哪一屆的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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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居住

地是否也

有美濃移

民？有的

話是否有

美濃同鄉

組織？ 

A2 我們美濃人很多，而且我們美濃人很團結，六堆同鄉會

最團結了 

A3 有很多美濃人，大家很團結，有六堆同鄉會，常常聚一

起的 

A4 美濃人很照顧自己人，會聚會會結集 

A5 以前有很多美濃人，就會聚會、互相幫忙 

A6 有，大家感情好，會中秋、年節活動。我們還有六堆同

鄉會，那邊最大的同鄉會組織 

B1 那邊都我們美濃人呀，每週都輪流作東請吃飯，有活動

也參加 

B2 我們那邊就是美濃人，大家都互相幫忙 

B3 海息飛那邊都我們美濃人，不過現在剩一半左右了。有

同鄉會，我還有去贊助。 

B4 那邊美濃人很多，有同鄉會，有當過會長 

B5 那邊（註：指海息飛）很多美濃人，六、七家還是七、

八家我有點記不清楚了 

有同鄉會，那個 XXX 是現在的會長。 

B6 海息飛那邊都美濃人呀，在海息飛那邊我們美濃人勢力

最大。我們大家感情都很好，你看我們好到我回來臺灣

都可以行李拉一拉就來他家住。 

我們美濃人有同鄉組織，大家都很熱心的。 

12. 

有訂月光

山雜誌

嗎？ 

A1 有，像我就訂了十年，有很多鄉親都有訂。 

A2 有，親人也有 

A3 有，我們有訂，我先生姊姊那邊也有訂 

A4 很多人都有訂 

A5 有，很多人都訂 

A6 有，我還有捐錢 

B3 有，訂很多年，還有投稿和捐款 

13. 

家裡使用

的語言

是？會使

用到中文

嗎？會使

用到客家

話嗎？ 

A1 會，都會講，在那邊都是講客語，回來臺灣大多是講國

語，我姊姊的媳婦是阿根廷人，他生的小孩也會講客家

話，還講的很好。 

A2 中文和客家話，家裡只講這兩種。 

A3 別人家我是不知道，我家不准給我聽到西班牙語，一定

講中文和客家話 

A4 客家話比較多，也有用中文 

A5 出去前小孩都上學了，會中文也會客家話，家裡不常講

西班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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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都還會講客家話 

B3 中文和客家話，小孩也都會講，小孩也有在中華會館上

中文課 

B4 在家講客家話，美濃人大多講客家話，不過也有人客家

話開始不好了 

B5 我的小孩大的很大了，在美國，小的送回來臺灣唸書

了，所以會中文，客家話還可以。 

B6 平常講葡萄牙話，小孩會講中文和客語，但是不認得中

文字。 

14. 

有取得當

地國籍

嗎？ 

A1 我去之前我哥哥說可能會大赦，叫我先準備好，我去了

就去辦就拿到了 

A2 有，到現在還有 

A3 有，有透過關係取得當地國籍，現在還有阿根廷籍 

A4 有取得，目前還有居留權，定期要去辦 

A5 有，經過很長很長時間和手續，有拿到，現在還有阿根

廷護照 

A6 還有阿根廷籍，身體可以還會回去看看 

B1 有去辦市民証，不過也不知道那真的假的 

B2 有 

B3 有 

B4 有 

B5 有 

B6 有 

15. 

認同自己

是臺灣人

嗎？認同

自己是巴

西/阿根

廷人嗎？ 

A1 臺灣的認同比較多，臺灣很好 

A2 臺灣人 

A3 當然是臺灣人呀，比過去會比較喜歡臺灣 

A4 是臺灣人 

A5 臺灣，臺灣很好，也不會回阿根廷去住了 

A6 都認同 

B1 臺灣人 

B2 臺灣 

B3 中國人，就是中華民族 

B4 臺灣人，搬到巴西去就是巴西人，雙親過世的話就不會

再回臺灣了 

B5 認同美濃，認同客家和臺灣。 

B6 我是美濃客家人，也是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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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美濃月光山雜誌》巴西鄉親相關報導索引 

編

號 

題目 

副標 
卷期 作者 

版

次 
日期 

01 巴西鄉親真勤勞 努力耕耘發展多 溫

吉雄返鄉探親 帶回口訊振人心 

0015 本刊訊 3 19820819 

02 吳信吉旅巴西十年 創業有成返鄉省親 0028 本刊訊 2 19821229 

03 鄉親趣聞 巴西鱗爪 0141 宣天 3 19860219 

04 古富雄在巴西披荊斬棘 二十年奮鬥成

功衣錦歸 

0471 本刊訊 4 19950409 

05 古富雄有成就不忘祖先 巴西歸來拈香

祭拜祖堂 

0509 本刊訊 3 19960429 

06 巴西同鄉計劃籌建美濃會館 邱明秀温

吉雄劉展文三位會長將帶領完成 

0543 溫吉雄 1 19970409 

07 邱騰芳探親帶回簽名連署名單 旅巴西

同鄉會決議聲援反水庫 

0589 本刊訊 1 19980719 

08 巴西開放移民政策 歡迎美濃人來奮鬥 0598 古富雄 1 19981019 

09 旅巴西鄉音 訪劉展文、邱明秀、劉麒祥

的奮鬥歷程 

0598 轉載自

巴西僑

報 古

富雄 

5 19981019 

10 題名：旅巴西鄉音 溫吉雄是連鎖店大亨 

古富雄長袖善舞有成就 

0599 轉載自

巴西僑

報 古

富雄 

5 19981029 

11 我移民巴西的奮鬥歷程 0608 九芎林

人溫吉

雄 

3 19990129 

12 旅巴西鄉親移民系列報導 介紹狂人節 0609 

 

九芎林

人溫吉

雄 

3 19990209 

13 旅巴西鄉親移民系列報導 里約熱內盧 0610 九芎林

人溫吉

雄 

4 19990219 

14 旅巴西鄉親移民系列報導 介紹亞馬遜

河 

0626 九芎林

人溫吉

4 1999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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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15 旅巴西吳信吉鄉親返鄉繳報費訴鄉情 

旅鳳同鄉計劃組團拜訪南美洲鄉親 

0629 本刊訊 2 19990829 

16 旅巴西鄉情 0630 宋永松 5 19990909 

17 三十年來美濃移民大喜事 溫吉雄劉麒

祥結親家 旅巴西鄉親歡欣鼓舞 

0664 林道春 5 20000819 

18 巴西來函 0688  4 20010419 

19 古富雄溫吉雄劉麒祥奮鬥有成 駐巴西

大使盛讚美濃人之成就 

0688 本刊訊 4 200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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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美濃月光山雜誌》阿根廷鄉親相關報導索引 

編

號 

題目 

副標 
卷期 作者 

版

次 
日期 

01 美濃兒女揚名異國 朱慧明具音樂天才  

在阿根廷獨占鰲頭考取公費留英 下月將

往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深造 

0006 本刊訊 1 19820519 

02 背井離鄉去阿根廷 十年辛酸落葉飄零  

一朝有成思念鄉情 是親是友誰不想您 

0205 林秀蘭 4 19871129 

03 題名：旅阿根廷鄉親奮鬪團結 譚盛根校長

返鄉訴鄉音 

0216 本刊訊 4 19880319 

04 旅居阿根廷不忘家鄉事 黃錦珍參加反水

庫運動 

0421 本刊訊 2 19931119 

05 美濃人在阿根廷的奮鬥 0477 松柏工

作室宋

永松 

3 19950609 

06 阿根廷鄉情特別報導 0506 黃錦章 4 19960329 

07 旅阿根廷同鄉春節聯誼會 0506 宋永松 6 19960329 

08 月光山雜誌在阿根廷的魅力  

兼談黃建楨先生在阿國遇難鄉親的凝聚力 

0552 宋佳珍 8 19970709 

09 阿根廷地大物博是移民者的希望  

李新寶歡迎有志鄉親一起來開拓 

0578 本刊訊 3 19980329 

10 全球美濃同鄉會交流 美東美西暨阿根廷

準備就緒期待相逢 

0587  1 19980629 

11 反水庫運動震撼海外同鄉會 旅阿根廷鄉

親捐款響應支持 

0604 本刊訊 3 19981219 

12 旅阿根廷鄉情 0631 宋永松 7 19990919 

13 旅阿根廷鄉親熱情團結 朱邦雄造訪轟動

受邀演講故鄉事 

0665 鍾昆宏 5 20000819 

14 旅阿根廷鄉親的真心話 朱麒順肯定本刊

的奉獻 

0667 本刊訊 3 20000919 

15 旅居阿根廷轉戰美國奮鬥有成巫均貴陳月

瑛伉儷返鄉敘舊情 

美濃人在美國的故事 昔日同袍鄉親朱瑩

琦倒履相迎話友情 

0783 楠仔仙

人朱瑩

琦 

6 20031209 

16 旅居阿根廷黃玉英返鄉做功德 捐款認養

路燈造福地方 

0790 本刊訊 1 200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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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旅居阿根廷鄉親愛鄉不落人後 李新寶萬

里迢迢 認養路燈並捐助急難基金 

0829 美濃訊 1 20050319 

18 永恆的思念 遠方的孫女寫給九八鶴齡仙

逝的祖母 

0856 旅阿根

廷劉春

梅 

4 20051219 

19 天涯行腳：阿根廷首府拜訪初中同窗記 永

生難忘他鄉遇故知 

0860 新威庄

人邱炳

雲 

6 20060129 

20 旅居阿根廷鄉親李新寶萬里迢迢認養善心

燈  

前國代陳子欽人在大陸心在美濃  

續捐三十萬期盼家鄉和諧鎮政發展順利 

0867 羅進榮 2 20060409 

21 永遠的美濃人愛心千萬里 阿根廷黃虎雄

鄉親捐美金 充實獨居老人之午餐膳款 

0871 美濃訊 6 20060519 

22 千里之外認養路燈 阿根廷鄉親真可愛  

黃玉英為善好快樂 

0887 本刊訊 1 20061029 

23 「月光山」是旅外鄉親與鎮公所最好的溝通

橋樑  

旅阿根廷李新寶鄉親急公好義 連三年認

捐二萬愛鄉令人敬佩 

0904 美濃訊 3 20070419 

24 旅居阿根廷事業有成  李新寶認養善心路

造福路人十年如一日 

1010 美濃訊 4 20100329 

25 功德無量 1044 本報訊 1 20110309 

26 推動認養善心燈進入第八年 

旅外鄉關懷故鄉熱忱不減！  點亮光明造

福地方美濃人最棒！ 

1044 本刊報

導 

1 2011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