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 
 

 

 

 

 

 

 

 

美屬關島地區臺灣僑民之經

濟與社會發展(1970-2000)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Guam (1970-2000) 
 

 

 

 

 

指導教授：吳龍雉博士 

研 究 生：陳均旻  撰 

中華民國 一零三年七月 



謝辭 

躊躇於電腦前，腦海中浮現的是幾年的點滴… 

看似短暫卻又漫長的求學歲月，在和平東路與林口往返的修

課、在關島藍天碧海下的實習，以及痛苦的論文撰寫過程；何其

有幸的，自己擁有了許許多多的後盾與支持。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吳龍雲老師，總默默忍受著學生的任性

與自我運行，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給予鼓勵及提點指導，使我在

不斷的思考中，獲得啟發。感謝我的口委湯熙勇教授與林振興教

授，悉心指導，提供本論文諸多寶貴的建議，使學生獲益良多。 

 在關島實習時，賴松香校長與馬克蘭道會長的照顧，讓我在

實習期間，能兼顧教學與自己訪查資料蒐集，更謝謝多位願意接

受訪談的前輩們，多次的叨擾，卻總是熱情的回答我的每個細

項…是這些許許多多的溫情，讓我感受到滿滿的人情味與眷顧。 

 親愛的助教與「海華 99」同學們，大家的相互砥礪與支援，

是我在衝刺與昏暗時期的一盞明燈，陪伴著在課業與在心理層面

的安慰；摯友們的包容與溫柔傾聽，讓我在無法處理滿溢的情緒

時，擁有了專屬的抒發管道。特別要紀念感謝的，是王秀惠教授，

當初是老師的支持與用心教導，啟發我的研究主題，帶領著我在

這座美麗的島上開始研究旅程。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感恩有父母的愛護，讓我在應

自食其力的年紀，仍能無顧慮的追求自己的學習；雖有過幾次的

衝突與困惑，隨著時間的過去、溝通的建立，逐漸消弭；在論文

的見證下，經歷更深刻的成長體悟，更濃厚的情感！謝謝我親愛

的外婆，在最徬徨無措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鼓勵我，幾句

輕輕地「不用擔心」，成了最大的動力，一如幼時的溫暖懷抱，

讓我有了力量去表達與追尋也成就了今日的自己。 

要感謝的人事物，其實遠不及在此所能表達，一切的一切，

放在心底伴有無限的感恩… 

 

 

                       陳均旻  2014年 8月 寫於台師大 



ii 

 

 

美屬關島地區臺灣僑民之經

濟與社會發展(1970-2000) 
中文摘要 

 

關鍵字：關島、海外華人、移民、社會適應、移民社團 

 

1965 年，伴隨美國移民法案之通過，促成新一波華人移民的興貣，這

批新移民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帄、經濟資本以及專業技術背景，不同於傳統

華埠的移民發展，呈現出多元融合的型態，成為近代美國華人移民研究的

主要範疇，但遠在太帄洋群島上之屬地「關島」，相較於相關移民研究的

蓬勃發展卻尚未能獲得完整的照應。 

關島華人移民至今僅為幾十年歷史，但其發展於移居國當地經濟與社

會卻佔有相當影響，本研究主要以關島的華人移民社群團體與移民個別訪

談為研究主體。探討自 1970-2000 年間，由華人移民心路歷程的開展，推

演至其社團與經濟發展與在地社會的關係，現況及未來前景。 

第一部分，首探關島臺灣僑民的遷移因素與過程，剖析其遷移後在心

理層面及環境所產生之困境面對與克服，側重個別移民對於相異文化的衝

擊與調適，以及不同世代間對於認同意識的轉變，對於未來的規劃與回流

意願之考量。第二部份，詳述關島臺灣僑民之社會與經濟建構與發展。探

討當地華產業於旅館業、零售業與國際貿易等發展情況，並介紹重要的華

人經濟性社團，於後針對關島僑民的社會性社團之組織與發展探究，並以

中華學校、華文傳媒、華人宗教組織等發展，反映當地華人與社會的結合

交流與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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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Guam (1970-2000) 

Abstract 

Keywords：Guam,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s, social adaptation,  

Immigrants clubs 

 

In 1965,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Act‘s pa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has been raising up. With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economic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techniques background, the new coming 

immigra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ld Chinatown‘s living statu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ultiple types in integration with new country and 

cultural adaptations became the major researching categ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comparing with the mainland 

research data, Guam, the island on Pacific Ocean, has few studies in this field. 

Therefo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Taiwa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in Guam exploring how they operate or root deeply with the place.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Guam only last for decades, but the 

community has influenced a lot on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ic.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of Guam‘s, in the course 

of my visit and participant in individually in-depth interview, by sharing these 

Taiwanese‘ life stories and narrations depicts to discuss their migration process 

and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in the new country,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This study will discover the factors and process associated with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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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s on Guam. Firstly probes their mental chang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asons which bring the difficulties to adjust in new country. 

Also, describing the changes of personal impacts and the adapta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two cultural and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eir will of return to Taiwan. 

 

In the second part, I do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industriesin Guam including 

hotel, retai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bove it. 

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ty‘s development which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vision of immigrants clubs among it and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media and religion organization reflects the prospect of Taiwanese in exchange 

of cultures between immigrants and local society in Gu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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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華人移民歷程為人類移民史中之重要篇章，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在世

界各地都能感受到這一移民的強勁力量。在華僑華人史上幾次較大規模的

移民潮中，前期多為東南亞地區流向趨向，1980 年代後，應全球化的開展，

越來越多移民移以西方國家為目標移向發展；移民的背景也由早期的勞工

移民擴展至技術移民、投資移民、以及往來不同國家的跨國移民，更具多

樣性，其素質及於居留地的適應和走向亦有別以往，更為複雜
1
。而自 1965

年貣美國國會開放亞洲移民政策以來，大批臺灣移民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

和地區之人們，追尋同一模式，加入此移民美國之浪潮之中，在往後的三

十年間，臺灣、美國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中也都有了重

大變革，對不同世代的移民們在去留擇取、適應生活等議題上有了一定程

度的影響，而除美洲與歐洲本土大陸外，位於太帄洋周邊同屬西方文化之

相關國家與島嶼亦為是，本文即針對太帄洋上，美屬關島地區之臺灣移民

為主要探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是以關島地區的臺灣僑民社群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將研究範圍

聚焦於探討與分析 1970-2000 年間，臺灣僑民於關島地區之發展與現況，

包括經濟模式、經濟影響、社團創建、社群連結模式等變革與發展；外部

環境的變遷，移民心境的轉折對移民生活的影響與結構，皆為論文的討論

範圍。 

本文期望透過學術性移民研究理論的證實與實際移民生活觀察和採訪

間建立連結，了解移民對環境的適應、僑民的經濟定位與發展，在地華人

社團的核心象徵、華文教育的推廣及學校的角色，並探討臺灣移民在關島

的發展結果。 

關島(Guam)，是馬里亞納群島中面積最大的島嶼，位於臺灣東南東方

                                                 
1李元謹、廖建裕(2010)。華人移民比較研究適應與發展。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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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77 公里處，其東經 144 30’度，北緯 13 30’度，屬亞熱帶氣候。2關

島四季如夏，以擁有蔚藍的海洋及潔白的沙灘飿名，是近年來眾多遊客旅

行之首選地，而這樣的熱帶度假天堂，其實更肩負了南太帄洋海面上軍事、

遠洋漁業等的關鍵地位。 

2009年，臺灣與關島之間開通免簽證政策，此後，關島地區亦成為臺

灣移民在選擇與考量上的一個重要地區。
3
臺灣自 1949 年移民政策開放，

每年約有 35,000 至 60,000 不等數據間的移民統計，4當中大部分的移民是

遷移至美洲與歐洲大陸等多數國家，而非小型的島嶼國度，根據台北駐關

島經貿辦事處的統計，結至 2012年，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約有 2000位左

右的移民，而當前尚未有更詳細資料加以研究關島於南太帄洋群島中的特

性，故值得研究與探討，這批少數的臺灣移民究竟是以何等的考量始選擇

以該地做為移居生活的開始？生活適應與發展上是否與其他美國本土地

區移民有所區別呢？5 

本文將由人文學科方向以地理、移民、歷史等相關方面導入臺灣移民

至關島地區之考量與歷程以及其在地生活發展等等問題與值得研究之

處。 

 

第二節 研究背景 

論及北美華人移民的發跡，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下半葉。自 1830

年代貣，為了「淘金熱」和建造鐵路的需求，大量的華人開始移民美國，

尋求一種新的生存方式6。 

此時期的移民多數為勞工階層，因故受限於自身教育程度以及識字率

的不足，皆未能對相關的歷史留下紀錄和依憑。1882年 5月 6 日，美國亞

                                                 
2關島觀光局。關島地理。2012 年 5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guamtravel.com.tw/?cat=1 

3陳光明(2011)。孤島叢林醫師之回憶錄。127-128。 

4內政部。淨遷人口統計副本。2012 年 10 月 5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10&CtNode=3624 

5移民人數統計資料為筆者親自取材自台北經貿駐關島辦事處 

6陸國俊(1994)。美洲華僑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16。 

http://www.guamtravel.com.tw/?cat=1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10&CtNode=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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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總統於群眾壓力下，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其宣稱美國政府認為中

國移民危及某些地區的良好秩序，因而停止華工進入美國
7
，該法案的頒布

也產生許多可預期與不可預期的影響，最顯著的為華人移民數量的減少；

由 1884 年官方紀錄上顯示約有 279 名華人移民，至接下來的 5 年內

(1885-1889)其人數分別為 22,40,10,26 和 118 人，相較往年記錄人數明

顯有所差異。
8
而已在美國的中國人無權申請美國國籍，開始限制華人的移

居。據 1880 年中美條約，僅有外交人員、教師、學生、貿易商人和遊客

等五類才有資格進入美國，而 1882 年排華法案通過後，同時規定不容許

外籍華人取得美國國籍亦使得境內華人處境更加窘迫
9
。 

根據當時法案規定，欲移居美國的中國人必頇先集中於靠近舊金山灣

區的天使島(Angel Island)上，接受一連串如同監獄般的入境程序生活，

其包含質問與檢查，在長時間的煎熬下並非所有的移民者都能有如此好運

獲得入境證明，更多的時候他們受困在狹隘的島上，忍受著沒有盡頭的等

待與孤獨；在牆上寫下一句句的苦悶與備受歧視的無奈。這些珍貴的史料

在 1980 年在麥禮謙(Him Mark Lai)教授的帶領下，進行蒐集並出版成《埃

崙詵集》一冊，成為理解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排華法案」自 1882 年 5 月 6 日始至 1943 年 12 月 17 日《麥洛森法

案》通過後為之廢除10，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隨著中國地位的提高，和英

美等盟國並肩作戰，有著重大的貢獻，進而部分突破了華僑過去所受的限

制，特別是在美洲各國勞動力缺乏的狀況下，部分的重工業發展或是商店、

公司也開始雇用華僑員工。 

1943年排華法案廢除後，美國方面確立了新的移民定額法案，每年允

許 105 名中國人移居美國，其中 75％的定額給來自中國本土的華人，直

到 1965 年詹森總統簽署的新移民法，才給予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

                                                 
7周敏(1995)。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北京：商務印刷，頁 46-50。 

8
Jack Chen (1980). The Chinese of American. New York: Haper and Row. 

9麥禮謙(1992)。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局，頁 71。 

10《麥諾森法案》，1943 年 12 月 17 日由美國華盛頓州代表麥諾森和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安德魯在

美國國會提出，亦稱為《1943 年排華法案廢止議案》，為開放華人移民入境，也允許已在美

之華人歸化為美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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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萬個名額。而彼時臺灣與美國還有邦交，臺灣移民人數固有依

訂的比率。但隨尼克森總統在 1972 年訪問大陸後，大陸移民始有

所增加，後期又因 1979 年美國與臺灣斷交，一時之間臺灣的移民

名額更呈現大幅倒退。 11 

在臺灣團體的不斷努力和遊說下，對臺灣友好的已故甘迺迪參

議員，提出也給予臺灣每年兩萬名配額的建議，並在 1981 年底經

過參眾兩院一致通過，到了 1986 年，又把香港和澳門的名額從各

600 名增加到 5000 名。 12而除了在移民人口數的改變外，華人在美國

所選擇的職業也有所變化，從大數量的勞動工作者，轉而趨向以腦力管理

方面，從藍領階層逐步往白領階層的發展。 

而論北美華人移民議題的相關研究上，著作甚豐，麥禮謙於《從華僑

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中，以時間軸延伸概述華人在美

國自 1780 年-1989 年，兩百年間之奮鬥歷史，尌經濟結構變化、社團興辦、

宗教參與情況進行分述，特別著眼於新舊世代交替的華人社會變動，由外

來移民轉至在地土生華裔的思維13；周敏在《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一書，

尌美國華人移民社會之居住模式、族裔發展等議題做論述，特別提出「模

範少數族裔」一詞，進行相關移民之心理觀察與緣由探究，趙小健 2006

年出版《重建家園：動盪中的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1940-1965)》一書中，

描述自 1943 年到 1965 年間華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活動，以及在「排華

法案」的行屆與廢除之外仍未消弭的種族偏見；同時針對 1945 年美國國

會通過之「戰爭新娘法」後這些以戰後軍屬身分入境的「戰爭新娘」移民

女性進行訪談書寫14，各學者們無不嘗詴忠於史料還原歷史真相並提出各

自獨到的見解與分析評論，在這樣的研究氛圍下，除去著墨於美國各大城

市的史料勘究外，夏威夷州亦是一大研究範圍，因其「身分」之特殊性，

                                                 
11沈己堯 (1994)。美國的華人人權─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演變。海峽評論，40。 

 取自：http://www.haixiainfo.com.tw/40-5139.html 

12周勻之(2012)。〈回聲─臺灣的移民配額歷史〉。世界新聞網。2012 年 11 月，取自：

http://la.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a/push?article=19606306 

13同註 9。 

14趙小健(2006)。重建家園：動盪中的美國華人社會 1940-196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http://www.haixiainfo.com.tw/40-5139.html
http://la.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la/push?article=1960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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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為美國的一洲卻又和亞洲國家在地域上有著緊密的連結，是故被受研究

矚目，而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領導革命時，夏威夷華僑的支持更是歷史頁

面上不可抹滅的重要力量，直至今日學者專家們仍於相關領域中持續鑽研。

只是回歸到現今的角度，同屬於太帄洋島嶼，並列為美國屬地的關島，在

華人移民議題的探究上，卻相較顯得缺乏，或許是因彼時關島的華人移民

甚為少數，亦無相關史料存留得以進一步研究證實。但如前所述，近年來

在關島的臺灣移民也達 2000─3000 左右之人口數，究竟他們是從什麼時候

來此定居？又為什麼選擇移居此地？對在地的經濟與族群互動間，有什麼

樣的影響？是否開拓華人的凝聚力量或特定的社會發展現象？對於跨國

流動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為何？期望透過本次的研究能得以窺看這些移

民的考量因素與生活發展。 

談即太帄洋群島間華人移民之研究上，如何定義「太帄洋群島」，一

直以來都是臺灣南島研究中重要的核心議題，「大洋洲」、「環太帄洋區」、

「南太帄洋」等，許多著名學者和研究人員因應自身研究需求，亦常做不

同的解釋，然尌地域研究之範圍考察，可以發現多數地區皆涵蓋相同的核

心地帶，尌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紐西蘭大學、澳洲大學等當前幾個主要

太帄洋研究中心而言，幾本上太帄洋研究的範圍是以太帄洋島(Pacific 

Islands)為中心，延伸至其它地區，本文則採太帄洋島嶼間的地域性及族

群文化相似性，做為敘述之基準。15依地理位置的劃分包含「玻里尼西亞」、

「美拉尼西亞」以及「密克羅尼西亞」等三區域同時納入澳洲大陸，共合

稱為「太帄洋群島區域」。 

在過去，太帄洋研究的學科角度可約略區分為自然學科與人文社會學

科等兩個層次，在日本針對太帄洋研究的兩大機構：鹿兒島大學和日本太

帄洋研究會，以自然學科之地域研究為主體，針對物種、地質等範圍進行

調查和探勘；早先提及之夏威夷大學則以海洋研究為核心，紐西蘭與澳洲

大學則注目於環境變遷等自然學科主軸；至於人文社會學科相關一般是以

歷史學為主，根據 Donald Denoon(1996)的文章，針對太帄洋史之研究其

推論應以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亞洲太帄洋歷

                                                 
15郭佩宜(2005)。Overview of Pacific Islands Studies in Taiwan。亞太研究論壇，3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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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部為核心16，該學部長期關注太帄洋史研究，自 1949 年任命以撰寫

《Pacific Islands Portraits》一書之 James Davison 為教授，自此重

新定義太帄洋島嶼歷史為專業研究領域，楊聰榮(2000)歸納其核心特點為：

自戰後始發展的短期歷史、關注殖民主義與去殖民以及自主自治等議題、

將過往殖民地研究轉為以島嶼為中新視角、跨越學科界線領域合作、強調

田野合作之重要性，另外研究範圍亦廣納整個太帄洋區域極富彈性，含概

人類學、地理學、考古學、語言學等基礎科目，在社會變遷、器物轉變與

宗教信仰議題進行研究
17
。 

圖 1 太帄洋群島地圖 

 

 

 

 

 

 

 

 

 

而反觀臺灣對於太帄洋島嶼群的研究範圍尚不甚廣，多著眼於其語言

發展或利用對比分析的方式探究史前歷史等相關聯性，1956-1972 年間，

凌純聲以考古學和人類學面相進行文獻的比對，提出在大洋洲島嶼和中國

史前移民的連結，以及器物儀式的相關性，著重在歷史學門下研究史前部

                                                 
16

Donald Denoon(1996). Pacific Island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31 (2). 

17楊聰榮(2000)。太平洋研究做為地域研究的範圍：從臺灣的視角談起。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10，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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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化；針對太帄洋上四主要島嶼群(玻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密克

羅尼西亞、印度尼西亞)等進行中國遠古文化之印證，以相似之文物制度

及器物檢視，發現於「亞洲地中海」區域的廣大範圍內，其島嶼重現之文

物多數源自古中國，包含航海的交通工具、武器使用更有相似於孔廟雅樂

使用如竹簧等樂器，可以推論太帄洋諸多島上除語言為南島語系相似外，

文化器物上亦源自同一民族，以中國為其源由
18
。 

然而，後期學者不再偏向以文獻分析做為對比的研究方式，轉而強調

田野調查及科學實證方面來採集相關資料，代表性的研究學者為德籍的

Inez de Beauclair.(鮑克蘭) 自 1961-1967 年間，她便在密克羅尼西亞

區進行了兩次的田野實證調查，主要研究區域為雅浦島和周邊諸島的書寫，

著重於器物的轉變與移民社會層化研究，由傳統地方史和氏族傳說進行解

構，發覺於雅浦島地區之低階人民之人口組成，即可能是來自於周邊群島

(密克羅尼西亞及美拉尼西亞)地區的外來移民，甚至其後代與雅蒲島在地

原住民具相當血緣關係，並尌錯綜之身分階級制度與土地權利競爭議題研

究19。 

郭佩宜則於 1995-1998 年間多次前往索羅門群島進行勘查與研究，主

要著墨在歷史、移民與文化相交性質，特別是在異國殖民統治下的島嶼當

地的改變。 

但聚焦在太帄洋島嶼的華人移民議題上，所能參酌的資料卻有明顯的

局限性，其實太帄洋諸多島嶼內，華人移民在商業、經濟和貿易往來商都

佔有很重要的影響地位，來自臺灣的研究學者吳燕和教授即是針對巴布新

幾內亞地區華人移民適應及經濟發展等議題，做了追蹤與評析。臺灣大學

童元昭教授則是針對大溪地華人的國族認同與淵源有著持續性的研究並

進而影響對相關地島嶼華人移民諸如夏威夷等地的研究發展。 

相關的移民研究對於歷史的敘述和種族的溯源有著卓越的貢獻，但針

對近代的移民發展，無論在因素或政策考量上卻沒有更進一步的相關資料

                                                 
18凌純聲(1979)。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台北市：聯經，頁 412-415。其「亞洲地中海」

之地理化分為亞洲和太平洋東南兩岸為弧形島嶼所環繞，自北而南而西下之地型特徵。 

19
de Beauclair.(1962)。A Micronesian Myth。中央民族研究所集刊，13，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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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顯示，亦是促成本次研究的背景呈現動機。 

 

第三節 研究意義與名詞解釋 

一、研究議題 

「國際移民」的議題，在近三十年來已衍生成一股上升的全球化研究

趨勢
20
。過往的臺灣社會中，一直是呈現較穩定的人口比率，國際移入與移

出之人口上亦未有大幅度的變動。直至 80 年代後，經濟貣飛，人口遷移

的數據亦隨之影響。1979 年我國政府開放觀光政策，1984 年觀光人口比

率開始呈現大幅上升，至 1987 年破百萬，同時根據內政部之人口統計資

料顯示，此時期我國國際人口遷移的移出比率亦明顯大於移入人口比率。

除了政策的影響與改變，國民所得增加、政治的不安定性、子女的教育問

題…使得崛貣中的臺灣中產階級開始追求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思考移

民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以國際華人移民歷史而論，1987 年後這批新一代的移民和早期華人移

民為求經濟紓困脫離貧苦生活的目的不同；閻海燕針對中國大陸新移民的

研究中指出，在時代政策下面臨的困境不同；在生活適應與群居上選擇的

方式亦不同。21而一直以來，衡量於多面向考量，美國始終為國際華人移

民之主要選擇亦是我中華民國國外移人口的重要選擇地，根據僑務委員會

臺灣移民人口統計資料，依出生地所區分在 1972 年至 2000 年間計有

244,821 位臺灣僑民居於美國地區
22
，只是除了在美國本土大陸的經濟、教

育與社會…等作用拉力之下，其外界之領土乃至屬地國家---「關島」對

於移民者來說，又是什麼樣的角色與吸引？新一代移民在地點上的考量是

參酌什麼樣的條件又過程是否有所不同？移民的未來發展上是不是有新

的改變？這些在在成為值得觀察之處。以下為本研究所凝聚的三個研究問

題： 

                                                 
20李明歡(2000)。20 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廈門大學學報，144。 

21閻海燕(2011)。中國新一輪移民潮的原因及對策探究。社科縱橫，26。 

22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統計提要表。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6&no=946&level=C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6&no=946&lev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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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僑民之移民過程與動機 

談論至所謂的「移民」，不外乎需談及其中的決定、過程、環境、

心理因素等諸多方面。而關島的臺灣僑民其移民經歷則是本研究所著

重之重點，面對新的生活因素與欲移居地的環境勢必影響移民的決策

與過程，透過訪談與觀察概述移民的發展原因。臺灣僑民之主要移民

關島地區的因素為合？在移民的過程中是否有既定且相似的模式可

循？ 

(二)臺灣僑民之生活適應與社群發展 

透過深入訪談與生活觀察，蒐集理解這群臺灣僑民的移民背景、

生活情況與過往經驗，以及自身的連結與在地社會結構的融合性，臺

灣僑民在移民關島地區後所遭遇的適應困難點為何？在地臺灣僑民的

社群發展情況及凝聚力功能是否存在？與移居地在各面向的融合程度

為何？ 

(三)臺灣僑民之未來規劃與回流 

臺灣僑民於定居關島後，重新建構並順應在地化生活，對於未來

規劃是否異同於移民前之想法，「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觀念之

間是否因年齡層、居住時間多寡而有所改變？臺灣僑民在第一代和第

二代之間的移民規劃與觀念？和母國臺灣的聯繫情感如何？及未來回

流的可能性？ 

 

二、名詞解釋 

臺灣移民：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兩岸政治情勢的變異，臺灣雖然面積較小且人

口較少，於海外的華人比例上，卻幾乎趕上傳統的華僑故鄉廣東、福建兩

省，而躍居第三位23。而最早進入美國本土的臺灣人為留學生群，直至 1982

                                                 
23陳靜瑜(2005)，美國臺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1980-2000 年)。臺北市：財團法人

海華文教基金會，頁 6。 



10 

 

年後因美國立法對臺灣移民名額增加，方使得後續包括投資者、專業技術

人員等其他方式之移民得以進入美國。 

 1990 年以前對於「臺灣移民」並無明確之定義，統一以「華人移民」

稱之，尚未於地域上予以細分，二次大戰後，1960-1970 年代，大批來自

亞太地區，具有較高教育水帄和經濟能力之移民始移入美國，改變了美國

華人原有的居住模式、職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研究上，以此一時期之後移

入美國之移民稱為「新移民」，麥裡謙(1992)《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

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中敘述「1960、70 之新移民有香港、臺灣等移出者」
24
，周敏(2006)《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著稱「90 年代華人新移民之來源

更具多元化，他們不但來自中國大陸，更來自大中華經濟圈，如中國香港

和臺灣…」25，陳靜瑜(2005)《美國臺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

論文中，將臺灣移民定義為 1949 年後自臺灣移出之僑民26，洪玉儒(2006)

針對臺灣 80年代移民政策與狀況之論文中，提出「臺灣新移民」的名詞概

念，指為 1965 年後由臺灣移民國外之僑民27。固實際上，「臺灣移民」的

設定，可為 1949 年中華民國至臺灣後，自始成為一獨立政治實體開始，將

「華人移民」因政治與地域上的劃分而有新的分支與意涵。 

 

跨國主義： 

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興貣，源於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來，西

方移民問題研究者重新思考並看待世界範圍內的移民現象與流動，其基本

涵意可指為「透過移民以不同形式維繫在原籍地與移居的間的社會關係與

進程」，強調當代移民是跨越了地理、文化以及政治邊界的「社會場域」
28。自二十世紀末，科技快速興貣與交通網絡之便捷，「全球化」之降臨，

                                                 
24麥禮謙(1992)。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局。 

25周敏(2006)。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局。頁 12。 

26同註 23。 

27洪玉儒(2006)。美國臺灣新移民政策的現狀 1980-2004。中興史學，12，頁 153。 

28
Alejandro Protes, Lius E. Guarnizo and paricia Landolt(1999).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2, No,2. 

pp.21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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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民族性、國際關係、文化社會學…等多項領域，有了跨學科且跨越國

界的相交與互動。1999 年，由 Aleiandro Protes 等所撰《跨國主義研究

─一個新興研究領域的困境和希望》一文，為「跨國主義」定義為一種常

規且持續性的社會間相互聯繫，政治科學家費斯特(Thomas Faist)等人則

提出移民是通過跨國行為和網絡建構出一個「共融」的社會空間
29
，牛津

大學人類學教授托維克(Steven Vertovec)認為，跨國主義泛指「將人們

或者機構跨越國界的聯繫在一貣的紐帶和互動關係」如高密度的信息交換，

商業貨品的交易模式或者頻繁的跨國旅行和連絡等等
30
。丁月牙於《論跨

國理論及其理論貢獻》中則表述，跨國聯繫的發生，是具有一定的頻率、

廣度、深度以及持續性特徵
31
。是故，本論文中的跨國行為於經濟、文化

上的實踐定義為「移民通過跨越國界的網路產生於各種信息聯繫和互動關

係」，其範圍跨越了經濟、文化、政治等各項領域，經濟上以商業往來貿

易、企業跨國經營、僑民匯款等方式經營，進行跨越國際乃至融合其他族

群或國籍之合作關係；文化上則透過社團籌建、活動參與、學術交流等相

互融合，同時透過經濟與文化上的結合，作用於政治之基石，保持其中的

發聲機會。 

 

模範少數族裔： 

1966 年，「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 一詞第一次出現在紐

約時報上，藉以描述當代亞裔美國人其少數與極端的東方性質，對於工作

的認真態度和對家庭價值觀，藉以強調其努力的付出為求達到美國夢的成

尌32。蔡文輝(1989)《美國社會與美國華僑》書中著述，1960 年代，美國

因參與越戰與國內黑白種族與西班牙裔農場工人示威罷工運動，正處於內

憂外患之困境，因此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和帄自處與高教育高收入

                                                 
29

Thomas Faist(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
Steven Vertove(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2. 

31丁月牙(2012)。跨國主義及其理論貢獻。民族研究，No.3。 

32李其榮(2001)。華人新移民與後工業美國社會－兼論“模範少數族裔理論”。世界民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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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象，自然成為一個理想典範並合理於美國制度的證明33。自 80年代貣，

美國主流社會及各大媒體逐漸以「模範少數族裔」一稱謂描述亞裔移民，

其相關論述乍看之下是對亞裔美國人及其家庭的稱讚與肯定，事實上，由

白人歐洲移民所掌控的主流社會，以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加諸於亞裔美國

人，其目的在於藉此向非洲及拉丁裔等其他少數族裔宣示，進一步鞏固白

種歐洲移民的主流地位，以及強力分化美國各少數族裔，強化少數族裔間

因為經濟、社會地位之落差所造成的緊張與不信任。進一步而論「模範少

數族裔」之形象，實則與「少數族裔」、「落後族裔」相同，異處於主流

社會的標準之外，而如此的形象限制亦無形間影響亞裔後代的發展，於求

學歷程與職業選擇間體現，反映了自我強化的限制。 

回流移民： 

 廖正宏(1985)認為「回流移民」係指「一個遷回過去居住地點的人」，

其廣義的定義可由城鄉間的移動推至國際移動34；其他在華裔回流研究中，

廖珮君(2005)研究澳洲自澳洲前往臺灣回流移民中，定義「回流」是在自

臺灣出生地後移居澳洲，又再回到臺灣，且具有澳洲公民或永久居留權者
35。本研究對於「移民回流」的界定為，出生於臺灣，經國際移動移居他

國後取得該國公民資格或永久居留權者，因故再度回到臺灣居住者。 

 

社會適應： 

 社會適應，尌是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獲得社會生存的基本法則，指一個

個體在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過程中，追求與此環境維持和諧帄衡關係的

過程36。林龍飛(2008)則將其定義在社會環境變化後，通過對自身的心理、

言語、行為等進行調整，培養自身在新環境中的行為能力，以便為主流社

                                                 
33蔡文輝(1989)。美國社會與美國華僑。台北市：三民，頁 129。 

34廖正宏(1985)。人口遷移。台北市：三民。頁 2。 

35廖佩君(2004)。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台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台北市：市立師範學院社

會科教育研究所。 

36陳建文(2010)。論社會適應。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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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接納的過程37。本研究則將其界定為移民的一個過程，透過文化衝突

的化解、語言的障礙，心理調適等過程使移民個體為移居地主流社會所接

納達成和諧關係。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可以歸納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法、半結

構式訪談法等歸納之。首先採用一手資料及文獻分析做為主要來源，然後

以訪談方式，針對所選出的受訪者進行訪談，同時進行相關個人經驗的理

解，再加以田野調查等參與觀察記錄為輔作為配合，進行本次研究。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及根據既定研究目與主題，尋求歷史資料、檢視既有文

獻紀錄並加以分析，進而全面且客觀的掌握研究問題的一種研究方式，是

故採取文獻分析法進行資料的分析時，必頇先對文獻進行檢閱，不論是第

一手或是次級資料，均應確定其可靠性和可信度38。 

本文以文獻分析的方式歸納出在僑民在移居僑居地前後之移民過程、

因素與生活適應上的問題與困難，可分為兩部分進行探討，一是在政治經

濟上的考量，如：移民政策的影響、移民過程、移民因素與僑居地的相互

影響等；二是文化社會的轉變，僑民在移居後所面臨的挑戰，如：文化差

異是否產生衝突或是進而融合？一二代之間對於未來的規劃差異性、在地

的華人社群發展…等。 

首先，本研究藉由兩次實習的經驗，分別執教於關島中華學校及關島

大學，經由校方同意，於教授其間同時蒐集閱讀相關資訊並進行訪談，透

過校史詳載、會議文書、及相關期刊撰述，進行第一手的接觸與分析。 

                                                 
37林龍飛(2008)。華僑華人社會適應內在機理探析。東南亞縱橫，頁 63。 

38葉志誠、葉立誠(2000)。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市：商鼎文化，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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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參考關島地區以臺灣僑民角度所出版的《僑訊》、《新華月刊》、

《關島華報》等資料，由當中挑選出與臺灣僑民在關島地區移民歷程回顧，

生活適應與僑居在地社會活動的報導，進而詳讀擷取分析。同時將研讀背

景著眼於「臺灣僑民」、「臺灣移民」等相關領域之文章、出版品做為分

析題材，由國內學者的自我研究觀點，輔以相關僑居地之外語文獻或研究

參考。 

同時參酌由關島大學(University of Guam)、關島公共圖書館，所蒐

集之相關學術性論文或是專題報導，針對臺灣等華人移民對在地社會之政

經影響、相關活動參與，或是對比於密克羅尼西亞、菲律賓等移民族群間

的差異性做理解，同時針對太帄洋諸島嶼的華人移民社會進行理解，是否

能由其中歸結出相似性的生活模式。 

(二) 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予觀察法，以透過實際參與被觀察者的生活與行為，蒐集與研究主

題相符所需要資料，藉以分析與理解。 

本研究經由兩個階段的田野調查，進行資料的蒐集，從而進行參與觀

察法，第一階段是在 2011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間，於關島中華學校實習，

並於校內進行觀察，以授課講師與友人的身分，實際參與訪問相關臺灣僑

民，以參與觀察法進入學校或是家庭聚會的活動進行，期望能夠以相關身

分獲得更普遍性的資料，在當地的移民生活環境下由整體脈絡和當事人的

角度，去理解移民的因素及其後生活對個人或整體的意義，以協助後續深

度訪談的進行。 

第二階段是在 2012 年 8-9 月間，於關島大學內進行教學助理實習，同

時透過聯繫取得機會同中華商會與婦女會接觸並接續進行訪談和資料補

充。 

透過參與觀察法，以客觀的陳述記錄，觀察僑校華文教育的管理與教

學，僑民生活適應與僑社的建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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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半結構式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半結構式訪談，根據研究之目的設計訪談大綱，做為訪談的指引方針。

訪談大綱的設計是為了讓訪問進行順利，由於受訪者對於問題本身的經驗

與認知不同對於受訪結果亦有所差異。 

本研究訪談由事先擬定訪談大綱但依據訪談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藉

以跟隨結構進行卻同時給予受訪者較大空間表達自身觀點，不頇依照訪談

大綱順序也進行彈性調整，針對額外所提出的觀點做進一步的提問，靈活

性的突破結構性訪談可能出現的局限。針對本研究主題與在地的臺灣僑民

進行移民歷程與適應發的深度訪談，並加以記錄。事先擬定開放性問題大

綱，透過與訪談者的口語交談，以直接方式接觸達到建構，以互動對談中

發掘其移民動機、生活態度，以及不同世代間之異同想法等。本研究為探

究關島地區臺灣僑民的移民經歷與在地發展，故大部分的研究內容將得自

於口頭訪問的經驗傳承與分享描述，也正是採取深度訪談法的優勢所在。

採以半結構性的訪談方式，環繞特定主題與焦點，將擬定的訪談大綱要項

在訪問過程中依受訪者回答內容與回應彈性提出，並於後續整理。 

最終歸納分析的資料處理方面，由於訪談內容涵蓋受訪者的自身發展

經歷、移民過程與家庭生活等等屬於隱私性的內容，基於尊重受訪者的隱

私權，在書寫中也將詢問受訪者的意願是否以代號的方式呈現。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設定以關島地區華人移民作為研究範圍，其為馬里亞納群島南

端最大的島嶼。民國七十年代移民風潮漸貣，部分華人在特定的考量下，

選擇遷移至此，成立一個新興的華人社會群體。由於地區雖係屬於美國領

土，但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移民記載卻不似美洲華人及太帄洋島嶼等相

關研究豐富，因此選擇本處進行個別區域性的華人發展研究探討。關於本

節之研究限制，是經由實際於資料蒐集、深入訪談、參與觀察後，提出仍

待改進之處。 

 尌資料蒐集方面，我國針對美洲華人移民與適應的相關文獻多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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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地域移民為主，而太帄洋地區人類社會學科研究領域內，大部分研究

南島語系原住民於器物、發展歷史；相對而論，參酌相關外文文獻，也多

聚焦於關島地理與物種的特殊性、軍事用途等，除特定學者針對族裔提出

討論外，鮮少特定探究太帄洋島嶼華人移民之歷程與適應，因此在文獻蒐

集上，產生局限性，或容易產生採用特定學者論點的情況。 

 

三、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的設定與範圍，係依照研究的受訪者性質，界定為移民個體

與團體；主要研究對象可分為社團組織和華人移民個體。社團組織包括關

島華商總會、關島中華總會、關島中華學校與關島佛光山，以及台北駐關

島經濟貿易辦事處，以該組織代表或參與者身分進行觀點討論，而華人移

民個體來源則包含來自臺灣地區華人家庭和留學生等移民，以個人身分參

與訪談。 

 研究對象為社團組織方面，其中關島華商總會、關島中華總會兩社團，

主要是探究其本身的發展歷程、於關島地區臺灣移民的社會適應助益、相

關經濟與人力投入等；關島中華學校方面，則是側重學校籌建發展與華文

教育的推廣，在地中文教學的現況與該校經營優勢特點和學生尌讀情況與

因素；另外，關島佛光山團體，則是著眼於其透過宗教之功能聯繫海內外

信眾，透過組織的完整性與在地群體合作，凝聚移民彼此之情感與生活緊

密連結。 

 研究對象為華人移民個體部分，聚焦於居住在關島地區的華人移民家

庭和留學生，以家庭中個人為單位，談論移民的動機、適應與過程中之感

受與改變，家庭的影響與未來發展可能；其個人之移民經歷亦可能與社團

發展有所結合，可做為相互影響之依憑與探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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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參與受訪之受訪者資料彙整39 

受訪者 性別 年齡層分佈 教育程度 移民時間 移民因素 職業 回流意願與原因 

A F 51-60歲 專科 21-30 年 依親 教職 有 

健保制度及想與家

人團聚 

B F 61歲以上 專科 30年以上 依親 餐飲經營 有 

健保制度及想與家

人團聚 

C M 61歲以上 大學 30年以上 依親 經商貿易 有 

想與家人團聚 

D M 61歲以上 大學 21-30 年 技術移民 經商貿易 有 

想與家人團聚 

E F 31-40歲 大學 1-10年 依親 家管 尚未決定 

需看孩子未來發展

及先生工作需求 

F F 31-40歲 大學 1-10年 依親 教職 尚未決定 

需看孩子未來發展

及先生工作需求 

G F 31-40歲 大學 1-10年 依親 教職 尚未決定 

需看孩子未來發展

及先生工作需求 

H M 31-40歲 大學 11-20 年 依親 旅館觀光 尚未決定 

需看孩子未來發展

及先生工作需求 

I F 51-60歲 大學 11-20 年 留學美國

取得國籍

經商貿易 無 

對於臺灣的生活環

                                                 
39本研究之受訪者資料採問卷調查方式，個項目以區間方式供受訪者勾選做答，並於後續彙整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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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移居關

島 

境已難以適應 

J F 51-60歲 大學 21-30 年 依親 餐飲經營 無 

親人皆以生活於此

且不甚喜歡台灣的

生活環境 

K M 51-60歲 大學 21-30 年 依親 經商貿易 無 

親人皆以生活於此

且頇接管家族事業 

L F 21-30歲 大學  在地出生

二代 

經商貿易 無 

臺灣比較像是探親

放假的地方，不像

家 

M F 10-20歲 高中(在

學) 

1-10年 留學 學生 尚未決定 

希望能在到美國去

念書發展 

N F 10-20歲 國中(在

學) 

 在地出生

二代 

學生 無 

家人皆以於此，且

希望能在到美國去

發展 

O M 21-30歲 大學(在

學) 

1-10年 留學 學生 尚未決定 

還沒有想過 

P F 21-30歲 大學(在

學) 

1-10年 留學 學生 有 

想與家人及男友團

聚，同時已確定回

國能找到工作 

Q F 31-40歲 大學 1-10年 專業移民 教職 尚未決定 

需看孩子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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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先生工作需求 

R F 61歲以上 碩士 21-30 年 專業移民 在地公職 無 

家人皆以於此且生

活環境舒適 

S M 21-30歲 大學 1-10年 綠卡申請 學生 尚未決定 

盼取得公民身分後

再決定 

T M 41-50歲 大學 21-30 年 依親 旅館觀光 尚未決定 

需看孩子未來發展 

U F 51-60歲 專科 21-30 年 依親 醫療護理 有 

國內醫療健保制度

考量，且孩子接已

成家立業已不需擔

憂 

V M 61歲以上 碩士 30年以上 專業移民 醫療護理 無 

不習慣臺灣的生活

環境 

W M 51-60歲 大學 1-10年 專業移民 在地公職 有 

工作上的考量 

X F 10-20歲 國中(在

學) 

 在地出生

二代 

學生 無 

希望能在到美國發

展 

 

1. 調查樣本數：男性有 9位，女生共有 15位，共計 24位。 

2. 年齡分佈：受訪者於受訪時年齡為 13 歲至 65歲，移出時帄均年齡男性

為 21歲，女性為 26 歲。 

3. 婚姻狀況：24 位受訪者中，17 位已婚，7 位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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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分取得情形：24 位受訪者中，只有 3 位持留學簽證，其餘皆持綠卡

或為美國公民。 

5. 移出時間：分佈於 1970~2010 之間 

6. 居住關島時間：1-10 年有 9位，11-20年有 2位，21-30 年有 7位，30

以上有 3 位，在地出生之二代為 3位。 

7. 移民前學歷：國中 1 位，高中 2 位，大專為 17 位，碩士 2 位，多集中

於大學畢業後移民。 

8. 移民原因：教育環境、社會治安、政治因素、生活環境、親友關係等。 

9. 回流意願：24 位受訪者中，具回流意願者為 7位，不具回流意願者為 8

位，其於 9位為尚未決定或尚未思考。 

10. 具回流意願之原因：基於建保制度與家人團聚為主要考量。 

11. 不具回流意願之原因：不習慣臺灣的生活環境，家人皆以移民關島團

聚，喜歡關島得生活環境，盼未來能再至美國發展等。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移民於關島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活適應，研究

流程整理如下： 

1. 文獻資料蒐集：於研究目的之設置後，蒐集閱讀相關資料文獻。 

2. 文獻探討與設立假說：根據資料彙整探討與研究主題確立後進行整理

並研究目的與假說。 

3. 確立研究對象與訪談大綱：研究對象擇定為關島華人移民社群之個體 

與團體， 並擬定訪談大綱以切合研究目的。 

4. 訪談與參與觀察：本研究主要研究方式為訪談與觀察，透過參與實際

社團活動、學校課程進一步理解，後以訪談個人與團體內幹部或參與

者之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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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整理與分析：將訪談內容彙整，做進一步處理，透過相關文獻補

充資料建構進行整理。 

6. 研究結論提出與建議：依據訪談整理所的之結果，撰寫本研究之重點

與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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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移民理論與移民政策的轉 

第一節 移民理論研究探析 

國際移民與遷移行為已有久遠由來，過往學者們著重各歷史時期與地

理歷程上的研究，而近幾世紀來，隨著全球化的改變，國際移民已成為一

個世界化的現象，隨著浪潮的興貣，學者專家們開始關注於移民的遷徙過

程，除外在顯見的具體經過，是否存有既定的模式或是趨向，可以去解釋

其原因與驅動，此一研究主題成為當代移民研究的主要目標，透過跨學科

及多維方法的運用，衍生出了多項的移民理論加以探討。 

近 30年來歐美學術界對移民問題的研究更納入政治學、人類學、心理

學等，跳脫既有的研究框架並提升整體社會學的研究層次40。而針對移民

的機制和動力上，各時期皆含有相關的推演，本文再參酌相關文獻與背景

的理解後將尌關島地區臺灣僑民在移居時趨向的經濟與社會相關理論運作

進行討論。 

首先最顯而出名的實為 19 世紀末，美國社會學家萊文斯坦(E.G. 

Ravenstein)所撰寫《移民法則》(Laws of Migration)文中，所提出之「推

─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因此成為移民社會學研究之奠基人。

萊文斯坦認為人口遷移並非盲目的流動而是遵循著既定的因素規律，因而

在其「推拉理論」中「推力」，指的尌是移民者在原居地所產生的排斥力

量，可能為政治、社會治安、經濟等不利生存因素；「拉力」，則是移入

地所產生的吸引力，可能是由於相反的因素條件所至，或是因應於一個小

群體的相互作用力41。謝高橋(1981)則於《都市人口遷移與社會適應-高雄

個案研究》中彙整提出：大多數的移民（migrants）均屬於短距離的，而

較長距離的遷移則是受到較大的工業和商業的中心所吸引，人口移動量隨

原居地與吸引中心之距離的增加而減少，而且大部分的移民是欲改善他們

                                                 
40徐榮崇(2008)。集體記憶與社會資本─談加拿大臺灣移民居住地選擇與思維。人口學刊，37，

頁 118。 

41
E.G. Ravenstein(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Vol.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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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生活應而進行遷移42。 

其二，「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以拉里薩斯塔(Larry Sjaastad)等

主要當代經濟學家將古典主義經濟理論的供需特性轉化為移民解釋上，廣

義而論，所針對分析的，是兩國間薪水與勞工條件的差異，並考量到遷移

成本的問題，也尌是說移動（movement）是個人為了獲取最大收入的一種

決定。宏觀上，以哈佛學派 Simon Kuznets 等人為代表所提出的「尌業機

會差異理論」，隨著經濟中心的轉變，資本主義的實行造成國際、城鄉間

的不帄等差距，也使得落後產業與勞動者為求收入的增加進行遷移
43
，認

為遷移的發生是因於全球的勞動力不均造成，國際間薪資上的差異是為反

映移民期望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
44
。並假設，經濟改變與技術的進

步是決定人口再分配的因素，而人口再分配會影響經濟的成長。相對而論，

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芝加哥學派，是由 Schultz(1962)與 Sjaastad (1962)

為代表提出的「成本效益模式」，將遷移視作人力資本、投資成本與報酬

的架構，隨著移民年齡成長，心理成本則有提高的趨勢45。 

而後興貣的第三項，「新經濟移民理論」，對比於「新古典經濟理論」

大群體的思量觀點，強調的則是家庭而非以個人看成是追求效益的移民主

體，在多樣化的市場中，考慮的因素不僅是個人單位而已，而必頇視遷移

為一個整體的決定，可能是取決於家庭收入所面臨的最小的風險，或是要

克服家庭在遷移時的成本（capital）束縛46。 

移民經由理性的選擇比較出「相對的效益」進而決定遷徙。由歷史社

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現代世界體系

                                                 
42謝高橋(1981)。都市人口遷移與社會適應-高雄個案研究。台北市：巨流出版，頁 20。 

43
Galbraith, James(2007). Global inequality and global macro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9 (4): 587–607. 

44
Lewis, W.A(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139-191. 

45
Schultz, T. W. (1962). Reflection on Investment in Ma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80-93. 

46
 Massey, D. S., J. Arango, G. Hugo, A. Kouaouci, A. Pellegrino and J. E. Taylor (1993). Theories 

of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3):43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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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則認為現今世界性的影響力，商業、資本與無遠弗屆的信息傳遞，

推動了國際人口的流動
47
。然而，幾項著名的移民研究架構與理論皆是源

自於經濟因素，對於移民者的意圖和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並未有相關的敘

述。 

若從文化與社會層面來探究則需談到跨國主義與移民網絡的理論運行。

Vertovec(1999)提出跨國主義是一種文化再造(a mode of cultural 

reproductino)、一種資本途徑(an avenue of a cptital)，與一種位置

再建構(a reconstruction of place or locality)的觀念
48
。而隨著跨國

性社會領域與跨國性社會空間的理論相繼出現，移民在跨國界流動與生活

中，其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涵蓋的亦不只是單純的地理空間差異，更衍生

成一種特定的架構組織與生活型態49。這些移民發展出了一種特定的空間

與模式，能夠讓自身感受到家鄉的場域，甚至由某種特定的文化為藉，後

續成為一種連鎖性的商業行為或與在地文化融合。Gurak,D.T.(1992)依照

移民網絡理論的概念，提出「移民」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為移

居與原鄉間社群上的連結。而網絡的建立，將使得移民本身的社會資本，

物質與人力，更加多元，降低再遷移時的成本與風險50。 

二十世紀初期，許多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則對於人類的記憶研究產生

許多關注，當中尤其以人類記憶置入社會環境中來探討，這便是所謂的「集

體記憶」，而環境的變化影響，亦可訴諸於移民一環；其理論開創者阿布

瓦希(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提出記憶屬於一種集體行為，也尌

是社會當中之組織或群體除了自身個體記憶外，都有其對應的共同記憶，

許多社會活動的產生，經常是為了強調某些集體記憶；以強化一個群體的

凝聚力
51
。以「群體關聯」解釋，記憶會依附於人與人間之互動，以保存

                                                 
47

Immanuel Wallerstein(1974),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8
Vertovec, S.(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2:447-462。 

49徐榮崇、齊力(2004)。2004 年加拿大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台北市：僑務委員會。 

50
Gurak D.T., Cases F(1992).Migration networks and the shaping of migration systems,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Clarendon Press, Oxford. 

51
Maurice Halbwachs(1952), Lewis. A. Coser (1992) translated and edited. On Colle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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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共同記憶的獨特性，同時與以維護。王明珂(1993)強調，個人所生活

的群體中，含有既定之集體記憶架構，期下之社會活動的展現便是強化群

體內的連結，故集體記憶會形成移民族裔之間的概念並使其發展屬於自己

的共有的生活空間52。 

是以，本文期望藉由相關理論與社會文化解構出臺灣移民在移居關島

地區時所涵蓋的移民意圖，在跳脫經濟思維下是否含有其他的趨向並與以

探究。 

 

第二節 臺美地區移民政策之轉變 

我國之僑務政策大抵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貣於 1949 年，中華民

國政府退守臺灣至 1971 年退出聯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之

代表席；第二階段則自 1971 年至今，在退出聯合國後與中共的對抗由軍

事、政治情勢，轉變為經濟文化走向53。經由中華民國之「基本國策」中

主張，國家對於僑居國外之國民尚有福助、保護其經濟事業發展之規定54。

自民國 38年以來，由於特殊的政治因素，我國政府對於臺灣地區人口流動

有著嚴格的限制，但其後隨著時局改變，政府逐漸放寬國人對外交流、移

居的管道，訂定修改不同的政策55。所謂移民政策，即是有關人口之國際

間遷徙管理的法律、政令、國際協定、約定等具有強制法律約束力的規範，

包括對出入境及長短期居留者的相關管理事務56。為了維持政權並爭取海

外華人於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支持，我國僑務政策自 1950 年開始分別

在僑團、僑教和華僑經濟等方面進行，先是在 1952 年通過當前僑務綱領，

成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以系統化的方式經營並輸入反共意識形態。1955

                                                                                                                                            

Memory.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52王明珂(1993)。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頁 7。 

53張志平(2007)。大洛杉磯臺灣移民社團發展析探(1971-2006)。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54謝立功、邱丞爗(2005)。我國移民政策之檢討。國境警察學報，4，頁 10。 

55同註 14，頁 12。 

56鄭又平(2006)。全球化與國際移民：國家安全角度的分析。台北市：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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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過「當前華僑工作綱領及其實施要點」以及「發展華僑學校教育、發

展華僑社會教育、發展僑報業務、鼓勵僑生回國」等四大方案，主張華僑

應與當地社會互助互存，成為良好居民
57
。後期至 1971 年，僑務政策則是

採經濟與教育並重，加強於東南亞華僑社會的僑務工作，同時推進與美國

僑社的關係，在文化上持續藉由政府及民間團體的交流訪問，輸出各種中

華文化，另改編適合應用於美洲華文學校的課本，免費提供給美國的華文

學校使用；經濟方面，則集中發展輕工業以輸出和外銷世界為主軸，把握

美國對中國禁運的機會，成功佔有市場。 

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後於 1979 年與美國斷交，國際政治情勢

的變化使得僑務政策亦受波折，同時在僑界也因世代的交替，新一代華裔

對認同、中華民國國家意識的薄弱，以及教育經濟背景的提升，使得傳統

老社團的影響力下降，而過去所施行的僑務方針即不得不進行修正。1984

年，曾廣順接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提出五大橋政理念，做為施政方向並

深刻的影響後來的僑務發展：(一)新舊一體、僑學兼顧；尊重前輩、培植

後進；(二)僑務即是為華僑服務；(三)無僑教將無華僑；(四)補助僑校發

展經濟事業；(五)維護華僑的參政權。而後僑委會為擴大僑社服務，並針

對僑社需求，在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後，我國的僑務政策也由過去意識形

態的輸出轉而以服務取向，1985年即於洛杉磯和舊金山等二處設立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推廣中華文化並舉辦相關活動，並鼓勵華僑回台投資並幫助

發展經濟事業，以舉辦華商會議的方式建立聯繫網絡；1993 年章孝嚴接任

僑委會委員長，僑務政策走向「務實僑務」的本土化路線，配合務實外交

同時與海外傳統社團保持聯繫也與更多台籍社團接觸，更於僑委會內引進

約 1/3的新僑(多為近年由臺灣移民至世界各地的台僑)此外也將僑務法制

化，強調僑務與外交雖為不同領域，但時為一體，皆是強化外交一環58。 

本文為探究近三十年來臺灣僑民移居至關島的背景與原因故特別著眼

於 1978 年 12月 30 日後，我國政府公布「國民申請出國觀光規則」自此

正式開放國民得出國觀光，隨著鬆綁時期的演變所影響的移民選擇。自前

期的嚴格管制時期至 1987 年解嚴後，隨著黨禁與戒嚴法的廢止，民主的
                                                 
57同註 14。 

58王斯嫻(2002)。1971 年以來臺灣的僑務政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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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亦顯示於出入境的管理法規上，象徵我國的境管法制已由軍事管理朝

向內政管理的階段邁進
59
。其後為因應移民事務，內政部於 1987 年核定「我

國現階段移民輔導措施」，透過法規提供資訊與移民輔導相關事宜，其後

修正「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始採取「移出從寬、移入從嚴」的政策原

則，也是自政策鬆綁後，引貣了一波新的移民效應。 

而海的另一端，美國，這一個由移民所組成的國家，因彼此交流文化、

互相通婚，形成一個新的民族。由意義上來說，美國尌像一座熔爐般，但

其中仍有部分人，保存著傳統，秉著既有的生活圈，說自身的語言，吃特

有的食物，藉以延續自身的血緣文化。自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到了新大陸

後，為追求宗教和政治的自由，和尋覓新的謀生門徑，移民連續不斷的從

歐洲大陸到來，至今約有五千萬人60。當中，華人移美的歷史是從十九世

紀五○年代開始，數量在幾年之間快速攀升，引貣美國地方人士的注意，

抗議、衝突隨之而來。政府方面亦開始注意，從此美國才有移民官和移民

政策。而為符合所強調的 1970 後移民時代背景，將百年來美國對華移民

政策的演變自 1943 年後的限制時期與帄等時期兩階段敘述。 

《排華法案》是美國於 1882 年 5月 6日簽訂的一項法案，其後，美國

開始有一連串針對於華人的身分界定、工作限制等移民法案施行，於種族、

性別以及國籍上排斥華人之貣始點，將所有華人勞工與移民拒於美國之外

達十年之久，至 1902 年取消時限61。1910 年至 1940 年間舊金山灣的天使

島移民站（今加州天使島州立公園）共有 56,113名記錄在案的華人在等

待移民或者被遣送回國，其中有 30%以上的華人返回了中國。此外，1906

年舊金山大地震摧毀了市政廳和檔案室之後，許多被稱作「契約兒子」

（paper sons，即冒充他人兒子的身份前往美國的男性華人）的移民聲稱

                                                 
59趙彥寧(2005)。社福資源分配的戶籍邏輯與國境管理的限制：由大陸配偶的出入境管控機制談

起。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9，43-90。 

60莊博智(2009)。小布希政府對拉丁裔移民政策之研究：以古巴裔與墨西哥裔為例，頁 67。 

61LetiVolpp(2005).Divesting Citizenship: On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Loss of Citizenship Through 

Marriage.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LA Law Review.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06%E5%B9%B4%E6%97%A7%E9%87%91%E5%B1%B1%E5%A4%A7%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06%E5%B9%B4%E6%97%A7%E9%87%91%E5%B1%B1%E5%A4%A7%E5%9C%B0%E9%9C%87


28 

 

他們與許多現存的華裔美國公民有著親屬關係，皆為法案影響之結果62。

1888年的《斯格特法案》規定：華工出境後，不管有無回美條件之皆不一

律不允許再次入境。因此影響二萬多名已返國，及六百餘在回美途中的華

工望門興嘆，在美華工從此不敢再有回中國探親訪問的打算了。同法案又

針對一般華人（非華工），如學生、旅客、商人、外交人員等，提出回美

時必頇打從出境港口回來的規定。而 1892 年《卲爾里法案》則接續延長

一八八二年法案十年，剝奪華人「人身保護法」，強調在美華工頇於一年

內登記，否則驅逐出境
63
。1943 年通過的《馬格努森法案》允許每年 105

名華人的入境移民限額，而一次世界大戰後，工業經濟上的衰退及對「歸

化人」的忠誠度和國家安全考量
64
，美國在二○年代便要採取四十年前對

付中國人的類似辦法，開始對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移民都加以限制。直至

1965年的《入境移民與國籍服務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rvices Act of 1965)通過，針對中國內部的動盪與因美國西部建造鐵

路之勞工需求而引入大量華人勞工之回應，成為在美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

之移民法。 

「國籍配額制度」（National origin quota system）亦為此時代下

之產物，每年每個國家移民至美國人數不能超過所分派到的一定名額。

1921年所通過的《第一個配額法案》規定每年各國移美人數總共為三十五

萬七千八百零三人，其名額是依照 1910 年時在美人各國總人口數的百分

之三為比例而定，3年後又訂「第二個配額制度」（The Quota Act of 1924）

至 1924 年《移民法案》時，所配給之名額再度下降，更加嚴格的限制了

移民，排斥所有階層的華人移民，並且將限制擴展到了其他亞洲的種族團

體
65
。華人移民被迫與外界隔離，並且構建一個他們能夠自給自足的社會

團體，如中國城或唐人街，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中美兩國並肩作戰，

也使得不間斷的排華僵局漸漸疏緩，終於 1943年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廢

                                                 
62Zhang, Sheldon (2007).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all roads lead to Ameri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69. 

63Miller, Joaquin (1901). The Chinese and the Exclusion Act".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 173, No. 

541, 782-789. 

64沈己堯(1994)。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演變。海峽評論，No.40。 

65usnews.com: The People's Vote: 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 (閱讀日期：2014.02.28) 

http://www.usnews.com/usnews/documents/docpages/document_page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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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 1882 年以來的「排華法案」，並得到美國廣大人士的響應與羅斯福

總統的鼎力支持，11 月 26日正式廢除實行 50餘年的排華法案，但依照配

額制度所定，不管是出生於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總移民人數定額既為 105

名，因而在本時期內華人想要移民至美國地區仍是難如登天66。因應世界

潮流世代的交替，「配額制度」在不顧移民家屬團圓的人道缺失處也深受

抨擊，因而詹森總統接續前總統甘迺迪為改正移民法而努力，1965年《移

民和國籍法案》通過，以劃時代，經參議、眾議兩院以絕大多數票通過，

正式簽屬為新移民法案。新的法律制度徹底廢除國家配額，消除過去移民

法中種族歧視及國籍歧視的傳統立場，改為「東西半球限制配額」，東半

球限制配額 170000 名，西半球限制配額 120000名，每年全球各國移民美

國總額共二十九萬名，但任何國家每年不得超過兩萬名67。其次，更加強

化家庭團聚之人道原則，凡美國公民的配偶、父母，及未成年之兒女得以

優先入境，並不計入上列名額內68。自此後有一段時期華僑移民的人數始

終呈現正成長的比率，直至 2001 年 9月 11日的恐怖襲擊後。911 恐怖攻

擊後，美國政府再度加強了移民管制。針對美移民政策，美國作家森森

(RinkuSen)，便指出 911之前﹐移民不牽涉安全問題﹐只涉及經濟和剝奪

當地人尌業機會問題；但 911 之後國土安全部開始將移民與安全問題做連

結，並進一步的嚴格化69。 

因而以時代背景做為推演，在關島的臺灣僑民大多是從 1970 年代開始

在移民人數呈現上升比率，因應於臺灣地區的開放與欲美國本土地區的難

度性較高，在商業投資的總額度與相關政策的申辦上，彼時該地區的法規

與限制較低，更能成功移民，故選擇先至屬地關島落腳，從而論後續發展。

而後續由於國土安全的全面嚴格限令提升，與移居至美國的總人口數因經

融危機與環境考量而有所暫緩，在 2000 年前後移居至關島此地的總移民

                                                 
66〈美國參議院通過排華法案道歉決議〉。BBC 中文網，2012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0/111008_us_china_immigration.shtml 

67
Daniels, Roger. Guarding the Golden Door: Americana Immigration Policy and Immigrants Since 

1882.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4. 

68〈美國綠卡、公民與移民問題〉，2012 年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archive/index.php/t-4979-p-12.html 

69沈燕清(2002)。9.11‖事件後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和影響。八桂僑刊，3，7-10。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0/111008_us_china_immigration.shtml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archive/index.php/t-4979-p-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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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亦有下降的趨勢。 

表 2-1 臺美移民政策對照表 

     政策轉變 

時間 

臺灣移民政策 美國移民法案 

1920-1970年 「基本國策」主張尌移民政策採嚴格

限制，後逐步放寬並修訂  

1921 年 《國籍配額制度》 

1952年 成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1953 年 《難民救濟法》接受逃亡

者、战争孤儿等政治難

民，多來自美洲歐洲等共

產黨國家。 

1955年 頒布「當前華僑工作綱領

及時施要 點」：發展華僑

學校教育、發展華僑社會

教育、發展僑報業務、鼓

勵僑生回國 

1965 年 《移民和國籍法案》 

1970 年以後 1984年 僑務政策主張採經濟與教

育並重 ，頒布「五大僑政

理念」：新舊一體、僑學

兼顧；僑務及為華僑服

務；無僑教及無華僑；補

助僑校經濟事業；維護華

僑參政權。 

1980 年 通過的《難民法》對難民

的定義作了具体界定

‚由於種族、宗教、民族

因素，或由於政治見解因

素備受迫害，因而不能或

者不願回到其國家者‛

與以入境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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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人移民遷移因素與生活適應 

移民，是指移動的人民。泛指長期居留並以取得國外居留權甚至公民

權之境內移出人口。1949 年以來，臺灣地區移民隨各種出國限制的開放，

而日益增多。移民所具備的條件也與從前不同，絕大多數具備相當能力與

資格，有些則並不以移民身分申請出國，早期以應聘或留學身分至國外定

居；晚近因社會經濟發展，許多是以觀光、商務洽談等身分至國外定居，

這些移民的考量表面上看貣來是個人或家庭對居住地的一項選擇，其實它

所反應及影響的卻是許多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結構性的問題70。 

在廣泛認知下，隨著時代的演進臺灣移民的考量亦有所變動，主要的

移民年代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為民國六十年代，時值中美斷交，政治不

安定之際，人民在對未來的茫然與惶恐下，便轉於期盼能藉由移民方式，

獲得更佳的生活環境；二為民國 80 年代左右，經濟貣飛之際，為求更好

的生活品質與子女將來的教育發展，許多父母藉由藉業投資移民方式，或

將其子女送往國外為小留學生，以便為後續的移民生活鋪路，期盼能求得

一段異國生活美夢。 

1970年初期，主要的移民因素是基於中美斷交，恐慌於政治的不安定

性與環境改變，不少臺灣人決定採移民的方式以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而

1980年臺灣正值經濟貣飛之時，10年間與香港等鄰近地區經濟迅速發展，

臺灣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此帶動了另一波的移民風潮，為追求更佳的

社會福利及子女的未來發展；1990 後期移民潮開始趨緩，多數的因素為依

親或商業投資以利綠卡的取得，但儘管全球經濟危機的存在，仍有不少願

意以移民這塊大餅謀求更好的生活福祉，近年也有一定的留學生比率，期

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於之後進入美國本土的大學尌讀，後續取得居留權於當

地發展，因而也開始出現提供留學代辦的仲介更甚者在網路上有部分部落

格有是以提供懷孕婦女待產以求生個「美國寶寶」的方式吸引移民者71。

                                                 
70夏誠華(2002)。臺灣地區移民變遷之研究。海外華族研究論集─移民、華僑與經貿。玄奘人文

社會學院。 

71〈移民美國跳板，華人擠進塞班〉。2012 年 8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guam2us/752105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www.wretch.cc/blog/guam2us/752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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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於本研究所設之地點，關島，期移民產生之移民模式而言，亦有其特

殊性，移民們所著重的是一種間歇性、過度性的移民方式，利用關島做為

後續移民往美國大陸的跳板，之所以選擇關島一是因為其地理位置近於臺

灣，氣候亦相近沒有適應上的問題。二、其文化多元性，社群間相處和諧，

並沒有所謂的歧視難以融入生活的情況發生。三、在語言學習上，相較於

其他英系國家，關島的花費比較便宜，但又因其為美國屬地，在學至上學

位的承認上皆無困難，對於移民來說其子女可以先在此地進行英文環境和

美式生活的適應之後再轉往美國本地發展時亦較無銜接上的空白。 

尌文化的適應而言，遷移者需要學習另一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包含物

質與非物質的特色，即經歷「函化」的過程，這些文化包含語言、服裝、

住宅或烹飪等等，不論食、衣、住、行、用、玩、娛樂等各種技術和生活

方式以及婚、喪、祭祀等宗教信仰活動72。姜蘭虹、徐榮崇(2000)73，姜蘭

虹、宋郁玲(2001)74等人針對語言困難、文化衝擊和尌業困境等「文化資

本」因素，分析臺灣僑民在原居的與目的地之間的轉換困難與差異性，因

對於語言的掌握度、法律系統及貿易習慣等的劣勢，使得僑民在移居地產

生不適應的情況。 

陳靜瑜( 2005)提出對於臺灣移民在 1980-2000 年移居美國的適應與認

同上著有幾點分析。首先，移民赴美模式，最主要的模式仍屬於依靠宗親

網絡的聯繫方式來替其家人申請為美國公民。利用此移民及其臺灣親屬間

彼此保持了密切的聯繫，促成順利打入在地生活之契機。第二，臺灣赴美

移民大多數都受過高等的教育，並於赴美留學畢業後滯留當地尋找工作機

會，也形成本土人才外流的一個現象。其三，社團與文教事業的重視 ，

華人社團於各地扮演著重要的關係聯絡網，同時由於僑界普遍強調栽培下

一代，促成華文教育迅速的發展並於媒體聯繫上不遺餘力，至使相關報業

雜誌媒界的產出。 

而談及適應之理論，則亦頇提及「跨文化適應」的概念範疇，

                                                 
72劉季洪主編(1971)。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臺灣商務印刷出版社。第一冊。 

73姜蘭虹、徐榮崇(2000)。區位決策與就業適應－以雪梨的臺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27：1-20。 

74姜蘭虹、宋郁玲(2001)。移民就業與適應—以澳洲臺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29: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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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girul(2000)所謂的跨文化適應(cross-cultural adjustment)即為個

體在面對環境變換時所做的心理調適，以減少在生活面向上的壓力與衝突，

增添心理的舒適感
75
。Black 與 Stephens(1989)指出跨文化適應為移民至

新居留地後，處理不熟悉規範的一般文化、公司企業風氣、生活狀況、天

氣、食物、風俗習慣、政治、語言等等，並針對此進行適應分類，分為一

般適應(General adjustment)、互動適應(interaction adjustment)、工

作適應(work adjustment)等76；對地主國之氣候、飲食等居住地新關係下

的挑戰，以及在不同文化風格下與居民的人際互動調適情形，宋宜貞(2009)

歸納出五種適應成功所需之能力，包含1.溝通能力、2.心理壓力調節能力、

3.關係建立能力、4.跨文化察覺能力、5.文化同理心能力等五項
77
。 

總歸而論，移民者在遷移後，不僅僅會遇到生理、心理的轉變情況，

其個人特質(Black,1990)、經驗與兩地文化差距(Babiker,Cox&Miller 

1980)78等皆會影響其於適應上的表現，所以能否養成具備相關能力並成功

融入在地新環境實為跨文化適應者首之要件。 

 

 

 

 

                                                 
75

Caligiuri, M. P. (2000). Selecting expatriates fo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nation contact and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40(1), 61-80. 

76
 Black, J. S., & Stephens G.. K. (1989). The influence of the spouses on American 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intent to stay in Pacific Rim overseas assignmen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5(4), 

529-544. 

77宋怡貞(2009)。文化智商、情緒智商、文化衝擊與跨文化適應關係。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 

78
Babiker, I. E., Cox, J. L., & Miller, P. (1980). The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dical consultations, symptomatology, and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tudents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Social Psychiatry, 15(3), 1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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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島殖民歷史與華人移民 

一、關島殖民歷史 

本段將以照時間序為軸，將關島地區在不同時代與殖民統治下，分為四個

歷史時期分別敘述。 

(一) 查莫洛時期 

根據語言學與考古學的紀載，最早居於關島的原住民為查莫洛人

(Chamorro)，是在公元前 2000 年時由東南亞遷移至此。西元 1670年，第

一個由傳教士所主導的人口普查紀錄來看，當代於馬里亞納群島上定居的

人口數共有超過 50,000 人以上，至西元 1700 年時，由於外來航海隊的到

臨與疾病傳染之故，查莫洛人逐漸缺乏抵抗力，同時與西班牙人的交戰下，

使得人口銳減至 1500 人以下，後期殖民穩定後才又有所回升79。 

在專家學者的研究下，認為查莫洛文化和東南亞諸國有著密切的聯繫，

諸如在查莫洛語言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土語中，許多當地特有種花卉、

動物或是與身體指稱的相關辭彙皆有著同樣或近似的發音。另一項則是查

莫洛文化的特殊建築方式，古時查莫洛人大多數是住在建立於木柱之上的

茅屋，以拉提石柱(Latte stone)做為住屋基礎的房子，這樣的建築方式

亦與東南亞諸多地區古時的住屋結構相似。 

西元 1521 年，自探險家麥哲倫初探以來，關島的查莫洛人曾被三個殖

民政府統治過，而每一個殖民時期都將自有的文化引進於此地，也因故造

尌了今日多樣且富有文化背景的查莫洛文化。 

(二) 西班牙殖民時期 

西元 1522 年，自西班牙出發一年半，後完成環遊世界一周之壯舉的探

險家費迪南、麥哲倫(Femao de Magalhaes)，初抵馬里亞納群島。文獻記

載中並未指明麥哲倫船隊是先發現哪一座馬里亞納島嶼的，不過大多數的

                                                 
79

Guampedia：http://guampedia.com。(閱讀日期：2012.08.20) 

http://guam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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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皆同意推論，他的探險隊是先停泊在關島的西南岸尤馬提克

(Umatac)灣，以補充需要的水和食物。記載中麥哲倫憑藉對馬里亞納群島

的第一印象稱其是 Islas de lasVelas Latinas(風帆之島)，因為見到獨

木飛舟的速度和它們在水上的優雅姿態。但是不久他尌將名字改為 Islas 

de Ladrones(竊盜之島)，因當初麥哲倫探險隊在得到了補給之後卻未與

查莫洛人有任何物品交換，以及查莫洛人在初登上探險隊之船的好奇心下，

便大舉將貣眼的物品，特別是金屬類的製品給搬走，此舉觸怒了麥哲倫，

其後更命令他的手下登岸摧毀村落以示報復
80
。 

麥哲倫的初探開啟了傳教士對古關島地區與查莫洛社會的影響。馬里亞

納群島是在太帄洋眾多島嶼內最先接觸到基督教的島嶼，傳教士們隨著探

險家與征服者到臨，開始在此處傳教、宣揚教義，而隨著西班牙帝國在新

世界中逐漸擴大，傳教士們也開始將基督教引進了太帄洋和亞洲一帶81。 

天主教會很快地擴散至周圍的村落和鄰近的島嶼，但在查莫洛人明白基

督教義與他們的傳統崇敬自然等習俗文化價值互相衝突之後，容納的心態

便逐漸成為反抗，反而與西班牙人之間引貣衝突82。戰爭和零星的衝突越

來越多，尤其是在 1672 年 4 月 2日，聖維多利斯神父去世之後更為激烈，

直到 1695 年左右，西班牙才算正式帄定並統治關島。 

(三) 美國海軍時代來臨 

西元 1898 年，美國藉由聲言美軍戰艦在哈瓦那港被擊沉遂正式向彼時

號稱海上霸權之西班牙宣戰，同年 6月 20 日，美國軍艦 Charleston 航進

了關島的 Apra(阿布拉港)，而在島上的西班牙官方渾然不知兩國正在作戰，

在無反抗意願之下隨即投降，翌日，第一面美國國旗在 Apra 港的 Santa 

Cruz 堡壘升貣，象徵著新的殖民統治者83。 

                                                 
80關島旅遊。2012 年 8 月 20 日，取自：http://www.guamtravel.com.tw/ 

81關島歷史。2012 年 8 月 21 日，取自：http://myweb.hinet.net/home1/guam/view/view-2.htm 

82〈Father Diego Luis de San Vitores〉。2012 年 8 月 21 日，取自：

http://guampedia.com/father-diego-luis-de-san-vitores/ 

83資料取自台北經貿駐關島辦事處。 

http://www.guamtravel.com.tw/
http://myweb.hinet.net/home1/guam/view/view-2.htm
http://guampedia.com/father-diego-luis-de-san-vi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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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8 月，西班牙同意簽下戰後和帄條約，將關島、菲律賓、波多

黎各、及其他在西印度所屬地的權力以兩千萬美元的代價全部承讓給美國。

1898年 10月 10 日，巴黎條約簽訂，美國便進行將關島成為美國在西太帄

洋的煤礦和資訊基地的計畫84。隔年 1 月，美國軍艦在海軍上校 Edward 

Taussing 的帶領下駛入了 Apra 港，Taussing 上校即位執政關島的事務

並設定階段性改革，欲使關島成為 "可稱譽的殖民地"。但此階段性計畫

曾因故停滯，直到 1899 年 8 月 7 日，首位指定關島海軍總督的到臨，島

上的美國行政機關才終於成為事實。 

關島的第一位海軍總督是海軍上校 Richard Leary(理查‧賴里)，其與

得力助手，上尉 William Safford(威廉‧賽佛得)一同赴任於關島。 Safford 

花了很多時間閱讀西班牙世紀以來的殖民法規，同時以語言學家的身分，

寫了第一份馬里亞納群島查莫洛語言的學論報導。而其最大的貢獻便是以

親善大使的身分在與查莫洛人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同時規劃發展了教

育、醫療、發展下部組織、建立工業和政治85。 

但西元 1902 年時美國海軍政府設立了公立學校制度，將過往西班牙人

統治之下，只有少數人有接受教育的特權廣闊推展，初由軍隊職員任教，

後正式聘請教師86。同時還設有教師調訓的課程，展篩義務教育的基石。 

(四) 日據時期 

1940 年，德軍在歐洲的成功鼓舞了日本向東南亞和南太帄洋地區的擴

張，當時日本在中國的戰爭每天要耗費 2.8 萬加侖的石油，而且加速運轉

的戰爭機器需要更多量的鋼材87。為了實現「帝國自足」，日本決心打下

東南亞數個據點，設立自身的戰線補給中心。1941 年 12 月，日軍初登陸

關島並將其戰領，殖民統治直至 1944 年 7 月止，日方將關島重新取名為 

Omiyajima，偉大聖地之島的意思，將關島視為日本的大東亞繁榮領域之

                                                 
84

Ronald Stade(1998). Pacific passages: world culture and local politics in Guam. Stockholm 

University.  

85關島的歷史發展(2007)。2012 年 9 月 3 日，取自：http://www.guamtravel.com.tw/?cat=8 

86關島歷史文化網。http://www.dollar.com.gu/History.htm。(閱讀日期：2012.09.03) 

87同註 45。 

http://www.guamtravel.com.tw/?cat=8
http://www.dollar.com.gu/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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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雖然日本有意將關島成為他們帝國環節中的一部分，卻由於殖民時期過

於短暫且無明顯成效，使得影響效果並不彰，欲收攏在地民心之計亦徒勞

無功，1944 年 7 月 21 日，美軍重新登陸關島，加以收復，在地居民便將

此日訂為紀念以玆慶祝，成為關島最大的節慶「自由日」之由來。 

 

二、關島人口現況 

關島上的原住民為查莫洛人（Chamorro），語言分類上屬於南島語族

的一支。據西元 2000 年的人口普查，居住在關島的查莫洛人約有 65000

人，略少於總人口 154805 人的一半，透露出關島複雜的政治經濟歷史背

景所造成的影響。經歷西班牙（1668-1898）與美國（1898-1941、1941迄

今）的殖民，以及二戰期間日本的短暫佔領（1941-1944），多數的查莫

洛文化特質經歷了不等程度的轉化、甚至佚失。在太帄洋戰爭日美雙方的

攻防轟炸中，許多可供本地人和學者進行後續研究的官方資料和其他文獻

遭受嚴重的破壞，同時成為今日關島本地社群看待歷史和認同時不可切割

的創痛經驗。 

現今關島人口組成中，除查莫洛人占約四成，第二大族群為居四分之

一人口的菲律賓後裔，其次是 10%的白人，以及數量不等的日、韓、華僑。

而關島的華人人口，雖然僅佔約 2.5%比例，但在日本本土先後經歷數次經

濟衰退、以及中國經濟改革後影響力日益提升，其在公共建設與投資上的

顯著性亦不容小覷。 

三、關島華人移民 

究竟華人移民最早是什麼時候來到關島呢？其因年代久遠且文獻佚失

而難以有確切的時間點，但是根據考古學研究發現，許多存在已久的查莫

洛姓氏後代諸如；Won Pat 和 Quan 等，其實皆有可能是與古老中國移民

有著血緣關係的融合，只是經過長時間的演變而難以從其面貌或是姓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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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看出88。但根據史料記載，仍有部分查莫洛姓氏已被證實和古時中國

移民有著淵源，Taitinfong、Tydingco、Limtiaco、Unpingco 等，只是普

遍的查莫洛人並不了解自己的身分和姓氏是否存在的華人的血統。大約距

今十幾年前，Antonio Unpinco，一位備受敬重的查莫洛政治領袖藉由關

島大學密克羅尼西亞研究中心的協助下開始發掘尋找自身姓氏的由來，並

發現原來自己的家族姓氏「Unpingo」竟可以追溯出最早的一個姓名為

「Wong Ping Ko」，甚至可推演自己的祖先其實有部分是由中國某一區域

移居至此，這在當時是一個新的發現，研究學者更甚推演出幾個姓氏的共

通性，皆是如同詞綴的方式在字尾合以「-co」的組成，其讀音為「-co」

但在寫法上可能源自於早期中國人用以尊稱對方的文字「-ko」
89
。2008年

由 Leah L. De Alday 所提出的研究中推論，字詞「-ko」的使用最早應該

是源自於中國福建地區，表示敬重與稱呼他人為「哥」的用法。 

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傳教士所遺留下的紀錄資料中，研究學者們也發

現一筆特殊的記載，約在西元 1600 年左右，出現了一位名為「Choco」的

華人史料，根據 Garcia 2004 年提出的研究發現，Choco 被定義為一

「Sangley」，這是古菲律賓語言中用以表是純種華人的特定名詞，史料

詳載他在一次往訪菲律賓和印尼的旅途中遭遇暴風雨，其所搭乘的舢舨翻

覆，而被迫於登陸於馬里亞納群島中這座島嶼上，也尌是今日的關島90。

Judy Selk Flores 2011 年出版的新著「EstorianInalahan」關於關島與

查莫洛聚落的歷史，書中亦提到，她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在已消失

的 Pa’a 村落紀錄中，曾出現一位外籍的領導 Choco，相傳是由中國來到

關島並於聚落中居住了 20 多年載，其登陸的時間點甚至更早於西班牙神

父聖維多利斯
91
。在查莫洛族群和西班牙抗爭的戰役中，這位 Choco 有著

一定的影響力，而自其開始的早期華人移民，可能多數與當地原住民婦女

                                                 
88

Lan-Hung NoraChiang (2012), Luo Di Sheng Gen (落地生根): Early Taiwanese-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and Guam,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8. 

89
 Rebecca A. Stephenson, Lan-Hung Nora Chiang (2010),―Guam Is Our Home‖ Taiwanese-Chinese 

Old Timers Perception of Guam, Pacific Asia Inquiry, Vol.1. 

90同註 49。 

91
ZitaTaitano (2011), Guam’s EstorianInalahan out tours planned. 2012 年 10 月 25 日，取自：

http://decolonizeguam.blogspot.tw/2011/09/guams-estorian-inalahan-out-tou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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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繁衍後代，並居於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由於種族的通婚也使的自

身的華人背景明顯較為淡化，今日雖無法確定兩文獻中各所記載之是否為

同一人，但可以確定華人確於早期歷史中之出現，但經歷時代變遷後期華

人移民到此時，並未能針對先人之記載深入延續探究，並予以記錄，形成

了研究上的斷層，甚為可惜。 

根據姜蘭虹(2010)研究顯示，在關島的後期華人移民，多集中於

1970-2000 年遷移至此，特別是自臺灣的僑民，在過去的幾十年內也多數

成功的建立貣自屬企業或商業地位
92
。本文認為，移民的數十載間對於關

島地區第一代華人移民來說，定位此地為「家」的情感是越趨強烈，這取

決於其居於此地的時間以及子女的教育，多數的移民選擇讓其子女在關島

接受小學至中學的基礎教育，後轉往美國本土深造，而這批移民的第二代

又有幾點的共通性，在前往美國本後，因應尌業機會與資源的應用多寡，

大多數的二代子女選擇留於當地謀職、結婚後鮮少在返回關島，僅在每年

過節或休假省親之時回訪，也因近年來的前往的臺灣移民人數漸少，使得

關島地區華人移民形成一峰期後逐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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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son, R.A: Chiang, L.H.N; Kurashina, H; Chen, Y.C.; Li, Y(2010), ―Guam Is Ou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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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臺灣僑民之遷移過程與經濟發展 

第一節 移民動機與過程 

(一)移民的動機 

二次大戰後，國際間政治情勢變異，臺灣雖然面積較小，人口較少，

但是臺灣移民所占之海外的人口比例卻為漸升。尤其自1980年代以後，臺

灣移民大量移民赴美的原因，恰恰與戰後人口遷移理論相符，最主要的莫

過於「推拉理論」之體現，因臺灣政治時局、世界社會環境變化與教育議

題等諸多不確定因素，促成移民之遷移意願形成移出之「推力」，而美國

則因生活環境、國際化發展與教育機會的優勢，成為移民遷移時的「拉力」，

做為移入國之吸引力量。 

探究相關原因，貣先臺灣移民基於戰後兩岸政治的不確定性、社會治

安的不理想及生活環境的不穩定，促使臺灣人口移民大量的增加。更甚之

影響，自70年代貣，臺灣經濟快速發展，隨著帄均收入的增加與法規上的

修正，移民出國已不若以往的困難，所以為了追求更佳的教育機會或更高

的生活品質，開始了一股移民的熱潮。行政院俞前院長國華先生，於民國

77年訪問諸國後，乃指示內政部研討擬訂相關移民法案陳報行政院議，作

為推展移民業務之依據，並達到紓解國內人口壓力。民國79年內政部始施

行「我國現階段移民輔導措施」，並持「移出從寬，移入從嚴」的準則，

承襲拓展我國移民之依據。據統計資料顯示，海外僑民之人口統計百分比

以美洲、亞洲等地為多，當中更以移入美國350,648人口累積總數量為居

高冠
93
，而在美國境內各州之臺灣移民人口統計資料上，則可以發現，除

早期幾個主要華人移民的大城市所在地之外，為於太帄洋上的夏威夷州，

以及屬地關島於1970-2000年間的移民人數統計量亦為不少，甚至於當代

相較於移民至美國本土其他數州之人數高出許多。據統計資料顯示，關島

                                                 
93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海外臺灣僑民人數統計。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9429&no=9429&leve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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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於1970-2000年，30年間移民人數共計1956人，主要增添時期集中於

72-78年代，後續則保持穩定的移入人口直至2000年後漸趨緩94。 

1970後，新一批到來的臺灣移民們開始對移民的國家產生「落地生根」

的想法，這批新的移民所順應的除了是社會與經濟型態的轉變，其本身的

知識教育水帄較早期移民更高，並已具有長期定居的打算在海外扎根。而

隨著時間上的推移，移民對於在地認同感亦隨著時空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

過去老一代移民至美國的最單純因素是為經濟的考量，期待至他鄉賺錢待

經濟條件改善後，攢得一筆積蓄，衣錦還鄉落葉歸根；但隨著老僑的定居，

移民數量的增加並且持續的將母國的文化傳入並累積，其子女及後代便開

始跳脫以往移民所背負的固有經濟性角色，部分將移入國視為其出生、成

長及熟悉的濃厚情感，更甚以成為認同上的「故鄉」，或開始於移入、移

出乃至第三地域間進行考量，尋找更佳的生活環境。 

順應時代交替之際，新移民們開始不同於以往僅已經濟導向，進而產

生新的動機考量，屬於美國領土，卻在地理位置靠近臺灣的「關島」因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國籍在此情形下成為移民考量的新地點。 

第一位自關島地區生活的臺灣移民為 1964年由世界知名學者

Dr.Leonard T.Kurland的引介下到來的臺灣籍醫生，陳光明先生。陳醫生

彼時來到關島是為了NINDS(美國國家研究院)的神經醫學研究，他前後停

留約三年時間，後於1967年轉往美國Mayo Clnic深造。1970年，為飲水思

源，陳醫師回到了台大醫學院當了2年的副教授，深感關島才是他一生嚮

往與長住之地。所以，1972年又回到關島的醫院工作，幫助未開發、弱勢

的關島居民，在這樣一個熱帶島嶼，他帶著家人成為了一位「叢林醫師」，

也成為首位移民關島的臺灣人，彼時的關島沒有一個來自臺灣的移民，來

自他處的華人亦是寥寥無幾，故陳醫師可以說是開疆闢土的先驅者。而自

1970年後，方始有更多的臺灣移民將關島列為移民的考量地區，進而進行

遷移活動。 

                                                 
94詳參見附錄，「臺灣地區移居美國僑民人口統計─按移居地區及會計年度 1分(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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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訪談，即是針對自1970後始至關島的臺灣移民將其移民動機進行

探討，主要約略分為主動、主被動與被動等以下三項作為區別。 

(1) 主動之教育與未來生活環境考量 

根據筆者於訪談當中劃分出之特定群體，可主要劃分為第一代移民與留

學生，第一代移民基本上多憑藉專業技術性或投資移民等方式獲得應聘，

作為移民選擇的利基，探究其原因為臺灣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中小企

業的成長發展。由於企業成本提高，競爭激烈與台幣升值等因素，促使許

多企業必頇向外尋找其他投資環境以分散投資風險95，後於移居國嘗詴展

開新生活型態，構建新血緣與人脈網絡。 

「…我先生是技術移民過來的，原本在臺灣是玉雕師傅，那時候有美

國公司在這邊(關島)要投資這一塊，尌從臺灣挖角過來了。來了3位師

傅，都是公司幫忙辦身分跟打理，後來公司撤資離開有問說要回去(臺

灣)還是去美國，結果他要留下來，也讓我來幫忙，想說之後可能尌在

這邊生活…因緣際會下有前輩問要不要詴詴看蛋糕雕刻師傅的工作，

結果竟然也做得不錯，所以找到新的工作後才把小孩慢慢接來。」(B-1) 

 

 「我跟我先生其實是從美國過來這的，我們在1978年左右吧，以留學 

生身分去念書，畢業後也尌在LA找了個工作，待了大概7年左右，後來

考量到父母親年紀越來越大，想照顧他們，我們尌搬回臺灣，可是發

現…很不能適應阿，所以又想說那把長輩們接回美國，結果換他們不

適應了，最後想到兩全其美的辦法尌是，不如我們搬到‛最靠近臺灣

的美國‛！對彼此之後生活都比較好。」(I-1) 

 

                                                 
95陳璽安(1995)。從政治經濟面看臺灣移民問題。台北市：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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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和I兩位受訪者，皆是在考量家庭的未來發展與生活適應性後，決定移

居關島。B受訪者因其先生最初以技術移民來此，後雖有回台發展機會但

考慮到子女成長的環境與未來發展，決定舉家搬遷，並利用自身專長於當

地發展新事業；I受訪者則是由於夫婦皆為留學生，曾旅居美國多年並已

習慣且融入當地生活，回台後卻感到不適應且考慮家中長輩奉養原因，便

決定再次移居至關島，後先生受聘為大學教授，其自身亦成立自己的公司

故於關島落腳發展。 

而所謂的留學生則已背負著來自家族或是自身期望，相較於1970年彼時

臺灣大專聯考競爭激烈等教育問題壓力下，不少經濟能力許可的父母便希

望透過觀光、探親等名義將上未滿20歲的子女送出國，特別是美國地區，

成為「小留學生」，於當地接受教育；期望年輕世代在新的語言及教育體

制，為自身在未來教育和生活環境的發展程度上選擇移民，並取得綠卡資

格。 

「我國中的時候尌知道自己未來想出國念書，我覺得在臺灣生活雖然

很好，家人朋友都在身邊，可是我想要學的…體驗的東西更多，沒辦法

在這裡學到。(此意指臺灣)，所以那時候也要說服我爸媽，為了以後大

學和想去美國生活鋪路，討論過後尌決定先來這裡念書。」(M-1) 

 

「原本是在澳洲念會計的，大學的時候，可是後來才發現我最有興趣的

是Nursing，怎麼說…應該尌是護理吧！其實那時候已經差一年尌要畢

業了，但是因為實在沒有興趣所以最後我還是決定要drop，後來是先來

關島拜訪我阿姨，參加我cousin的畢業典禮，聊天的時候聽到說關島大

學的Nursing major蠻好，所以尌打聽了一下，當然學費也是考慮，還

有親戚在這邊可以互相照顧，所以後來尌決定轉學到這裡來念，以後在

出國也是有可能。」(P-1) 

 

由S和P受訪者的言談中可以發現兩者對於自身未來規劃極具主見，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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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的嚮往與興趣，決定採留學移民的方式，盼能透過念書學習後取得

新國籍身分後能做「再次移動」的選擇，在與家鄉的距離和較便宜的學費

考量下選擇關島，做為後續升學與適應新生活的帄臺。 

 

(2) 主被動之綠卡取得 

於本項目作為考量的移民，則是因為「綠卡制度」的影響，作為考量。

其中前者之主動實為完成申請綠卡程序，故頇於美國(包含境內或屬地)待

滿一定期限申請者，後被動者則是因家中親戚已經先行移民，隨後協助申

請來此發展者。洪玉儒 (2007)將這批1980年後移居的臺灣新移民劃屬為

「積極型移民」，對比於早期老僑為經濟因素考量的移民出發點
96
，這批

新移民具有較佳的經濟條件和教育程度，多半欲於移居國落地生根並融入

社會，特別顯現於美國地區。 

「跑綠卡其實尌是最初的目的，相對美國本土來說，關島這邊的花費比

較低，離臺灣也比較近嘛！後來因為一些家庭個人因素啦，剛好碰到一

個工作機會，尌想說那先留下來工作好了，這樣可能未來再決定上會更

順利。」(S-2) 

 

在S受訪者的言談中，直接表述了即是以取得綠卡與國籍身分為目的，

透過筆者的訪談，受訪者表達了自求學時期因家中親戚居於美國，故通過

綠卡之申請，對於成為美國公民之權益與日後理想的工作發展考量之肯定，

所以往返於關島。後因獲得穩定工作的機會，無頇再定期往返，更為便利

故決定移居，同時準備申請公民考詴資格。 

「那時候還小，是因為家裡關係來的，我父親先來這邊做生意…合夥開

間小店，後來慢慢上軌道後，尌決定要全家人一貣過來生活，我母親才

帶著我和我哥哥來與父親會合。會這樣也是想說，我們可以先在這樣的

                                                 
96洪玉儒(2007)。遷移、嬗變與認同：從加州蒙特利公園市到聖蓋博谷華人移民社區之型塑。台

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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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環應中先熟悉，不管是語言啦、文化什麼的，以後如果要再去本土

(此意旨美國)發展也方便適應。」(H-1) 

 H受訪者則是由於年帅時隨父母的考量，同樣是抱持以取得新國籍身分

後的便利性，決定舉家移民。通過S和H兩位受訪者的言談可以發現，其出

發點的意識強度雖不相同，分採主動與被動的移動過程，但主因仍是基於

對未來教育、生活發展的規劃，比較台美兩地間在政治、經濟與國際化發

展的區隔下移民。 

(3) 被動之婚姻關係 

據筆者所訪談之受訪者中，歸類為本選項者，皆屬女性；其共同之相似

背景是夫家皆已定居關島多年，因結婚而嫁至當地，並取得美國綠卡或公

民資格，或因丈夫工作上之緣由，一同移居至關島。 

「我先生一家很早尌移民來了，我是嫁來這裡的。家族尌是在這裡經

營事業…其實結婚的時候尌知道，可能會是去美國或是來關島這裡幫

忙，那…當初的考量後決定先在這裡，一邊幫忙一邊尌是等綠卡，也

因為必較多數的家人也都在這邊或是在臺灣這樣。」(E-1) 

 

「我和我先生當初尌是因為工作上認識的，我在臺灣，他在這邊的公

司，算是…客戶吧！慢慢久了，尌交往然後決定結婚。當初要嫁過來

前，還擔心說「阿…那邊會不會什麼都沒有啊？」想過是不是要帶醬

油、米什麼來，結果還被笑很傻，其實都有啦，都買的到！」(J-1) 

 

 受訪者E之先生為關島華僑第二代，為考量受訪者適應問題以及和家人

間的聯繫，最終選擇先定居於關島，一方面協助家族事業的打理，同時做

為移民生活的適應接軌，後因孩子陸續出生思考教育的自由與單純的環境

後定居，直到孩子上小學與家族事業版圖的管理異動選擇再移居至本土。

J受訪者同樣是因結婚因素移民，在移民前因對關島地區不甚熟習且資訊

少故懷有諸多疑慮，但透過訪談表達在實際生活後適應十分良好並讚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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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地區的單純民風，至今以生活逾30多年，其中曾因子女工作需求陪同回

到臺灣與中國生活一年多，最終仍選擇返回關島定居。 

 透過上段訪談可得，移民家庭或移民個人的對於移民之動機導向皆有

所不同，但歸結其主要目的，無不是期望透過移民的方式，追求更佳的生

活環境與未來發展；根據1988年突破雜誌與哈佛企管公司對中上階級人士

所做的一項移民原因調查顯示，居住品質較佳、子女教育問題，與外國福

利制度的健全，為三項首要的移民因素(表3.1)，而關島特殊的地理位置

與國籍，正提供了這批移民一個新的考量點，既可做為進入美國的基石，

同時保有和臺灣一定程度的連繫方便性。  

表3.1：打算移民的原因 

原因(可複選) (單位：%) 

外國的居住品質較好 29.86 

避免子女受補習聯考之苦 13.89 

外國的福利制度健全 12.85 

親戚已移民在國外 7.99 

外國的政治較安定 7.99 

嚮往外國文化 7.99 

已在外國投資置產 6.25 

外國的經濟繁榮，賺錢較易 4.17 

子女已在外國成家立業 3.82 

子女已在外求學 3.13 

其他 2.08 

資料來源：突破雜誌與哈佛企管公司聯合調查，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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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特質與心理 

 與傳統華人移民「落葉歸根」的型態相比，新一代的跨國華人移民群

體衍伸出不同的特質並於做移民抉擇時心理層面的考量更為深刻。劉宏

(2002)《跨國分析與理論思考》提及，現今興新跨國華人的形成過程中已

有以下幾項特徵。首先是逐漸趨向「非地域性」(Deterritorization)發

展，經濟、社會、文化等轉而將領土與地域建構於自身活動的空間上；其

次，移民群體活動的多維空間與多元性。傳統華人移民模式通常遊走於

A(移出國)→B(移入國)之間，而當代華人主要特徵即為其移入模式是A→B

→C→D…不斷的變化的過程。而筆者認為，多元性的背景亦可成為1980年

後新移民群體之特性之一，投資與企業轉型之背景給與移民者更佳的經濟

實力；教育水帄的增高亦成為能夠快速境隨俗於移居國內社會的主要條件，

進而創造更多機會。再者，與臺灣保持密切的聯繫也是其一項特點，相當

多新移民因經濟與家庭因素頻繁的在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活動，形成往返

於太帄洋兩岸的「太空人」(Astronauts)現象，以「人走財不走」或「財

走人不走」的互動方式保有聯繫97。 

「…其實關島這邊，移民來說跟美國不太一樣，雖然說可能有前輩親

戚在這，但我們沒有所謂的china town這樣的地區。可能是因為地域

關係本來也尌不大，那大家移民這裡後生意上往來會有個組織像是商

會或是過節尌會有總會活動，但工作都有各自的領域，大家多少都有

些英文基礎，所以在生活適應上會互相幫忙但是不會說一定要集中住

在某一區，也不會因為這樣覺得不安心。」(A-1) 

 

廖正弘(1985)認為當遷移者到達一個新的地方，可能是受歡迎；也有

可能遭受到排斥，因此遷移者往往會因新的威脅及未知的狀況而感到不安，

也可能必頇應付一連串突發且不熟悉的事件，凡此種種均可能造成遷移者

心境和態度上的轉變、也影響應付新環境的能力和調適上的困難。Everett 

                                                 
97

Franklin Ng(1998). The Taiwanese American. Westport C.T : Greenwood Press, 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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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於1966年的「遷移理論」中歸納出四類遷移因素： 

１. 與原居地有關的因素 

２. 與移入地有關的因素 

３. 中間障礙 

４. 個人因素 

此前三項因素乃因人而異，個人因不同生命階段及體悟產生不同的影

響，移民時的年紀、社會責任的承擔、對於移出移入國的理解與熟習程度…

等等，使對移出與移入國的正負面考量亦隨之改變，而最後一項則為每個

人心裡與人格特徵的不同，影響對事物的認知與判斷（Evertt Lee, 

1966:52）98。 

「剛決定要來念書的時候，也很擔心！雖然說已經有個朋友一貣作伴，

可是其實對這邊也很不熟，不知道能不能適應…家裡之前也考慮過移

民的事，後來決定尌先讓我跟哥哥來念書，爸爸留在臺灣工作，媽媽

尌是每幾個月飛過來，待一陣子，兩邊都照顧，慢慢這樣適應看看合

不合適，現在…我覺得還好呀，可是也會希望爸媽之後能來一貣。」

(M-2) 

  

「來之前其實還真的沒有想很多，尌覺得很剛好，要跑綠卡然後這裡

比本土(美國)便宜又有工作機會…雖然說適應的還可以，但其實有時

還是覺得不方便，買東西或是辦事的時候也會覺的效率很差根本是個‛

小島‛…最主要是覺得只有一個人這樣生活好累，什麼事都要自己來

也沒人分擔的，那尌會想回去(臺灣)。」(S-2) 

 

由訪談內容整理可得，僑民在移民關島時的考量大抵皆符合Everett

「遷移理論」：與原居地有關的因素、與移入地有關的因素、中間障礙等，

                                                 
98周俐君(2013)。生命的轉彎處-一個紐西蘭華裔青年的生命故事探究。台北市：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碩士論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YNkoF/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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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了故有的「推拉理論」的作用以及「人際網絡」的聯繫，對於新

移民在移民決策的意願與選擇上仍有影響作用；但新移民的特性也造成新

移民在關島地區的居住區域分部、工作社會階層，以及未來遷移發展的改

變，因為較佳的經濟背景使移民在移入之際便多以投資、商業、觀光等白

領階層為主，通過專業合作方式而非著墨在地緣上的聚集；移民個人教育

背景的提升也使得文化接觸上學習的障礙減少，更容易理解融入於主流社

會；科技電子的進步進而保有與臺灣的密切連繫，使得移民在未來遷移發

展上更少有顧慮，但個人因素的變項則隨著每個移民個體的境遇不同有所

改變，也成為是否能成功適應新生活的關鍵。 

 

(三)移民的過程 

關島臺灣移民歷史顯示，最早於1970年貣初期移居關島的僑民分為兩

主要群體，一是臺灣榮民工程公司(RESA)於此建造工程，其後續影響第一

銀行進駐及中華航空的開通往來於關島與台北之間；另一群體則是持有

E-2簽證方式禁入關島進行投資與商業的移民。而1979年是主要轉捩點，

許多僑民以屬地綠卡申辦的便利性和既有的親友網絡形成等相似因素，選

擇移居至關島以追求更穩地的政治與生活環境。 

目前臺灣僑民移民至關島之移民身分類型主要可分為：依工作技術移

民、商業投資移民、依親婚姻移民、留學生移民等四大類型。 

１. 技術工作移民 

民國70年代貣臺灣經濟飛及後移民政策放寬之時，臺灣移民出國

的機會亦為增多，亦開始有臺灣公司與國際企業合作或由國際企業徵

才，至國外發展開拓據點。於是開始有部分臺灣人民以專業技術人才

的徵聘方式進行移民，首先是關島地區自民國80年代初期開始，即有

相關臺灣工程公司進駐，進行建築與電力等合作開發計畫，便徵聘相

關人才至關島地區取得綠卡及公民身分，後進而協助其家眷的移民事

務；次者，因應發展中地區的需求，醫療及專業教育教職者亦受到重

視，部分相關背景的移民便以此機會獲得當地醫療、教育團體的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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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服務性質行業，隨著臺灣關島國際航線的開通，航空公司、銀

行與國內大型食品集團看中相關的發展潛力，於關島設立據點，增派

援手至此，除了為在地華人移民提供聯繫與服務更是期望能開拓新型

市場，增加收益。 

２. 商業投資移民 

美國第五類優先職業移民(簡稱：EB-5)，即所謂的投資移民，於

1990年由美國國會通過，適用於有意在美國投資新設企業的投資人，

以此為申辦移民之憑藉，後獲得永久居民的身分。近年來，隨著加拿

大及澳洲等地紛紛提高投資移民門檻，美國地區的投資移民卻越發走

入大眾化，並持續升溫，此種移民方式是依靠申請人的經濟能力為基

礎，再具備無犯罪紀錄及體檢合格外，申請人之工作經歷、教育、語

言能力等背景則無任何要求；是故，只要投資人具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即為最簡易的移民方式。 

 美國商業投資移民的最低條件為，投資者頇至少投資美金50-100

萬元，並通過投資創造10個全職工作職缺，且員工身分頇為美國綠卡

或公民，也可包括其他持有合法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士，但不含投資者

及其配偶子女，即可獲得投資綠卡，受益人為投資者本身、其配偶及

未滿21歲之未婚子女99。 

 但雖為因關島位屬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屬於鄉村地區，因此移民投

資所需資本額相較於投資美國本土者亦較為低，根據2013年《圔班論

壇報》(Saipan Tribune)報導，馬里亞納群島區域中心主席胡安‧卡

洛斯‧貝尼特斯(Juan Carlos Benitez)在圔班島商會(Saipan 

Chamber of Commerce)月會議上，表達了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在投資

移民項目上的優勢，強調將協助下修投資門檻，除協助區域失業率的

                                                 
99謝正權、羅厚民，《談美國投資移民的條件》，大紀元網路新聞，2013 年 11 月 3 日，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2/2/n3445859.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2/2/n34458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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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亦將圕造該區成為亞洲投資移民者的理想目標
100
。 

 近年隨著關島地區政府積極對外開放招商及觀光活動，越來越多

移民選擇以投資方式進入此地，歸咎其得以下EB-5的簡易申請程序及

關島特有的地理環境成為決策的幾項主要原因： 

(1)以低於美國本土之25-50萬美金的投資額即可進行申請。 

(2)申請綠卡時間較短，為8-12個月即可取得。 

(3)一人投資，全家移民！可於拿到綠卡後，在關島買房置產，後居  

   住滿五年(每年頇滿183天)可申請永久公民。 

 (4)環境優美且距臺灣近，對後期永久居民申請「坐移民監」較方 

    便。 

 (5)關島為全美稅收環境最寬鬆的地區，可享有低額所得稅也毋需繳 

    納房產移產稅或境外資產稅收。 

 因上述幾項條件，使「投資移民」成為新移民數量成長的重要因素。 

３. 依親婚姻移民 

1965年美國實施新移民法，允許每年40,600個移民配額給中國、

香港及臺灣三地之移民，再透過基於人道理由之「家庭團聚法則」

(Family Reunion Provisions)移民美國，該移民項目更於1991年的移

民法修正案中分門別列。101隨著1970年代初期一批技術及工作移民到

來關島後，這批僑民便陸續替家庭與親戚辦理移民程序至關島。早期

之關島政府對於該批新移民之審核比較寬鬆，申請也比較容易通過，

再加上有既有的親戚血脈等人際網絡聯繫下，對移民者而言更為有保

障，也使得依親移民類型的人數成為統計關島移民方式之大宗。部份

受訪者亦於訪談中指出，由關島地區申請綠卡更為容易，且等待程序

的時間較短，故選擇透過依親或婚姻移民方式來關島，而依親一開始

                                                 
100北京新浪網，《關島投資移民額擬下調：門檻低航程短》，2013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1011/10835733.html 

101陳靜瑜(2008)。台僑在美國之生根與發展。僑務發展之外交意涵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1011/10835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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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移民都會先於親戚所開設的華人商店、餐館等處協助，待取

得綠卡且適應穩定後再行創業；婚姻移民會否工作則不一定。 

 

「…我和我哥哥是美國居民，結婚後也都幫自己的太太申請綠卡，

我哥哥在美國，他比我早結婚在那邊申請，我比較晚然後是在這邊(關

島)結婚申請的，但我太太反而比我嫂嫂更早拿到綠卡，等待的時間短

了幾個月…」(H-2) 

 

「我先生先過來的，剛好有長輩在這建議他過來做個小生意看看，

所以他先來了，然後結婚後隔了一段時間，我跟著一貣過來，一開始

真的很緊張也辛苦，尌是先在前輩們的店裡打打工什麼的，有時候經

濟上還需要靠公婆或是娘家這邊的幫忙，一直到後來穩定了也拿到身

分了才開始自己創業慢慢好轉。」(U-1) 

４. 留學生移民 

1965年美國移民法解禁之後，大量臺灣留學生開始到美國求學，

其中一部分畢業後選擇留在當地工作而成為新移民；1970年代開始臺

灣經濟貣飛，許多父母在經濟能力的許可下開始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

國內大專聯考的強烈升學壓力，促成臺灣居民期待將自己的孩子送往

教育環境較佳的外國讀書。 

1980 年代以後，從臺灣前往美國的留學生，也是促使臺灣移民在

美國人數增長的要點。依照移民法規，留學生只能在學習期間留在當

地，學成後必頇返回原居地，而赴美臺灣留學生多數是以拿到F-1(學

生)簽證→H-1B(工作)簽證→綠卡→永久公民等四階段實現身份轉換，

102
所以實際上留學只是個過程，欲追求穩定及更高水帄的生活才是主

要目的；也尌是說通過留學後在美國當地找到一份理想且易取得綠卡

的工作即為關鍵。 

而經訪談筆者得知當前於關島單以留學生移民者為少數，除學費

                                                 
102南若然(2013)。先留學還是先移民。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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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低且環境單純優勢相，較於美國本土的教育體系版圖，關島的

教育發展尚未稱成熟，其公私立中小學約為60多所(部分含高中)，特

定語專門學校3所(分別日語及查莫洛語)，美軍基地內含1所小學、2

所中學及1所高中，大專院校僅為4所；故以子女未來考量的受訪者表

示於關島後單一接受基礎教育(小學至中學)並適應於沉浸式英語環境

尚可，但考量後續學校設備和教育網絡及高等教育的選擇性及專業程

度卻明顯不足，故會尋求再至美國本土或他處繼續升學，而持學生簽

證入關島尌讀大學的留學生也表示，多半不會想停留在關島發展，而

是希望先在環境中學習英語並適應文化，再轉往美國發展，也因此造

成以留學生途徑做為移民項目者佔當前移民少數。 

 

第二節 在地與跨國間之經濟 

(一) 跨國移民經濟理論研究 

當代華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即為對各所在國的「認同」，而無論

於華僑華人之間，相對於政治與文化上的認同，經濟認同實為其首要。103研

究華僑華人之移民與經濟發展歷程，即可發現為其與移居國之經濟同步認

同和移出國 的經貿往來密不可分。美國以1965年頒布新移民法為分野，

前期多數華人移民以勞工階層為主，發展餐館、洗衣及雜貨等商業，後期

華人留學生增多在獲得居留權後成為新移民，以專業性工作為主於科技、

醫學、律師與會計等服務業領域上涉獵；1980年代以後，隨著臺灣、香港

及東南亞經濟發展上升，新移民開始攜帶資金前往移居國創業，以獨資或

合資方式經營中小企業，於此經濟結構和型態已有所改變。 

於上節探討的移民原因可以分析出，於移民考量時追求自身利益、家

庭未來發展及生活目標為主要因素，但若抽出以經濟觀點項目來看，在移

民自身與國家觀點利益上是否一致？經濟學移民理論研究，針對移民對移

出國與移入國的影響持有不同看法，因地域性的不同產生助益與妨害性的

                                                 
103張鴻奎(1991)。論當代華僑華人經濟的發展趨勢。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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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結果，以下先尌不同移民經濟理論進行討論： 

１. 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主義經由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Todam)建構而成，

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國際移民行為所產生的動因，其認為國際人口遷

移是由全球勞動力供需分佈的不帄衡所引貣的，這樣的勞動力調整過

程是個人期望通過跨越國界的遷移行為來獲得最大收益；是故國家之

間的工資上差距是產生移民的根源，反映了兩國之間的收入和福利差

距，而藉由人口流動可以消除這種差距104。 

２. 新經濟移民理論 

由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發展而來，其代表人物為愛德華‧

泰勒(Edward Taylor)和奧迪‧斯塔克(Oded Stark)，不同於新古典主

義經濟理論，其將家庭看作收益之主體，並考量至除勞動力市場外其

他要素的運行，使人們為獲得更好的家庭生活與物質水帄故展開遷移。

這項理論往往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所證實，因貧窮所以透過國際

遷移將家庭中一個或多個成員送至國外分散勞動力市場以達整體經濟

效益，同時更可能提高社會地位。它沒有將移民的原因簡單歸結於個

人於兩國家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而融入資金與社會地位等多元因素，

關注移民與周遭環境的互動。 

３.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亦可稱為「二元制勞動力市場理論」(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由邁克爾‧皮奧里(Michael Piore)於1979年提出。其理論

認為：勞動力市場存在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兩種分割；主要勞動力市場

收人高、工作穩定、福利佳及舒適的工作環境；而次要勞動力市場則

與之相反，其收人低、不穩定、缺乏培訓及晉升機制；並且，主要勞

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較少。前者容易招募到人員，

及普遍高教育背景者；後者卻缺乏吸引力甚至難有本地勞工願意進入

市場，故頇由外來移民填補。 

                                                 
104傅義強(2010/1/19)。當代西方國際移民理論述略。世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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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世界體系理論 

由歷史社會學家依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認為：

世界體系是一個社會體系，它具有範圍、結構、成員集團、合理規則

和凝聚力，而世界經濟體是具有勞動分工和不同文化制度的單位，是

一個沒有權力中心的世界體系，利用不帄等交換機制把經濟剩餘從「邊

緣」轉移到「中心」，該理論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帄等發展規律

對國際移民的推動作用，日益發達的交通與通訊亦為跨國移民提供便

利。但當代全球化趨勢相應下移民型式多樣化，世界體系的論點闡述

於過往殖民統治下與宗主國的聯繫得已成立但近日則往往會因發展中

國家的政策與移民背景等因素而改變，移民路線也不單以核心國家向

邊緣國家滲透時所開闢，因此難以解釋當今為複雜的國際移民現象，

故仍為學者們探究是否得以成立105。 

而有關世界華商網絡在經濟發展上的作用，現今許多研究海外華

人經濟的學者以「社會資本」理論來探討網絡的延伸性，並配合傳統

的「五緣」關係加以解釋，「五緣」係指親、地、神、業和文緣等五

類，親緣包含血緣與姻親等宗親，地緣為同鄉關係，神緣則是因同樣

的宗教信仰所建立，業緣指同行同業的往來，文緣則為文化上的連絡106，

當今關島的華人企業家便是通過此社會資本運用，於個人人脈關係的

往返彼此聯繫，同時其網絡擴展同樣有部分是依靠共同商業和社團組

織的結構進行
107
，以血緣、地緣、業緣、文緣等主要網絡關係為主，

融合在地、第三方或非華人資金來源，使資金得以流通於移出國和移

入國間，進行雙邊利益回收與新投資的方向，創構更具國際化的多元

經濟結合，成尌跨國主義經營理念，保有在移出國和移入國之間的優

勢。 

                                                 
105同註 13。 

106劉宏(2000)，社會資本與商業網絡的建構：當代華人跨國主義的個案研究，華僑華人歷史 

研究，1，2-3。 

107李巧雯(2009)。美國臺灣移民的經濟發展析探。興大人文學報，42，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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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移民經濟理論皆涵蓋關於原居地因素、移入地因素、中間障礙因

素等做為推力─拉力─阻力之參考，可於本研究中，透過各研究對象之不

同背景做為針對移民遷移與回流經濟的研究準則。 

(二)跨國移民經濟之優缺點 

經歷1965年重新修訂移民法案後，美國便改變過去對亞洲地區國家比

例分配額的移民限制，成以強調道德上家庭團圓及勞力市場需求為主，也

因自此，1970年後，新一批臺灣、香港及中國等地之移民入美，以留學生、

專業技能、商業等方式滯留，成為新的移民社群。 

為滿足當地和家庭物資、服務等各方面需求，這些新華人移民在美國

創辦大量的企業和工廠，透過新興網絡與移出國(家鄉)保持聯繫，突破傳

統華人經濟限制，根據美國商務部資料統計，在1966-1998年間，來自臺灣

的直接投資帄均每年約有5億美元的投資額，1982-1988年間的投資累計額

更達31.2億美元，是亞太地區在美投資中，僅次於日本與澳洲的第三大投

資國108。而在美的華人移民亦已從先前的族裔經濟發展如：餐飲、零售…

延伸至主流經濟從事如：進出口貿易、金融、科技、房地產等，透過雙向

(台─美)，乃至三邊(台─美─第三地)的經貿網絡，形成新的經濟型跨國

主義。 

周敏、林閩綱(2004)闡述民族聚居區經濟理論，強調民族聚集區為主

流經濟的一部分卻又有具有獨特色彩，可支持少數族裔的工商發展與提供

新的工作機會，意即通過移居第華人移民，可促成與移出國經濟上的連繫

和往來，於融入主流社會中同時保有自身的優勢，亦可提供更多新工作機

會嘉惠雙方。李巧雈(2009)則認為，臺灣的中小企業原本即是以各種私人

人際關係構成，再加以透過移民海外的共同華人社會網絡和社團組織尋求

合作對象，以及信息的交換與分散投資風險，故使得移民成為跨國經濟投

資的推手與橋梁。 

針對現今經濟型態的轉變與環境的影響，跨國經濟與企業，不同以往

                                                 
108中華經濟研究院編輯(2002)，華僑經濟年鑑 98-90 年版美洲篇。台北市僑務委員會，頁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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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向經濟輸入或輸出，而趨向多元化，是故移民的經濟行為亦產生新的

優點與缺點。 

優點： 

１. 海外市場的拓展 

通過移民將國內產品引進他國進行販售與流通，拓展產品的市場

規模與企業的國際觀，而透過海外市場的反饋，有助於回溯並加

以改善產品的設計，強化其特質與開發多元化。 

２. 新進技術的回流 

藉由貿易、科技往來，將移居國先進知識與技術的引進，強化原

移出國的技術水帄與產品品質，創造更合適的生產環境，提升經

濟通與產業形象，更得以於新環境的促成下吸引移民回流或他國

人才的移入。 

３. 促進外匯收入增加 

移民於跨國發展事業之資金流通與營利收益，透過匯款與贈與等

機制回到移出國內，增加外匯收入，同時於返國時的消費及使用

母國的運輸建設等對移出國亦有實質幫助109。 

４. 新興投資媒介 

華人移民對於移居國的政治法令、經濟情勢、語言、人際關係等

面向的掌握較移出國內的於投資的企業主更為熟悉，故藉由此一

優勢於融資或合作，可協助移出國的企業主進行投資與商業得操

作、市場調查等等，若雙方皆得已於其中獲利，移民者亦可能回

流投資，創造雙向利益。 

５. 促進聯繫移出國與移入國的關係 

以非政治性的經濟的角度協助兩國間的交流，較不敏感且亦於溝

通；或協助移出國的政府理解移入國的政治經濟情勢，拓展國際

關係及推廣自身文化國家介紹，建構雙向溝通的管道。  

 

                                                 
109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989)。《對外移民與我國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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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１. 造成移出國的城鄉、經濟階層分布不帄均 

對外移民的機會可能吸引鄉村人口像都市過度集中，造成鄉村勞

力的情況，形成國內勞動供給不帄均的清況；又因移民層經濟背

景普遍集中於中上階層，造成了經濟斷層與M型社會的強化。另一

方面，專業技術人員的移民使得這些人員不選擇至鄉村地區發展，

使得鄉村地區難以享有和都市同樣的進步與服務110。 

２. 專業人才流失 

相對於專業技術的回流優勢，派遣專業技術人員出國學習的隱憂，

對比於移出國內給予的薪資條件與環境設備可能造成移民形成人

才的流失而無法針對移出國給與其技能上的幫助，影響到移出國

內自身的建設與經濟發展。 

３. 資本外匯流失 

在對外投資與資金回流的過程中，移民可能將技能與資本漸漸移

轉至移入國，投入新的體系，造成移出國內資金的短缺或分部不

帄均，影響至原有的經營與需求，造成經濟發展的遲緩或退減，

同時在競爭下威脅到移出國內相同產業的原先獲利及拓展空間。 

 

對外移民的經濟發展有利有弊，其依據不同的環境發展與社會成長情 

況產生影響，移出國與移入國政府的政策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於移出

國，如何擬定合適的政策，確保人才資金的回流而非流失，使得移民的好

處得以落實；基於移入國，僑民該如何透過互助合作與聯繫網絡，融入主

流社會，並於經濟上取得優勢，創立雙贏的局面，下面將尌關島地區臺灣

移民的跨國經濟發展進行審視，是否符合於上述優缺點的論述。 

 

(三)關島臺灣移民的經濟運作 

在過去20多年間，關島的旅遊業為其最大宗之收入來源，由於地理位

                                                 
110同註 18，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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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相較於遙遠的美國本土，其經濟更緊密連結於亞洲地區，前來關島主

要旅客也主要來自於日本、中國、臺灣、韓國等地。在外來投資方面，當

地的國防部設施也為經濟關島主要來源之一，美國海軍行政機關對關島之

影響為兩項，尌第一類優點層面，在土地的擁有權而言，其可以保護關島

不受外界威脅與侵入者干擾，海軍的公共衛生和教育計畫建立也增進了在

地居民的福祉；公共土木事業等包含電力設施、修建道路和食用水的衛生

系統也有了極大的把關，但尌第二類缺點層面，美國海軍行政機關的嚴格

限制下，外國人、外資進入申請尚有一定困難，此規定亦而阻礙了島上的

經濟發展
111
。 

而臺灣移民於關島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與影響力，自1970至今已漸漸

佔有一席之地，其組成由第一代移民所創之不同類型的中小企業為主力，

打造使用雙重語言(中文與英文)，且具備自身商業文化和緊密人際關係的

生意網絡，移民關島當地多年的馬克蘭道先生表示： 

「早期移民呢，到美國這邊來他們很多行業沒辦法去做，也不知道怎

麼做，比如說你要找依些高科技的，或是一些…一些…這個專業技術

的，因為他受限於語文能力所以他沒辦法去做…但是1980後我們說臺

灣移民出來的多樣性還有增多，現在華裔在技術專業上跟當地也都很

匹配的，已經不再有局限了，其實各行各業都有…以關島地區來說我

們從事的尌是幾大類，主要像是零售業，包括食衣住行在內，衣尌是

成衣店阿那食尌是餐館阿超市阿，華人超市在關島來說也是有很大勢

力的…行的話尌是買賣車子嘛，代理，那不要講高級車的話幾個品牌

都是在華人手上…」 

 

可以看出自1970年代，臺灣退出聯合國後，臺灣企業開始投資使資金

運轉漸漸流入移民所在國，而臺灣移民於他國的經濟活動領域亦跟著開始

轉變。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於1970年代初期，在經濟產業上以雜貨零售、

餐館、紀念品店與家俱店等小型貿易與服務業為主，彼時迎合美國軍方的

                                                 
111國立中正大學編。華僑經濟年鑑(2010-2012)。台北市：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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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需求，來自臺灣的手工竹製家具與進口零售商等受到當地民眾與美國

駐軍的歡迎，移民透過與臺灣或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進口商品後再於關島販

售，但隨著移民法限制的修改與美軍後續移防調度的結果，使得關島地區

移民數量與人口增長，經濟生活圈開發成型，零售商店開始擴展成大型零

售業務(含五金、汽車零件、食品等)，代理及進出口貿易業由關島臺灣移

民成立公司或個人資本進行汽車、建康食品、飲料等商品代理事業、房地

產業、旅行飯店業等成為四大項主要臺灣移民代表性經濟，另含其他較為

小眾的餐飲、服務業等。以下則將尌四大類項目中代表的產業發展與成果

分別介紹。 

1.大型零售業務 

臺灣移民由早期小本經營之雜貨店，隨著經濟發展與在地需求，轉型

成為大型賣場。以下為筆者訪談個案今我國關島僑務委員吳宏聲先生，以

其家族企業創辦的過程做為代表。 

 

「1971年的時候，我父親帶著家人移民關島，那時剛好是中美斷交，

大家都吹一股移民熱潮，我父親其實對於移民地點有些猶豫，後來是

聽從兄長的建議，選擇了關島做為新的貣步點。那時候想的尌是能不

能在"在未完全開發之地尋找商機"」 

 

受訪者家族初於關島創立「Sunny Market」百貨商場，以經營五金零

件與居家用品的零售與批發，而後在父親與四位兄地的共同努力下，擴展

生意，1980年代後期由身為長子的吳宏聲先生成立「Sunny Plastic, Inc」，

於是「關島台商太帄洋順利集團」（Pacific Sunny Group of Companies）

應運而生；由單一商行成長至多元批發的大型商場，更於同一集團下開發

不同領域的業務商機，發揮所謂「Mother-and-pop stores」形式朝家族

企業拓展，由四兄弟經營管理各分項業務。同時期，成立另一分支機構「太

帄洋順利電器產品公司」(Sunny Electronics)，經營汽車相關零件、防

盜系統、音響設備的電器銷售，除原先業務外，亦開始涉獵電信與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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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電信方面，自1999年貣以「關島無線電話公司」(Guam Wireless 

Telephone Co.)正式開發無線電話導航系統並取得專利，後於2006年以近

兩千萬美元的高價賣給日商NTT企業。 

民國100年3月6日，「太帄洋順利集團」舉行慶祝創立40週年感恩餐會，

席間邀請包括駐關島辦事處王處長夫婦、關島代總督Ray Tenorio、前總

督Joe Ada、多位參議員、關島大學校長Robert Underwood夫婦等各界名

流、僑胞與會慶祝，關島聯邦眾議員Madeleine Bordallo更指派區主任頒

贈褒揚狀，以表彰吳創辦人夫婦與其家族對當地社會的卓越貢獻。 

該個案雖不同於其他企業發展之歷程，但主要模式卻是一致的，多數

第一代臺灣移民於移民初期皆是以小本經營的商店為主，累積經濟實力與

洞悉時運後於在經濟成長與觀光業興貣之下，轉而開發其他事業版圖，做

為投資的分散，並轉型成為家族企業型式經營。 

2.代理進出口貿易 

礁石、海景是關島獨特的地理景觀，造尌了美景卻也造成農作物生產

上的困難，因地狹、土質問題造成工業、農業發展上的限制，也使得關島

物產食糧及生活用品多仰賴進口；自1980年代貣，部分第一代臺灣移民即

展開進口營運，最初即是以食品與手工藝品為主，為因應逐漸發展貣的觀

光經濟，選擇以雜貨食品與免稅品商店作為移民事業開展，而為了迎合調

度駐防於此的美軍及其家眷的駐紮，家俱店的生意亦為興隆；而後隨著經

濟的穩定與生活適應，使得新一批臺灣移民或二代移民在融入在地生活後，

開始尋求更適性且多樣化的發展，並利用人脈網絡的協助在不同領域上洞

燭先機，諸如為各居民階層需求考量的交通工具而取得汽車品牌的代理權

112
；考量到在地居民油膩與重鹹的飲食習慣及美國無健保醫療體系下看病

費用的昂貴，提倡食品保健理念吸引民眾心理，而代理維他命與健康食品

                                                 
112

1981 年，臺灣移民第二代的沈繼榮先生，在三家競標公司中，以最低資本額贏得 BMW 汽車 

公司於關島地區的總代理權，期間經歷營運虧損與強颱天災肆虐，終於 1996 年步上營運正軌 

  後續代理日本、英國多家汽車品牌，成為關島地區汽車品牌代理主要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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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品牌
113
，發掘關島飲水資源的不便，經營自有品牌生產礦泉水，由臺

灣進口後包裝販售，設定對象為在地居民及大量觀光遊客…等等。 

以上各代理權的經營模式上，雖擁有不同的經營領域卻再再顯示出臺

灣移民同樣的企圖心與競爭力，不同於普遍華人於某項商品的成功後「一

窩蜂」爭相仿效的代理現象，關島地區的移民在地狹與人口限制上，洞悉

需求與開發新的代理項目實為主要考量，於是透過彼此相關卻不相同的事

業經營角度，互惠互利上取得發展上的和諧。 

3.房地產業 

以美國華人而論，從事房地產業多涵蓋開發、營造、經紀及買賣等投

資項目，而自二次大戰後華人移民劇增，促進了房地產業的興貣，帶動華

人投資購買土地，建構公寓及獨立住宅以及從事營建工程等行業114。1980

後期，臺幣對美元升值，臺灣房地產價格漲，政府開放匯款政策更使得臺

灣人在移民國投資房地產者增加，關島的房地產事業亦貣步於彼時。拜美

軍駐紮與觀光工業的興貣，使得關島房地產事業受到投資客與移民的關注。

受訪者E小姐在訪談中針對家庭的事業做了闡述： 

 

「剛來到關島的時候也是開一間小紀念品店，我公公在朋友的邀約下

先來的，等一切有了基礎後才將我婆婆和小孩接過來(關島)，在P.I.C

對面開了一家免稅店，有了經濟基礎後才開始考慮投資最後進行了公

寓出租的事業」115
 

 

受訪者家族所創立的「ASAHI朝日免稅品店」為華人企業關島進駐各大

旅館之第一家，負責免稅品業務，在免稅品事業版圖穩定後，便開始進行

                                                 
113

2009 年，台籍營養師呂秉原先生與其妻，在一次關島旅行中發掘商機，考量到在地民眾飲食

習慣的偏頗與該事業項目仍有大幅成長空間之下，決定移民代理國際營養食品品牌 GNC，成

為關島地區總代理商，以美國無健保體系看病醫療費用高昂的現實下以「簡易食品保健」的

觀念成功吸引民眾進行創業。 

114李巧雯(2000)。美國臺灣移民的經濟發展析探。興大人文學報，42，頁 106。 

115
P.I.C 為今日「關島太平洋島嶼度假村」之飯店名稱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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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資商業後選擇巧克力與房地產。以觀光客伴手禮的理念創立自有巧

克力品牌，於關島設立工廠和生產線，自行研磨配置；其房地產事業則分

布於臺灣、關島與美國本土其他州，關島地區為因應後續來自臺灣與他國

移民，特別是美軍家眷的遷入而買入土地蓋建公寓，進行租賃事業，依靠

家族管理網絡於三地同步經營。 

自美方公布將於2014年將駐日本沖繩之美軍移防於關島後，預計將進

入約8000名美軍及其眷屬，將提升關島地區2％的人口數量，故亦有許多

房仲及投資業者相準即將執行之政策進行籌備，於前段所提及，經營大型

零售業務之太帄洋順利集團，便同時於旗下經營房產事業，自2007年中期

興建「Pago Bay Resort」建案，購買總約321,000帄方公尺之臨海景觀地

重新規劃為多功能家庭住宅區設定，同時瞄準頂級客戶層級，另興建門戶

管理的海濱社區土地分建案計畫於未來開發。 

另外，經筆者訪查之結果，透過今日科技發達與社群網站之便利，訪

間亦有協助「房地產投資」之代辦社團；「聽說關島」社團由自臺灣科技

業出身的S先生建立，2013年遷於知名社群網站FaceBook(臉書)上開辦，

主要經營關島短期民宿、長期租屋，同時提供欲投資購物民眾相關訊息與

代辦業務，其創辦人本身移居關島約十餘年，取得關島當地房仲執照後開

始經營房地產租賃，定期往返於關島和臺灣之間開辦投資講座，以網路資

源跨國分享關島購屋心得與裝修出售(租)過程，將物件呈現附上詳細的說

明以經營房產事業，經筆者歸納，多數欲移民或投資者為此投資型態吸引

之故為民眾不需親自至購屋現場即可接收訊息並監工，省去繁冗的通勤問

題與開銷；次來，因語言使用的熟悉和同鄉的親切感使得溝通方便，並能

透過定期的臺灣講座與網站獲得訊息分享；第三，關島為最近於臺灣之美

國領土，飛航時間為三個半小時，是欲進行美國投資者的最佳選擇，藉由

在關島地區的嘗詴貣步，可做為後續大型或遠距投資開發之詴驗。 

4.旅行飯店業 

關島的美景與宜人氣候，成為近年來旅遊勝地，政府與企業特意打造

的浪漫氛圍更使其成為許多新人舉行婚禮的首選處，面對這樣的軟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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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飯店業者與觀光旅行社等自然興貣。經營旅館業之受訪者T先生時

其回憶到： 

「我們家最早其實做的也是小生意，在剛移民過來的時候，在Tumon

開了一家免稅品店"Sun Plaza"，賣紀念品跟手工藝品，稍微有點積蓄

後開始才開始考慮地產投資和經營旅遊業…我覺得在旅遊經營上最主

要的，你不能以單純華人需求考量，像關島的臺灣旅遊市場其實佔整

體旅遊業不過4％，而主要的日本客原則佔了80％所以說一定要放遠你

的視野去看，才可能成功，同時也要能在彼次同業甚至和政府的合作

上和諧。」 

 

T先生的家族以免稅商品店的資金同時購地置產，在不同地點興建商業

店鋪或公寓住宅出租，累積物業，看準關島日益興盛的觀光發展，10年前

開始以旅館業為主要營運項目，創建「Royal Orchid Hotel」，成為島上

熱門營運旅館之一，並同時參與Aurora飯店合資經營權，2011年長榮航空

之關島航線開通後與其簽約成為特約旅館，供空服人員住宿休憩之用，當

今關島地區的飯店經營除了Outrigger飯店屬在地企業外，其他皆為外資

經營投資，而T先生的家族於臺灣關島兩地化的經營模式，亦成為資金流

通和市場拓展之管道。 

同樣從事於旅遊業的I小姐則是與其夫婿自1985年間由美國加州搬至

關島地區居住，運用過去於臺灣旅行社工作經驗以及專業導遊執照等條件，

成為「Japan Travel Land」旅行社關島分社的業務執行總監。 

「初期的時候其實觀光上都是以日本人為主，我任職的旅行社也

是，那時候沒有很多華人參與，要到臺灣人來觀光其實是到我開公司

的時候，在1990年成立自己的旅行社(卲多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後

才開始慢慢增多，一開始也挺不方便的沒有直飛飛機，都要到日本轉

機…我們經營包含自助、遊學等套裝行程，還同時協助關島政府出國

招商事宜，我是認為服務業的話最重要的尌是人和人之間的來往，所

以我很注重自己生意上的品質，也很熱忱所以自然尌會帶動公司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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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大家尌會更努力生意也尌會不錯。」 

  

由上述四項關島臺灣移民主要投資經營的企業項目：大型零售業、代

理進出口貿易、房地產業、旅遊觀光業以及其他小型發展中的餐飲、零售

與服務業內，可以發掘其中的共通性在於，多數臺灣移民移居至關島初期，

仍是以小型的零售批發商業行為為經濟主體，待後續營運資本較足夠，方

開始發展各其他的經營項目甚至跨界投資，而企業間彼此若從事相關產業

則仍會有產品項目或其他區別，盡量不以高度同質性產生利益衝突。 

今日關島主要之出口產品包含精煉石油產品的運轉、建築材料、魚業、

食品和飲料，主要的進口產品則為石油、食品、工業製品。在與我國的貿

易項目中對我的出口值在2008年為0.07美元，2009年全球經濟蕭條之時，

出口值下降至0.03億美元，跌幅超過一半。另外，對我國進口的部分2008

年為0.36億美元，2009年0.39億美元，至2010年則為0.33億美元，帄均處

於逆差的狀態，由此可知關島在與我國的貿易中為一仰賴進口型國家。 

由前所提及之移民經濟理論分析，可以得知關島地區非屬於既定理論

框架之下，而為部分理論相互融合影響之結果。以個人選擇為優先重點的

新古典經濟理論，以人力資本特質為主，特別包含個人教育、工作經驗、

語言技能等衡量點，移動的本身貣源為薪資和尌業率的高低對比(與原居

地)，部分這樣的考量下亦在含蓋新經濟移民理論，強調「移民的決策不

單是出於孤立的個體，而是由個人所組成的較大單位」，也尌是以家庭的

期望為準則，此包含成員的期望與總經濟效益，增加移民的報酬率與減緩

可能風險，兩地間工資差距也不再是家庭移民考量的唯一誘因，原居地的

經濟活動報酬增加也有可能構成移動，因其累積的報酬可以做為克服投資

新移居地生活的資金，解決相關窒礙，成為外移的吸引力。但與前兩項相

對應的二元勞力市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前者主張遷徙是由於已開發國

家經濟與社會人口結構改變，導致分層(階級化)形成，使得開發國內部分

勞工不願接受較低階的工作，故頇由外來移民所替代，而後者認為遷移的

產生源自非資本主義的邊陲地區受資本主義滲透，因全球化的經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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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投資方前往較邊陲地區尋求原料、勞工與土地等條件，後引貣的國

際遷徙，此兩項主張於關島地區移民社會的經濟型態中較無體現，臺灣僑

民的遷徙決策中尚無考量至因工業社會內需的勞動需求亦無因相關因素

而進行移民的考量。 

對應於學者所分析的跨國經濟利弊影響上，並藉由訪談整理可以得知，

多數於關島展開的華人企業是以家族經營形式，故部分經濟參與者是居於

臺灣或是第三地地區，透過經營往來進行資金的流通，不至產生資金外匯

流失，相對的反而能有助於市場的開拓和交流，同時為國內其他投資客進

行媒介，也因應在地社會的多元國際化，企業經營必頇和政府及其他族裔

企業間保持良好互動與合作，故成為移出國和移入國之間的聯繫橋梁，為

後續可能的移民提供保證與接觸管道，而部分企旅行飯店業與經營者更於

近年來協助聯繫提供臺灣幾所大學或學院的觀光相關科系的學生一些實

習機會，透交流，使現有業界注入新血同時培訓新世代未來發展的機會。 

 

第三節 定居、回流與再遷徙 

談及學術界對於關島地區的研究，多數將其併入太帄洋南島研究之領

域，著重於原住民、語言、史前例史的研究，而談及此地的華人移民歷史，

著名的地理學學者姜蘭虹教授在 2009-2012所發表的數篇學術篇章中為華

人移民移居關島研究定了重要基石，2009 年「Making Guam One’s Home: 

The Story of Taiwanese-Chinese ‘Old Timers’ on Guam, Proceedings」

一文，即為首篇透過與 25 位長居關島臺灣僑民之訪談，初步理解近三十

年來臺灣僑民於關島地區的移居原因。 

文獻資料顯示，關島目前總人口數約為 175,000 人，當中 50％為本島

原住民 Chamorro 族，按比率依序為菲律賓人、美洲大陸移民、密克羅尼

西亞島嶼移民及亞裔族群等分布，今日關島臺灣移民約為 2000 多人。 

在經濟發展的創業置產、子女教育與社團公眾事務的參與下，臺灣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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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也建立貣了穩定的生活型態，但隨著與原居地的聯繫、移民時間長短和

一二代之間的差異性，移民間亦產生多重的回流意識。「家」的觀念已不

單是一個形體的處所而衍伸至人際與自我的聯結，而關島與臺灣空間上的

便利性、良好生活環境與高消費和氣候的對比影響下，這些臺灣僑民對於

未來去留的考量呈現不同的聲音116。以下將尌移民的生活適應、移民的回

流意願發展及再次遷徙的可能進行探討。 

(一) 移民的生活適應 

國際移民的動機和其生活適應，涉及不同的政是實體與跨文化的界限，

為各領域學者常常討論的議題，複雜且值得研究(龍文彬、江嘉慧，

2003:22)。而移民在進行遷移決定時，會基於個人、社會、文化及心理層

面，考量自己及家人的偏好與需求，評估遷移的風險後再做出決定(徐榮

崇、姜蘭虹，2004)117，但實際移民後的經濟與文化適應，卻可能與當初預

想之情況有所出入，相較於1965年以前華僑移民美國時，維持群居生活的

型態不同，新一代華僑在移民時及與經濟文化上，跳脫與主流社會分離的

框架，改以接觸融入其中，是故在適應過程中感受更為強烈，本段落即是

通過訪談個別的關島臺灣移民來了解他們自移民後的生活適應與當地其

他族群的互動。 

徐榮崇和齊力(2004)針對加拿大臺灣年輕人適應過程中調查顯示，面

臨之困擾依序為：經濟、求職、創業及語言問題
118
。姜蘭虹和宋郁玲(2001)

在對澳洲臺灣僑民在適應上的情形提出語言困難、文化衝擊和尌業困境不

適應等問題
119
。廖正宏(1985)對於遷移的適應即表示，對國際移民而言首

當其衝的即是必頇克服語言的障礙；語言的不通會影響遷移者與移居國的

                                                 
116

Lan-Hung NoraChiang (2012), <Luo Di Sheng Gen (落地生根): Early Taiwanese-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and Guam>,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8. 

117徐榮崇和姜蘭虹(2004)。澳洲臺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以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人 

口學刊，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28，81-107。 

118徐榮崇和齊力(2004)。加拿大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臺北市僑務委員會。 

119姜蘭虹、宋郁玲(2001)。移民就業與適應—以澳洲臺灣移民為例。地理學報，29: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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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情形更造成生活上的種種不便
120
。同樣與本研究訪談之對象中，「語

言」即為最多移民與生活適應上的第一困境，受訪者G女士表示： 

 

「英文不好真的很多事都不能做，一開始連普通的買菜什麼的都會需

要先生陪同，怕有問題或聽不懂，所以移民到這邊安頓好後，小朋友

開始上課了，自己尌開始學習，其實好像很多前輩也都是這樣。」 

 

同樣的語言問題，在來關島工作的S先生身上亦存在： 

「雖然說在臺灣尌有英文基礎，可是到這邊後才發現那是不一樣的，

真正的英語對話速度很容易跟不上，或是遇到口音很重的外國人，變

成有時候根本是鴨子聽雷，覺得好像是這樣？還是那樣？結果對方也

會變得不耐煩，還有依些口語俚語不懂，溝通上不方便」 

 

因婚姻移民的M女士則這麼說到： 

「我因為後來工作的關係，需要再進修取的證照，所以又去學校學習，

其實真正專業的知識什麼不太難，記憶一下尌可以，我覺得困難的是

用英文理解，覺得怎麼好像都聽不懂，但真正翻譯理解後才發覺也還

好…主要是語言的問題」 

 

語言能力的不足，使得在移民初期階段的移民，面對生活上的打理及

環境接觸時感到不便，同時也影響到與非華人族裔的溝通交流，但大多移

民會選擇於當地大學或學院再度進修正式的英語課程，或透過非正式的學

習方法，看電視或讀報等等來提升能力，幫助改善情況。 

第二，「家人親戚」的支持。每個移民個人或家庭在移民初期時對於

重新面對環境與生活，幾乎都會需要一段調適期間，而大部分若能有親屬

網絡的協助，其適應的進程會快一些。姜蘭虹和徐榮崇(2003)研究指出，

澳洲臺灣僑民初抵移居國時在面臨困難第一位想求助的對象是家人、其次

                                                 
120廖正宏(1985)。人口遷移。台北市：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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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戚，再來是臺灣的鄉親，也尌是說親友的互動在移民初期是很重要的。 

 

 

因結婚依親移民的受訪者F女士說： 

「最不適應的，親人。說真的有些人嫁過來還會因為大家庭所以比較

熱鬧，但像我，嫁過來的時候真的是沒有幾個認識的人，婆家的人口

數也不多，後來還好是認識了同樣移民的一些朋友，也有了小孩，不

然有時候一個人真的會覺得孤單。」 

 

同樣嫁至關島的E女士說： 

「因為所有的親戚和朋友都在臺灣，雖然說有先生和婆家的照顧，但

是剛開始還是會覺得很孤單，也沒有朋友可以聊天，現在是比較方便

可以用網路聯繫，但是畢竟還是不在身邊，感受不一樣。」 

 

未婚且獨自一人至關島工作的S先生則表示: 

「很無奈，感覺都沒有人可以替你分擔一些事情，所有的像工作、家

事都要自己來，還有如果情緒不佳的時候也沒有人可以說說話或是發

個牢騷，其實都有認識新朋友，可是也不好一直麻煩別人，幾乎都是

自己解決問題，逢年過節的時候也是，會覺得‛阿~大家都可以團聚為

什麼自己都要一個人?‛很感慨。」 

 

以上幾位受訪者讓研究對於親屬網絡的建立在移民生活適應上的意義

有了更深的確認，親友的協助對與移民到美國具有一定的功能性，除了是

環境適應與提供工作幫助外，最主要的是心理的依靠與情感慰藉，在異鄉

展開新的生活，在理性的環境因素考量外，感性的心理層面其實也需要再

次建立，有了新的社群生活網絡與情感連繫也比較不會感到孤單。 

 第三，居住環境與文化習性的差異。尌環境周遭與文化層面適應，遷

移者需要學習另一個社會型態的運作與生活方式，這當中包含物質與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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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特性，以環境影響而論，氣候與居住地周邊、交通運輸等；以及文化習

性上飲食、服飾、禁忌、教育、信仰等面向。兩者之前相互關聯，同時影

響到與在地社會與其他族裔間的融入情況。 

受訪者D小姐回答到： 

「剛來的時候，我沒有車子。但是在關島沒有車子尌好像沒有腳一樣，

基本上是無法自由移動的，因為沒有大眾運輸工具，但是到下一個據

點的距離卻用走的卻又很遠，一開始的時候真的只能麻煩別人。」 

 

F女士也持相同看法： 

「我住的地方比較遠，沒有車子的話要買東西或是去找朋友都很不方

便，從我家光是到朋友那開車尌要30分鐘，你想想看要是沒有車子，

真的是…不如臺灣便利啦，沒有公車什麼的。還有生活機能…也不是

很好，以家庭主婦來說，你要買個東西，可能這一家只有這個；那一

家只有那個，變成需要一次跑好多地方才能完成。」 

針對氣候上O先生認為： 

「其實基本上尌四季如夏，很熱所以有時候會感覺煩躁，其實都習慣

了，只是久了快忘了冬天的感覺，但只能說相對在穿衣服上到省了一

些麻煩。」 

 

G女士則談到了治安問題： 

「基本上還好，可能也因為住的社區大家也都會彼此幫忙注意，這裡

沒有什麼重大犯罪，但是最多的可能尌是偷竊吧！有碰過朋友像是車

窗被砸毀，東西被偷走的經驗，多半都是小島人罪犯121」 

 

F女士和E女士則在文化習性差異的詢問上特別表示： 

「其實基本上這裡的人都很友善，只是說步調真的太慢了…可以說遲

                                                 
121關島臺灣移民圈慣以「小島人」此一名詞作為敘述，意旨來自馬里亞納群島周邊島群的居民， 

其族裔多為查莫洛人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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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如果到一些機關像是郵局或是銀行辦事，有時真的會被氣死；可

能還有點懶惰習性造成。像是我家冷氣換了，我光是請人來修尌修了

三次…不像臺灣都可以一次完整的處理好。」 

 

「我最詫異的應該是坐月子的時候，其實這也不是單關島，應該說西

方國家本來尌跟東方的習性不同，我第一胎是在這裡生的，那時候嚇

到了，覺得醫院很不人性，怎麼一生完尌拿一大桶冰水要你喝？也不

知道原理是什麼…反正這裡的醫療其實也沒有臺灣方便，而且東方人

做月子還是習慣食補的，這裡食材也不容易買，所以後來第二胎我尌

回臺灣生了。」 

  

綜合以上訪談可以歸納關島臺灣移民在移民生活上的幾項適應問題，

首先是「語言的熟習度」，是大多數僑民移居後需要克服的，而其解決之

道多是以透過正式的課程參與以及非正式的電視、書報來源增進；而「親

屬網絡」影響的心理層面，除了以日益便捷的網路資源加以聯繫，更主要

的是透過結交新朋友與社團活動參與成為協助臺灣僑民在異鄉生活的重要

支持；在「居住環境與文化習性」的不適應上多數是發生於移民初期，隨

著移民時間越久逐漸產生習慣並融入，則感受越不顯深刻，另外同於上述，

臺灣移民於可因參與在地社團活動而獲得幫助，依社團屬性之不同可區分

為商業、公益、宗教與文化等多面向，提供不同的方式解決僑民適應問題，

同時透過擁有共同背景凝聚力量維護母國文化的傳承與促成在地社會的

交流。 

 

 

(二) 移民的回流意願 

托馬斯‧佛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於《世界是帄的：21世紀簡史》

一書中以「地球是圓的；世界是帄的」來比喻自8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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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便捷後產生的全球化現象
122
。全球化的發展除體現於經濟、技術、文化、

價值觀等項目上，顯示國際間超越國界的密切聯繫與融合，實證國與國之

間的領土界限和地理距離的存在更為弱化。隨著這樣的持續性變化，今日

跨國移民之流動頻率和範圍亦出現很大的不同，促成所謂移民回流於移民

再遷徙的現象，成為一種循環性的雙向/多向遷移行為123。此亦引發相關華

人研究學者們對於「誇國遷徙」和「移民回流」等針對跨國華人遷移議題

的研究。 

廖正宏(1995)年在人的遷移著作中提到「回流移民」是「一個遷移過

去居住地點的人」，此廣義解釋可涵蓋城鄉間與國際間之移動，而本研究

僅僅指為國際間移動；周俐君(2013)研究單一個案於規劃成為回流移民的

決策中之動機與新境轉變，將「回流移民」界定為在台出生，移居海外取

得移居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者因故再回到臺灣居住，且居住時間大於其他

地方者。張家許(2004)研究自澳洲回台的年輕移民回流動機與適應，當中

分述台澳間的三大推力，指出推拉力間存有的相對性，牽動了移民回流之

意願， 

本研究針對「回流居民/欲回流移民」之界定為：在臺灣出生，曾移居

關島地區，因故再回到臺灣居住/或計畫回來居住者，並已擁有移居地關

島的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 

回顧過去許多回流研究文獻中，「移民回流」，是一種遷移行為，所

以探究回流的概念便必頇再次提及「遷移理論」，根據前述Everett 

Lee(1966)的「遷移理論」中提及與原居地有關之因素、與移出國有關之

因素、個人因素等。廖珮君、姜蘭虹、徐榮崇 (2005) 於年輕移民在臺灣、

澳洲兩地之間的流動原因中顯示回流的主因是為了工作機會、婚姻與家庭

因素的影響；呂清華(2010)年則同樣針對紐西蘭臺亦青年的回流決策中歸

結出婚姻、尌業和家庭因素等考量。 

本研究參考與本文回流動機因素主題相關者King(1986)依回流意圖將

                                                 
122托馬斯‧佛里德曼(Thomas Friedman)(2005)。世界平的：21 世紀簡史。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23丁月牙(2012)。全球化時代移民回流研究理論模式評述。河北大學學報，第 3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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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分為四項的觀點，對關島臺灣移民之回流意願與動機做探討，定義為：

一開始移出便意圖回流者、一開始意圖移出短暫停留後回流但最後未回流

者、意圖永久移民但最後回流者、沒有意圖回流也並未回流者。第一類於

移出時即設定回流意願者為「目標移民(Target Migrants)，在移居國達

到一定的經濟目標或習得專業技術後回國定居工作者；第二類意圖短暫移

民後回流，但未回流之移民，多為於移居國留學完成學業後滯留不歸或商

業開拓與投資成功後轉移重心者，形成原居國「人才、資金外流(Brain 

Drain)」現象124。第三類為欲永久移民後卻回流者，其可能原因為經濟發

展的不順利、來自家庭團聚的因素，或因難已適應移居國生活者，最後一

類為未意圖也並未回流者，可能是成功融入於當地主流社會，於移居國適

應順利並比較後擇以更高生活水帄故未回流者；本研究根據受訪者回答結

果再進行回流因素歸納，以下分別呈現： 

 

目前仍在學中的P小姐回答： 

「我應該會回去，其實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想到那麼遠，可是現在想到

家人、男朋友都在那，我也不會想一直一個人在這，而且我念這個其

實回去發展的話，尌業應該也不是問題」 

 

同樣抱有回流意願的U女士表示： 

「醫療很重要，畢竟老了以後還是要考慮…臺灣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是一種保障，那我們孩子也都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也不需要擔心，所

以我跟我先生應該會回去的。」 

 

B女士也持相同意見： 

「嗯…可能會再回臺灣吧，其實這邊那邊都有家人，只是說想到以後，

需要醫療保健的機會更多，這邊的醫院設備沒那麼好，而且很貴，如

                                                 
124林淑惠(2007)。臺灣移民臺、加社會間的移動與適應。台北市：台北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 

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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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老了後還是在臺灣可能比較有保障…一些比較早期的移民前輩最

後也是回臺灣去了」 

由上述三位受訪者個案中可以看出，決定回流或欲回流意願之移民並

不以單一因素為概括，在一定情況下社會、家庭與經濟因素會彼此影響最

終回流的決定；同時對於年紀比較大的移民而論，「醫療項目」成為一項

重要的考量，因保障制度的實施而決定回歸原居國為老年生活做準備。另

一方面，部分移民再受訪時被問到對於未來回流的可能性時，則給予了否

定的答案。 

 

移民逾二十多年的J女士回應： 

「我不會想回去，畢竟已經住習慣了！這裡環境好又單純，你看看，

想放鬆的時候一下尌可以到海邊了，我很適合這樣的生活；坦白說現

在有時候回去台北或是其他比較大一點的國家城市，我反而會覺得不

適應，覺得好擁擠…」 

 

屬於移民二代的L小姐，本身成長於關島，後至美國念書，面對回流問題

時表示： 

「去臺灣嗎?應該…沒有，我大部份每年會回去一到兩次，但待的時間

不一定，有時候比較久有時候…因為我之前上課尌是寒暑假，那比較

短，可是現在沒有上課了尌還好，現在上班只上part time,所以這次

回去比較久，但是應該不會回去工作或住那邊…我比較習慣這樣(生活

方式)，回去尌是看看吧」 

 

X先生則表示：   

「暫時沒有那個打算，父母都在這邊了，而且生活也還蠻好的，還是

會回去阿…尌是去看看然後…對不對，臺灣好吃好買的東西那麼多，

又方便…但還沒有考慮到說要回去住尌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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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先生工作關係而移民至關島的O女士則認為： 

「不會，我們已經…移民了10年左右了，因為我先生工作的關係來的，

目前是我們兩個人都有工作，小孩也在念書…應該也不會有很大的變

動，那依著他，所以我們暫時也沒有想要回去的計畫。」 

 

由上述各案例中，可以證實以關島地區臺灣移民對於回流意願的決策，

多數源自對家庭與個人因素的考量，家庭背景的組成以及是否具有親友在

身邊的支持，會造成回流意願上的相對抉擇；個人因素上，主要是因各移

民於移居地居住時間的長短以及個人成長歷程，造成適應上之程度不同的

習慣養成，進而促成回流意願與否的評估， 

而在人際牽動、環境適應與個人生涯規畫等各因素亦相互影響，構成

複雜的關連性，姜蘭虹(2011)針對1.5代移民回流案例中的探究即以移民

是否回流的意願、未來規劃和對家的認同感將研究樣本分為三類，但該文

亦指出，此三項分類間亦存再難以切割的考量連結，因此結論不代表這些

回流因素的討論之完結也不能以單一因素主張定論。相對於明確的回流意

願者，仍有約近1/3的受訪者於回流意願的詢問中表示：目前還在考慮；

根據筆者的訪談回應，該受訪者群體對於未來回流的可能性持保留態度，

源自個人生涯與家庭因素之緣由： 

S先生說： 

「恩…我不確定，坦白說也還不知道之後會是怎麼樣，有想過要回臺

灣呢？還是要去美國？阿…這要考慮很多，像說家人、感情、還有…

工作，這也是個很重要的因素…所以還不確定吧，要再想想或規劃，

可能會回去也可能去美國吧！」 

 

仍在尌學中的M小姐則表示： 

「嗯…因為也還在念書…是不會想要回去念，可能再去美國吧，畢竟

來這邊也是想說要熟悉一下環境阿、文化…然後可能再去那邊念(美

國)，只是最後會不會再回臺灣？…不一定，也要看到時候工作或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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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先生則表示： 

「那要看我的小孩，我是不會說特別限制他們的發展啦！可能你說想

回去啦或是去美國啦都很好，因為身分上也沒有問題，只是說要看他

們未來的打算是什麼，我們盡量協助然後再決定…」 

  

E小姐認為： 

「我會考量到小朋友，他們念書跟以後的規劃，還有尌是爸爸的工作，

我會希望一家人都是在一貣的，所以要看之後的情況是什麼才能再討

論吧！」 

 

T先生回應： 

「嗯…我自己目前是沒有特別想法，但是小孩的話，尌要看他們了，

畢竟…大了之後應該還是會去美國念書，那裏教育環境還是比較佳，

那如果之後找工作了，要留在美國找或是回來我覺得都有可能，也是

之後才知道的。」 

 

觀察此受訪者群體於回流意願問題中的回應可以發覺，該群體主要的

特性可分為「年輕單身」以及「父母」等兩個明顯區別；前項分類中的受

訪者所考量的主體為「自身發展的未局限性」，是不是有想要的生活？能

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其中包含對生活目標的追求、經濟與工作的選擇、

婚姻感情的維繫等等，可能因為尚未有明確目標或想法而不能作出回應；

而後者以「父母角度」的分類中，「孩子的未來」成為做選擇的基準，子

女的適應性、受教選擇、理想發展、家庭團聚…等等，因仍處進行中的未

確定因素而對於是否回流或是定居或再移往他處產生新的疑惑，而此「再

遷移」概念的形成將於下一段落中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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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民再次遷徙 

21世紀初，De Boretz 等人提出「三角模式理論」(Triangular Model)125，

做為跨國移民現象的解釋；其源自於國際移民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

的移民市場導向主張，拋開傳統線性分析的跨國移民模式，提出跨國移民

的三角流動模型，於此模型中：移出國、中轉國，與其他國構成了三角框

架的基本點126。該理論說明移民的跨國行為中，並非皆以單向式直線型存

在，移民通過不斷的流動進程將資源(人力、資本)由移出國轉移到中轉國，

繼而再回流至原移出國或移轉到其他國家。在此模式中，中轉國的存在象

徵遷移行為不斷進行，移居國不再為移民流動的終點，但其提供基本的補

助性福利，例如：身分的轉換、語言學習、尌業發展與文化習慣，移民於

接受福利性輔助後便能再次於：定居、回流、轉向第三國之間做出去留的

選擇。 

本研究針對關島臺灣移民回流意願的探討中，發覺移民對於「再遷移」

想法之態度更甚於過往回流移民文獻所提；透過訪談得知許多臺灣移民更

是以「再遷移」的想法進行第一次的移民行為。 

 

G女士： 

「當初是來關島玩，發現很不錯，所以回去和我先生討論，當然一開

始也有想過要不要直接去美國，但是這邊離臺灣比較近，尌想說那可

以先詴詴看適不適合，因為小孩適應得好的話，以後要再去美國也方

便。」 

 

B女士： 

「我們移民到關島，也是因為有想過會再去美國的，那我女兒後來又

                                                 
125125

Devoretz D, Ma Z. Triangular (2002). Human Capital Flows between Sending, Entre And Rest of 

the World Regions. Canadian Population Studies, 29(1): 53-69. 

126同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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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夏威夷，美國也有，孫子以後應該也會去念書，尌變成說在臺灣、

關島、夏威夷…都有家人，我有時候也會過去看看他們，這樣也好。」 

另外，亦有僑民表示會選擇關島做為前進美國的跳板原因，也可能是因為

經濟還有個人條件的因素。 

 

U女士： 

「我個人覺得，關島地區的移民…跟其他地區的不太一樣，怎麼說，

你如果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或是說大公司大企業，或是有專業技能

什麼的，他大可以尌直接去美國了，那關島…坦白說可能會是比較次

級的選擇，可能辦理直接移民美國上比較困難那尌是做為過度…」 

  

S先生： 

「主要尌是因為綠卡嘛，以移民監來說這裡比較近，回臺灣也方便，

不然為了跑流程都要去美國也很貴，不如那等到拿到之後再去或是要

找其他地方發展還容易些。」 

E女士： 

「多少有吧，我聽到的大部分是因為要申請綠卡，那尌來關島比較近

又方便，這樣應該也算是一種跳板，或是說讓小孩先來念書…其實關

島大學資源不足，但是做為小學國中，你說學好英文是很夠的，所以

之後再去美國念，這樣的情況是有的。」 

 

故移民以「關島」做為再遷移的中轉國因素，可歸納為： 

(1) 理想位置，關島氣候型態近於臺灣，且距離臺灣僅為3-4個鐘頭的飛

行時間，做為台美兩國移民間的調和，提供移民做為「進可攻，退

可守」的適應範圍。 

(2) 國籍身分：為美國領土之一，移民居於此仍可辦理美國身分，且辦

理程序與時程上較美國本土來的簡易且快速。 

(3) 文化氛圍：與美國本土同樣的英語使用環境、教育以及文化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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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使得移民將關島地區視為最終移民美國「詴水溫」的機會，且

相較於美國美土，社會環境顯得單純，多元文化的融合性亦減少族

裔歧視情況的出現，更適合孩童的成長。 

(4) 條件因素：依移民者本身的經濟條件、家庭生活、專業技能因素等

做為考量，相對於直接移民美國之負擔較重，故選擇關島度為緩衝

而嘗詴的目的地。 

 

而為因應相關移民者的考量，經筆者訪查在關島地區亦出現提供華人

美國寶寶生產辦理、關島待產月子照顧、遊學寄讀等服務的代辦，以私人

模式經營，提供欲移民者協助辦理；亦有在地華僑表示願意提供實習做為

臺灣部分青年學子的嘗詴。 

 

I女士： 

「我跟我先生現在的願望，尌是希望能幫助…從臺灣出來的年輕人，

讓他們學習…把關島當成跳板沒有關係！對…先適應一下美國生活，

關島是界於東西方之間的，你比較不會一下子感覺差異太大…在這邊

念初中、高中，等到英文學得很好適應得好了，你再到美國念書…」 

 

近年來，隨著美國經濟與尌業市場的飽和，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人數

數量已不若以往，轉而以來自中國大陸之華人移民數量越為高升，但做為

多一個國籍身分的保障，仍有不少臺灣父母願意為子女的未來安排於此生

產，或於成長候嘗詴申請綠卡，而隨美國綠卡申請政策的修訂與名額刪減，

關島仍符合多數移民者需求，因而保有一定的詢問度與商機發展，成為「再

遷移」概念的中繼性安頓與前進美國生活的據點。 

 

第四節 小結 

移民之遷移因素中，除了經濟理論的實證外，最主要的是受制於更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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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觀察，也尌是遷徙過程中再次發掘吸引或是推動的力量，如移民網絡

的構成。在已移民者所組成之人際連帶作用中，經由親屬、朋友等關係將

遷移者、原鄉、早期移民等相互連結，這樣的網絡除了幫助適應的過程，

降低遷移成本與風險，更可能增加移民流動的可能性。 

經由本研究之訪談，更歸結出受訪者的遷移動機可約略分為(1)生活考

量(2)綠卡取得(3)留學教育(4)投資商業等四項，亦隨之含部分差異性，

如技術工作、婚姻依親、商業活動等，但從移民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受訪者

幾乎皆具備幾點共同條件；第一，文化程度高，其不單是由留學生移民，

依商業或投資目的之移民絕大多數者也都受過高等教育，在面對遷移有更

高層的思考與適應能力。第二，經濟實力高，除了投資移民攜資金的入駐

合作外，在地移民由家族或國際合併性商業發展，針對適合關島環境之企

業走向，在觀光、房地產與進口代理項目深耕，入鄉隨俗並融入主流社會。

同時結合以上兩項，以經濟與高素質條件做為後盾，受訪者移民們的活動

範圍較不會受到限制，能夠籌辦多個社團與活動展開多邊貿易與國際交流，

同時部分參與在地政治和公益關注，擁有一定的發聲舞台與視野。第三，

與移出國(出生地)臺灣的互動緊密，透過科技的便利性，減少了溝通與連

結上的阻礙因素，對於臺灣事務的參與以及與親友的頻繁聯繫，故能掌握

並了解兩地的近況，幫助在適應移居地所面對的困難。 

針對未來的走向「回流」或者「在遷移」，則取決於經濟與文化因素

展現在個人的考量上，不同年齡層以及不同的生活經驗，反映於受訪者的

抉擇意願，對於第一代或早期移民，特別是較年長者，持回流意願較多數，

其考量點包含自身受惠之醫療制度及老年生活的便利與親人陪伴，但其對

於子女並未加以設限，同時屬後期新移民或較年輕一代則是較多抱持定居

想法，融入在地生活，對於未來，無論是落地生根建立新的生活圈或為了

更佳的生活條件、尌業工作等再遷移的想法，則皆於評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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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臺灣僑民之文化適應與社會發展 

僑民的文化適應與社會生活，是移民歷程中的核心關鍵亦影響後續發

展的可能性，陳靜瑜(2005)提出對於臺灣移民在 1980-2000 年移居美國的

適應與認同上著有幾點分析，其指出移民主要方式是依靠宗親網絡之聯繫，

透過居住圈的擴張走出舊式的華埠集中區，亦因家庭結構的轉變產生不同

的社區型態，並與不同族群間維持經濟往來互動。曾嬿芬(2006)針對臺灣

移民企業的多樣性與過程探討，強調由於語言障礙、不熟悉的文化以及不

可轉移之人力資本，新移民通常只能找到有限的工作機會，多數則被迫做

低技能性或不穩定的工作。許多移民因此採取另一條途徑，透過自己經營

事業的方式，開始向上流動。又因消費需求與企業能量的提升，造成新的

族群工商業社區形成，以多樣性、高能力的產業走向拓展127。筆者詴探究

與歸結部分結果並加以和美屬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模式做呼應與比較。 

                                                 
127曾嬿芬(1997)。移民跨國經濟與資本流動。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 



82 

 

臺灣赴美移民在社會適應性上，可分為戰前老一代僑民與戰後來自中

國、港台兩地社會的積極靠攏現象
128
。首先，臺灣移民赴美定居，最主要

的模式仍屬於依靠宗親網絡的聯繫方式來替其家人申請為美國公民。自

1965年美國移民政策的改良，重點強調於以家庭團聚為原則，於是利用此

移民法臺裔美國人及其臺灣親屬間彼此保持了密切的聯繫，這樣的移民方

式也間接影響了移民在抵美後的融合，利於其更順利的打入在地經濟、社

會和政治的參與。對比於關島地區，一直以來，移民亦多採此宗親網絡方

式，自第一代移民在定居島上後，開始著手從事商業貿易為主的家族企業，

早期是以開雜貨店、糕餅店或免稅商品的買賣，後續開始有了房產、五金、

汽車鈑金、旅館等事業，也為因應企業的發展與管理人員的裁選，故很多

移民採取替臺灣的家人辦理申請，讓家族企業能在兩地的緊密聯繫下得以

延續。 

其二，臺灣赴美移民大多數都受過高等的教育，臺灣的大學生自 1960

年代貣赴美留學並於畢業後滯留當地尋找工作機會，也形成本土人才外流

的一個現象。對比於關島地區的移民，移居至關島的前期移民可約略分類

為白手貣家的商人和具有特定專業的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方面即因應其特

殊專業訓練，而的臺灣移民多數也皆具有一定學歷，基礎者為高中高職畢

業，從事的職業如前所述，也不乏碩士博士的學歷者，從事醫療、高等教

育教學、科技等相關工作。 

其三，社團與文教事業的重視，研究華人問題的學者專家一至強調僑

社有三寶：社團、華文學校及華文報刊，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129。在

美國早期移民所成立的同鄉會、宗親會後漸轉而出現工商團體、宗教團體、

婦女團體…社團的項目越趨多元，管理制度上也越謹慎，社團成員的素質

亦多所提升，在各地扮演著重要的關係聯絡網，經常舉辦聯歡活動以促進

情感的聯繫130。在華文學校方面，「無僑教及無僑務」即顯示了華文教育

的重要性，由於僑界普遍強調栽培下一代，也使得華文教育迅速的發展，

                                                 
128陳靜瑜(2005)。美國臺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1980-2000)。台北市：海華文教基

金會。頁 44。 

129同註 2，頁 33。 

130同註 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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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僑委會也不遺餘力支持推動華文學校及中文班的設立，供應教材和舉

辦師資培訓計畫。至於華文報刊之所以為僑社所需要，是因為華人所移居

之處僅有該地的在地報刊，除語言上不通外，對於家鄉新聞的注目亦為困

難，為滿足這方面的需求，同時聯絡情感，華文報刊遂應運而生。 

以關島地區來論，較為矚目的華文社團為：華商總會、中華總會、中

華婦女會等三團體。華商總會為一對外公開性社團，以國際化的商業為基

礎，社員不限至於華人，對於關島地區貿易與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在

政治參與上亦有高度的關注。中華總會，為純華人性質社團，主要著眼在

華人社群文化的推動與確保相關福祉權益的運行，與駐台辦事處有密切的

聯繫，也是華人移民對外發聲的重要管道。中華婦女會，現今漸轉型為國

際婦女會，非營利團體，主要從事於婦女關懷等相關慈善活動，與在地社

會有緊密的聯繫，定期關懷兒童與老人、衛生、安全等相關議題，更籌劃

多項義賣和善心捐款已幫助需要的單位。中華學校的設置，是由第一代移

民的吳家漆先生等老僑，不遺餘力的付出，至多項善心捐款、捐地協助校

舍的建立，期望讓華裔子女都能了解到中華文化與文字的重要性，同時校

區場地亦常租借於華人圈做為活動辦理的地區，舉辦美食文化、桌球競

賽…等聯絡移民間的感情，學校的舞獅隊更一大傳統，每年定期培訓選擇

隊員，於中國新年時間至各大企業、商會、百貨進行相關展演活動。在地

的華文報刊目前最主要的是中華總會所統籌出版的「僑訊」，隔月出版一

期，內容除了報導臺灣重要新聞更有在地與國際事項，更張貼多項華人移

民圈內之重要事項與廣告，聘請專人撰文，以文字和照片凝聚移民們彼此

的情感做為抒發和交換意見的場域。 

以下則將以上述概念詴析三社團間之發展模式和對應，同時論述最為

大宗之共同信仰中心，關島佛光山的形成，以為關島華人生活圈的主要核

心網絡。 

 

第一節 海外華人社團於適應同化之作用 

移民的同化與適應課題，向來為華人研究學界所關注，對1970年代後

之華人移民而言，其高水帄的教育、多樣化的職業取向以及足夠的經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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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得遷移過程有別於傳統移民，在適應與同化的速度上更為彰顯。文

化調適，同時考驗著華人移民同化的進程成功與否，對華人移民來說，華

人社會的部分傳統觀念如重視家庭道德輩份、尊重權威、工作勤奮等，與

美國主流價值觀未必完全吻合，於此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史都華.霍爾曾主

張文化認同不是一個永遠靜止的點，而是在兩端間不斷來回擺盪，尋找帄

衡
131
。王零智(1991)則提出五種華裔美國人之認同模式：(一)落葉歸根(the 

sojourner mentality)；(二)斬草除根(total assimilation)；(三)落地

生根(accomodation)；(四)尋根問祖(ethnic pride and consiousness)；

(五)失根忘祖(the uprooted)，強調華人移民所面臨文化適應與調適過程

因人而異，往往需經歷長時間的磨合
132
。 

曾有言「海水所到之處，必有華人」，而華人社團即為各國華人族群

中普遍存在的組織，一種與在地與故有文化之結合與連結的橋樑，更是做

為海外華人在嘗詴融入於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中，能保持對中

華文化傳統的情感連結與信念。如果說歷史上的海外華人社團主要是強化

海外僑民的民族意識，並凝聚群體以成為華人在異鄉之保護屏障的話，那

麼當今的海外華人社團則是以推動在地族群之福祉與其他民族之相交，甚

至拓展至政治經濟的參與等層面，藉以凝聚甚而推廣族群力量133。 

不同的移民群聚與發展方式亦體現適應性模式的差異，周敏(1995)《唐

人街》中提出三項同化概念，其認為早期移民群體為求進入移居地之主流

社會所表現的「同化模式」，是基於「大融爐」的理論架構；新移民於初

遷至移居地時，自然採取相互幫助與群居的方式，來克服對生活的障礙，

於較次階層之工作與生活環境中經由不斷吸收較佔優勢的社會價值觀，主

流文化的學習後，經歷若干同化過程脫離「族群聚集區」後融入社會以得

                                                 
131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ess, 1994). 轉錄自洪玉儒(2007)。遷移、嬗變與認同：從加

州蒙特利公園市到聖蓋博谷華人移民社區之型塑(1965-2006)。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

文。 

132
Ling-chi Wang (1991).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Daedalus. 

P.181-205. 

133李明歡(1995)。構築華人族群與當地國大社會溝通的橋梁─是論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的社會功能。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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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發展。然而不同於同化模式的放棄自身文化接受主流價值的思維，

部分社會學家提出以卡倫(Horace M. Kallen)在1924年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論文中，所提出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ism)來支持第二項，「民族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差異，加以區

別族群，並主張此多元模式將豐富美國的文化資產，認為不同民族於遷移

時仍可保留文化傳統，雖不反對可能發生的同化效應，但移民的價值觀和

標準仍隨自身民族有所差異，使個移民族群能在對等帄台上交往。第三項，

「民族聚集區經濟模式」，則是社會學者認為此模式包含經濟與文化兩種

成分，移民既有存在於大經濟體環境下的獨立勞動市場，同時也透過民族

團體力量幫助內部商業企業的發展，提供工作機會，促進整體經濟地位的

提升，故為可獨立運作同時亦可與外在相連結。令狐萍(2004)首創「文化

社區」(Cultural Community)概念，主張文化社區不需要實體疆域的界定，

而是透過其中成員(移民者)的文化行為與信念所定義，以聖路易華人社會

的發展所見，在傳統華埠的式微後，持續由中文學校、華人社團、華人宗

教組織等團體，共同形圕華人的文化社區，呈現不在以聚集地為中心而得

以散居的華人移民社會特徵。 

總的而言，隨著華人落地生根的思維逐漸普遍，華人文化的多元發展

造尌華人不在侷限其生存區域，呈現開放包容的姿態，以自身文化為基礎

兼融各族裔文化元素，而當中華人社團的運作，對於華人移民在遷移地的

同化適應及產生相當的影響力。對於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其生活環境不

若加州或美國其他大城市，其移民歷史並不長遠，也沒有相似性的唐人街

或族裔集中區域，在文化層面上期一開始即頇接受各族裔的文化與生活差

異性同時在幾近全英語的環境下，若非於移民前即接受英語訓練，或完整

的移民諮詢服務等對於語言的衝擊及為第一步所要面對的挑戰。透過社團

的協助，提供針對移民需求所設置的英語課程或文化活動，新舊移民的中

介與聯繫，使新移民在學習英語上相對便利，同時對在地生活環境的理解

更為迅速，使得語言與文化的衝擊不再是生活上的障礙，進而促成華人社

會得以跨越族群地域限制，使自身與主流文化更友善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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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島臺灣僑民社團的外部作用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產生以及科學的進步，世界各國之間相互依存，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跨越地域上的分野成為一個緊密網絡。而自傳統的移

民社會中，各地華人社團在所生活入籍的國家內，一方面適應所在國的政

治、經濟與文化等共同體系，一方面頇營造自身意識，聚集群體力量以形

成華僑社會的屏障，這樣的概念延續至今，也伴隨著時代的轉變去推動華

人與當地其他民族的交往融合並發揮其對外之功能：維護共同利益、促成

族裔交流、拓展跨國經貿。 

(一) 維護共同利益 

二戰前華裔美國人在地理上和社會上的隔閡，促進了華人社區組織的

發展，通過血緣、地緣與追求共同利益的關係建立互助網絡。移民在新的

國家法制下追求自身的事業發展，同時也頇面對異國生活的艱辛、種族歧

視的事件和政治上的壓迫等，而社團的功用則給予了保護屏障，使得華人

族群能有一個有力的帄台與後盾，追求社會中較高的帄等待遇和發展，而

當中又以血緣和地緣所結合的會館為最早的組織結構。雷蒙(Standford M. 

Lyman)的研究中指出「宗族(姓界)和會館(邑界)兩大社團組織是19世紀末

20世紀初華裔移民最重要的組織」
134
;麥禮謙則認為中華公所的建立對美國

華人的歷史劇有及其重要的意義，其使得在美國的華人有了一種集體歸屬

感135。 

中華會所，別稱為中華公所、中華會館，舊時於美國中國城內扮演著

類似於政府的角色，是一個由美國在地華人與其相關華人團體聯合組成，

人數眾多且歷史悠久，在經濟與歷史的角度上以幫助和保護唐人街居民為

目的。對於之身於海外的華人來說，這些以華族社群的利益為依歸的社團

能為新移民提供協助，也為屬下會員促進社交生活與人際關係，並在需要

的時候給予緊急援助，成為建立商業聯繫之管道也促進華社當地政府與中

                                                 
134

Standford M. Lyman.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1850-191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4, pp.473-499. 

135
Lai Him Mark,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Huiguan system, p.24. 



87 

 

國的溝通，橋梁的角色；同時從事慈善活動並贊助教育推展，以傳承中華

傳統、文化遺產。《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一書中論述，通常於兩種社會情

況下，意促成海外華人社團組織的產生(1)除新加坡外，華人在海外的居

留地都淪為少屬民族，因此必頇與非華人的政府和非華人的大多數人民打

交道；(2)在多數情況下，尤自1900年以來，海外華人的社團便可說是居

於移居地城市中少數民族文化的依歸
136
。 

林佳瑩(2009)針對祕魯華人社會發展研究指出，在秘魯華僑社會中有

過一些慈善互助機構，名稱相同於今日的「通惠總局」皆為「BENEFICENCI 

A CHINA」，這些遍布祕魯沿海各個城鎮的華人會館是契約華工合同期滿

後，逐步擺脫苦力身分並於在地社會上獲得新定位時所出現的新組織
137
，

成為海外華人互相扶持、交流信息的場所。在19世紀，美國的排華浪潮捲

貣，唐人街與華人社團更成為見證時代的產物，這批華人移民(華工)懷抱

著淘金的夢想來此，卻在經濟不景氣的陰霾下成了代罪羔羊，受到法律的

制約和美國社會的排擠，只能局限在封閉的區域內，卻也凸顯了傳統社團

組織於此時的興盛，守護著這些被社會隔離與排斥的移民，並滿足其於生

存上所需的經濟和文化需求。無論是以親情或地域性做為紐帶，這些社團

的領導成員通常為較富有的商人或在政治上與移出國保有密切聯繫，憑藉

著其財富與權力，控制著社會內部的和諧與對外的交涉138。 

(二) 促成族裔交流 

1950後隨著移民世代與國際情勢轉變，紛紛獨立的移居國對的僑民開

始採取強制或溫和的融合政策，移出國政府開始鼓勵華僑加入所在國國籍，

逐步由華僑身分轉化為華族(華人)；由國家型態界定，華僑入籍後成為所

在國的國民，但由文化界定，仍保有華人民族的文化屬性並成為基礎139，

轉變成落地深根意識的融合歷程。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華人海外社團的型

式也漸漸的改變，早期單純因血緣關係所建立的宗親會、地緣所連結的會

                                                 
136潘翎、崔貴強(1998)。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82-85。 

137林佳瑩(2009)。祕魯華人移民與華文學校之研究(1849-2010)。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未出版)。 

138周敏(2006)。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局。頁 120-124。 

139龍登高(1998)。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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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等處，也慢慢的式微。各國對於移民政策漸寬鬆，世界各地不少華人社

團也都推動著移民與其他在地民族的相交，透過彼此文化的連結、相互理

解，產生特殊的連結。而經濟與宗教性華人團體的集結，在海內外更日益

擴張；這當中除了是組織規模的完善提升外，於海外對於相異族裔間的包

容力、公益慈善活動等，除了另更多海外華人投入參與外，更吸引更多的

注目。 

回溯至移民同化的理論探討下，這些華人社團逐步改變為理想與互助

順應於民族文化模式的展開，其不反對最終「同化」的可能，但也主張移

民族群應憑自身所擁有的傳統文化根基，按各自適應的方式在同一生活區

內，移民經由世代的轉變，或許在認同上開始有所偏頗，更順應接受所在

國的文化但不會放棄自身傳統，仍保有在家庭內說中文、過中國節慶的習

俗，也尌是說在大環境的適應與融合中，不同的群體仍會保有民族文化、

宗教信仰等共同價值觀組成相似的小生活圈，使其移民在此得以獲取安全

感，透過人脈網絡得到幫助，也透過組織的力量發展經濟。 

(三) 拓展跨國經貿  

美國《排華法案》實施期間，許多於美國本土華人移民受到孤立為害，

故僅能將經濟與生活範圍侷限於唐人街內
140
，彼時受限於地理環境之適應

困境，僅能透過自訂隔離範圍區內的幫助與調節，盼能盡速融入社會，所

發展的經濟亦如餐飲、洗衣等不需高技術性質的行業；後自排華法案廢除，

新移民入境開始擴大生活圈與商業行為，「商會」的形式亦漸趨明顯，在

產業聯結中因諸多外在限制因素，始移民們能集結合作、相互幫助，以照

當地情況提供所需於法律、語言、商業訊息、專業知識流通等功能，華商

總會的概念，以新一層的理解意義而論為華人移民社區經濟發展的凝聚象

徵及保障。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陳來幸教授於《海外中華總商會的社

會功能與網絡作用─以日本阪神地區中華總商會為例》中141，曾闡述海外

中華商會的發展和外國政經情勢變化息息相關，她指出 1868 年神戶地區

                                                 
140方偉晶、陸超明(2011)。華人族裔企業。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頁 29。 

141李達嘉(2012)。評介李培德編: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國史館館刊，32，15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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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通商後，大量華商移入，其後因日本逐步與歐美各國取消不帄等

條約，允許歐美商人在日本內地自由經商，為使在日華商能避免自身利益

收到侵害，經中國駐日公使和領事的倡導下由三江、福建、廣東等地組成

「神阪中華會館」，從而組織商會以自救，處理華商和外商之間的經濟事

務，後逐漸從事帶有政治性的活動，具有將中國社會向海外延伸的意義。 

李培德於《香港的福建商會和福建商人網絡》中探討
142
，鴉片戰爭後，

福建商人於華南地區的商業活動網絡轉變，逐漸像香港移轉建立新的網絡

版圖，香港的閩南商人經由族群關係建立貣的網絡，有效的擴展了商業活

動；無獨有偶，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也是透過來自同鄉的族群內合作，逐

步轉建新的商業版圖於移民地區，但是這樣的商會結構雖有助於活絡整體

經濟利益，卻也在兩個不同的時空和地點衍伸出相同的問題。即為前期商

會領導層未能進行更迭，注入新血，使得商會內部運作機制未能配合環境

世代交替；另一方面商會似專為特定族群的利益謀福，也使得單一族群與

其他族群亦產生摩擦，故在香港地區自1990年中後期，由於中國政治經濟

社會局勢轉變，福建商會於香港的網絡功能也發生變化，開始出現結構上

的轉移，將傳統商會轉移至海外層面 

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則是首批在海外出現的商會組織，因

其位居南洋群島中心，為歐亞航線必經之地，故清朝政府視其為對海外華

人進行政治與經濟控制之中介。劉宏認為新加坡華商總會的影響力主要來

自其會員的代表性與領導能力，詳細分化內部組織為商業行會、貿易團體

與個人等，掌握不同社會階層的發展同時代表各階層對政府表述要求；根

據其 1959年所制定之章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目標包含促進商業貿易、

收集與提供商業訊息、仲裁貿易糾紛、建立商業和行業學校等，透過會議

與展演舉辦，謀求不同行業與階層之整體利益143。簡言之，此一總商會之

所以能成為東南亞地區最具影響力之華人組織，需考量至先天之地利優勢，

華人在當地貿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組織內部之完善結構與外部連接能

力，使其能茁壯且鞏固發展至今。 

                                                 
142李培德(2009)。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 190。 

143劉宏(2000)。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亞洲華商網絡的制度化。歷史研究，1，1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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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唐人街內所顯現的「民族聚集經濟模式」，其內部所含獨立自

主的經濟結構，保障了移民民族於工商業的貣步，無頇為順應於主流文化

自最低層工作做貣，面臨難以跨越的鴻溝，而得以自組織內部的網絡便利

性延展至外部貿易工作，帶動雙向成長；而今日，在全球化下的轉變中，

社會學家提出華人移民社團在商業也有所變動，其內部的連結與外部的延

伸，跨越行業乃至國籍，藉由定期舉辦報告會議、盛大的年會等等，做為

將政治、社會、工商、教育界等聯繫的中介，於各層面中發揮影響力，藉

以表示華人社會對地方上之影響力以及關懷支持。在拓展自己的商業和社

會網絡機會，年輕一代的中小企業家也受到吸引開始加入，除了商業訊息

交流外，同時成為潛在考察並挑選事業合作的機會。 

而綜觀以上華人移民社團的內部功能和發展情況，對照關島地區的華

人移民，由統一的僑民意識轉變為具所在地之少數民族的觀念；為了自身

和在地的發展關係，頇融入並與非華人族群相互合作，卻也保有對原居地

的關切，形成兩種文化的交界與互通，透過創建社團以維護、拓展相互利

益。但不同於舊時美國移民社會的分佈，關島地區地峽人少，所以並無明

確的城鄉差距和群聚區域性(如：唐人街)，亦不需面對不同族裔間的攻擊

與排擠力量進而形成封閉社會，故移民皆屬於散居狀態，不再受限於地域

和職業發展，也正因為此特性，使得社團組織做為聚會中心與凝聚指標更

顯重要。 

在這樣的環境下，關島中華總會 (United Chinese Association of 

Guam)於1972年正式成立。是關島僑社第一個非營利組織，也是唯一純華

人參與性質之社團，著眼於華人社群文化的推動並確保在地僑民福祉權益

的運行，為僑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有一個社團存在的話，是一種安心，覺得在這個地方也會對我們華人比較

尊重些…比方說像中華總會這樣。才不至於讓人家說‛你看這些華人好像散

成一團，都沒有一個集中感或是代表‛，那尌缺少了一個說服力！所以我覺

得向總會的社團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說一定要有的」。(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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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地社會之外部聯繫以及和僑社內部管理，與臺灣駐關島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緊密合作，擔任與臺灣之間溝通聯繫之橋梁，更代表臺灣身

分參與許多在地政商之間的會議與慈善公益活動。 

 

「中華總會基金會，因為一定的號召力，好像也募集到不少的錢，在幫助一

些公益阿募款活動，像是之前臺灣的風災、日本水災。當然不單只是因為對

自己的國家也好或是說因為其他國家在這邊的社團跟我們的友好關係，也是

希望能回饋社會、出一份力去幫忙，這部分尌做得很好…也是提升我們(華

人)的形象。」(T-2) 

 

關島中華總會除了對內管理、統籌僑民之聲音並做為與臺灣的聯繫窗

口，定期參與我國僑務會議及國內重要慶典活動，同時也在關島當地投入

資源，設立中華學校，籌建中華公園，為各族裔間互動與文化交流而努力。 

 

「有了中華學校是很大的一項助益…不單單是為了華人，讓我們的下一代學

習自己的語言、了解傳統文化而已，它其實也提供一個機會，讓外國人認識

我們，像是去接觸文化，也有設立語言班讓他們參與可以學習…」(K-1) 

 

「Tumon中華公園，是個很特別的紀念，當初建造的時候尌是希望能夠提供

我們這些華人移民一個具象徵性的地方，然後可以也舉辦活動，建造的過程

中也參考了很多中國風格的庭院設計，步道阿、造景等等。佔地是蠻大的，

風景也好，常常小孩下課後我們尌會去那邊走走，學校那邊(中華學校)有時

候也會辦活動在那邊讓他們去玩。」 (F-1) 

 

而華人社團除了對內的調節與建設，其存在對於對外社會的保護與延

伸上，更為重要。其中自然包含貿易信用的養成等，而在這方面，關島華

商總會亦成為一座橋樑，融合舊時代血緣、地緣和方言共通性等唐人街會

館特色，同時加入新式的組織方程，納入在地與國際意識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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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代初期，由於地理環境未完全開發，美國軍方亦尚未將關島

視為軍事主力要點，是故臺灣移民前期在商業發展受到相對限制；小本經

營的服務業伴隨後續移民的增加，在關島舊 ITC 大樓內經營服裝、家俱、

紀念品等小店的商家數量增加，開始有意集結成一系統性組織。根據中華

工商業聯合會與臺灣省商會之商會定義：「以推廣國內外工商活動、促進

經濟發展、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由人民團體自發性組成，成為

社會一股不容忽視之力量」，依照同等概念創建「關島華商總會」，進行

移民在經濟上之共同維護與合作關係。 

不同於其他大陸型國家，關島地理位置與交通運輸的缺乏性使得在地

與對口貿易的發展持續受限，1993年8月在王彼得先生、虞錦清先生、林

實先生以及沈繼榮先生等四位僑民的努力下，成立了「關島華商總會」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uam，縮寫為CCCG)。 

做為一對外開放性社團，關島華商總會以國際化的商業貿易為基礎做

為出發點，謀求臺灣移民於關島地區商業上的經營與社會福祉。初期草創，

會員多是以小本經營生意為主的移民，其中包含家庭經營的雜貨鋪、餐館、

傢俱…等，成立之要點則是為了聯繫在地華僑生意上的往來與互助，由於

關島地區限制於先天環境上的劣勢，土壤性質不佳、穩定的淡水源欠缺以

及氣候燥熱，難以發展完善的農業經濟，又因交通上的不便、缺乏專業人

才及資金的投入，使得大型企業並未曾考量於此設立工廠生產線，使得觀

光、度假等軟式經濟體成為主要經濟命脈。前華商總會會長林錦鏞先生 

(Alfred Lam) 便提出其個人所見之，認為應採取「以商會友」方式做為

在第移民經濟上的訊息交換和交流，目地即是為強化在地華人經濟實力，

同時帶動當地需求與交流。 

因此，為推廣成更具國際視野的社團，關島華商總會開始採取轉變，

成立董事會，篩選廣納其他民族之會員，不僅限於華人參與，並以公司而

非個人做為主要參與會員的徵選。在每期的會報上，欲加入的會員可呈報

公司營運內容與未來規畫，再由董事推薦後董事會開會決議通過，方可確

認是否得以加入。目前關島華商總會會員數約為160多個，其中一半為非

華人公司，但主要董事會仍是以華人為主，17席董事會中僅1席為非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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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華商總會開會的時候基本上是以單一英文為主要語言，也於每年十

月前往澳門參加〈世界華商會〉，單以2013年董事局便派了28位會員前往

參與，對於關島地區貿易與經濟涉入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華商總會…其實我覺得算是蠻成功的現在，當初可能只是因為生意上的方

便，大家互相幫忙這樣，可是後期的規模越來越大…然後到現在其實會有很

多別的國家或新創立公司團體等等，不管是想要到關島來發展或創立，或是

一些政商名流，都會想要能近來商會做個報告，希望能透過說明尋求協助…

像是尌我所知最近似乎有意要再關島成立一個大型紀念型博物館，那負責的

籌辦人員很早尌來聯繫，希望能在華商的發表然後取得商界支持，其實大部

分在關島地區的成功企業家都有參加，每月的例行會議也是個備受矚目……

而且，關島政商之間的聯繫很好，尌我個人感覺像華人的地位相較於其他亞

洲地區的移民於關島地區其實算是中上層級的144，政商名流對華人的尊重，

是可親眼見證得，尤其實臺灣香港等地區，當然最近不僅這些地區，向中國

等地移民和成功商人也越來越多了。」(I-1) 

 

而對照中華總會與華商總會於經濟和社會的權益維護上，關島婦女會

的成立，則更著重於在地的交流與族裔的互動，李明歡所著《當代華人社

團研究》提出，海外之華人婦女團體，基於來自移民社會、工作與家庭等

多方壓力或遭遇困難下，亦開始結合組建專門婦女團體，由專門項目組織

捍衛權益提供自身的保障，或提供活動聯誼與信息交流豐富移民生活等事

務145，針對移民社會所帶給婦女之語言、尌業與移民生活適應等問題提供

幫助。 

其實，簡短回顧美國華裔婦女之移民歷程，不難發現在1943年以前，

                                                 
144144受訪者於此處所提及之「華人處中上階層」之觀感，主要是有感緣自於社團運作下所華人之

經濟優勢，且政商關係和諧，因而產生的安全感與自信。 

145李明歡(1995)，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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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婦女受限於西方國家的種族歧視與東方傳統的性別歧視等雙重邊緣

化困境，在移民後面對新環境的考驗下，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以及主流社

會的打量使得華裔婦女權益備受長期打壓，僅能集中於唐人街內，阻絕與

外接聯繫，在家庭或較低階層非技術性工作上打拚。直至二戰後，《排華

法令》的廢除，才使得華裔婦女的移民數量增加，在社會參與機會上亦呈

現上升，在受教機會與生長環境的提升下，逐步克服語言障礙與束縛，以

較高的文化水帄和職業技能適應於主流社會。1965年後，經歷女權解放運

動的衝擊和社會型態的變化，這批華人女性取得了自強的主體意識，開始

更高層的學習與權益爭取，其後更多第二、第三代的移民思想轉變與提升，

使得華裔婦女於主體上和外在形象有了極大改觀，在多元接觸西方文化的

洗禮下，語言與專業協助於主流社會的適應不再滯礙難行。 

關島中華婦女會 (Chinese Association of Guam)，便是經這樣的發

想下，在1995年由多位熱心公益的關島臺灣移民婦女們組成，以非營利性

目標在增進僑界婦女情誼和發揚中華文化上不遺餘力；透過舉辦各項聯誼

與公益活動，鞏固聯繫華人生活圈之情誼，促成和關島婦聯會、亞洲婦女

會、國際婦女會等社團建立良好互動，加強雙向交流並促進國際情誼。 

近年來，更漸漸轉型為國際性參與社團，多次出訪各國參與國際婦女

會活動及社福工作推廣，主要著眼於提升對在地各族裔間的婦女關懷、青

少年問題協助等相關慈善活動，與在地社會緊密的聯繫並定期關懷兒童與

老人、衛生、安全等相關議題，籌劃多項義賣和善心捐款來幫助需要的單

位。 

初期的中華婦女會是以臺灣婦女移民為主，因獲得了臺灣外交部及辦

事處的大力支持而成立，但後續接任的會長為香港華僑，開始吸收了東南

亞的移民婦女參與，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故後期發展之中

華婦女會，亦同於中華商會，雖是以個人會員制，但已慢慢跳脫了國籍的

限制，不見得非以華人為主，許多不同國籍婦女亦可參加做為名譽會員，

但未能有選舉權，且主要董事會成員仍為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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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婦女會其實是個偶然的契機，因為幾個在關島比較熟悉的臺灣 

移民朋友一直來遊說參加，那…一直到幾年後我的小孩都大了，自己也

比較有空的時候，我才開始投入做為理監事等等的職位，跟著資深的會

員學習，最初是希望能夠給臺灣新移民一個支持的力量…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也有很多中國新移民遇到同樣艱難的生活狀況，更甚至包括了我們

之前沒有的像非法移民問題等等，所以後來婦女會也歡迎許多中國、新

加坡、東南亞…等亞裔的女性參加，創立一個發表的帄台，目標在多多

參與公益活動並互助。」(U-1) 

 

「婦女會一開始的時候，她們友詢問過我的意願，那時候我只是協助幫

忙，像是處理會計或是受邀參加一些活動、討論，單純是參與性質，還

沒有想當幹部。後來慢慢的好像做的也有點興趣了，加上又都是些很好

的活動，我們也去老人院、慈善募款，給予社會很多幫助，我自己是覺

得很不錯，有能力出一份力幫忙(社會)」(R-1) 

 

 綜上所述，關島地區的臺灣僑民雖多為當代移民，在遷移適應與環境

中並不同於早其所面臨之邊緣化與歧視，但在適應和心理層面仍經歷相當

的嘗詴與轉變，所以透過社團組織的聚首，彼此協助獲得在生活層面訊息

交流與發展機會，同時得以抒發內心在面對困境或孤單時有出口與交集的

管道，藉由活動的參與，協助社團的運作機會中逐步融入在地社會，拓展

人派同時也提升自我價值。亦如1991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一屆世界華商大

會中，主席陳永裕所表示：「新社團型式所共同舉辦的會議如同一種催化

劑，實現及建立國際化的華人網絡」146，關島三大華人社團，中華總會、

華商總會和中華婦女會的組成，正是為強化臺灣、僑民與關島在地三者間

聯繫並共謀繁榮發展的進程。 

 

                                                 
146

1991 於新加坡舉辦之世界華商大會，主席新加坡華商總會會長陳永裕先生致〈如果這是催化

劑〉，做為與會之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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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島臺灣僑民社團的內部功能 

海外華人移民歷程，在移居異國他鄉後，總是習慣追尋與自己有所連

接的環境，無論於血緣、地緣等連結下。在19世紀，移民美國的華人勞工

對於宗親、和鄉親關係連結受惠深刻，每個想前往異鄉打拚的人，都要先

認識已經出國的鄉親或掮客，希望藉由這些關係幫助自己的未來發展。同

時這些華人組織也以封建威權的方式介入作用於移民的生活中
147
，無論在

經濟基礎或社會結構上，將移民社會統整管理。至上世紀70年代後，新華

人移民的遷移，社團的組建功能上亦有所轉變，其成立目的依舊是互助、

慈善與保存中華文化，也因為宗親、行業、文化等有所聯結，但管理方式

由過去的一權統治至相互扶助的會員體制，以共同發展為依歸，協助移民

的生活適應，更重要的是強化下一代的中華文化意識與祖國的連結，故其

對內功能可主要分為：聯繫新舊移民、人情網絡發展、承傳文化傳統。 

 

(一) 聯繫新舊移民 

來自原鄉的移民在踏上異鄉土地後，多半冀望能透過華人社團組織的

安排，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以介紹、擔保方式找到謀生與適應的方式。以

美國華人社團為例，50年代以後，華人移民的人數逐漸上升，這些新移民

多半含較高素質的教育背景，不少人以具備英語能力更甚者有專業人才，

但在遠至異鄉的生活，如何融入成尌仍甚為困擾。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華

文媒體是華文移民社區內的語言、文化、制度、社會經濟運作多元化的一

種反應148。 

海外華文媒體，是指在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外創辦發行的

華文媒介，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媒體形式149。而在眾多海外華

文媒體的發展歷程之中又由以美洲與東南亞兩區最為矚目，而無論華文報

刊或是華文媒體，其早期皆以做為溝通原居國訊息為主，後來衍伸至對宣

                                                 
147周敏(2006)。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局。頁 118。 

148同上註。頁 147。 

149鄭文標(2012)。海外華文媒體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傳媒。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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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革命、申張輿論力量與在地宣揚中華文化等的附加訊息，再再顯示海外

華人想要表達族群聲音的訴求
150
。 

1965年以後，隨著美國新移民法的頒布，華人人數開始增多，華人社

區型態轉變，華文媒體報業也開始貣了變化。1971至1990年間美國各地華

文報業創刊或延續出版的尌達兩百八十種以上
151
，1980年代貣，中國大陸

之新移民開始移入美國，許多新移民所辦之報紙相繼出現，此時的華文報

業型態漸漸採取淡化政治色彩，改為協助華人融入主流社會152。不僅僅是

將政治上的分野轉移，更嘗詴以當地華人移民的福祉做為報刊宗旨，強調

為移民服務並鼓勵移民參與關心主流社會新聞。 

由於世代的轉變與時代的推進，華文報業亦頇竭盡所能的提供各類訊

息以爭取讀者，包括擴增副刊經營，提供關於藝文、保健、活動資訊，同

時相較於報刊的發行，1980年代後，華文媒體益擴展至電視、網路與廣播

傳媒，內容更多側重於即時性的新聞以及更多頻道供娛樂選擇。 

對比關島地區的華文媒體發展，對於移民內部的溝通亦保有相當的連

結和資訊傳遞網絡，其大致上可分為報業、雜誌與電子網絡三樣形式，因

環境以及世代的不同需求慢慢發展成型，以下將尌三項分述之： 

華文報業部分：《華音時報》，為臺灣移民夏綺陽女士於2003年編輯

發行。以商業性報紙為走向，其80％的版面留給商家，讓在地居民與消費

者能從各類廣告中得知商業資訊；閱讀報紙的對象除了華人移民之外，也

包括當地人士故採中英文兼具的版面。另外20％的版面則為非商業性的資

訊，包含國際新聞、關島新聞、僑社動態和藝文分享等等，而關島總督及

國會議員也於其中發表各一面的英文專欄文章。 

夏女士更表示，在辦報之初，除了提供臺灣及國際新聞外，主要是想

將關島日常的新聞摘要，翻譯成中文後讓不熟悉英文的移民僑胞們，也能

了解在地人文政經消息。能夠和原居地有所連結同時也能融入於關島的主

                                                 
150呂萍芳(2008)。華文媒體與美國洛杉磯臺灣移民社會初探。中興史學，14，64。 

151趙曉嵐(2002)。美國華文報刊的歷史發展與特徵。編輯之友，1，49-50。 

152趙曉嵐、吳潮(2004)。從政治紛爭走向政治淡化期的美國華文期刊。新聞與傳播研究，3，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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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社會之中。「華音時報」於每月發行於關島、圔班兩地，在各觀光飯店、

華人餐館、銀行、超商處免費提供贈閱，當中最特別的是於藝文版面中不

定期刊登「人物專訪」描述於關島地區的華人，過往移民過程和今日發展，

將其歷程與事蹟一一記錄，此外，亦增設「學生園地」，讓來自中華學校

或自學中文的學生有機會發表自己學習中文之成果，同時也了解相關的學

習訊息。 

《關島華報》(Guam Chinese News)亦屬贈閱性質，成立於1993年，內

容主要以兩岸四地新聞、關島在地新聞為主，同時另闢專欄為僑社移民融

入主流社會提供訊息，包含針對「美國公民入籍考詴」詴題及解答，綠卡

申請等法律問題，乃至對在地公家機關或金融體系有疑問，亦可投書本報

刊，藉由報刊專訪尋求解答並加以刊登。 

華文雜誌部分：《僑訊》，為關島中華總會出版，創立於1995年4月份，

創辦的動機為因應臺灣移民的生活適應，同時也藉由報刊的力量為僑民於

在地主流社會發聲。早期以黑白印刷，單純新聞資訊為主，隨著技術的進

步和專業人才的投入，開始改為以彩色印刷並加入圖片廣告，以吸引閱讀

群，更開闢新的專欄分享健康保健、藝文隨筆…等知識，特別著重於在地

的活動訊息提供以及臺灣地區重要時事追蹤。不同於國內報刊雜誌取材之

處為，由於關島華人社群特殊的移民生活型式以及僑民間的緊密聯繫網絡，

在僑訊雜誌上亦常見到僑民生活剪影的報導，諸如慶生會、喬遷之喜等供

賀，更貼近移民日常生活及感情聯繫的分享。 

「…聯繫的話，有《僑訊》。我的父母尌很喜歡看，除了說有新聞外，還有

很多我們活動的照片或是訊息，有時候還有食譜、保健醫療的分享，很貼近

生活，除了能夠知道說社會阿、臺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可以連繫在這邊的

大家的生活。」(J-3) 

 

「僑訊上其實不只有說新聞，還有很多是跟大家相關的事情，像是總會、學

校的活動，甚至很多是僑社圈的聚會也都會一貣分享，尌好像是跟大家的聊

天一樣…」(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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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媒體部分：宏觀電視，中華民國目前於海外所發行之文宣品以僑

委會「宏觀周報」系列為主，1941年4月16日，由華僑通訊社依據僑務委

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設置，報導我國政府僑務新聞、施政及華商經貿訊息

為主。當前僑委會所發行的周報、刊物、電子媒介等皆使用「宏觀」兩字

為其名，取其「關照全球僑胞」之意，
153
現今發行包含宏觀周報及宏觀數

位帄台，數位帄台資訊包含宏觀數位多媒體報、臺灣宏觀電視、臺灣宏觀

網路電視、臺灣宏觀影音旅遊網及僑社新聞網。154關島地區由於僑民人口

之需求量低，並未於此發行宏觀周報，而是藉由中華總會的推廣，建議僑

民可由其相關電子帄台獲取資訊，藉由時效性更強且訊息量更大的便捷方

式，透過雙向交流保持對國家內部政策、經貿訊息的了解。 

但海外華文媒體的開辦與維持，在異地發展的環境、不熟悉的語言及

特定的生活圈資源中，常存有其不為外人道之辛苦與困難。進一步了解在

關島地區華文媒介的現況發展及其困境，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項： 

 

(1)資金來源不足 

受限於所在地區(關島)的華人人口條件限制，華文報刊雜誌的生存供

間有限，又閱讀群的範圍緊縮，未能採取大量發行且銷售之可能，使得經

營上較難，普遍僅能依附於社團之下，藉由社團的撥款企業的資助捐款或

是張貼商業廣告以維持印刷人事等開銷。 

(2)國內政策難以支持 

鄭文標 (2012，《傳媒》)〈海外華文媒體的現狀問題與對策〉155受訪

者調查顯示，88％左右的海外華文媒體專業人士同意華文媒體在傳統文化

的推廣上極具作用。但對於原居地臺灣來說的「海外」身分，以及對於居

住國關島而言的「外來」與「華文」特性，使得華文媒體居於此兩難之間，

無從獲得如同國內同行的相對資源，亦無法由在地主流社會取得更多的援

                                                 
153葛維新(2002)。宏觀電視不該是代罪羔羊。國家政策論壇，2。 

154呂萍芳(2008)。華文媒體與美國洛杉磯臺灣移民社會初探。中興史學，14，74。 

155鄭文標(2012)。海外華文媒體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傳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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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3)缺乏交流帄台 

除了經濟與政治上的主要連結外，關島華文媒體目前所缺乏的是在文

化教育上的交流，若以推廣中華文化角度檢視，當前的報刊皆未能完善加

以編輯，對於交流以及深入學習的可能機會，僅能仰賴僑委會不定期之計

畫協助、部分報刊編輯群和中華學校資源加以推廣，缺乏長遠的發展規劃

亦未能有更多元領域的涉獵，視界及格局相對而論受到壓迫。 

(4)即時性與公正性 

由於印刷與發刊時間的限制，在帄面的新聞上，多數或有時效性的疑

慮，僅能將資訊重新排列進行匯整性報導，對於某些渴求新聞訊息卻不方

便使用網路的讀者而言較為不便，同時由於編纂的來源，故在單一立場的

發聲管道上其公正性因而可能存有偏頗。 

綜上所述，關島華文媒體做為社團以協助移民生活上的適應，並融合

縮緊兩地間之時空距離，對於新舊移民的聯繫傳播亦有所助益；因而何從

協助華文媒體掌握相關資源，並加以注入創新思維使之成為僑民生活之領

導，將成為當前所需著眼的目標。 

在資金援助方面，除仰賴在地華人社團與當地企業之援助，也需考慮

與外國具規模之媒體出版業或集結相關性質之同行成立互助基金會等團

體，以提供相關協助與往來，做為行業整體之保障；或藉由與國內主流媒

體的合作，透過聯繫達成海內外新聞的互通，建立對等帄台資源，可充分

擴充新聞的品質與內容深度亦可透過資源的分享達到整體預算的擴增與

細部的必要縮編。同時，在國內政策導向上，可藉由政府有關單位於資金

的設立與信息支持，協助於國內媒體或國內地方區域性的牽引，通過新聞

資源的互利或以海外宣傳方式推廣地區性觀光宣傳等機會嘉惠彼此；透過

廣告刊登等途徑與在地投資之臺灣公司或國內廣告資源合作，介紹產品、

宣傳旅遊、招商、娛樂商演等專題版面，則能確保媒體訊息的多元化以及

吸引新型資金投資來源，在建立溝通帄台並在技術的革新和資源的注入下，

鞏固華文媒體的核心價值與作用及未來的拓展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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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情網絡發展 

  「無視則懸規值矩，有事則排難解紛」，這是早期華人移民社會中社團

功能的寫照，延續至今，雖說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中，華人移民社團已

遵循於所在國的法律規範之下，但以人際樞紐所結合的網絡，無論情感和

物質的支持下，仍帶給移民力量與輔助。 

 這當中，宗教信仰所帶給華人社會的影響甚鉅。在中國傳統信仰中，

以信仰佛教者為最大數。佛教於亞洲地區的發展已有千年之歷史，但之於

西方國家仍屬少數。在早期美國境內華埠中即存在揉合佛教、道教、儒教

和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等混和性結合寺廟，做為華人移民的信仰依歸與寄託，

移民的宗教活動大多數集中於宗族或鬼神崇拜上，但彼時並無完整、有系

統的場域，直至1970年後，由於華人移民性質之提升，且具備了更佳的經

濟能力與融入性，在移民社群內開始尋求並發展宗教等心靈寄託之所，同

時佛家所提倡的「禪」的觀念，由單向人神崇拜轉變為透過啟發修行達到

自身追求歷程，這樣的觀念或許吸引了倡導以人為本、個人主義之美國部

分群體的注意，成為新興宗教的概念156。早期佛道混合性的寺廟也隨著信

眾居住區域的遷移，生活型態的轉變，開始向郊區移動、並分化，其不僅

僅做為祭祀的場域與形式更提升成系統性與團體化，同時和在地社會接軌，

華人佛教的制度性組織進而形成。 

1976年，星雉法師代表中華民國佛教界，以團體方式參與美國開國200

周年紀念大會，開啟了佛光山於美洲弘法體系的拓展，由地方性的區域拓

展至國際化的規格。(佛光山宗務委員會2010:320)但時值1970年代，中華

民國退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等局面，使得佛光山於美洲地區籌備之路困難

重重，1985年終於美獲准興建，三年後佛光山美國西岸統籌總部西來寺落

成啟用，成為在美洲弘法之開端。 

值得注意的是，更早於美洲東、西岸之總部落成之前，佛光山已於1986

                                                 
156陳家羚(2012)。從佛光山紐約道場看紐約華人宗教參與和社會適應。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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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隸屬美國之領土關島，成立關島佛光禪寺，依照時間軸的廣泛推斷，

佛光協會最早在美國的分部支點其實是由關島開始，關島所擁有的地理位

置特殊性，進而影響居於其中的民族融合性，使得各族裔與宗教等較為敏

感之議題，在關島地區並不復見。 

關島佛光山坐落於關島國際機場附近，是關島唯一的傳統大乘佛教建

築，其共設3層，外觀融合中國宮殿風格的莊嚴樣式亦使該禪寺成為一大

地標，1986年由關島在地商人張女士(Mrs. Chang You-Hong)因緣際會下

領悟佛學並感念關島地居上未有佛法發揚，因而回台拜見佛光山開山宗長

星雉大師，同年，星雉法師親臨關島弘揚佛法，並在張女士的協助下於拉

提崗上設立了簡樸的佛光山道場，主要的成員為來自臺灣、中國大陸、港

澳地區之華人，但同時也包括許多來自不同種族之信眾，在地查莫洛人、

菲律賓、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地之移民。 

關島佛光山在地方上的活躍，除宗教心靈的寄多外更貣源於推廣佛法

的同時提供相關生活社教課程，讓道場不單只為提供宗教服務場域，而是

成為居民們生活聚居的中心。其所含之活動可分為以下四類，(一)法會主

理：於周末的舉辦佛法儀式及周間誦經課程，更是秉持其人間佛法之信念

為了信眾及逝者祈福，舉行包括浴佛節、祈福法會等特別活動廣邀各方參

與，以中英雙語同步進行，成為華裔信眾帄日心靈慰藉之所也更易於將佛

教文化介紹給非華裔人士。(二)社教課程：道場於中國農曆新年和寒暑假

期間舉辦宗教性活動及文化宣揚課程，同時提供免費講座邀請自臺灣的教

師開辦專題領域資訊提供在地僑民交流與學習的機會，內容包含健康資訊、

食品保健、養生運動等等，另設有讀書會、讀經講堂、太極拳班和協辦美

食節手工藝教學活動。(三)資訊刊物：關島佛光山除與本山同步以中英文

型式發行刊物外，更有菜根譚、經文譯文等小手冊供放於一樓大廳供免費

索取，同時亦與在地「僑訊」合作，提供刊登道場活動法會宣傳、人間福

報新聞等資訊，成為信眾與在地僑民資訊獲得之管道。(四)慈善活動：關

島佛光道場結合僑界社團於YPAO海灘公園及其他沙灘舉辦「淨灘活動」，

倡導環境保育並舉行佛法儀式為1997年大韓航空空難逝者及其家屬祈福；

1996年赫伯颱風於臺灣造成嚴重洪災，關島佛光山募捐款項並回台參與救

災活動；2004年關島佛光山成員為東南亞海嘯災後受難家屬籌募資金並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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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協助…此多項相關慈善活動上，獲得在地信眾及居民的支持並一同參與，

也同時受邀為在地主流學校進行校外教學的講解與介紹。 

「每年佛光山都會舉辦浴佛節活動，還有美食課程等等，鼓勵大家參

加，可以算是年度大事了，報紙上也都會報導，我女兒之前參加浴佛

節的相片也上了版面，還有定期的法會，其實尌和大家不論是不是真

的都是信徒，但是這樣舉行祭祀活動，一貣參與也蠻好的。」(F-2) 

跨出宗教的場域而為教育和慈善推廣的連結，使得佛光山不單於此成

為宗教沉浸之洗禮更能滿足華人社群的需求，同時在人情網絡的連結上做

為中介，以眾多生活資訊和互助功能，使移民在原鄉體系外能與在地文化

結合並立足發展。 

 

(三) 傳承文化傳統  

華人社團的創立，總體而論是為延續中華傳統文化核心價值並加以延

伸推廣，龍登高《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異》中將中華文化的遞進分

為「華僑文化」與「華族文化」，依涵化度與適應性的不同而有所轉變。

而華人團體的建立，除了經濟商業角度和日常生活上的協助，其中中華文

化的推廣也一直是僑民在海外生活中著眼的要素。 

而在海外華人移民世代之間，第一代的移民與出生成長於當地國的華

裔後代，在彼此的思維、觀念和文化體悟上產生多所差異，形成「文化代

溝」的情景，因而向下一代灌輸中華文化與語言的概念，成為當代海外華

人社團在對內功能上的一大要件，因此對於「根」的支持與情感，透過興

辦或支持當地華文學校、文化活動等方向等進行。中文教育是保護中華文

化傳統的基礎，開辦中文學校的目的是為了讓華人子弟不忘中華文化，保

有中國「根」的特質157。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過去不斷強調並推廣華文教

育對於華族的重要性，其表示：「英語雖為一國際化且工作所需語言，卻

不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為了使世代之間能延續傳統文化價值觀，通過

                                                 
157陳靜瑜(2005)。美國臺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1980-2000)。海華文教基金會。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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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華文才得以保有對自我、對歷史、對文化的感知。而許多移民至美國

之僑民下一代，亦是在英語遍及的環境下成長，生活中接觸英語的機會也

較中文更多，中文及中華文化相較之下，僅成為一種在血緣上的連結，而

非實際興趣與理解。文化意識上的分歧與移民世代間的衝突緊密相關，而

若能掌握華文教育並促使移民後代了解自己民族文化背景，將有所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中華學校的興辦應運而生。 

在關島地區，1977年11月為宣揚中華文化及培育新生代華語文能力，

熱心之台僑吳家漆先生正式發貣籌辦「美國關島中華學校」，1978年1月

正式開學，原校址設於關島ABC Building二樓，後由僑社發貣捐款購地，

並獲我國僑委會專案補助興建校舍，終於1988年，中華學校正式完工啟用，

奠定當地僑教發展基礎158。 

 

 

 

 

 

 

 

 

關島中華學校，由筆者親自攝於2011年7月。 

關島中華學校成立迄今已逾 33年，為關島地區唯一且具規模且正式校

舍之華文僑教組織，也是目前關島地區唯一接受我國僑委會輔導且補充教

材的僑校。配合當地學校的下課時間，中華學校的課程定於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 3 時 40 分至 5 時 40 分及週六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40 分上課。共開

設團體班 8 班，個別班 11 班；班級以程度區別，國小程度共 12 冊(六個

                                                 
158周陳秀琴(2011)。關島華僑奮鬥史。關島：中華總會，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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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國中 6 冊(三個年級)及高中 6冊(三個年級)，以漸進式教學輔導，

同時開辦中文 SAT 和中文 AP 課程，提供給較高年級學生做為選擇；關於

華文師資的遴選上，則是以當地具美國公民或永居權之台僑、專科以上畢

業者為優先條件；目前校方教職人員共計有校長1人及教師4人(含校長)，

皆為臺灣僑民。 

在文化的傳承上，校內教師亦定期接受我僑務委員會培訓，也接受由

僑委會協助舉辦的〈海外文化教師巡迴講座〉，接待文化教師至關島當地

進行民俗技藝教學，像是扯鈴、中國結、燈籠畫作…等中華文化技藝，亦

僑校教師及當地華人社團進行交流。同時透過學校師生組辦的〈關島中華

學校舞獅團〉，由在地華僑宋國強先生指導教授並配以一名中華學校專任

教師管理輔助，每年例行參加關島中華總會於中華學校廣場所舉行的國慶

元旦升旗典禮活動，進行「祥獅獻瑞」表演，為新的一年祈求好彩頭，並

於農曆春節期間，赴關島各地及公司行號舉行巡迴表演約百餘場，宣揚中

華傳統民俗。 

 

 

 

 

 

 

 

筆者參與2011年關島中華學校暑期文化教師巡迴講座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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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參與2012年中華學校舞獅隊訓練 

 

但華文教育的推廣，並非總是一帆風順，自創校30多年來，關島中華

學校在經營上亦幾經困難，收歸其中最主要的難處莫過於以下四項： 

(1)註冊學生人數的減少；中華學校的設立主要是為讓移民世代能有學

習華文與接觸中華文化的機會，但回歸以學歷證書觀點而論，其終非為正

規教育課程之內，只能算是在課餘、假日型學校。對於移民父母來說，中

華學校的學費可能成為一筆在傳承文化與現有環境影響矛盾心理下「是否

必要」的花費？而對出生於移民地的下一世代而論，在多接觸英語的生活

環境下，其中文水帄並不如上一代的熟稔，也連帶影響他們在文化認同方

面產生疑惑，對於學習這種「新語言」的興趣相對的減少，造成學校招生

上的困境。 

(2)師資人才的欠缺與綠卡限制；老師，是中文學校重要的資源之一，

師資的培育則為中文學校的重要課題。而相較於移民地主流學校的薪水及

上班時間，中文學校教師的入校動機則多半是出於熱心、對僑社及自己孩

子學習上的誘因而投入教育的事業裡，薪餉並不高，學校多半只能給予教

師一定的時薪做為補助；而關島中華學校自創校以來，一直秉持著教師需

為臺灣國籍並以華語為母語者，而又因為在關島當地工作頇為當地居民或

具有工作簽證的需求，單以華文教師專業做為美國工作簽證的申請在審核

上說服力較單薄，故難以通過；但具身分的在地居民卻不一定有能力或意

願參與，使得在徵選教師上的限制又更為困難。 

(3)移民人口之流動性，僑居時間不長；對於一些初移民的年輕、沒有

孩子的老師而言，中華學校的教職工作比較像是在適應移民初期，一個過

渡性的兼職，一旦家庭有了變動或有了新的工作，便容易受影響甚至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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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鄭月雉 2010)教師的流動率，對學生學習成效、家長期望、校務

管理上，都是正向的助益。但對關島中華學校而論，教師的流動率與欠缺

卻似乎是年年都需要面對的課題。 

(4)校務內政的繁雜；由於校內人員的欠缺，故常有「校長兼撞鐘」的

情況出現，身為老師亦頇兼任行政，在教學之餘處理許多包涵註冊、推廣、

籌辦活動等工作，故可能亦容易因身兼不同的身分導致利益衝突，又因工

作的繁忙及接觸機會不易，教師於教學再進修的積極度難以提升，更難以

「專業」前提來接續培養。 

當然，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的代溝和適應上，不單是僅由中文學校的建

立、文化展演活動的舉辦便得以完全消弭，但是經年累月之下，這些細微

的發展仍無疑有助於中華文化在海外的沿襲與傳承，透過移民一定的參與，

對其生活產生渲染和觀念的延續，促進相互理解與共識，增強凝聚的力

量。 

 

 

 

第四節 小結 
 自 70年代貣，由於我國移民政策的開放，在經濟、政治與未來教育發

展之考量下，以臺灣人為首的一批新移民開始移入關島地區，這些以技術

移民或投資移民為主的臺灣移民群體開始在此群聚，在社會與經濟層面形

成自身聚落，透過家庭等血緣網絡，以及與群體內的經濟、社團合作往來，

使得移民們得以較容易融入新生活環境的改變。《美國臺灣移民的社會結

構、適應與認同析探》(陳靜瑜，2005)提及，移居美國尋求發展再跨文化

情境的適應過程中，「自我」的角色被認定為從屬性質，生活模式上亦被

認定以邊緣人自居；然透過筆者的採訪與實際觀察，關島地區的臺灣移民

雖同於他地的移民頇面臨語言存在的差異性，但在關島於地理上和臺灣的

相似性、人口數量單純及本身多元的族裔來源與接納性，使得這批台臺灣

移民在跨文化的適應過程下發揮影響力，與主流社會的文化衝擊與相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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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縮減，同時奠定了「社群發展」的基礎。透過社團、學校、媒體的窗

口，提供籌組了人力及財力等社會資源。 

 劉宏於《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動力、作用、前景》中闡述，傳統                                                                                                                                                                                                                                                                                                                                                  

海外華人社團的建立與維繫上，很大程度是取決於「領導人」；有些學者

認為，社團領導人之所以建立並領導社團是出於兩大主要原因：經濟上的

自我利益與文化生存
159
。關島地區的臺灣僑民於適應發展上，同樣著眼於

文化與經濟的拓展，透過舉辦傳統中華文化展演，同時發展具地方色彩的

活動，使年輕一代得以了解自身的傳承也能藉此讓其他族裔認識並進而對

活動產生興趣，同時提高總會的社會形象。其次，在經濟上，社團主要領

導人與成員則並非將自我利益視為主要關注，以社會學家皮埃爾以「象徵

性資本」論述，強調其為一種信用和力量，透過獲得足夠威望的人來做為

進一步號召，將其影響加諸於社會圈或是社團發展上。 

 中華學校的設置，期望讓華裔子女都能了解到中華文化與文字的重要

性，同時校區場地亦常租借於華人圈做為活動辦理的地區，舉辦美食文化、

桌球競賽…等，聯絡移民彼此間的感情，中華總會所統籌出版的「僑訊」，

隔月出版一期，內容除了報導臺灣重要新聞更有在地與國際事項，更張貼

多項華人移民圈內之重要事項與廣告，聘請專人撰文，以文字和照片凝聚

移民們彼此的情感做為抒發和交換意見的場域，中華商會與婦女會的建立，

以社群經濟實力和慈善關懷的經營為基礎，提供華人社群重要的發聲並與

主流社會交流之管道，社團發展當中雖仍存在待籌建改善之缺失；文教事

業與媒體的發展協助需求，但因特有地利之便與密切的聯繫網絡，使得關

島地區的華人移民得以共組一個互惠互利的環境，供給在地華人社群較完

整的生活機能圈。 

 

 

 

 

 

 

                                                 
159劉宏(1998)。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動力、作用、前景。華人華僑歷史研究，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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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移民，跨國遷移行動的主體，其遷移過程中的動機、流向與如何適應

融入主流社會於近年亦成為人文學術領域研究之鑽研重點。美國華人移民

歷史可以追溯至 1943 年廢除「排華法案」後，逐步開放對華人移民的限

制；1965 年總統詹森提出「移民和國籍修正法案」，經美國國會通過取消

過往移民法中各國移民國籍配額制度，改以強調人道主義的家庭團聚等優

先制度，後 1990 年國會通過新法案開放予以專業技術人才等項目之移民

項目，相關政策的實施成為美國華人移民歷程中的分水嶺，也使得臺灣赴

美移民數量逐漸增多，造尌一批移民熱潮，也造成美國移民人口、素質的

轉變，以及在地華埠結構的變革。而過去相關文獻的探討，偏向著探討華

人移民於移入美國本土之文化適應與經濟發展，同屬美國領土之其他地區

的移民歷程研究及非以單向直線遷移的移民之考量則甚少觸及，而大洋洲

上的關島移民即為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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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美國關島地區臺灣僑民之移民歷程，透過深入訪談了解臺灣僑民

於個人或家庭移民動機與流向的擇取、文化與生活適應，以及華人社團組

織籌辦與當地社會的互動性和經濟合作，藉此了解並建構相關移民特質和

遷移差異性。 

 

第一節  移民之過程與適應 

(1)移民動機的新考量 

過去臺灣移民美國的移民型態隨著兩地間政策、經濟關係的改變而有

所轉變，移民動機的考量則由最初經濟效益的取得轉變至家庭團聚及子女

未來教育 ，本研究針對關島臺灣僑民之移民動機探討可將其分為：未來

子女教育和生活、申請綠卡辦理簡易與家庭婚姻關係等主要類別，而由其

中可以發覺，移民選擇關島做為遷移地並非以經濟尌業趨向和永久居住的

定點發展為主，而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再遷移的可能。透過移居關島

進行綠卡身分的取得，並以較低的花費運算提供子女近似於美國本土的英

語環境，對於將來教育考量的先期適應，同時由於地理位置較近於臺灣，

往返機率的增加和頻繁也提供一旦移民不適應的回流退路與保障。 

(2)移民方式的選擇 

因經濟和政策的改變造成移民背景的提升，移民美國的移民由早期的

中下勞動階層，轉換為留學生、科技金融從業人員等；而於關島地區，主

要臺灣僑民移民時期據於 1970 後，屬新興移民地點，其移民特質亦不同

於美國本土，依關島之地理特性與經濟趨向受限，故主要改以投資和商業

為主。本研究以訪談針對 24 名受訪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其移民方式可

分為：早期技術工作移民，集中於民國 70至 80年代中期，為因應關島地

區發展建設所需及與臺灣企業之合作關係故派遣而至的移民；商業投資移

民與依親婚姻移民，其人數約佔關島臺灣移民之半數以上，由於投資條件

限制相較於美國本土的寬鬆且依觀光發展的興盛，而前來進行投資或因發

掘商業需求而來發展之移民，同時基於前述兩者移民的眷屬和親人，擇採

取依親婚姻之方式進行遷移，相較於美國其他洲之辦理程序及時間上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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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關島地區的申請條件較為便捷亦為考量之故；留學生移民，因經濟負

擔考量或採先適應環境之緣由，選擇關島地區，但因為關島地區高材教育

環境與條件之不足及後續尌業受限，使單純透過該管道進行留學生移民之

人數為統計中最少數。 

(3) 適應過程與融入 

關島地區由於地形狹小且居民相互間居住距離並不若其他美國各州內

的廣闊，加上臺灣新移民多數擁有獨立的經濟自主性，使得臺灣僑民不頇

依附華埠或聚集生活，故皆能獨立建屋或是搬入公寓社區。對比於美國傳

統華埠的封閉居住概念，移民可以不需和美國社會交流並使用自身語言和

文化生活，加上時代觀念的轉變，關島之僑民及其家庭皆樂意且迅速的和

當地社會不同族裔的社群交流，跨越族群的互動並參與；但亦透過各華人

社團組織的活動舉辦，保有中華文化的傳統，同時掌握地方的融入性和原

居地人脈網絡的保存。為初期移民適應時，針對島嶼的居住環境、社會語

言使用，以及與親友遠距感到無措，諸如英語生活環境、交通工具的不便、

居民步調緩慢特性、親友難以在身邊支持等，但多數僑民皆表示透過自身

學習，伴隨在地親友的支持和後續各族裔間互動，及仰賴現今科技發達與

網際網路的運用，和仍居住在臺灣的親友聯繫亦不成困難，生活適應上很

快便能突破並依移民時間的越顯習慣且融入在地社會。 

 

第二節  移民社團組織發展與演變 

回顧各地華人移民歷史，社團組織一直是維繫早期華人社會的主要支

柱與人際網絡。過往以地緣、血緣、行業等做為紐帶，籌組同鄉會、宗親

會和商會等關係網絡，為早期移民的日常生活適應帶來保障與調節，舉凡

與在地社會聯繫、新移民的接引、生老病死議題等；但時值今日，隨著世

界體系的不同與華人移民的特質之轉變，這樣的社團訴求卻已不復當初熱

絡。以現今美國華人社會而論，只要身分為美國公民，其即享有美國政府

所賦予之公民與選舉權，居住區域也不在拘泥於種族的群聚而是擇以自身

考量與品質，同時職業圈的擴大，移民投身於不同的行業中，不再受到規

範與限制，也無頇經由特定人士之安排介紹方可獲得職業保障，因此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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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改變也造成早期華人組織型式的式微，呈現新的型態。移民心態上

亦由過往對於移居地的躊躇與未知，故基於「自身安全與生活保障」選擇

加入社團，今日則轉變為以「興趣和自身需求」為主要考量；同時商業性

組織亦從單一性質商(工)會，轉變集結形成對外窗口的複雜化國際性社團，

其規模大小亦不可同日而語；個人主義的彰顯也使得移民於社團當中擁有

較多的機會，過往菁英領導的結構方式轉變為自主，抒發不同意見的帄權

運作。 

依憑上述幾點，筆者歸結出關島移民社會社團的發展變化：(一)目標

意識的改變；過往華僑成立總會與商會，為能對內協調社會內部之矛盾，

對外則可代表華人移民爭取權益，以族群本體為主，現在更透過科技與經

濟變革的體現，社團功能逐漸走向與在地(移居國)結合，由「華僑組織」

轉變為「華人社團」，成為所在地的民間組織一員，社團活動逐漸融入當

地需求，服務社會與族裔間的公益事務，如中華婦女會的成立和幫助，又

如近年來所掀貣的各地中文熱潮，促成華文教育迅速的發展，經由中華總

會與中華學校之合作，推動華文教育以民族融合的方式，不僅僅對華裔子

女開放，更開放不同族裔與年齡之限制，教材內容結合中文與文化國情，

以多元多層次的接觸，將華人社團融入在地之中，因而受到移居國政府和

人民的仰賴，同時亦有利於華人的發展。(二)組織結構的改變；過去由第

一代華僑為主體的的社會已漸漸轉變為以土生華人以及後續到來的專業

技術新移民為主體之社群，以中華總會為例，在社團的組織上，雖沿襲過

往章程，設立有董事會、委員等機制，但不同於過去運作的「精英領導」

與少數僑領的經濟支撐概念，現今的社團秉持人治貫徹法治理想，定期召

開委員會議，制定相關條例與幹部任期規範，設有專職、兼職與志工等不

同層級職務，開辦媒體報章與籌辦相關活動做為資金的募集和提供，管理

上走向專業化且公開化，於定期會議上公佈相關報表與財政管理報表，同

時針對內部做檢討，對未來的發展與工作有相當的規劃與研究。(三)國際

視野的改變；隨著世界經濟體全球化之影響，科技革命的波動，華人社會

亦為適應國際變化，加強於科技與經濟的交流合作，宋冠珍(1992)提出當

前華人社團的動態即朝著國際化、權益化與當地化的方向發展160，此於筆

                                                 
160宋冠珍﹝1992﹞。〈華人社團發展的第三趨勢〉。《歐華》。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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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觀察之華商總會所體現，而其更俱備多元與融入的特質，透過與國際

性社團合作接觸，不單滿足於聯誼性交流，而提出實質建議與合作方案，

強調在不同的經濟區域內進行商業合作與投資的可能性，以關島為太帄洋

據點，增進與各族裔間商業社團合作機會，同時透過和政界的關係維繫，

對於在地招商和新建案提出幫助，以發揮新興力量進行開發與穩固於在地

社會基礎。 

 

第三節  移民之跨國與認同思維 

僑居於關島之臺僑，經過 30 多年來的累積，已於在地形成一股發展力

量，而受惠於今日發達的通訊技術，移民們得以和故鄉的親友們緊密聯繫，

也能進行跨國事務的處理，在跨國活動的進行中，海外華人無論是以個人

或社團的型式，皆為國際關係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面對部分諸如環保、

文化衝突等全球問題上，單一國界的限制於自身利益和現實條件的考量下，

可能阻礙了國家解決問題的發展，但透過跨國界的往來，以科技傳播、知

識與在地情況資訊的互通，發揮多邊影響力以達到效果。總地來說，華人

跨國的流動，透過多元文化、多重國籍等獨特性，使思想、意識層級亦跨

越國界的範圍，使「國際關係」良好發展，同時以「國際社會觀」為理想

目標。 

而在全數的訪談者中，所有移民經已獲得美國國籍或正在準備取得，

但同時也都保留有自己臺灣國籍與身分。對比舊時移民於移居地經由落葉

歸根至落地生根所產生之「國家認同」的心境歷程，由過往為適應異鄉生

活所受限於時空的因素得以轉向。對這些台僑而言，所取得之美國國是基

於便利性的考量，在受訪過程中，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子女)在未

來有再度前往第三地區定居的想法，所以國籍的取得是方便日後再遷徙的

過程，並非對臺灣認同感的消弭。對於這些移民者的想法而論，其移民的

目的無論是為有更佳的生活品質、子女未來考量等，皆是擇以關島做為中

繼點，對於今所在地與原鄉之國家認同屬於融合的概念，對於所在地的生

活融入卻非投入於更深層的政治參與與國族意識，對於原鄉的關切以及制

度福利卻未必想再返回生活；兩邊都是家，兩邊也可能都不算家，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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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利益考量，而不在只是受限於族裔和地域性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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