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東亞學系 

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菲律賓華人家族企業及其社會網絡運用 

─以宿務與棉蘭佬島北部為例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in Philippines: Case Studies of Cebu and 

Northern Mindanao 

 

林莉寧 

Lin, Li-Ning 

 

指導教授：江柏煒 博士 

Dr. PhD. Chiang, Bo-Wei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June 2016 

 



ii 
 

謝辭 

本論文榮獲『林文魁先生紀念獎學金』，特此致謝。 

碩士班熬到最後一年之際，終於要寫到這一頁，除了說是期盼已久，也是對

於自己過去與未來之警惕。就學期間雖然經歷不少學業上挫折，但學習歷程中一

路上得到許多貴人的幫助，感謝的心情是無法付諸筆墨，在此只能言以感謝。 

感謝指導老師 江柏煒博士，在每一次論文討論之際，只要論文書寫內容偏題

亦或是重點失焦，老師都會盡可能帶領轉回正軌，使我在海外華人學術領域受益

良多。此篇論文能得以產出，感謝老師給予機會帶領前往菲律賓，除了學習田野

調查實際方式以獲得論文所需之資料元素，也引薦許多人事物以完成本篇研究。 

感謝口試委員 徐榮崇老師、黃嘉琪老師與劉名峰老師，針對我的研究主題內

容，從一開始的研究計畫到最後的學位論文口試，皆提出建設性意見與寫作方向，

提點本篇研究尚未注意到的細節與重點。感謝系上師長們，即使每當在我不擅於

表達之際但也依舊給予關心問候，讓我感受到原來師生間也可以是亦師亦友的情

感。在學習方面上，對於資質駑鈍的我而言，仍舊細心提點尚能改進之處，使我

在感到挫敗的學習過程中，找尋適合自己的學習定位與方向。感謝系上助教們，

在任何時候都給予多面向幫助，除了使我學習到基本工作技能，也學習到人事之

間如何拿捏掌握。在東亞學系就學期間，助教們對我而言可說是系上最為友好的

朋友，也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師長。 

感謝敬愛的父母親，提供良好的環境，讓我能心無旁鶩地求學。對於我所做

的每個決定與目標皆無私奉獻與包容，即使是任性地決定，只要能說服自己展現

出明確的目的與企圖，皆給予支持與鼓勵。撰寫論文的艱辛路途上，感謝兄長包

容我的任性、聆聽我的抱怨，並適時給予易緊張的我有利意見，例如在論文口試

之際如何因應各種狀況。感謝你們，我愛妳們。 

 



iii 
 

 

摘要 

 

福建諸省一帶沿海居民，自古靠海維生，福建省中，晉江為移出人口最多的

縣市之一，其次為福州。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初期，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使得

福建人藉由廈門港到海外謀生。菲律賓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僑居地。華人南渡菲律

賓，主要集中於馬尼拉、宿務、依里岸及岷答那峨等地區。在菲律賓華人從西班

牙殖民地時代歷經約有六次屠殺華人的事件，到獨立建國之後因民族主義思潮興

起，華人受到了諸多限制，然而在異地必須面對各種衝突下以尋求生存、發展的

機會，使得華人間的團結互助，並探討華人家族如何動用社會與文化資本，使家

族企業得以生存與傳承。 

本研究主要以福建省(包含金門籍)華僑華人家族為主，探究移民至菲律賓後華

僑華人在僑居地如何發展其家族商業網絡之模式與發展經驗，並勾勒較完整的時

空背景下華人生活圈縮影。主要分為三部份，首先，整理僑居地之社會網絡發展

情況，檢視各執政時期對菲華社會之形成與影響；第二，以福建省華僑華人家族

為例實地田野調查並深入了解在菲律賓僑居地的產業活動、社會適應、企業文化、

組織性質等情況，歸納其商業網路發展型態；第三，檢視福建省後裔家族在僑鄉

與僑居地中扮演的角色，並探討兩地間之連結運作與未來發展。 

 

 

 

 

關鍵詞：移民研究、家族與宗族、社會文化史、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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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long time ago coastal residents survive on marine resource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city of most quantity migrating population is Jinjiang. Second one is Fuzhou 

City.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everal large-scale 

emigrations make Fujian people to seek a livelihood toward oversea via Xiamen port. 

Philippin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ntry of residence. Chinese crossed the Philippines 

and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areas which located in Manila, Cebu, Illigan and Mindanao. 

In Philippines Chinese suffered a lot of  restriction through from six times massacre in 

the Spanish colonial era until after founding of the independent the Nationalism 

ideological trend rising. However, in foreign land Chinese must face any kind of 

conflicts for seeking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o make solidarity among 

Chinese and inquire into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how to survive and pass on with using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is research main concern was Fujian Chinese family (including Quemoy). 

Exploring Chinese after immigrating to Philippines outlines the epitome of Chinese 

living perimeters at that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how to in foreign land develop the 

model of family business network and experience. First, organiz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in foreign land and examine at different reign period how to 

constitute and influence Chinese Society in Philippines. Second, take Fujian Chinese as 

an example with using fieldwork field to understand about industrial activity, social 

adaptation, corporate culture, organizational nature and so on for generalizing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commercial network. Finally, examine between hometown and 

strange land the role of offspring family which ancestral place is Fujian province and 

explore the link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wo places.    Keyword: Migration Study、

Family and Lineage、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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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福建諸省一帶沿海居民，自古靠海維生，福建省中，晉江為移出人口最多的

縣市之一，其次為福州。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初期，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使得

福建人藉由廈門港到海外謀生。菲律賓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僑居地。來自福建一帶

之華人南渡菲律賓，主要集中於馬尼拉、宿務、棉蘭佬的依里岸及駕牙鄢等地區。

菲律賓是由七千餘個大小不同島嶼組成的東南亞島國，歷經西班牙三百餘年佔領

與美國殖民，且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軍所據，日軍退後，1946 年全菲正式獨立為

「菲律賓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從西班牙殖民地時代起曾有六次屠

殺華人的事件，到獨立建國之後因民族主義思潮興起，華人受到了諸多限制，例

如入境、菲化運動等，青壯人口出洋是為了某求更好的生活而紛紛出洋，然而卻

在異地必須面對各種衝突下，以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機會，使得華人之間團結互助

等。並且從移民的角度，探討華人家族如何動用社會與文化資本，以降低成本並

解決資金與人才等問題，來分析家族企業如何生存與傳承。 

本研究主要是根據次級資料所蒐集之文獻與質化實地田野研究之間，以福建

省（包含金門籍）華僑華人家族為主，探究移民至菲律賓後華僑華人在僑居地如

何發展其家族商業網絡之模式與發展經驗，並勾勒較完整的時空背景下華僑華人

生活圈縮影。主要分為三部份，首先，整理僑居地之社會網絡發展情況，檢視各

執政時期對菲華社會之形成與影響；第二，以華僑華人家族為例實地田野調查並

深入了解在菲律賓僑居地的產業活動、社會適應、企業文化、組織性質等情況，

歸納華僑華人家族商業網路發展型態；第三，檢視福建省後裔家族在僑鄉與僑居

地中扮演的角色，並探討兩地間之連結運作與穩定維持。 

研究成果除了呈現出華人獨特的商業網絡模式之外，也涵蓋了社會文化網絡

之內容，以家族網絡縮影來推論旅菲華人社會之運作模式。並且，希望能有助於

台灣與華僑華人間之聯繫，使執政者更進一步了解與認識以訂定利於雙方相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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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福利等，且有助於吸引外資或引領台商與旅菲華人合作之契機。 

 

第二節、研究問題 

本篇研究對於華人、家族企業與社會網絡三者間，在僑鄉與僑居地如何產生

作用與影響，並進一步產生關於華人社會研究之問題發想。在講究倫理的華人社

會中，因此欲了解華人所面對之社會生活的運作模式，便需要從小範圍的家庭、

家族營運縮影進行探究，並一步一步地延伸至菲華社會。著重家庭倫理的華人社

會，涵蓋宗祠氏族並延伸至家族產業之繼承，以父子血緣為主軸的宗法制，使得

組織成員間能得以有效管理，互相敬重、共享事物。在菲律賓當地對於華僑華人

社會而言，社會生活中其社團組織（例如：商會、會館組織、宗親會等）扮演著

與政府間協調的重要角色，且社團也有助於華僑華人之間團結互助、聯絡感情並

在菲華社會得到實質協助以利商業活動發展等，例如（1）參與政治事務（2）從

事經濟建設（3）建立社會保障機制（4）保護商業信用（5）促進中華傳統文化的

發揚1。藉由社會學角度，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針對家族企業及社會網絡

進行田野研究，藉由華人詮釋事件的過程並進一步形塑菲華社會真實現況。 

 

主要研究的問題為： 

一、戰前與戰後菲律賓華人社會網絡運用之差別性? 

 抵達至異地的異鄉遊子們，在僑居地面臨執政政府諸多限制與挑戰時，卻得

不到原鄉政府有力的協助與保護之情況下，彼此之間為了生存與利益，只能相互

協助、相互支持。因此，在此研究問題中，對於華人參與社會網路情形加以描繪

外，亦對於參與情況加以檢視，探究其產生、發展與功能變化等作為進行研究。

                                                    
1
 任娜、劉宏，〈華人網絡的理念與實踐─兼析晉江籍華人跨國網絡之建構〉，《錯綜於市場、社會

與國家之間 東亞口岸城市的華商與亞洲區域網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8，

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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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做為時間分界點，探究戰前與戰後菲律賓華人在不同時空背

景下，為了因應社會各個層面之挑戰，對於社會網絡之運用是否存有獨特差別性，

此差別性在華人社會中又是如何影響其家族企業。 

 

二、菲律賓華人家族企業經營模式及世代轉變之差異性? 

 由於家族企業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組成，其企業文化以「家」為本，因此相較

於一般非華人企業其經營模式應有所差異。此外，於異鄉維生之華人企業與原鄉

企業經營模式或許會有相似和差異的部分，像是在經營理念中傳承了華人勤奮之

特色，但相較原鄉之差異，在資源缺乏的異鄉中，華人為了互助經營方式多以信

任為基礎，進行借貸等方式疏通經濟管道。此研究問題，除了關注藉由社會網路

輔助家族企業之經營模式外，也歸納出不同世代之家族成員如何繼承家業或是衍

生其他產業以助於家族企業。 

 

第三節、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一）次級資料分析2 

本研究以各產業之華僑華人家族為對象，依文獻資料之來源，蒐集關於菲律賓

當地之華文報紙、校刊、僑刊文本分析與先行研究者訪談研究內容，例如《華報》

（1988 年）、《華僑商報》（1919 年）、《顯影》（1928 年）3等，並以商會、會館組

織、宗親會紀念刊等相關內容作為輔助，以支撐本研究所探究的主要議題。之後

進行理論與實務的探討及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中論述之重要參考依據。 

利用先行研究學者們理論的建立，與本篇研究進行相呼應，進一步以理論論點

                                                    
2 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Analysis）：研究者將另一位研究者蒐集並整理過的資料重新分析的一

種研究形式──經常是為了不同的目的。這方法特別適用於調查的資料。 

3
 江柏煒，《海外金門人僑社調查實錄-菲律賓篇》，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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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框架分析菲律賓華人家族企業發展與社會網絡運用。廖赤陽與劉宏學者對於華

僑華人商業網絡發展提出一種定論，分為四個時期：（1）19 世紀中期之前（亞洲

近代開港之前），亞洲區域內傳統貿易的通商網絡。（2）19 世紀後期至 1940 年代，

資本主義市場擴大與勞動市場重整，導致移民者的移入使得東南亞等地華僑社會

的發展。此時期華僑經濟以血緣、地緣等連結形成了華僑之商業網絡、移民網、

金融網等，並提供東亞甚至是東南亞地區間整合的潛能。（3）1950 年代至 1970 年

代中期，新興民族國家興起與經濟民族主義的意識抬頭，華人經濟為了謀求其定

位進而整編進當地經濟框架的選擇。例如，菲律賓菲化運動使得華人並須面臨與

解決菲華國籍問題。（4）197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和東亞、東南

亞經濟的高度成長，華人投資進而國際化，促使跨國生產與銷售網絡的形成。4潘

翎學者等其他學者亦提出華人移民時空背景，略分為四個時期：（1）16 世紀前或

傳統時期，移民遷移規模範圍較小。（2）16 世紀至 19 世紀，當時在東方的歐洲國

家正值擴張主義，但多屬於商業性質活動，華人為了因應西方市場需求，掀起跨

國界的商業與宗教移民，因此華人主要移民至東南亞。（3）19 世紀，華人多受到

西方國家商業工業擴展、領土兼併影響。（4）1950 與 1960 年代起，移民主要是湧

向大都會中心地區，不再是單純以勞力因素而移動。海外華人多數誕生於第二與

第三時期，隨著歐洲國家進入亞洲區域，華人社會也跟著形成，華人除了擔任勞

工外，也受益於擔任中介商與航運公司的經營。5
 

 

 

 

                                                    
4
 廖赤陽、劉宏，〈網絡、認同與東亞地域秩序 反思二十世紀華僑華人研究〉，《錯綜於市場、社會

與國家之間東亞口岸城市的華商與亞州區域網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8，

頁 13-14。 

5
 潘翎，《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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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實地田野研究6與訪問調查 

選擇適合本篇研究之華僑華人家族且進一步進行口述訪談，以建立其家族史、

家族企業發展史至個人史，並拼湊旅菲華人社群在僑居地之商業網路發展與產業

經營模式。口述訪談過程中，以開放式問項7所擬成之內容進行訪問調查（見附錄

一），並以翻拍與記錄為原則，同時蒐集所研究之華僑華人家族相關一手資料，例

如族譜、照片、碑銘、企業經營紀錄等，作為口述記錄之歷史背景說明及其家族

商業網路發展之歷程。 

 

（三）歸納法8 

本研究主要多是探討華僑華人家族在諸多限制與衝突下如何尋求生存、發展

的機會，因此藉由歸納法的概念之下，將相關議題與背景等作完整的分析與探討，

所以想藉由相關文獻分析做系統性的歸納並進一步推論。（見圖 1） 

                                                    
6 質化實地田野研究（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多產出質化資料，觀察結果無法輕易地化約為數

字，適合研究跨時段的社會過程。 

7 開放式問項（Open-ended questions）：問項的設計讓受訪者可以提供自己的答案，深度訪談、質

化訪談幾乎全依賴開放式問項。 

8  歸納（Induction）：從特殊觀察推論出一般原理的邏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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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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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 

來自福建一帶之華人南渡菲律賓，主要集中於馬尼拉、宿務、棉蘭佬北部的

依里岸及駕牙鄢等地區，代表性家族其發展過程也大多集中於此，因此，在研究

地理範圍選擇上則集中於宿務、棉蘭佬北部的依里岸及駕牙鄢之城市。（見圖 2）

在研究時間選擇上，研究者主要選擇從西領時期至獨立建國後。期間其政治上動

盪下，菲律賓華僑華人除了避難保身之外又是如何更進一步發展其家族企業並發

揚光大。移民現象除了是政治與經濟的因素所造成推拉效應（Push-pull effect）9之

外，像是在異鄉工作之移民所匯回家鄉的薪資亦是促成人口進一步外移的原因之

一。因此，在研究對象選擇上，以福建一帶與菲律賓間連結之家族進行探討，從

個人經驗延伸至家庭或家族之社會生活。 

 
圖 2 研究範圍地理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原圖為 Google 地圖 

                                                    
9
 推拉效應（Push-pull effect）中「推力」是因原居住地一些負面因素，導致當地居民無法繼續居

住；「拉力」則是因為移居地存在一些正面因素，吸引著居民進而選擇遷移。徐榮崇，《集體記憶與

社會資本—談加拿大臺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與思維》，人口學刊，第 37 期，2008，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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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內容之個案研究分析屬於第一手資料分析，因此，進行田野調查時，

相關研究內容材料須與受訪者或資訊提供者10確認其內容之信度與效度，並盡可能

地進行完整的觀察，使得對該社會現象發展出更有深度與更完整的理解，並在更

寬廣的跨越時間與空間環境中加以檢視。由於時代變遷，代表性家族居所亦有可

能因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等因素，分佈位置需再確認以利進行調查。前往菲律賓

進行田野調查時，將可能面臨停留於當地之研究期限是否足以撰寫本研究以及蒐

集相關內容之質與量。此外，代表性家族所擁有的消息是否只和本身有關，抑或

是涵蓋了各個不同的範圍，也可能是將面臨問題之一。然而，在菲律賓華僑華人

主要經營零售業、金融保險業及航運事業上等11多種行業，因此在研究代表性家族

選擇上亦有所限制。代表性家族經歷了長時間的傳承與轉述，其家族史記憶是否

會有遺漏、謬誤或是產生反應性12之外，對於相關文物與機密是否願意公開或是有

所保留，也是此研究可能將會面臨之難題。最後，歸納受訪者或資訊提供者所提

供的內容中，進行分析時，將會面臨以主位觀點或客位觀點13來解釋其內容時，會

形成了相互排斥的兩難。 

 

                                                    
10

 受訪者（Respondents）是指提供自身相關資料的人，以便研究者勾勒出受訪者所代表團體的圖

像。資訊提供者（Informant）則是能直接談論該團體事務的團體成員。Earl Babbie，《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劉鶴群，林秀雲，陳麗欣，胡正申，黃韻如譯，台北：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0，頁 279。 

11
 陳劍秋，《菲律賓華僑概況》，臺北：正中書局，1988，頁 46。 

12
 反應性（Reactivity）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可能因知道自己正在被進行研究而作出反應，從而

改變他們平常的行為。Earl Babbie，《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劉鶴

群，林秀雲，陳麗欣，胡正申，黃韻如譯，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0，頁 426。 

13
 主位觀點（Emic perspective）係指以被研究對象的觀點來進行研究。客位觀點（Etic perspective）

指為了達到更客觀的目的，研究者維持和原民（或當地人）觀點有一點距離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Earl Babbie，《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劉鶴群，林秀雲，陳麗欣，

胡正申，黃韻如譯，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0，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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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文獻回顧 

本文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包含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與英文三大類，以鋪陳與

堆砌其商業網絡發展之背景。 

一、華僑華人名詞定義 

提到「華僑」一詞，一般人普遍認知是「居住在國外的中國人」，所以在進入

本研究前，必須先確認其涵義，使得「華僑」有個明確的定義與概念，以客觀地

觀察數據與資料。在歷代文獻中，通常用「唐人」、「漢人」、「華人」、「華民」、「華

工」、「華商」等名稱，來稱呼當時海外中國人。然而，「華僑」一詞的使用，經國

內外學者考證皆有不同的認知，我國僑務委員會對於「華僑」一詞，廣義的解釋

包括了「華人」及「華裔」14。 

 

二、僑鄉人文歷史背景 

中國航海時代始於 1127 年南宋，南宋雖然並非商業王國，但因當時國家經濟

而多與海上接觸並仰賴海上貿易。當時造船技術遠勝於同時代歐洲的船隻，除了

促使國內貿易擴大也使到外地奮鬥的商人們成為「流寓者」15。到了元代亦是相同

情況。明政權建立以後，因恐佔據沿海島嶼與反明勢力，以及元代以來橫行於朝

鮮半島和中國沿海的倭寇侵擾，而實行海禁政策，此一政策持續了近二百年。浙

江、福建諸省一帶沿海居民，自古靠海維生，海禁的實施對於居民帶來深刻的影

響。16明代自太祖開國即注意南洋，屢次遣使招徠南洋諸國，明初永樂帝統治期間

（1403-1424 年）為中國與東南亞最密切的一段時期，特別是鄭和七次遠航—「三

                                                    
14「華人」指居處於各國的華僑，當取得當地國國籍後，即為華人。「華裔」指華僑或華人在海外

所生的子女。 

15
 「流寓者」是指暫時性遷移至新居留地的人，因常年的季節性季候循環而迫使逗留，往往最終

成為定居者。 

16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一卷第三期，1999，

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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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太監下西洋」17（1405-1433 年），先後到過東亞及東南亞等其他地區，使得明朝

對海外的情況更加了解、國人對於海外貿易更為有興趣、閩粵居民從此向海外移

植逐漸增加，奠定了華僑在南洋發展的基礎。隆慶元年因應國內外情勢，解除東

西洋海禁，呂宋貿易使得西班牙銀錢大量流入中國，赴海外貿易、工作等之商民

激增，在當地居留之華僑亦增加。18進入清代以後，海外華人從事的職業呈多元化

趨勢、商業經營手段也愈多樣，展現出華商經營能力並衍生成幫的現象。然而，

鑒於鄭成功19仰賴沿海貿易的抗清，滿清政府重新實施海禁並於 1662 年下令遷界

政策把沿海居民移向內地。在 1684年政府雖然廢除海禁但人民依舊無法隨意出國，

1717 年清朝實行南洋禁航令，特別是禁止移民，造成沿海居民與官員等極大影響，

除了諸多出入國限制之外，對於華僑的態度盡是迫害且漠視。清朝前期限制華人

出洋並不如預期，由於吏治腐敗與利益驅使，人民仍接連出洋謀生。到了 1860 年

才廢除此政策。如此的推力使得加速海外華僑社會的發展且華僑與當地人民進一

步融合同化。清朝後期面臨了許多內憂外患，在這種混亂動盪的推力下，人們就

會往外發展尋求出口。 

以方言群來區分，菲律賓華人主要皆來自閩語區（福建、台灣、金門等），1986

至 1990 年間據說福建人佔菲律賓華人總人口約有 85%至 90%。「僑鄉」原指與華

僑有廣泛聯繫的中國；其他學者亦有其他解釋，「僑鄉」為多指眾多人口移居海外

的城鄉，收入一半以上來自僑匯。20海外華人匯款回鄉，除了是與家鄉社會的連結

外，也對僑鄉之公益事業和投資發展有所幫助。 

                                                    
17

 鄭和七次出使，六次在成祖時代，一次在宣宗時代，每次所需約兩年時間。 

18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一卷第三期，1999，

頁 441。 

19
 鄭芝龍原是東南沿海的海盜首領，在閩南一帶頗有勢力，於清兵入福建時變節降清。鄭成功

（1624-1662 年）為反清復明努力，其據有廈門、金門、閩南沿海一帶勢力，克復臺灣後，臺灣成

為抗清復明的海外基地，並重兵於廈門、金門以監視大陸。 

20
 潘翎，《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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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面積狹小、耕地少，多集中在沿海平原與河流兩岸。土壤貧瘠，促使

米糧必須進口以解決長期飢荒的問題，也因工作與市場的不穩定促進福建人於中

國沿岸、朝鮮、日本與東南亞各地發展海上貿易。因此，福建的泉州、漳州、福

州與廈門等沿岸商港逐漸發展起來。福建省中，晉江為移出人口最多的縣市之一，

其次為福州。1890 年代，旅菲閩南人居多，晉江佔 48.7%、廈門佔 10.4%。金門居

民向海外發展並經歷多次移民潮，約明嘉靖、隆慶以後（1522-1567年）與呂宋等

處交通頻繁，航海發達，遠赴重洋者有之。清兵入關，鄭成功據島抗清（1647-1665

年），其後因干戈擾攘而遠避南洋。清道光間（1843 年）海禁大開，廈門為五口通

商口岸之一，又廈門與金門近在咫尺，赴南洋者眾多。清同治間災荒頻傳、連年

歉收，導致大規模南渡覓食。民國元年至十八年間，國內正值初創之期，建設與

制度等尚備完善，且金門飽受盜匪劫掠之苦，而當時南洋又比較容易謀生且出入

境無須任何手續與限制，導致又一次大量遠赴南洋。民國二十六年，正值七七事

變，金門淪陷居民相率走避逃難，輾轉由廈門至南洋甚多。21
 

 

三、僑居地（菲律賓）人文歷史與政策法令 

（一）西班牙殖民時代（1570-1898 年） 

16 世紀到 18 世紀向外侵略的國家稱為舊帝國主義，在舊帝國主義時代，以占

得土地作為基地，1570年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為殖民地即為其中一例。1570年至1640

年是商業時代繁盛期，日本、墨西哥與歐洲的銀元流入東南亞；亦是中國帆船貿

易的繁榮。1571 年開始實行委託監護制─是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一種主要殖民手

段，把土地和菲律賓人分配給有功之臣，法律規定委託監護主有義務保護被委託

監護人的利益並提供教育和天主教傳播22，然而事實卻是與規定背道而馳。西班牙

佔領菲律賓三百多年期間，因菲律賓華人在當地經濟與社會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21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華橋志》，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 150。 

22
 施雪琴，《菲律賓天主教化的關鍵時期（1565-165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頁 72。 

 



- 12 - 
 

角色、龐大的經濟勢力與人口，再加上文化上的差異，造成西班牙當局戒慎恐懼，

因此對於中國人採取極端排斥和歧視的態度，統治期間諸多限制都造成華人恨之

入骨，像是居住區域隔離23和經濟活動機會、沉重賦稅、強制性徵召勞力與強迫信

奉天主教等24。1603 年至 1820 年西班牙殖民者懷疑在菲律賓的中國人造反，因此

以各種藉口進行六次大屠殺25。西班牙殖民政府於 1766 年和 1769 年頒布法令，企

圖通過移民控制與驅逐出境，來限制華人居留人數，然而政府驅逐了大批華人也

造成了菲律賓經濟的傷害，使得政府與華人間的限制與信任又更加擴大。因此，

西班牙殖民政府認為在宗教上同化華人，且使華人天主教徒與當地教徒通婚造就

忠誠西班牙、信仰天主教的社會是最有效的確保自身安全方式，其意義消除華人

對菲律賓人在宗教信仰與文化習俗方面的影響，使菲律賓徹底天主教化，到 1622

年菲律賓的天主教徒達到 50 萬人。西班牙為了吸引華人皈依天主教，在賦稅、居

留權、遷移與婚姻等方面實行差別待遇政策。統治期間針對華僑徵收各種稅收，

受洗為天主教徒與原住民一致無需繳交額外稅收，例如原住民、混血兒、中國人

均須付人頭稅（原住民 2 菲幣：混血兒 3 菲幣：中國人 10 菲幣），到了 1870 年中

                                                    
23

 1764-1800 年政府法令規定『由於華僑對原住民施加不道德的影響，基督徒華僑與異教徒華僑都

不能與菲律賓原住民居住在一起。一旦發現違令者，立即遣送回馬尼拉的“八連”並施以皮鞭之刑法。』

八連即為在執行隔離政策下的生活限制區域。 

施雪琴，《菲律賓天主教化的關鍵時期（1565-165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頁 98。 

24
 潘翎，《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188。 

25
 六次大屠殺：1603 年兩名中國官員來菲考察傳聞中的金山，西班牙殖民政府深恐中國政府得到

在菲律賓的中國人支持，會威脅到政權的安危，因此屠殺兩萬名中國人並限制來菲律賓居住的中國

人不得超過 6000 人。1639 年被迫勞役的中國人來到馬尼拉，被指串聯進而暴動，西班牙殖民政府

屠殺 300 人。1662 年鄭成功派人來菲律賓要求西班牙政府納貢，西班牙政府立即調軍防備。過程

中，中國人深恐又是一波大屠殺既而逃亡，逃亡慌亂中亦慘遭殺害。1686 年馬尼拉出獄的華僑糾

眾企圖謀殺西班牙人，西班牙政府偵查得知進而斬首相關人士，之中也殃及其他中國人，使得被殺

害人達到相當的數目。1762 年英國突襲馬尼拉，且當時在菲律賓的中國人長期受到西班牙政府嚴

苛政策之苦，因而多數華人參加英軍行列共同武裝對抗西班牙軍隊，西班牙政府派兵鎮壓並大事誅

戮，敗逃者與無辜者皆無倖免。1820 年亦有虐殺中國人與其他外國人之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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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與原住民稅率差距更達到 21：1，與混血兒差距到達 16：1，稅收的差距也成

為通婚的動力26；大驅逐期間為了控制華僑人口數的增長，居留遷移方面只要是天

主教徒即可留在菲律賓，造成大規模華僑集體受洗作為留在菲律賓的方式；西班

牙政府認為通婚是是同化的方法之一，但通婚只限於受洗為天主教徒的華僑，然

而早期適婚的華僑男子難在菲律賓找到華僑婦女進行婚配，所以菲律賓婦女為唯

一選擇。27在經濟層面剝削上，殖民政府於 1825 至 1830 年間確立並採取甲必丹

（Capitan）制度，以華僑中信奉天主教且聲望較高者為「甲必丹」治理中國人的

事務，專職稅收28業務，例如陳兼善為有名的甲必丹之一。29同化相關政策在英西

戰爭（1762-1766 年）中證實失敗，但也造就一批信奉天主教的華僑與經聯姻的菲

華混血兒。18 世紀中期，菲華混血兒（又稱米斯蒂佐，Chinese Mestizo）取得法

律地位，成為一個獨特的階層，在經濟與政治方面則因不傾向中國也不傾向西班

牙，既成為中堅力量，也是菲律賓民族主義的代言人和日後排華運動的代表。19

世紀末期為西班牙殖民統治到美國殖民統治間的過渡時期，在這段期間菲律賓社

會矛盾不斷加深、西班牙殖民政府專制統治不再嚴謹。 

（二）美國殖民時代（1898-1946 年） 

19 世紀侵略他國的工業強國為新帝國主義，1898 年美西戰爭中，美國從西班

牙手中取得菲律賓為殖民地即為其中一例。美國在 1898 年取得菲律賓後，由聯邦

政府派總督治理，開始殖民統治菲律賓，仍沿用排華法案30目的以保護菲律賓權益

為前提，限制華僑移民與菲律賓當地人進行競爭，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統治

                                                    
26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7。 

27
 施雪琴，《菲律賓天主教化的關鍵時期（1565-165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頁 96-101。 

28
 西班牙殖民政府針對中國將納稅分為三種：（1）從事外貿者每個月時菲幣（2）從事國內商業者

每個月四菲幣（3）勞動者每個月二菲幣。 

楊建成，《三十年代菲律賓華僑商人》，台北：南洋研究史料叢刊，第九集，1984，頁 12。 

29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22。 

30
 規定 1895 年至 1898 年華人一律禁止入境，1899 年至 1901 年從中國返回僑居地者皆可入境。楊

建成，《三十年代菲律賓華僑商人》，台北：南洋研究史料叢刊，第九集，1984，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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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殖民地變成為原料供應地、商品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因此菲律賓華人

從事各種新行業，例如進出口商、碾米黍業、勞工承包商等。在政治層面，採取

既美化又保護的自由民主政治，因此華僑社團於 1900 年之後接連成立；在經濟層

面，採取免稅貿易，有助於菲律賓的經濟發展和華僑的商業貿易與社會生活。美

國佔領時期，華僑依舊掌握菲律賓經濟勢力，舉凡飲食用品、椰乾土產類、麻類

等進出口買賣，因此招來菲律賓人忌妒。 

塔富脫（W. H. Taft）總督（1901-1904 年）除了討伐地方叛亂，更是計畫完整

的行政組織、改善衛生設施與開辦公立小學，此外也任命菲律賓人為官吏、施行

地方自治、採金本位制與整理各教會土地之擁有等政策。20 世紀 20 年代，華僑主

要經營橡膠、菸草、米、麻、砂糖、葡萄酒、椰子、木材等為主，批發與零售業

更是占全菲律賓半數以上。因此，美國統治期間政府不斷推行各種移民法案來限

制華僑移民人數。1902 年美國國會決定把美國排華法案延伸至菲律賓，1903 年菲

律賓移民法中，規定持有入境證移民者才准許入境。入境證發放身份資格分為三

種：（1）中國派遣之外交官、商務官等官員及其眷屬（2）中國人教員、學生及技

術人員，需事先申請並獲政府批准（3）過往在菲律賓居留之商人及勞工與此時在

菲律賓經商之中國人眷屬，可依法申請入境。31然而，因有意進入菲律賓的華僑鑽

法律漏洞以達到移民之目的與禁止華工入境對菲律賓經濟產生不利之影響，使得

移民法無法徹底遵守。此外，菲律賓華僑社會也對於歧視性法律進行抗爭，例如

1909 年中華商會董事為了抗議菲律賓海關的移民法令而提起訴訟，以勝訴為結果

使此法令被取消。愛特（H. C. Ide）總督於 1906 年改財政及通貨制度。到了 1907

年斯密斯（J. F. Smith）總督召開地方長官會議，讓菲律賓人民選代表組成立法會

議，成為總督的諮詢機構。32
1915 年於美國議會中通過菲律賓自治法案後，菲律賓

人除了幾乎全權掌握了立法權外，行政權方面菲律賓人也逐漸增加。1921 年起更

                                                    
31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27。 

32
 施良，《菲律賓研究》，台灣：正中書局，1947，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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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華人採取一系列商業經營限制與壓榨之法令，像是西文簿記法（The 

Bookkeeping Act）33、禁米條例以限制米價與 1923 年內海航運法案（The Coastwise 

Shipping Trade Act）34等，到了 1934 年更推行民族經濟保護協會（National Economic 

Protective Association，簡稱 NEPA）、零售商菲化運動以及移民入境居住之取締等

一系列限制。35
1935 年選舉奎松（Manuel Luis Quezón）為總統、奧斯梅尼亞（Sergio 

Osmena）為副總統並組成自治政府。1940 年菲律賓自治政府通過移民法案，規定

外國移民入境每年限制 500 名，雖然一視同仁但對於華僑卻是打擊。36 

排華限制亦包含國籍歸化方面，菲律賓國籍法屬於血統主義，自 1920 年以來

申請取得菲律賓國籍為數不多，菲律賓政府一直嚴格限制華僑入籍，對於華僑更

設置了苛刻的申請方式，像是高昂的申請費用（在菲律賓必須擁有一千萬菲幣等

值五百美元以上之不動產且需要在職身份）、繁瑣的手續過程（須能以英文、西班

牙語或當地語言，進行對話與書寫之能力）、拖延申請時間（居住菲律賓長達五年

以上並無犯罪行為）等辦法37，1940 年修法需居住菲律賓長達十年以上者均予以歸

化，到了 1950 年則完全禁止中國移民入境。 

（三）日本侵略時代（1942-1945 年）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每場仗的常勝軍。1914 年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亞洲之所以逐漸復興，是因為戰爭期間主要戰場在歐洲且戰爭

使得各國國力削弱情況下，反而需要亞洲物資支援。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

變」，首先破壞世界的和平，到了 1937 年發動了「七七事變」，點燃了第二次世界

                                                    
33

 西文簿記法（The Bookkeeping Act）：在菲律賓經商或其他事務，強制以英文、西文或任何一種

菲律賓文字記帳，否則視為違法。 

34
 內海航運法案（The Coastwise Shipping Trade Act）限制華僑航運業，因此藉由交通運輸經商貿

易的發展大受打擊。該條例中只有菲律賓人與美國人享有菲律賓內海航運之權利。 

35
 楊建成，《三十年代菲律賓華僑商人》，台北：南洋研究史料叢刊，第九集，1984，頁 14。 

36
 施良，《菲律賓研究》，台灣：正中書局，1947，頁 247。 

37
 施良，《菲律賓研究》，台灣：正中書局，1947，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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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亞洲區戰事也就此展開。日本企圖奪取東南亞各地，美國為了協助英國與

中國而對日本採取強硬對策，然而，在 1941 年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而成

為世界大戰，期間相繼佔領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等地。約在美英聯軍反

攻之際，美軍也相繼收復關島、菲律賓等地。在 1930 年代日軍侵華時，菲律賓華

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投入抗日行列而遭到日軍報復。1942 年日軍制定《華僑對

策綱要》，實質目的企圖控制與利用華僑經濟資源，為供應其侵略之所需。38佔領

期間也成立了親日的傀儡組織─華僑協會（Chinese Assocation），另一方面則對於

菲華社會實行法西斯統治而重創了華僑教育，像是華僑中學的校舍成為兵營、中

正中學亦慘遭摧毀使教職員與董事無數人犧牲；除了教育的停頓外，華僑經濟也

是一大打擊，日軍將華僑財產搜刮殆盡之外，也煽動菲律賓的種族主義使菲律賓

人主宰零售業，在此工商業受到摧殘又難以經營之際，許多人為了生存之計紛而

移居鄉村或更遠的郊區。1942 年至 1945 年日本佔領菲律賓期間，大部分菲律賓華

人紛紛躲避於山區或為了中國甚至在菲律賓的前途而戰參加抗日游擊隊伍。39抗日

團體主要分為兩大派，一派屬於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地下抗日組織，像是菲律賓

華僑戰時血幹團（The Chinese Wartime Hsuehkan Militia，簡稱血幹團，原名為華僑

忠魂社）40、菲律賓華僑青年戰時特別工作總隊、菲律賓華僑抗日勇軍以及菲島華

僑青年戰時追擊團，另一派則為左派領導下的地下抗日組織，例如菲律賓華僑抗

日反奸大同盟（League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Puppets，簡稱抗

反同盟，前身為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

（Philippine Chines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Force，簡稱華支）、華僑抗日鋤奸義勇

軍等。41
 

                                                    
38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70。 

39
 潘翎，《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188。 

40
 菲律賓華僑戰時血幹團象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主要工作項目為組織特務隊進行鋤奸、提供

情報予美軍、出版地下抗日報刊等。 

41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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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菲律賓光復獨立後（1946 年─） 

1946 年菲律賓正式宣布獨立，然而美國對於菲律賓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

軍事層面上仍有影響力，例如各級學校以英語進行教學、在菲律賓設置許多軍事

基地並透過軍事活動以進行經濟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菲華社會各行

各業從廢墟中重新站起來。然而，菲律賓的獨立不代表華僑能獲得應有的社會地

位或自由地發展經濟，民族主義高漲之際，菲律賓政府以菲律賓人的利益為主，

除了持續嚴苛的移民政策42與菲化政策，像是 1947 年公共菜市場攤位菲化法案43；

1954年至1975年政府通過許多抑制菲華經濟力量之法令，例如零售商業菲化案44、

米黍業菲化案45，對於華僑來說無疑是一種打擊。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菲

律賓受到美國反共影響，菲律賓政府制定相關反共政策，打擊共產黨相關事務。

1950 年代初期，菲律賓政府與臺灣政權結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要求菲律

賓華人成為中華民國公民，使得國民黨進行白色恐怖般的控制與打壓，韓戰爆發

後菲律賓政府的反共政策更為堅定。1953年麥格塞塞（Ramón del Fierro Magsaysay）

在美國支持下當選總統，上任後提出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一方面實行土地改革

和農業信貸合作等，另一方面在貿易和外交上繼續依附美國。卡洛斯．加西亞

（Carlos Polistico García）繼任總統後，實行經濟緊縮及「菲律賓第一」政策，因

為「菲律賓第一」口號導致許多進出口貨品到中央銀行請外匯時，以中文姓名者

一律予以拒絕46，在任期間通過「米黍業菲化案」，使得多家華僑商人，停止經營

米麥業並且資本大量撤出菲律賓的米麥業。1961 年馬嘉柏皋（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執政時期，通過土地改革法案、取消外匯管制並停止進口配額制度、

開放菲幣對美元的匯率、恢復企業經營自由化並且在外交上主張「回到亞洲」。

                                                    
42

 1946 年獨立後，將每年入境人數限額降至 50 名。 

43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75。 

44
 1954 年 5 月 19 日通過零售商業菲化案（麥格塞塞總統任職期間）。 

45
 1960 年 7 月 18 日通過米黍業菲化案。 

46
 張存武等，《菲律賓華僑華人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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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960 年代初期，菲華商聯總會（簡稱商總）曾遊說國會取消「米黍業菲化案」，

但因失敗而遭受華僑社會的抨擊。48
 

1965 年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見圖 3）執政後，在外交上與臺灣斷離

官方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期間對於菲華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一

方面 1973 年頒布僑校全面菲化之令對於華文教育影響甚大，例如僑校必須在 1976

年前完成菲化、在任何形式上不得使用特定外國意涵之校名、中文授課時數縮短、

原為 6 年的中學縮短為 4 年等；另一方面 1975 年 4 月 21 日通過「集體轉籍法」

放寬入籍標準與簡化申請手續，方便菲律賓華僑歸化為菲律賓公民，進一步解決

中菲建交後華僑國籍之問題。49集體入籍後，菲律賓華人們參政意識逐漸增強。1972

年至 1981 年，採取軍事統治，廢除兩院制國會和多黨制，改為一院制的「國民大

會」，軍管後期獨裁加劇，全國民眾反政府抗議運動更加高漲。50
1982 年菲律賓華

人曾提出候選人參政。1986 年馬可仕政權倒台之後由華裔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C. Aquino）繼位。1992 年華人參加各類選舉並且對總統選舉有一定之影響力。 

 
圖 3 馬可仕總統 

資料來源：蘭佬菲華商會提供，依里岸，1969 年。 

                                                    
4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菲律賓共和國大使館，〈菲歷史概況〉，網址：

http://www.fmprc.gov.cn/ce/ceph/chn/flbgk/jbqk/t181346.htm，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 日。 

48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150-151。 

49
 潘翎，《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189。 

50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菲律賓共和國大使館，〈菲歷史概況〉，網址：

http://www.fmprc.gov.cn/ce/ceph/chn/flbgk/jbqk/t181346.htm，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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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菲律賓宿務華人社會之案例 

菲律賓常年飽受地震與颱風侵襲，然而其氣候環境也造就了豐富的自然資源

與生物多樣性。菲律賓群島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總面積為 299,764 平方公里，分

為呂宋島（Luzon）、米沙鄢群島（Visayan）和棉蘭佬島（Mindanao，民答那峨島）

三大島群。全菲總人口數約為 102,939,500 人，天主教徒佔菲律賓人口的 83%，基

督教信徒佔人口的 9%，伊斯蘭教信徒則佔人口的 5%多集中於棉蘭佬島。宿務省

是狹長的島嶼，南北距離約 225 公里，劃分 47 個自治市以及 6 個市，宿務市（Cebu 

City）、達瑙市（Danao City）、拉普拉普市（Lapu-Lapu City）、曼達維市（Mandaue 

City）、塔里薩伊市（Talisay City）、托勒多市（Toledo City），首府為宿務市。宿務

語（Cebuano）是宿務省的本土語言。宿務市是菲律賓第二大城，有「南方皇后市」

之稱。51（見圖 4） 

  

圖 4 宿務位置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52  

 

                                                    
51

 Province of Cebu Office website，網址：http://www.cebu.gov.ph/about-cebu/，瀏覽日期：2016 年 3

月 16 日。 

52
 維基百科，〈Ph locator cebu cebu〉，網址：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h_locator_cebu_cebu.png，瀏覽日期：2016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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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華僑華人在海外備受殖民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歧視、剝削和壓迫。

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組織了以地緣或血緣為紐帶的同鄉會（Home-town 

Associations）或宗親會（Clan Associations）53，以期守望相助，保護自己的正當

權益。後來隨著出國定居華僑的不斷增多和華僑經濟事業的發展，以業緣為基礎

的商業行會和各種慈善組織等也相繼出現。宿務為菲律賓第二大商業港口，華僑

旅居於此甚久，產業經營種類五花八門，像是船務工廠、土產進出口、零售業等。

同行業公會的組織，對於產業經營的改善、捐獻、協助愛國活動、慈善公益等事

情皆有強大的力量。宿務僑界如果遇到重大事件，像是愛國運動、公共福利事業、

組團回國或觀光、宣傳募款等，多由五大團體負責聯絡推動：國民黨菲律賓宿務

支部委員會（Kuomintang Cultural Association）54
 （見圖 5-8）、菲華反共抗俄總會

宿務分會（Filipino Chinese Anti-communist League）、菲律賓宿務菲華商會（Cebu 

Filipino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菲律賓宿務廣東會館（Cebu Cantonese 

Association） （見圖 9-10）、菲律賓洪門進步黨總部宿務支部。 

 

                                                    
53

 以血緣方式設置的宗親會（Clan Associations），產生組織的方式，多以集合同姓族群，不論親疏、

不分派別，建立宗祠，共同祭祀受姓之始祖。大部分宗親皆有會章之設置、永久性建築，例如祠堂、

宗廟、協事處等；組織性活動，例如公推理監事、主席等；定期舉辦活動，例如春秋祭祖活動，以

及設立福利基金和安排同姓族人安葬之墓地。王泉根，《華夏姓氏之謎》，台灣：雲龍出版社，1992，

頁 264。 

54
 國民黨菲律賓宿務支部委員會（Kuomintang Cultural Association），現稱「宿務文藝中心」。早期

華人大多忠黨愛國參加中華革命黨，捐錢出力，不遺餘力，甚至奮戰殉難，因此多有總統賜題頒用

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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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民黨宿務支部入口處（2016） 圖 6 國民黨宿務支部文藝廰（2016） 

  
圖 7 國民黨宿務支部內部（2016） 圖 8 國民黨宿務支部集會廳（2016） 

  
圖 9 菲律賓宿務廣東會館入口（2016） 圖 10 菲律賓宿務廣東會館內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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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吳文鮡及其家族案例 

宿務與許多吳氏息息相關，一位福建人於 130 年前，由廈門的港口城市到米

沙鄢群島（Visayas）。在他之前跟其他人一樣，來自福建石獅坑東村的吳文鮡（乳

名花鮡，字世清，號樸齋，Go Bon Tiao，受洗名 Don Pedro Singson Gotiaoco，

1856-1921 年）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驅使到異地重新立足。總而言之，他過著忙碌

的生活甚至連他的弟弟吳文皎（Go Quiao Co）也在此紮根，成為現今 Filinvest 開

發公司（Filinve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55吳天恩（Andrew L. Gotianun Sr.，

1927-2016 年）的祖先。 

 吳文鮡擁有四名孩子，繁衍出宿務最顯赫的家族企業，像是吳氏集團

（Gokongweis）、施氏集團（Gaisanos）以及 Gotianuys 集團。吳文鮡返回中國後與

永寧嶺兜村的李桔（Go Disy）結婚並生下三名兒子以及一名女兒：吳章蔚（Go 

Chiong Wei，又稱 Go Bon Tut）、吳章為（又稱吳天為，Go Tia Nun，Don Manuel 

Gotianuy，1889-1946 年）、吳章安（Go Chiang An）、吳京。第三個兒子因受妻子

疼愛而沒做過工。女兒吳京早夭，因此吳文鮡帶著與第三任菲律賓籍妻子所生的

女兒大約 13、14 歲被帶回中國陪伴吳文鮡的元配，這名女兒吳莎治（Modesta 

Singson）就是百貨零售施氏集團（Gaisanos）的女主人。與第二任菲律賓籍妻子描

實計示．比而世示（音譯）（1873－1903 年）所生的兒子吳士敏（Sergio Osmena，

1878-1961 年）56從未記載於族譜中。（見圖 11-14）雖然吳文鮡從未與大陸斷絕連

結，但是他的孩子們主要接受菲律賓教育，因家中主要講福建話居多而不再費心

致力於學習中文。 

 

                                                    
55

 由吳天恩及其妻子於 1950年代成立 Filinve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專營房地產開發與租賃、

住宅銷售、酒店及度假村管理、商業金融服務和糖之提煉。Filinves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網

址：http://www.filinvestgroup.com/，瀏覽日期：2016 年 4 月 29 日。 

56
 吳士敏出生即加入菲籍，從小接受良好教育直到高等學府，學有所成後，涉足政界，為菲律賓

第二任總統，1944-1946 年期間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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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吳文鮡繼母李氏太夫人墓誌銘 

資料來源：雅昌藝術網57
  

 

  

圖 12 吳華昌先生之族譜 圖 13 吳天為先生 

資料來源：吳華昌提供，宿務大學 Banilad 校區辦公室，2016 年 2 月 20 日。 

 

                                                    
57

 雅昌藝術網，〈菲律賓華裔總統塞爾吉奧‧奧斯米納（吳士敏）祖母史料一套〉，網址：

http://bbs.artron.net/thread-3690308-1-1.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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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吳文鮡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 Marites A. Khanser 與吳奕輝（John Gokongwei Jr.，1926 年出生）於《The 

Path of Entrepreneurship》書中所提到，1870 年代吳文鮡大約在十幾歲來到宿務。

這將有助於指出吳文鮡在 19 世紀末期進入菲律賓。當時宿務經濟生活方面，儘管

勞動密集、工資微薄但就業機會充足。吳氏三兄弟當年都很貧窮，吳文鮡約 15 歲

隨著父親吳益笚（字靜修，號逸亭，1820 年出生）58南渡。抵達菲律賓宿務後，吳

文鮡先在一間雜貨小店中當夥計，雜貨小店關閉之後，為了生計他沿街串巷兜售

煤油，並且因此發展。吳文鮡為了做生意而接受受洗（一種同化吸收移民的儀式

方式），其受洗後名字為 Don Pedro Singson Gotiaoco。早到的移民者願意幫助新到

移民者，且當時沒有銀行可以匯款，意味著只能相互幫助。吳文鮡贏得越南米商

的信任，成為有利的生意夥伴進而發展米業。吳文鮡建立一個多元化商業帝國，

其涉及米業、航運業、保險以及農產品。20 世紀初期吳文鮡於宿務創立 Gotiaoco 

                                                    
58

 據《古東吳氏長房族譜》記載，吳益笚三十歲時『經跋涉適南邦，極呂宋之南，日‘夙霧’，遊迹

罕至，顧影無儔，于是牽率里人，服賈經營』。當時的菲律濱，尚待開發，社會經濟更為落後，但

吳益笚不怕艱難，團結當地居民，艱辛地開辟荒野直至站穩步伐，反映早期華僑艱苦創業的奮鬥歷

程。之後，坑東人相繼率往至宿務謀生。至今，在宿務的社會經濟中仍然占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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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os Inc.（一家馬尼拉麻59、米以及椰乾等農產品買賣的公司，銷往英國等地）；

the Insular Navigation Company（一家跨島船務運輸公司）；the Visayan Surety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隸屬於美國的保險公司）。60
1910 年，吳文鮡將商務交付其

次子吳天為掌管，返鄉養老，在 1921 年病逝於故鄉（被遷葬於馬尼拉）。 

在石獅坑東村吳文鮡、吳文皎、吳文盾三兄弟合建的「三家大厝」中，其內

曾掛著一塊「總統寓」木匾。此建築文化也代表了，華僑在南洋經商賺取豐厚利

潤後衣錦還鄉的標誌。（見圖 15-16） 

  
圖 15 三家大厝俯視圖 

資料來源：Panoramio
61

 

圖 16 三家大厝一角 

  資料來源：Panoramio
62

 

 

 

                                                    
59

 馬尼拉麻是從麻蕉葉柄中得到的一種具有商業價值的纖維。長度可能超過 12 英尺，常為白色或

微黃色。馬尼拉麻非常堅韌，對鹽水有很強的抗腐蝕性。主要生長於菲律賓和中美洲。果實形狀像

香蕉。維基百科，〈馬尼拉麻蕉（Musa textilis）〉，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B0%BC%E6%8B%89%E9%BA%BB%E8%95%89，

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3 日。 

60
 John Thayer Sidel, Capital, Coercion, and Crime: Bossism in the Philippin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3. 

61
 Panoramio，2011 年 8 月 7 日，網址：

http://www.panoramio.com/user/2324600/tags/%E7%9F%B3%E7%8B%AE%E5%B8%82%E5%AE%9

D%E7%9B%96%E9%95%87%E5%9D%91%E4%B8%9C%E6%9D%91?photo_page=4，瀏覽日期：

2016 年 5 月 17 日。 

6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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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吳文鮡對於華僑社會公益事業也極為熱心，曾參與陳允全、施芬士倡

建華僑義山及崇福醫院63（見圖 17-18），並擔任宿務中華公所董事。大多數宗親組

織出現於二三十年代，是華僑社會的興盛時期。宗親會往往是由一些富商或宗族

中較有威望的人士為核心發起組織。吳文鮡其中一位兒子吳章安在宗親會事務上，

亦有所參與，曾擔任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第十一屆福利組副主任一職。

（見圖 19） 

  
圖 17 崇華醫院前身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禧

大慶》，1965 年。 

圖 18 崇華醫院現況（2016） 

 

 
圖 19 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第 11 屆全體職員（左吳章安、右吳約瑟）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禧大慶》，1965 年。 

                                                    
63

 崇福醫院，現稱為崇華醫院（Chong Hua Hospital）是米沙鄢群島和棉蘭佬群島中第一家醫院，

坐落於 Fuente Osmeña Circle 此地標附近，首位經營者為陳兼善先生，此醫院專為華僑治病。民國

六年《菲律賓華僑教育叢刊》提到，崇華醫院住院制度有分等級，特別等級為住一天需付二元；普

通等級為不收費，醫藥伙食等其他費用皆由醫院補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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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毀了吳氏家族，使得財富降於低點也毀了吳文鮡所建立的一

切。正如一般例子，成功的另一面總會有悲劇，吳文鮡的長子吳章蔚成為對於家

族企業不感興趣的敗家子。幸虧吳章蔚的兒子吳華輝（Go Kong Wei，John 

Gokongwei Sr.）救回了家族，也在宿務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吳華輝英年早逝

後，家族因欠債而窮困潦倒。吳章蔚所留下的黑暗歷史由他的弟弟吳天為進一步

緩解。 

 吳天為於 1889 年在坑東村出生，隨著父親前往菲律賓宿務，幼年就學於中華

會所附設私塾，接受中英文教育。因受吳文鮡疼愛且聰穎，16 歲於香港約瑟書院

就讀，專受英文教育。學成之後，協助父親吳文鮡處理商務，逐漸成為商場上的

翹楚。吳天為和父親一樣對華僑社會公益事業積極關心，頗受僑界尊重。因能周

旋於美菲上層人士間以及其領導之才能，1925 年被政府委任為名譽領事64。致力於

僑眾公共事業，與陳允全華僑等人籌建中華學校65校舍、改組中華會所、建立崇華

醫院、修築華僑義山。（見圖 20-24） 

                                                    
64

 黃馬元為宿務最早之領袖。西治時期為華僑甲必丹（Captain）；美治時期擔任中國駐宿務名譽領

事二十餘年（自遜清至民國）。 

65
 中華學校本由甲必丹衙門移設於兼善公所中，設立私塾，學生數逐漸增加使得校舍不足於容納，

兼善公所諸位董事，致力籌措經費與聘任教師等，1915 年 9 月正式成立宿務中華學校。每年由兼

善公所補助津貼 1200 大元為常年經費。中華學校董事為了教育普及因此每年學費只收六元。劉春

澤先生任職校長長達 25 年、黃克恭先生為事務主任，依照教育部頒初級小學課程編排，全由兩位

分擔。1924 年添辦初中而改稱宿務中華中學。學校之所以能夠順利誕生，因陳允全、葉安頓、廖

成功、廖天發、吳天為、黃自來等人竭盡全力地出錢出力與籌劃。1937 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

抗日之氣氛下，中華與中山學校商議合併。1938 年，合併改稱華僑中學暨附屬小學。成立數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南侵，菲律賓淪陷，在無情戰火下所有校舍夷為平地、設備全化為烏有。1945

年菲律賓光復戰爭結束，在領事館、中華商會與國民黨支部的集議下於 1946 年在中山中學舊址建

立臨時校舍。1949 年在中華中學舊址建築校舍供中學部使用，同時添辦高中。1952 年教育會改組，

成為教育促進會，使得華僑中學與南島中學合併為中國中學。自菲律賓獨立以來國家主義盛行，對

於境內外國人有所挑剔不順眼，因此，1962 年校董會與陳烈甫校長多次商討後，決定將英文校名

Cebu Chinese High School 改為 Cebu Eastern College（此英文校名經菲律賓工商部註冊局核准），中

文校名為東方中學。此後更為了增設英文大學部，才成為現代的東方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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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宿務中華中學校舍 

資料來源：宿務東方學院提供，宿務東方

學院文物館，2016 年 3 月 5 日。 

圖 21 宿務中華學校創校第一週年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東方學院 創

立七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圖 22 東方學院百齡樓（小學部） 

（2016） 

圖 23 陳允全先生 

資料來源：《菲律賓

宿務東方學院 創立

七十五週年紀念特

刊》。 

圖 24 宿務華僑義山

（2016）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地屢有排華事件發生，吳天為應付有道之因素唯有宿

務得以安居立業，二十年來和當地朝野人士感情融洽。太平洋戰事爆發後，菲島

淪陷，吳天為被迫攜家帶眷避居於山區，不幸被日寇逮捕，威迫利誘也不為所動，

囚禁十餘日。日軍不得不把他釋放且每日監視。菲律賓光復後，宿務已成廢墟，

因此為了復興與重建，重組了商會和恢復學校，多方奔走而積勞成疾於 1946 年病

逝。出殯時為了他全部的人休市並送他一程。吳天為葬於宿務華僑義山（Cebu 

Chinese Cemetery）66。吳天為與王氏（Doña Alicia Wong）67、仲氏（Doña Po Eng Tiong） 

                                                    
66
《菲律賓華僑教育叢刊》中提到，旅菲華僑近有六七萬人，一年中往生者無數，然而落葉歸根的

路途太過遙遠。兼善公所於西班牙殖民時代購置一片地，凡華僑不幸過往即可葬於此地，除了避免

在異地風吹雨淋外，亦供日後親屬認親並遷回故鄉。宿務華僑義山（Chinese cemetery）為兼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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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妻子生了四名兒子（吳華瑟、吳華昌68、吳華洛、吳華朗）與九名女兒，在二

戰期間，遭受監禁且出獄不久後就去世了。（見圖 25-26） 

  

圖 25 吳天為墓誌銘（2016） 圖 26 吳天為及其夫人們之墓（2016） 

吳天為其中一個成就是吳文鮡大廈（Gotiaoco Building）（見圖 27-28），當時

的菲律賓未能建構房屋，因此 1914 年從廈門請來師傅蓋 4 到 5 層樓（含電梯）的

建築。原先吳天為的父親因地理位置選擇感到很生氣，但因很多人來承租進而轉

變態度。宿務歷史學家 Joebers Bersales 說，吳文鮡大廈此建築於 1930 年代曾出租

給 Heacock 百貨公司作為宿務分店（總店在馬尼拉），可以說是宿務第一家大型百

貨公司。二戰時期，戰火摧毀了吳文鮡大廈。吳天為的後代，致力修復建築物使

它看起來跟原建築結構相似。當時頂樓被宿務第一個 AM 廣播電台「kzRC」作為

辦公室（之後改名為 dyRC）。69威廉船務總行（William Lines Inc.）總部於 1950 年

代曾使用此建築的空間。此建築至今仍存在著，也等著被宣布為歷史遺址。現今，

吳文鮡大廈變為宿務華裔博物館（Sugbu Chinese Heritage Museum，簡稱 SCHMFI）

70。1918 年吳天為與其他中國商人組成一個團隊創立 the Cebu Shipyard and 

                                                                                                                                                       
所管理之，1909 年由陳允全、黃大岭、薛芬士、吳天為、廖天發、廖成員等人所發起。 

67
 吳天為的妻子王氏（Doña Alicia Wong）為吳華昌的母親。 

68
 吳華昌先生為本次訪談對象。 

69《Chinese group seeks to convert Cebu building into museum》，網址：

http://newsinfo.inquirer.net/414795/chinese-group-seeks-to-convert-cebu-building-into-museum，瀏覽日

期：2016 年 4 月 16 日。 

70
 Sugbu Chinese Heritage Museum Foundation Inc.（簡稱 SCHMFI）此機構除了展現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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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Works, Inc.。吳天為於 1931 年成為 Hoa Him 公司的總裁致力於宿務的

五金與航運業。 

  
圖 27 吳文鮡大廈前身 

資料來源：The Taipans of Cebu
71 

圖 28 吳文鮡大廈現為博物館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吳天為的兒子吳華瑟（又稱吳約瑟，1915 年出生）曾就讀中華學校（現為東

方學院），天資聰穎、成績優異，之後就讀馬尼拉的拉薩書院。中學畢業後赴美深

造，就讀紐約大學並 1939 年獲得商學士學位，翌年取得商科碩士學位。返回菲律

賓後，從事船務、保險以及房地產建築業。1960 年代初，吳約瑟與吳華昌發起創

辦宿務中央書院，後由吳華昌出任院長。72吳約瑟對於華僑社會活動較少過問，致

力於打拼事業，曾擔任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第十一屆外交組主任一職、

宿務東方中學名譽董事以及扶輪社社員之一。吳華昌（Attorney Augusto Go，1935

年出生，現年 81 歲），本身除了是一名律師外，也是現任宿務大學的校長。1957

年成立了旅菲宿務坑東同鄉會，吳華昌為主要負責人。（見圖 29-30） 

                                                                                                                                                       
外，主要想保留宿務最古老的建築之一。 

71《The Taipans of Cebu》，網址：

http://chinabusinessphilippine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96:the-taipans-

of-cebu&catid=1:cover-feature&Itemid=60，瀏覽日期：2016 年 4 月 10 日。 

72
 福建省情資料庫，〈石獅市志〉，網址：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224&index=1358&，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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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吳華瑟先生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禧

大慶》，1965 年。 

圖 30 吳華昌先生（2016） 

吳章蔚的孫子吳奕輝（Go Ek-hui，John Robinson Lim Gokongwei Jr.，1926 年

出生），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1927 年隨著父母移民到菲律賓宿務。1939 年父

親不幸早逝，家業面臨危機而一落千丈。1941 年，15 歲的吳奕輝為了生計輟學，

開始穿梭在宿務裡四處叫賣肥皂、針線、蠟燭等日常用品。二戰結束後，嘗試做

進口貿易，在菲律賓物資短缺的年代，1945 年從美國進口麵粉、二手衣物、舊報

章雜誌等物品到宿務販售。1954 年創立了加工玉米澱粉的食品公司─環球玉米製

品公司，開始致力於事業。創業初期，投身於農產品、飼料以及食品加工的生意。

對於吳奕輝而言，認為誠信、能力與忠誠是最為重要的經商原則。1961 年開始涉

足咖啡產業，以商品品牌戰略成功銷售後，1957 年改名為環球羅賓娜公司（URC），

其後公司業務迅速延伸至房地產、百貨、銀行與旅店業，成為菲律賓著名頂峰集

團（JG Summit Holdings, Inc.）73。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頂峰集團公司產業橫

跨各行各業，主要經營產業項目為食品、房地產、電信、石化、航空、金融。時

至至今，頂峰集團及其子公司已成為影響菲律賓人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的綜合性跨

國集團。畢業於宿務的 San Carlos大學學士學位，擔任福建省海外交流協會第四屆

理事會榮譽會長。 

                                                    
73

 頂峰集團（JG Summit Holdings, Inc.），網址：http://www.jgsummit.com.ph/，瀏覽日期：201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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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999 年，吳文鮡的孫子從主要船務公司到Keppel Philippines Shipyard 的

股東代表（自 1989 年）中在董事會上仍然為管理階層，Keppel Philippines Shipyard

為一家以新加坡為主的公司，其收益為在群島間修繕船務設備。由吳文鮡與弟弟

吳文皎（Go Quiao Co）的後代們，持續在塑造宿務的未來中扮演活躍的角色。其

中兩位傑出的商業鉅子，皆是在菲律賓最為顯赫的菲律賓華人富豪，跨足於金融

業、食品業、不動產以及製造業的大亨吳奕輝；經營金融業、不動產的商業鉅子

吳天恩。成功的世代不只要維持甚至還要擴展所傳遞給他們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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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吳文韜及其家族案例 

十九世紀數百名中國人來到菲律賓，在這異鄉做生意或尋找就業機會。其中

一位移民者就是吳文韜（Go Bon Tho，受洗名 Don Carlos A. Gothong Sr.，1894-1966

年）。在 1910 年離開家鄉福建晉江錫坑追求夢想。吳文韜有四個兄弟，父親為 Don 

Go Ki Bok、母親為 Doña Angolon。他的第一個避風港在馬尼拉後來搬遷至禮智

（Leyte）的聖伊西德羅（San Isidro）。1900 年早期，移民到菲律賓是非常容易。

較早移民至菲律賓的長姊 Go Kim 及其丈夫 Ang Guan Tin贊助吳文韜。姊夫 Ang 

Guan Tin早已在此國家開創生意，然而他建議吳文韜和某位 Ang 先生一起工作。

中國文化如此強調紀律，因此吳文韜在一家商店督導下工作，擔任了幾年的業務

員。吳文韜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有著謙遜、勤奮和誠信的美德。 

 1924 年，吳文韜返回中國與李喜雀（Dee He Chiok，受洗名 Doña Rita Dee，

1901-1984 年） 結婚。結婚儀式後，吳文韜夫妻倆決定返回菲律賓。1925 年，吳

文韜夫妻倆一起返回菲律賓並待在老地方─禮智（Leyte）的 Kawayan，開始與其

他中國商人們熟悉與認識。吳文韜與妻子生了五名孩子：吳振成（Alfredo Gothong，

1927-2008 年）、Alfonso Gothong、吳振興（Alberto Gothong）、Josefa 和吳振益（Albino 

Gothong），兒子們皆在中國出生；女兒在菲律賓出生。吳文韜激發孩子們去做好

生活每件事以獲得熱情，而且堅持學習和工作，這些價值觀在成長過程中被灌輸

著，因而根深蒂固。現在這些也被教導於他們的孩子和孫子們。迄今為止，所有

跡象強烈顯示了家庭觀念和創業精神。（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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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吳文韜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當時待在禮智（Leyte）Kawayan 的吳文韜要求在中國的 14 歲弟弟吳玉樹

（Sulpicio）和侄子 Francisco 以及 Jose 來菲律賓，以協助並加入其生意。吳文韜

的量販店有各種商品像是米、糖、罐頭（沙丁魚）、食用油、魚乾、煙、酒和紡織

品。這些商品被運送到其他地方，像是 Naval、Samar、宿務以及米沙鄢群島和棉

蘭佬島群島的其他地區。吳文韜的聲譽造成基本商品和椰乾的買賣貿易擴張。他

在禮智（Leyte）買椰乾並在宿務銷售，也從宿務買米、玉米、麵粉、糖和其他基

本商品返回 Kawayan 銷售。因此，他在生意上滿意地賺到了錢。由於貿易生意的

繁榮，他發現自己經常來宿務，使得他常來見大多是中國人的朋友們。其中有 Don 

Cayetano Ludo、Don Paterno Luym 以及 Don Cipriano Lu，即為宿務市大名鼎鼎的

LUDO & LUYM 的擁有者。這層關係會使家族間名氣更為響亮。生意之所以如此

興榮，因為吳文韜誠實和可靠的性格以及重承諾、守信用的，他也是非常受歡迎

的採購商和貿易商。 

 1935 年，當商店被砲火擊中變成灰燼，他們的生活陷入混亂。生活變得很困

難的事實，吳文韜及其家人從一無所有重新開始。吳文韜親自到宿務，借錢另起

爐灶而且朋友圈的朋友們願意提供商品貨物的幫助。贏得他們的尊敬，是因為吳

文韜曾經慷慨地提供貨物和商品重振他們的事業，完全不需要抵押品，並在能償

還的時候還清即可。他們相信吳文韜將會重振興盛。吳文韜跟他們借錢是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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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的，因為他是信譽良好且誠信的人。這種絕對的信任歸因於那段時間，他的

支票在沒有銀行的鄉村地區是無法使用。商人們喜歡拿吳文韜的支票更甚於現金，

因為他們知道他的支票將來是可以兌現的。直到 1937 年，當吳文韜購買了第一艘

船「Rama 號」商船運輸農產品（例如：椰子乾）。在這機會中，收購了另一艘船

舶使得生意更加興榮，他命名為「Lux 號」，這艘船的收購對於馬尼拉麻、椰乾和

一般商品的交易有充分的互補。1941 年當日本政府發動攻擊，順利接管菲律賓群

島的殖民地，吳文韜決定暫停其生意經營，與家人和親戚一起為了躲避日軍偷偷

地離開禮智（Leyte）的 Naval。之所以做這此決定是因為日本政府在對抗菲律賓政

府的戰爭期間，尋找吳文韜並利用其資源。日本於 1942 年 4 月 10 日侵略宿務，

許多宿務的居民逃離並撤離到附近的省份以遠離日軍。 

1946 年，吳文韜決定搬出 Daan Bantayan前來宿務市（Cebu City），並開始重

建自己的公司─吳合泰船務公司（Carlos A. Gothong & Co.）（見圖 32）。吳文韜是

總經理，弟弟吳玉樹是經理，兒子吳振成是財務秘書。在管理方面加入了個人興

趣以及哺育吳合泰船務公司，帶領公司以不同的角度來創造更大的利益。接著在

怡朗（Iloilo）買兩艘船（200 噸 Don Emilio 號和 60 噸 Doña Josefa 號），此次收購

受到高度讚揚，因為該公司的主要計劃是進軍國內海運並嘗試走向國際。在那時

候，船務與馬尼拉麻和椰乾貿易之間的合併是普遍的。1949 年宿務華僑中學（Cebu 

Chinese High School）初中第七屆畢業紀念刊中，提及經理吳文韜以吳合泰船務公

司之名義，為當時宿務華僑紙煙同業公會會員之一。1950 年代吳合泰船務公司進

入黃金時期。該公司繼續增長，直到 1960 年代決定進入國際市場並成為全球航運

的一部分，它涵蓋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法國（France）、義大利（Italy）、

新加坡（Singapore）、香港（Hong Kong）、鹿特丹（Rotterdam）、安特衛普（Antwerp）、

台灣（Taiwan）、東京（Tokyo）、橫濱（Yokohama）、神戶（Kobe）的港口，其中

包括了菲律賓群島。在建立全球航運業務市場之際，吳文韜於 1966 年 3 月 21 日

在宿務市逝世並葬於宿務華僑義山（Cebu Chinese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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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成（Alfredo Gothong，1927-2008 年）約十幾歲來菲律賓，曾為中華中學

（現為東方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升學於米賽亞大學（University of the Visayas，

簡稱 UV）74，攻讀商科，尚未畢業就已在吳合泰船務公司（Carlos A. Gothong & Co.）

幫忙。其後擔任吳合泰船務公司與環球船務公司副經理兼財政。吳振成交友廣闊

且積極參與活動，加入許多工商業團體，曾擔任宿務菲華雜品商公會（Cebu 

Filipino-Chinese Sari-Sari Store Association） 第十五屆顧問、青年商會理事、基督

教青年會理事等。（見圖 33） 

  
圖 32 吳合泰船務公司正面景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圖 33 吳振成先生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禧

大慶》，1965 年。 

 

1970年代中期對於吳合泰船務公司是混亂的時期，不僅是家族企業分崩離析。

1970 年代末期所有家族主要的大股東撤出了他們的資產。吳合泰船務公司不再是

兄弟間聯繫。現今，吳合泰船務公司由吳振成的兒子們掌管，Bob Gothong 先生為

現任執行總裁。（見圖 34-35） 

                                                    
74

 米賽亞大學（University of the Visayas，簡稱 UV），網址：http://www.universityofthevisayas.com/，，

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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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吳合泰船務公司商標圖 

資料來源：Bob Gothong 提供，2016 年 2 月 20 日。 

圖 35 Bob Gothong 先生

（2016） 

吳玉樹（Sulpicio）離開並創立樹必壽船務公司（Sulpicio Shipping Lines）。樹

必壽船務公司一開始就陷入困境。這肇始於「Dona Paz 號」商船的沉船，樹必壽

船務公司對過去 24 年來死於災難性海難的 5000 人以上負責。在 2008 年星辰公主

號（M/V Princess of the Stars）翻船餘波下，被迫改名為菲律賓泛亞船務公司

（Philippine Span Asia Carrier Corporation，簡稱 PSACC）75。吳玉樹出生於福建晉

江錫坑鄉，約 14 歲前往菲律賓禮智（Leyte）習商。對於菲華社會公益事務，甚為

慷慨熱心，以捐輸方式贊助東方學院校舍之建設，為 1965 年當屆宿務東方中學董

事之一。吳玉樹曾擔任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理事76以及中華商會理事；

                                                    
75

 菲律賓泛亞船務公司（Philippine Span Asia Carrier Corporation，簡稱 PSACC），網址：

http://www.w3fire.com/web/sulpicio/index.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7 日。 

76
 各姓宗親會其主旨及任務，除了為宗族謀福利外，也推動社會教育、協助家庭教育、資援各校

貧寒學生與鼓勵優秀子弟。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於 1950 年 5 月中旬正式成立，地址設在

榮泰貿易公司二樓，吳天讚宗長為首屆理事長。為便利族裔每年春秋祭祖先，1967 年 8 月，吳玉

樹宗長首獻巨資興建宗祠工程順利完成。1986 年吳身生宗長膺選為第三十七、三十八屆理事長，

主持全菲讓德吳氏宗親第六次聯誼會。1990 年吳身生宗長復膺第四十一、四十二屆理事長，10 月

26 至 28 日。連續三天隆重慶祝成立四十週年並主持全菲讓德吳氏宗親第十次聯誼會。2000 年吳振

益宗長膺選為第五十一、五十二屆理事長。此外，教育方面，提倡創設教師獎勵金與優秀學生獎學

金，對於提高教師教學水平以及學子專心向學，進而鑄造人才為家族争光。自 1993 年開始，前任

理事長吳身敬宗長賢昆仲創設吳玉樹教育基金，後太夫人仙逝，即改為吳玉樹夫婦紀念教育基金，

數額五百萬；對教育事業之家屬，分別創設吳文韜夫婦紀念教育基金二百萬等等。菲律賓讓德吳氏

宗親總會（Liong Tek Go Family Association），〈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宿務分會簡史〉，網址：

http://www.liongtekgofamily.org/english/about-us/feilubinrangdewushizongqinzonghuisuwufenhuijianshi ，

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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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中華商會改組為菲華商會後，則擔任常務理事；1966 年擔任宿務兼善公所

董事長；1965 年（第十五屆）宿務菲華雜品商公會（Cebu Filipino-Chinese Sari-Sari 

Store Association）名譽顧問。（見圖 36-38） 

  
圖 36 宿務菲華雜品商公會第 15 屆

職員（左吳振成、右吳玉樹）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

禧大慶》，1965 年。 

圖 37 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前

身）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禧大

慶》，1966 年。 

   
圖 38 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宿務分會（現況） 

資料來源：新浪博客77
  

吳玉樹（見圖 39）有眾多兒女，他十分注意培養他們，並把他們拉拔至重要

崗位。長子吳身敬宿務大學畢業，專管船上機械設備和新船的購進，現任樹必壽

船公司董事長。次子吳身謀宿務大學商科畢業，且在馬尼拉東方大學就讀法律系，

為樹必壽船務公司副董事長兼執行副總經理，管理馬尼拉船運業務。三兒子吳身

生擔任公司總經理，四兒子吳瑞源負責巡視公司 8 個分行代理處之職責，五兒子

吳瑞隆經營管理雜貨部，六兒子吳瑞坤掌管財政，七兒子吳瑞霖管理宿務船運業

                                                    
77

 新浪博客，〈菲律賓（Philippine）宿霧（Cebu）讓德堂〉，2013 年 06 月 16 日，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703950102vr89.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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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八兒子吳瑞茂執掌於集裝箱之業務。78（見圖 40-42） 

 

   
圖 39 吳玉樹先生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

務 東方中學金禧大

慶》，1965 年。 

圖 40 菲律賓泛亞船務公

司報章廣告 

資料來源：The Freeman
79

 

圖 41 吳合泰船務公司（右下）

與菲律賓泛亞船務公司（左

上）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圖 42 菲律賓泛亞船務公司正面景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78

 泉州文史資料全文數據庫，〈菲律賓船運巨擘〉，網址：

http://mnwhstq.cn/was40/detail?record=4496&&channelid=29719，瀏覽日期：2016 年 4 月 15 日。 

79
 The Freeman, 28 July 2015, Shippin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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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王炎春及其家族案例 

來自福建南安的王炎春（字奕興，號炯卿，1877-1960 年）出身於望族，世代

書香，其父親王偉城（1854 年出生）為清朝貢生。1895 年王炎春赴菲律賓宿務經

商，約 1907 年開始設立「榮茂雪文蠟燭廠」，並同時經營雜貨進口商，生意活絡

發展順利。對於國事極為關心，急公好義，1914 年參加中華革命黨，九一八事變

後在菲律賓發動籌款支援並匯款回國勞軍，效忠黨國。1927 年返鄉營建新屋且與

新加坡僑領王振相合辦金山小學，作育人才。光復以後，不辭辛勞重整黨務並復

興僑校。王炎春曾在宿務擔任中國國民黨宿務支部執監委員，並且另外組織華僑

互濟社宿務分社、倡辦中山中學與興建校舍、籌組太原王氏宗親會宿務分會80且擔

任理監事一職、擔任宿務教育會理事等職位。王炎春及其夫人戴氏（1877-1950 年）

育有兩男一女，兒子王金闕、王津涯，女兒王蓮治。王炎春享年八十五歲，葬於

宿務華僑義山（Chinese cemetery）。（見圖 43-44） 

  
圖 43 王炎春及其夫人之墓（2016） 圖 44 由鄒魯贈於榮茂行招牌匾額 

資料來源：王振忠提供，榮茂行，2016 年

3 月 5 日。 

王津涯（Ong Ting-Gai，Frederick J. Ong Jr.，1917-1998 年）於菲律賓宿務出

生，幼年就讀中山學校81，旋返鄉就讀廈門鼓浪嶼的英華學校（Anglo Chinese 

College）。返回菲律賓後，跟隨父親學習商業經營並利用工作之餘在宿務聖卡洛斯

                                                    
80

 菲律賓太原堂王氏宗親總會（Philippine Tai Guan Ong’s Association）成立於 1922 年，分別於 1936

年設立宿務（Tai Guan Temple, Inc.）、1939 年設立怡朗（Iloilo）、1971 年設立納卯（Davao）、巴柯

洛（Bacolod）等地之分會。 

81
 1925 年宿務中國國民黨黨員吳少開、楊良秀、范警之、林正復、蔡肇慶等人創辦中山學校，在

宿務與中華學校並立且形成競爭。1933 年為中山學校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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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University of San Carlos，簡稱 USC）82繼續深造。抗戰期間，奉父親之命到

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第十五期黨政訓練班受訓，結訓完前往福建考察。返回菲律

賓不久，在馬尼拉登岸，正值大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大舉南侵，菲律賓淪陷，與

熱血之士們參加馬尼拉國民黨支部組織的華僑義勇軍，負責蒐集情報工作。後奉

命返回宿務，與熱血青年葉滄溪組成三民主義青年團宿務分團。忠黨愛國，以國

家民族利益為己任，先後擔任中國國民黨宿務支部執監委員、常務委員與評議員

等達三十六年。王津涯於宿務繼承父業，經營「榮茂行」（Ong Kin King）83，由商

業活動進而跨足工業經營，規模日益擴大，1965 年時「榮茂行」總理為王津涯、

經理為王中南。（見圖 45）抗戰勝利後與宿務名媛李佩青（1926-2009年，Josefina 

Dy Ong）結為連理（見圖 46）並育有一男一女，兒子王中南、女兒王茜莉。王中

南娶林美玉為妻；王茜莉嫁給陳氏。對於各種公益活動皆熱心參與，量力捐獻回

饋社會，曾擔任宿務東方學院董事長、宿務普賢中學副董事長、宿務紅十字會理

事、宿務市公立醫院慈善基金會理事、宿務菲華商會84副理事長（見圖 47-48）、中

華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見圖 49）、第七屆菲華反共抗俄總會宿務分會

                                                    
82

 聖卡洛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 Carlos）是菲律賓最古老的學府，前身是由西班牙耶穌會（Jesuits）

神父們在 1595 年所成立的一所私校，叫聖伊德凡索學院（Colegio de San Ildefonso）。1935 年之後

由天主教傳教修會「聖言會」（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簡稱 SVD）經營，1948 年正式更名為

聖卡洛斯大學。開授課程多元，從學前教育一直到博士學程，大學部共有 8 個學院、27 個科系。

聖卡洛斯大學，網址：http://www.usc.edu.ph/，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 

83「榮茂商行」主要經營販售項目為：麵粉、罐頭、糖、油清、油羔、雪文、麵頭爐各種原料、草

笠、鋅鍋等；代理販售項目為：Loan 著名雞蛋餅、Titay’s Ronquillos 餅。 

84
 在中國國民黨的推動下菲華商聯總會（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Inc.，簡稱商總）於 1954 年 3 月 29 日成立，由全菲律賓各地商會、同業公會以及其他商

業團體等組成成為菲華社會最高領導機構。1960 年代前後，商總因應菲化政策的抗爭到緩解之階

段後，使得重心改為協助華僑經濟轉型與發展，像是加強對外聯絡以增加華人商機、透過臺灣僑委

會輔助華僑經濟轉型、提供經營投資相關資訊等。商總各地皆有其分會，宿務地區則是菲律賓宿務

菲華商會（CEBU FIL-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鄭宗傑（JOHN C. TEE）為現任理

事。朱東芹，《衝突與融合─菲華商聯總會與戰後菲華社會的發展》，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頁 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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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pino Chinese Anti-communist League Cebu Chapter）委員等職。王津涯享年八

十二歲，葬於兼善紀念墓園（Benevola Memorial Garden）。（見圖 50） 

  
圖 45 榮茂行廣告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

禧大慶》，1965 年。 

圖 46 王津涯與李佩青結婚合影照圖 

資料來源：王振忠提供，榮茂行，2016

年 3 月 5 日。 

  

圖 47 菲律賓宿務菲華商會（前身） 

資料來源：《菲律賓宿務 東方中學金

禧大慶》，1965 年。 

圖 48 菲律賓宿務菲華商會（現況）

（2013） 

  
圖 49 僑務委員會委員任命令 

資料來源：王振忠提供，榮茂行，2016

年 3 月 5 日。 

圖 50 王津涯與李佩青之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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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南 （Frederick D. Ong, Jr.，1947 年出生）出生於菲律賓宿務，畢業於聖

卡洛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 Carlos），繼承父業，持續擴大商業版圖，規模甚大。

王中南與宿務名媛林美玉結婚，育有兩子王振忠（Eric Ong）85、王振孝。（見圖

51-55）現今，「榮茂行」由王中南為主要掌管者，經營產項目也包含了食品原料業、

紙箱與保麗龍業（設有工廠）。王中南曾擔任中國國民黨宿務支部委員、宿務菲華

商會副理事長、宿務大學董事、宿務青年會YMCA 常務董事、宿務省童子軍理事

會財政、中華民國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菲律賓華僑義勇軍同志會常務顧問等

職，現任為菲律賓普賢中學董事長、菲律賓宿務東方學院董事兼財政主任。此外，

王中南曾獲得 1979 年僑聯總會海外優秀傑出青年、2003 年菲律賓宿務東方學院傑

出校友獎、2002 年菲律賓聖卡洛斯大學傑出校友獎、2006 年菲律賓宿務商會傑出

企業家等殊榮。86
 

 

 

  
圖 51 王中南先生（2016） 圖 52 王振忠先生（2016） 

                                                    
85

 王振忠為本次訪談對象本人。 

86 華僑華人風雲錄，網址：http://www.chineseoverseas.org/index.php/celebrity/show/id/284，瀏覽

日期：2016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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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王振孝先生（2016） 圖 54 王中南先生全家福 

資料來源：王振忠提供，榮茂行，2016

年 3 月 5 日。 

 

 

圖 55 王炎春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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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表 1 案例 1-1 至 1-4 為本章第一節「吳文鮡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表 2

案例 2-1-1 至 2-3 則為本章第二節「吳文韜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表 3 案例

3-1 至 3-4 為本章第三節「王炎春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根據案例整理歸納

出，旅菲華人在宿務謀生之特色，並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進一步推論戰前

與戰後旅菲華人之差異性。三個家族案例中，戰前出生之華人，多出生於原鄉，

較為少數之案例則出生於僑居地。此次旅菲宿務華人研究案例中，研究發現戰前

逝世之華人，多選擇落葉歸根方式返鄉歸葬；戰後逝世之華人則是運用當地社會

網絡資源，多以落地生根方式葬於當地。本次研究限制中，訪談對象（見表 1 案

例 1-3-2、表 2 案例 2-3 與表 3 案例 3-4）多屬於大家族中年輕一輩，對於訪談對象

而言，與長輩間年代差距懸殊、在地深化等因素，使得訪談對象在華文書寫、口

語表達程度上與第一、二代有所落差，因此對於家族歷史記憶無法完整地建構與

轉述，為了補足此缺憾，而以文本文獻盡可能地填補口頭歷史轉述之疏漏，還原

建構其家族歷史樣貌。 

在第一個案例中，訪談對象因在地深化之因素，所提供相關文本文獻與口述

歷史等皆以英文為主，因此在建構其家族成員姓名、背景等之際，須以其他資料

例如墓誌銘、校刊等紀念刊物加以修正其謬誤，但因其家族成員數過於龐大，以

至於能提供資訊有限。此家族案例中，經歷了菲律賓島上各執政政權的轉變與戰

爭的波及，為了家族事業經營而屈就之情況下，不得不接受當代執政政權所訂定

之排華政策，例如受洗為天主教徒、與當地婦女通婚等。然而，即使事業再成功

也無法跟上環境劇烈變化，因此在二戰爆發期間，家族事業在無情戰火中毀於一

旦。從第二代到訪談對象這一代，可以發現多接受高等教育，並利用所學來學以

致用與宿務地理位置優勢，從事航運業、房地產業等其他商業產業活動。在社會

活動方面，家族歷代成員在菲華社會中，參與倡議與領導有益於華人之組織，並

活躍於處理華僑華人相關事務組織，例如商會、學校、醫院與義山等，因此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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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華人社會佔有一定聲望。此外，案例訪談研究過程中也面臨了時間不足之限制，

使得訪談對象對於本身這一代之成長經歷未有完整陳述。（見表 1） 

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參與 產業項目 

1-1 
1856

原鄉 

1921

原鄉 

1870年

代/宿

務 

親友 

婚

配、年

邁 

受洗 

商會、當

地婚配、

學校、醫

院、義山 

(創業)米業、

航運業、保險

業、農產品買

賣 

1-2 
1889

原鄉 

1946 

宿務 
宿務 親友 N/A 

名譽

領

事、避

日 

學校、醫

院、義山 

(繼承)米稼

業、保險業、

航運業、農產

品買賣 

(創業)五金與

航運業 

1-3-1 1915 N/A N/A N/A N/A N/A 
宗親會、

學校 

航運業、保險

業、房地產建

築業 

1-3-2 1935 尚未 N/A N/A N/A N/A 
學校、同

鄉會 

律師、宿務大

學校長 

1-4 
1926 

原鄉 
尚未 

1927年

/宿務 
親友 投資 N/A N/A 

(創業) 農產

品、食品加工

業、房地產

業、百貨業等 

表 1 菲律賓宿務「吳文鮡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第二個案例中，訪談對象所提供家族資料中，多以口述歷史方式建立其家

族成員，因此在建構其家族成員姓名、背景等之際，須以其他資料像是企業官方

網站、校刊等紀念刊物加以補齊、修正其謬誤之可能性，但因其家族成員屬於分

家狀態，導至所能提供資訊有限。此家族案例中，可從家族產業經營模式發現，

歷代家族成員皆以宿務地理位置優勢，發展船務業。從第一代移民者所經歷之資

料中發現，在寬鬆年代中藉由連鎖移民方式，相互協助其家族企業之發展，一開

始以基本商品與椰乾銷售買賣為主之經營模式，期間雖歷經戰火無情摧毀，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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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商業誠信、經驗等因素，使得加快重建其家族事業之速度。經營過程中，雖

以父子、叔侄間為家族連結關係，然而最後依舊分為兩家，各自獨立門戶開立船

務公司。現今，多以第三代為主要管理者，繼承家族企業並掌管其事業之營運。

在政治參與方面，多為政治上受害者，日軍襲擊之際欲利用其家族經濟資源，使

得此案例家族不得不逃離，以求保命之機會。在社會互動層面，多參與商會、宗

親會與學校為主，以建構菲華社會華僑華人謀生之所需。（見表 2） 

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參與 產業項目 

2-1-1 
1894

原鄉 

1966 

宿務 

1910年

/Leyte 

謀生

打拼 
婚配 避日 公會 

(創業)椰乾、

農產品買

賣、船務業 

2-1-2 原鄉 N/A 
14 歲

/Leyte 
親友 N/A N/A 

兼善公

所、學

校、宗親

會、商

會、公會 

(合作) 椰

乾、農產品買

賣 

(創業) 船務

業 

2-2 
1927

原鄉 
2008 10幾歲 親友 N/A N/A 

公會、青

年商會 

(繼承) 船務

業 

2-3 N/A N/A N/A N/A N/A N/A N/A 船務業 

表 2 菲律賓宿務「吳文韜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最後一個案例中，藉由訪談對象所提供墓誌銘與畫面文獻資料中，了解到

此案例在政治參與方面，家族成員歷代皆是忠黨愛國的表現，除了支援原鄉政府

抗日與反共相關行動外，亦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一員。在家族企業經營方面，

每經過一代繼承，其事業體更加為茁壯，從一開始蠟燭業兼雜貨進口經營，時至

今日企業持續拓展下呈現多元化經營模式，除了跨足工商業外，亦涉略食品原料

業、紙箱與保麗龍產業，直至訪談對象這一代仍在其家族企業中持續協助發展。（見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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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參與 產業項目 

3-1 
1877

原鄉 

1960

宿務 

1895

年/

宿務 

經商 

辦

校、建

房 

籌款

勞軍 

國民黨、學

校、宗親會 

(創業)蠟燭

業、雜貨進口

業 

3-2 
1917

宿務 

1998

宿務 
無 無 讀書 

抗

日、反

共抗

俄分

會委

員 

國民黨、學

校、商會、

僑務會 

(繼承) 

3-3 
1947

宿務 
尚未 無 無 N/A N/A 

國民黨、商

會、學校、

僑務會 

(繼承)食品原

料業、紙箱與

保麗龍業 

3-4 宿務 尚未 無 無 N/A N/A N/A (合作) 

表 3 菲律賓宿務「王炎春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開展宿務家族之所以支持不同的商業網路，是因為他們曾有著失利和不幸的

部分。這些家族所遭受的逆轉也伴隨著巍峨般的成功，改變宿務從一個沉睡的島

嶼港口變成了一個繁華的航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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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菲律賓棉蘭佬島北部依里岸華人社會之案例 

棉蘭佬島（Mindanao，民答那峨島）位於菲律賓群島南端，相對於呂宋島及

米沙鄢群島，較少颱風侵襲，有利農業生產，包括玉蜀黍、鳳梨、香蕉、麻、木

材、漁產等農漁資源十分豐富，也有黃金等礦產。北棉蘭佬區（Northern Mindanao）

是菲律賓棉蘭佬北部的大區，包含 5 個省和 2 個直轄市，分別為布基農省

（Bukidnon）、卡米金省（Camiguin）、北拉瑙省（Lanao del Norte）、西米薩米斯省

（Misamis Occidental）、東棉省（Misamis Oriental）、駕牙鄢市（Cagayan de Oro）、

依里岸市（Iligan），面積為 20,132 平方公里，其中 60%的土地為森林，人口大多

數來自於保和省（Bohol）和宿務省的移民，語言主要為宿務語。 

依里岸87位於北棉蘭佬區是水陸交會之城鎮，面積約為 813.37 平方公里，擁有

海港（共有一座公共海港、九座私人海港）與兩座漁港，農漁產品匯集於此，再

往北運送到宿務、馬尼拉等地之貿易，相當興盛。（見圖 56）依里岸市約有 181 所

學校（106 所公立學校、75 所私立學校、17 所伊斯蘭學校）、5 家醫院（4 家私立

醫院、1 家公立醫院），主要宗教信仰為天主教。交通運輸分為水路與陸路，陸路

部分共有兩家巴士客運公司，水路方面共有四家航運公司。依里岸官方機構對於

商業活動運行設置了依里岸投資促進中心（Iligan Investment Promotions Center，簡

稱 IIPC）與依里岸工商基金會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oundation of 

Iligan, Inc.，簡稱 CCIFII），分別為受理和協助投資當地的申請者；提供投資者商

業上的幫助和在經營許可證和許可證制度方面協助縮短時間處理。 

                                                    
87

 City of Illigan，網址：http://www.iligan.gov.ph/，瀏覽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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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依里岸位置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88 

在 19世紀中葉以來，華僑華人主要集中棉蘭佬北部的依里岸及駕牙鄢。因此，

華僑於僑居地設置以聯絡感情、互相協助等維護族人福利之同鄉會，像是菲律賓

依里岸金門同鄉會（Philippine Iligan Qucmoy Association）89、菲律賓棉蘭佬金門

同鄉籌備會等。2006 年福建省政府訪問菲律賓閩籍僑社（胞）活動報告書中提到，

曾於當時會長及其他僑領進行會面與對談，談及創業路程艱辛，彼此之間相互扶

持、團結合作，與當地政府建立良好政商關係外，亦鼓勵其後代子弟返鄉省親、

尋根、進而參與家鄉的建設。 

 

 

 

 

                                                    
88

 維基百科，〈Ph northern mindanao〉，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3%89%E5%85%B0%E8%80%81，瀏覽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 

89
 金門縣政府，〈海外僑社及旅台同鄉會〉，網址：

http://web.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12382&guid=4a2435fa-210f-44f2

-b335-c582e79fc6bb&lang=zh-tw，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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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薛福緣及其家族案例 

據說最早赴菲律賓經商的金門人是在 1851 年至 1874 年，之後不斷引領家鄉

子侄及鄉親前往菲律賓打拼。來自福建省金門珠山鄉的薛福緣（字永棟，1871-1943

年）一生的奮鬥中曾歷經西班牙殖民、美國統治與菲律賓獨立三段時期之演變，

最終葬於金門軍事管轄區（見圖 57）。源自薛福緣《六六自述》，薛福緣於七歲入

私塾，因終日嬉戲八歲即停學，九歲轉學入寺學塾。直到十八歲，為了維持家計

關係而出洋謀生，隨著客頭90引導往馬尼拉出洋，接著轉往宿務，藉由三叔父景珍

所介紹的市罔仔社學習作帳及經營商店等商場經驗。1890 年，接到來自依里岸的

大哥國銓來信，得知順興公司缺乏人手希望能前往幫助，因此辭去市罔仔社的工

作前往依里岸。到達依里岸不久，聽聞毛洛人91攻擊依里岸之消息，使得人心惶惶。

自 1891 年至 1893 年處於互相擾攘、屠殺之中，仍需維持鹽貨米穀等之買賣交易。

1894 年至 1895 年順興公司內部有多處缺點，店內多有賒帳軍官與老顧客，因此而

調度不靈，加上大哥買辦物資費用過高而淨利不多。1897 年「永昌號」公司正式

開業。開業至 1900 年，多虧來自福建省金門溪邊人劉棟的協助與其後繼任者的共

同策劃使得以繁榮。1899 年薛福緣因緣際會到達宿務，在宿務開張永芳公司與兼

辦布貨，多為舊有客戶消費但因賒帳使得拖累生意之經營。當時宿務對於木料的

需求，薛福緣建議薛芳應出錢採柴，進而平分獲利並將永芳公司交給許氏望族掌

理，回到依里岸採柴運回宿務，然而多數船隻並無法運載又加上天氣因素，使得

虧本失利。宿務永芳公司營業三年有餘，然而成績不盡理想，但因物資已被克贊

叔賣盡且大哥國銓積欠過多帳務，結果順興名義被承讓出去且須分期償還債務，

1901 年因無法兼顧而將永芳公司收起來。1929 年世界開始經濟不景氣，永昌公司

並沒有因土產降價而有所虧損。1938 年土產降價市場冷清，永昌公司為了未來發

                                                    
90

 客頭其意思為接洽、召募移民之人員。 

91
 毛洛人其意思為現今的「回教徒」，當地華人以福建話稱之為「黑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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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設置大規模新米絞，期望豐收得到好結果。92自二十六歲開張永昌公司以來，所

遇時局動盪因而屢遭頓挫，直到三十歲以後才逐漸穩定。在宿務經營土產貿易及

航運業等公司，在依里岸開設貿易公司及商行。一生勤儉自首，在生意買賣上多

以誠信相待為優點，對於故鄉建設與教育不遺餘力。（見圖 58） 

  
圖 57 薛福緣之墓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金門，1997

年。 

圖 58 永昌公司同仁合影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薛氏族譜集，

1951 年。 

薛福緣與妻子許淑女於 1903 年結婚，薛福緣與妻子共生了五名兒子，皆在金

門出生，分別為薛春樹93（1906-1970 年）（見圖 59）、薛春田（2015 年逝世）（見

圖 60）、薛春園94（Willy L. Sy，1923-2014 年）、薛春滿與薛春河。由在宿務的薛

春樹繼承永昌公司的米稼業，然而在 1960年倒閉，其後店名改為神昌公司（音譯）。 

  
圖 59 薛春樹先生（後排右二）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圖 60 薛春田先生（前排右一）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金門，1934 年。 

                                                    
92

 薛福緣，《六六回顧》，金門薛氏族譜，金門：金門薛氏宗親會，1991，頁 310-316。 

93
 薛春樹於 1947 年組織菲律賓南島金門同鄉會。逝世於宿務，葬於普賢寺。 

94
 薛春園曾擔任菲律賓宿務金門同鄉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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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學教育方面，薛春田為五兄弟之中最會讀書並且曾經到上海讀書；薛春

園在結婚之前曾經在馬尼拉讀華僑所開立之中學，中學畢業後就讀聖卡洛斯大學

至二或三年級；薛春河曾經到香港讀書。民國二十六年，正值七七事變，金門淪

陷居民相率走避逃難，輾轉由廈門至南洋甚多，抗戰勝利後，回歸者甚少。 

薛春園於 1938 年，大約十五歲時來到菲律賓依里岸與圖博（Tubod）95
(見圖

61)，當時米稼業在圖博（Tubod）經營。其後因圖博（Tubod）治安欠佳，無法繼

續經營之下，而休業移轉至宿務，仍然持續使用神昌此店名。薛春園在經營過程

中，因經營不善，輾轉至妻子周淑婉（Sy Chiu Siok Wan，1927-2007 年，金門浦

邊）96的父親周媽在（民國前 7 年至民國 52 年）所開立的福興公司幫忙。 

  

圖 61 圖博（Tubod）位置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97
 

因薛福緣與周媽在有商業往來合作關係，因此薛春園與妻子周淑婉在廈門結

為聯姻（見圖 62-63），共生三男二女，皆在宿務出生，長女薛毓仁（1948-1974 年）、

長子薛鍾秀（Charles T. Sy，1950 年出生）、次子薛鍾俊（Joseph T. Sy，1951 年出

生）、三子薛鍾敏（Jimmy T. Sy，1954 年出生）、么妹薛妞妮（1959年出生）。三

                                                    
95

 當時依里岸與圖博（Tubod）間距離，搭船花費需要一至兩小時。 

96
 周淑婉的父親為周媽在，周媽在與妻子皆葬於普賢寺，共有兩名兒子（周華林、周華國）。 

97
 維基百科，〈Ph locator lanao del norte tubod〉，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h_locator_lanao_del_norte_tubod.png，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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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皆為單身，長姊曾在菲律賓與張氏訂婚（見圖 64-65）但因生產而不幸逝世，

么妹共生有五名小孩。薛鍾秀、薛鍾俊、薛鍾敏三兄弟之所以無法繼續繼承父業，

是因為父親薛春園經營不善而被從神昌公司剔除情況下，藉由先前所積攥下來的

積蓄與另外 5 外董事合作經營飼料廠，然而董事們一個接一個凋零老去，公司因

此也走向結束之途。 

  
圖 62 薛春園夫婦結婚照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廈門。 

圖 63 薛春園夫婦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宿務。 

  
圖 64 薛毓仁與張氏訂婚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宿務。 

圖 65 薛春園與薛毓仁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宿務。 

薛鍾秀、薛鍾俊、薛鍾敏三兄弟於 1978 年共同成立拉馬建築房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Llama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Corp.），薛鍾秀在此公司擔任董事長一職、

薛鍾俊則擔任建築師、薛鍾敏則為執行副總，原本在菲律賓國內有馬尼拉與宿務

據點外，國際市場更發展至中國、臺灣、香港與日本等，卻因為年紀逐漸年邁、

對於房地產興趣漸弱且無子嗣接掌，現在服務範圍縮小只剩菲律賓南部。 

1997 年薛春園一家人曾返回金門祭祖並參訪由薛春園父親及其兄弟所建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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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南兄弟洋樓」（Mansion of the Brothers Hsue Yong-Nan）98（見圖 66-68）。2000

年 10 月在菲律賓成立菲律賓薛氏宗親會；根據薛氏三兄弟所提供菲律賓宿務金門

同鄉會（Philippines-Cebu City Jinmen Hometown Friendship Association）的會員資

料中，可以得知薛鍾秀於 2009 年至 2011 年擔任同鄉會的理事長一職，薛春園為

前任理事長，最新一屆（2016-2018 年）薛鍾秀則擔任監事一職。薛鍾秀也提到現

今菲律賓宿務金門同鄉會99主要較為活躍的成員約有 12 至 15 人，每年春節聯歡活

動參加人數含攜家帶眷大約 200 人左右。（見圖 69-72） 

  
圖 66 薛永南兄弟洋樓一隅（前身）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圖 67 薛福緣後代與現今洋樓合影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金門，1997 年。 

                                                    
98

 金門珠山薛氏家族於 1860 年代前往菲律賓發展，經營土產與雜貨買賣。19 世紀，隨著大量華人

移居菲律濱，華僑將工業技術與科學知識等傳入菲律濱的同時，也將菲律濱的一些文化傳回家鄉，

例如建築文化。1928 年，薛永南（國楚）、薛永棟（福緣）與薛永波（永浪） 因米榖豐收而致富，

集資返鄉興建「薛永南兄弟洋樓」（Mansion of the Brothers Hsue Yong-Nan），開珠山僑匯與興建洋

樓之風氣。充滿南洋風格的「洋樓」建築，除了是華僑衣錦還鄉的標誌，也成為閩南地區獨特的建

築文化。 

99
 宿務金門同鄉會（Philippine Cebu Kinmen Association）原名為旅菲南島金門同鄉會，2009 年至

2011 年由本案例研究之訪談本人薛鍾秀擔任理事長一職。金門籍僑胞來到宿務發展打拚，已有一

百多年的歷史，平常各自忙於事業散居宿務各地，彼此間聚會聯絡情誼的最佳機會，只有在結婚喜

宴或是其他活動情況下，宿務金門人每年皆舉行春節聯歡會來聯絡彼此感情，但舉辦時間無一定，

大約介於 2 月上旬至 3 月下旬期間舉行。2016 年則是於 3 月 6 號中午 11 點舉辦，春節聯歡會開始

前先欣賞由金門縣政府所拍攝的金門風光影片以歡迎同鄉之親朋好友等賓客。此次活動以第六十四

屆理事長許明德（Alfonso Tan）開場致詞，並與第六十五屆（2016-2018）理事長鄭宗傑（JOHN C. 

TEE）進行交接儀式與大印的傳承。接著以一連串歷任理監事之合影、獎學金頒發與摸彩等活動進

行，鼓勵更多宿務金門人同歡共娛，活動結束前全體唱誦《AULD LANG SYNE》。鄭宗傑為現任

宿務文藝中心常務委員、宿務菲華商會理事、宿務金門同鄉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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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薛永南兄弟洋樓全景（前身）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圖 69 與金門薛氏宗親會100門口合影 

資料來源：薛鍾秀提供，金門，1997 年。 

  
圖 70 薛鍾秀先生（2016） 圖 71 宿務金門同鄉會春節聯歡會活動

現場（2016） 

 

 

 

圖 72 薛福緣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100

 金門縣薛氏宗親會成立於民國 78 年 4 月 16 日。此宗親會另設「財團法人金門薛氏基金會」，負

責保管公有財產或辦理福利事業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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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薛芳耀及其家族案例 

薛芳耀的父親大約 19 世紀就已抵達依里岸，共娶兩任妻子並生育了長子薛克

贊、次子薛壬癸、薛芳耀以及么子薛芳埭（Sy Hong Tee，1903-1951年）。薛芳耀

與薛芳埭則由繼母所生，薛芳埭因中風逝世並葬於依里岸華僑義山。薛壬癸、薛

芳埭皆為單脈相傳，薛壬癸的兒子為薛永炫、孫子為薛承宙，直到曾孫才開始繁

盛，曾孫為薛祖鈞、薛兆鎰、薛兆展、薛兆旺、薛兆興。薛芳埭的兒子為薛作五，

其孫子為薛正偉、薛柏偉。（見圖 73-74） 

      

圖 73 薛承宙、薛祖鈞、薛兆鎰、薛兆展、薛兆旺、薛兆興（由左至右）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圖 74 薛芳耀、薛明堂、薛振聲、薛健行、薛作五、薛正偉（由左至右）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福建省金門珠山鄉的薛芳耀（Sy Hong Yao，1902-1969 年）共有兩位妻子，第

一任妻子生下薛明堂後逝世，與第二任妻子許翠銀（Kho Chuy Gun，1910-1980 年，

金門後浦南門）生下兒子薛明智（1933 年出生）、薛明義（1941 年出生）以及女

兒薛碧梨、薛美玲、薛旅生（Lusing K. Sy，1940-1993 年）、薛碧芬。薛芳耀與妻

子許翠銀皆葬於依里岸華僑義山101。（見圖 75-78）金門淪陷之際，薛芳耀曾寄錢

                                                    
101

 依里岸華僑義山（Chinese Cemetery）由中華商會慈善組主管，為商會一部份的業務。依里岸華

僑義山建立於 1913 年，由當時熱心公益的僑領薛福緣、楊由己、蕭顯紀、張有土等四位聯合購置

土地（由商會出資）。對於華僑義山無另訂章程，因此申請者與辦事人員無所遵循，故管理不易。

無任何限制規範下，僑胞皆可免費自由使用土地，然而義山土地範圍並不廣泛，對於葬設土地範圍

問題，老僑領薛芳耀與吳遠生皆提出相關問題願商會能解決並處理。依里岸華僑義山入口處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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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鄉以安排妻子許翠銀經由香港前往菲律賓生活。 

  

圖 75 依里岸華僑義山入口處（2016） 圖 76 依里岸華僑義山現況（2016） 

 

  

圖 77 薛芳耀、許翠銀、薛芳埭之墓（2016） 圖 78 薛旅生之墓碑（2016） 

薛芳耀曾擔任永昌公司102經理一職，直到戰後永昌公司倒閉後，則另設公司

走出另一條路。1930 年代，美國人出現於山中種植鳳梨並聘請薛祖彬的叔叔薛長

沙擔任翻譯角色一職，使得在依里岸事業逐漸發達有成。薛芳耀擔任永昌公司經

理一職期間，大約 1937 年曾經在市郊外以公司名義買一片地（現為水泥廠，位於

                                                                                                                                                       
Villaverde 路。 

菲律賓華僑善舉公所，《菲律賓華僑善舉公所 九十週年紀念》，臺北：銘華製版，1967，頁戊 15。 

102
 永昌公司股東共有五位（蕭紀、薛氏兩位、許氏、洪漢忠）。專營土產買賣為當時南島大公司。

以美金方式帶錢返鄉照顧家庭，能力有餘則興建洋樓。（戰後至 1950 年代匯率比為 1 美金：2 披索；

1 披索：13 台幣）永昌公司之所以能得以成功，歸因於其資金與人員的充足。當時菲律賓人種植的

紅米（音譯），是銷售不錯的農產品，但因惰於工作，永昌公司則接手帶去宿務與馬尼拉進行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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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與市區間），共花費三萬多菲幣。1945 年日本佔領期間，位於圖博（Tubod）

的永昌公司因治安欠佳，移至依里岸。永昌公司快倒閉時，股東們決議把地賣給

水泥廠。對於慈善公益事務，積極參與，曾擔任菲律賓依里岸中華商會理事長。 

薛芳耀的長子薛明堂，軍校畢業，以警備總司令之官職退休，退休後曾前往

菲律賓探親，共有兩名兒子薛振聲、薛健行，薛明堂最終葬於台北寺廟中。薛芳

耀的大女兒薛碧梨嫁給王氏，2015 年逝世於宿務；薛美玲至今仍在馬尼拉活動；

薛旅生葬於依里岸華僑義山；小女兒薛碧芬則嫁去駕牙鄢。薛芳耀的次子薛明智

大約十幾歲來到依里岸，對於華僑事務積極熱心，於 1985 年曾擔任蘭佬菲華商會

（Lanao Filipino-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c.）103第二副理事長、教育副主

任。（見圖 79-83） 

 

   

圖 79 薛明智先生

（2016） 

圖 80 蘭佬菲華商會全體職員表與捐獻（2016） 

  

                                                    
103

 菲華商聯總會各地皆有其分會，依里岸地區則是蘭佬菲華商會（Lanao Filipino-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c.），1975 年 3 月 22 日重新建築紀念，第一屆理事長為李良經，副理事長為薛祖安、

吳遠生。薛祖安曾連任十六屆依里岸菲華商會理事長。現任理事長為許績璞（Robert Sy Co），蘭佬

菲華商會於每兩個星期舉辦一次會議，商會會所位於建築內高樓層，因組織會員以年長者居多，則

較少前往使用，多為在外聚餐並同時開會商討議題。蘭佬菲華商會位於 Benito Labao 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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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蘭佬菲華商會 

建築外部（2016） 

圖 82 蘭佬菲華商會 

入口處（2016） 

圖 83 蘭佬菲華商會 

昔往開會場所（2016） 

 

薛明智共有四名兒子，薛振倫（Ronald U. Sy，1967 年出生）、薛振源（1971

年出生）、薛振民（1974 年出生）、薛振忠（1977 年出生）。（見圖 84-85）兒子們

皆曾就讀於蘭佬中華學校（Lanao Chung Hua School）104（見圖 86-88）。長子薛振

倫與小兒子薛振忠畢業於宿務的聖卡洛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 Carlos）商業管理

學系。次子薛振源畢業於依里岸市聖邁克爾學院（St. Michael's College of Iligan City）

105。三子薛振民畢業於棉蘭佬國立大學依里岸理工學院（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Ilig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 MSU-IIT）106。除了薛振倫以外，其

                                                    
104

 蘭佬中華學校（Lanao Chung Hua School）於 1938 年 10 月 12 日創辦。1938 年在依里岸蘭佬中

華商會薛承祝、李朝霖的倡議領導下，積極進行開辦蘭佬中華小學。太平洋戰爭爆發，菲島淪陷四

年，僑胞相繼逃離，學校停辦。菲律賓光復後，1947 年由中華商會會長薛永源倡議複課，1948 年

學校開始招生複課。1951 年學生數大增，蘭佬中華商會諸理事與陳聯芬校長發起籌募基金，建築

校舍，同時增辦中學和幼稚園。1976 年，僑校菲化政策下，學校英文名為 Lanao Chinese School 改

為 Lanao Chung Hua School。學校教育以中菲文化並重，培養菲華社會的優秀人才。蘭佬中華學校

史冊紀載中，當時慷慨獻捐資金於新校舍建築的熱心華僑們，像是莊仙查、薛芳耀、薛永美、聯芳

公司、李增樵、蕭清鎮、蕭德昌、薛長安、薛前渺等。 

畢業於蘭佬中華學校的薛芳芳（1956 年於宿務出生並在依里岸成長）為現任校長，1988 年蘭

佬中華學校校舍才移至蘭佬中華路（Lanao Chung Hua Rd）上，為學校所購置之土地。依據菲律賓

政府規定，每天中文授課時數為一個小時，但為了後代能傳延與習得中華文化之期望下，仍私下多

方教導。現今蘭佬中華學校有十一年級，明年將會增設第十二年級，共有 250 位學生，師資則以中

國籍為居多，但教學師資數量仍嫌不足。 

105
 依里岸市聖邁克爾學院（St. Michael's College of Iligan City），網址：http://www.smciligan.edu.ph/，

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 

106
 棉蘭佬國立大學依里岸理工學院（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Ilig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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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皆是畢業後即協助家中生意。薛振倫畢業後，曾在銀行工作一陣子，因父親薛

明智年紀逐漸年長且家族事業仍欠人手，於是在 1994 年從父親手中接下超級市場

與食品雜貨類的公司─Iligan Galaxy Merchandising, Inc.。至今除了小兒子薛振忠仍

為單身外，其餘皆為已婚身分。薛振倫與妻子洪秀鈴（Jocelyn Jean Chua Sy）（菲

籍華人）孕育了下一代長女薛凱莉（Kyla Ysabel Sy，現年 16 歲）、次女薛瑞清（Erin 

Sy，現年 14 歲）、么子薛長漢（現年 10 歲），孩子們目前皆就讀於蘭佬中華學校。 

 

    
圖 84 薛振倫先

生（2016） 

圖 85 薛振源、薛振民、薛振忠（由左至右）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圖 86 蘭佬中華學校校門

口（2016） 

圖 87 蘭佬中華學校教室內

部（2016） 

圖 88 蘭佬中華學校體育

館（2016） 

 

薛芳耀的小兒子薛明義於菲律賓出生，曾就讀蘭佬中華學校，就讀期間於 1957

年以菲律賓學生身分，被選拔上並參與第四屆軍中服務團返回金門。1958 年前往

宿務中國中學（東方學院的前身）就讀高中。畢業後即協助家中生意。1991 年離

                                                                                                                                                       
MSU-IIT），網址：https://www.msuiit.edu.ph/，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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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二哥薛明智的企業，創立 SBG Merchandising, Inc.，直到 2014 年另外設立百貨

店 SB Gold Grocers。然而，最近華人發展生意逐漸擴展到南島，因此競爭力也時

日俱增。薛明義與福建永春的黃茗芬（音譯）結為聯姻，並育有兩名兒子與一名

女兒薛振鵬（1979 年出生）、薛承裕（1980 年出生）。（見圖 89-91） 

   

圖 89 薛明義先生（2016） 圖 90 薛振鵬、薛承裕（由左至右） 

資料來源：薛祖彬提供，薛氏族譜集。 

  

 

圖 91 薛芳耀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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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表 4 案例 1-1 至 1-3 為本章第一節「薛福緣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表 5

案例 2-1 至 2-3 則為本章第二節「薛芳耀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根據案例整

理歸納出，旅菲華人在棉蘭佬島北部依里岸謀生之特色，並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分

水嶺，進一步推論戰前與戰後旅菲華人之差異性。兩個家族案例中，戰前出生之

華人，多出生於原鄉。旅菲依里岸華人研究案例中，亦可發現戰前逝世之華人，

多選擇落葉歸根方式返鄉歸葬；戰後逝世之華人，則是運用當地社會網絡資源，

多以落地生根方式葬於當地。本次研究限制中，訪談對象（見表 4 案例 1-3 與表 5

案例 2-2-2、2-3）分為其家族中間一代與年輕一代，因田野研究上時間、空間等有

所限制，對於需要分別訪談之情況下，家族歷史記憶無法完整地紀錄與接收，使

得訪談過程中其故事完整性則有一定的不足之處。 

在第一個案例中，第一代歷經許多政治環境上之紛擾，依舊在異地努力闖出

一片天，嘗試各種行業以求致富。在依里岸經營過程可說是相當艱辛，主要經營

米穀鹽貨相關農產品買賣，家族親戚間相互幫助之下，藉由航運進行土產貿易等

擴展家族事業版圖至宿務，當時宿務為菲律賓其中一個繁華的航運中心。到了第

二代，雖然依舊繼承上一代之家族事業，但以現有資料推論，家族企業之所以無

法繼續經營可歸究於當時背景，正值菲律賓利益為主的米黍業菲化過程，造成家

族事業倒閉，使得第二代起紛紛開始轉業以求發展。訪談對象因對於家族發展了

解程度更甚於政治參與，藉由訪談對象可進一步得知本身與上一代多參與華人組

織，除了連繫華人族群間感情外，也為了自身事業增加助力。訪談對象本身習得

且善於運用當地語言，為本身事業打入菲律賓當地市場，進一步擴展其事業版圖。

此外，訪談對象對於台灣政治環境雖頗為關心，然而台灣政府方面卻對於其故鄉

土地之保存與所有權等無法給予正面解決，另外，在返鄉過程中因非邦交狀態下

辦理簽證不易，導致訪談對象直至中晚年時期才得以偕同返鄉，因此，相較於其

他國家之海外華人更顯為孤立無助。（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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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

參與 
產業項目 

1-1 
1871

原鄉 

1943

原鄉 

1889 年/

宿務、依

里岸 

謀生

打拼 
建房 N/A N/A 

(創業)土產貿

易、航運業、貿

易業 

1-2 
1923

原鄉 

2014 

菲律

賓 

1938 年/

圖博、依

里岸、宿

務 

經

商、 

生活

環境 

婚

配、祭

祖 

N/A 

同鄉

會、宗

親會 

(繼承)米稼業

(創業)飼料廠 

1-3 
1950

宿務 
尚未 無 無 祭祖 N/A 

同鄉

會、宗

親會 

(創業)房地產建

築業 

表 4 菲律賓依里岸「薛福緣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第二個案例中，分別訪談兩兄弟支線為本次訪談對象，由訪談對象所提供

資訊中，進一步了解家族事業運作過程。第一代就職於前一案例所創立之公司行

號內，可以窺探出其事業體是以同個宗族間相互協助、合資下建立而起。然而，

其事業體倒閉後，則獨立門戶開闖事業。到了屬於第二代的訪談對象，以協助家

族事業為主，直到累積一定程度則在依里岸他處，獨立門戶創立屬於自己品牌的

零售百貨事業。根據年輕一輩訪談對象背景資料中，得知戰後出生的華人除了接

受僑辦學校教育制度外，也在當地接受完整高等教育，因此對於未來求職取向，

不再是繼承家業為唯一道路，更能於當地找尋到不錯的工作機會，展現在地化之

情況。（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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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

參與 
產業項目 

2-1 1902 

1969

依里

岸 

N/A N/A N/A N/A 商會 (就職)土產貿易 

2-2-1 
1933

原鄉 
尚未 

10 幾歲/

依里岸 
N/A N/A N/A 商會 零售百貨業 

2-2-2 

1941

菲律

賓 

尚未 無 無 
服務

團 
N/A N/A 

(合作) (創業) 

零售百貨業 

2-3 

1967

菲律

賓 

尚未 無 無 N/A N/A N/A 
(繼承)零售百貨

業 

表 5 菲律賓依里岸「薛芳耀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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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菲律賓棉蘭佬島北部駕牙鄢華人社會之案例 

駕牙鄢107位於北棉蘭佬區是水陸交會之城鎮，北面緊鄰 Macajalar Bay，南面

與布基農省（Bukidnon）接壤，面積約為 488.86 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為 602,088

人。健康資源與設備方面共有 13 家醫院；教育方面（2010-2011 年）共有 245 所

學校；交通運輸方面，車輛約有 41,782 台、搭乘飛機與船隻的乘客分別約為 884,671

人和 1,034,937 人。在經濟方面，駕牙鄢總土地面積的百分之約 33.27 到 34.65 為

農業用途，農作物包含糧食（稻米、玉米與蔬菜）與經濟作物（麻、香蕉、可哥、

咖啡、根莖作物、水果與堅果）；畜牧業中以豬隻為主要；貿易與工商業中，國內

商業機構約有 17,973 家（2011 年）。（見圖 92） 

 

  

圖 92 駕牙鄢位置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108  

 

 

                                                    
107

 City Government of Cagayan de Oro，網址：http://cagayandeoro.gov.ph/，瀏覽日期：2016 年 3 月

24 日。 

108
 維基百科，〈Ph northern mindanao〉，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3%89%E5%85%B0%E8%80%81，瀏覽日期：2016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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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駕牙鄢地區，華人亦是以血緣、地緣與業緣等方式，以構成社會網絡與社

會運作機能，例如菲律賓東棉金門同鄉會（Philippine Misamis Qriental Qucmoy 

Association）、菲律賓東棉省菲華工商聯合會（Misamis Oriental Filipino-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 Inc.）、駕牙鄢華僑義山（Cagayan de Oro Chinese 

Cemetery）等。另外，華僑華人之間，也有透過學校、宗教信仰等方式來認識彼此、

奉獻於華人社會，以建立人脈關係成為彼此生活、商業經營之夥伴，例如東棉光

華學校（Kong Hua School）、鄢市恩惠學校（Oro Christian Grace School）109、鐘濟

善壇110等。（見圖 93-94） 

 

  

圖 93 鄢市恩惠學校校舍（2016） 圖 94 鐘濟善壇主殿（2016） 

 

 

 

 

 

 

 

 

                                                    
109

 鄢市恩惠學校（Oro Christian Grace School）於 1986 年由駕牙鄢市基督教會獨立創辦。學校開

辦初始，只有五位中英文教職員，四十九名幼稚園的學生，一切設備極為簡陋。恩惠學校經過三十

年的努力，目前學校約 755 名學生。學校董事會在大力完善學校硬體建設的同時，更引進與構建先

進的教學理念，每年率領學校優秀教師考察國內外名校，與其他學校交流學習其辦學模式、管理經

驗等，不斷促進學校教學方式與提升教學品質，為一所教學設施完善的學校。 

110
 鐘濟善壇主殿為濟公殿，主要供俸聖道房子、佛聖濟道、母聖台蓮、仙聖陽純、師禪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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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張清瀊及其家族案例 

張清瀊（又稱張清泮，Ramon Tiu Contreras，?-1940 年），與另外兩兄弟皆在

福建省金門後浦出生，張清瀊最終葬於駕牙鄢華僑義山（Cagayan de Oro Chinese 

Cemetery）111。（見圖 95-97）張清瀊與第一任華人妻子林氏在僑鄉生了四兄弟，

其中三名在台灣打拼；第二任菲籍妻子生了一男一女，兒子張實種（Onofre F. 

Contreras Sr.，1909-1981 年）葬於駕牙鄢華僑義山（見圖 98）。張清瀊對於僑眾事

業多有參與，組織商會並擔任第一屆菲華商會112會長。家族事業方面，張清瀊在

菲律賓駕牙鄢經營椰乾買賣生意。往來僑鄉之際，曾帶著許多漢藥接濟菲律賓人，

使得菲律賓人稱張清瀊為「Intsik Ramon」（Intsik 在菲律賓語中意謂著中國的意

思）。 

  

圖 95 駕牙鄢華僑義山入口處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圖 96 駕牙鄢華僑義山 

捐獻芳名（2016） 

                                                    
111

 駕牙鄢華僑義山（Cagayan de Oro Chinese Cemetery）位於機場至市區之間，面積廣闊，約民國

22 年由中華商會出資購置（當時會長為張清瀊先生），商會福利股掌管。商會福利股為貧困華僑辦

理免費安葬申請與入院醫藥費協助申請，因此並無另外設置像華僑兼善公所這類的慈善機構。 

菲律賓華僑善舉公所，《菲律賓華僑善舉公所 九十週年紀念》，臺北：銘華製版，1967，頁戊 15。 

112
 菲華商聯總會各地皆有其分會，駕牙鄢地區則是菲律賓東棉省菲華工商聯合會（Misamis Oriental 

Filipino-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Inc.），成立於 1986 年 8 月 26 日，為駕牙鄢最大

的商會組織，組織成員以晉江人為居多，涵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華人企業，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

菲華商會，除了為當地菲華商人創造了良好的經商環境，也促進當地經濟繁榮，並為菲華社會開展

了許多活動以及提供各種服務，例如 2015 年菲華工商聯合會參加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2015

年出資翻修街童收容所相關設施。陳奇展為名譽理事長；劉錫杲為第 15 屆（2014 年）理事長；余

明瑞（ John Sia，1939 年出生）則是現任秘書。菲律賓東棉省菲華工商聯合會，網址：

http://mofcccii.chinesecome.com/mofcccii/index.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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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張清瀊與菲籍妻子之墓（2016） 圖 98 張實種之墓碑（2016） 

張維羆（Iphi Tiu Contreras，1905-1974 年，享年 69 歲），孩提時即前往菲律賓

駕牙鄢，途中曾返回原鄉。家庭經濟狀況曾富有一時，為富家子弟。父親張清瀊

椰乾買賣經營不善，加上張維羆本身不擅於經營事業，使得既無法傳承事業予後

代亦是富不過三代之一例。與妻子陳含猜（Tan Ham Chay，原名為陳碧雲，1911-1987

年，金門後浦，享年 76 歲），共同葬於駕牙鄢華僑義山（見圖 99-101），並孕育十

一名子女，兒子─張光復、張光偉、張光明（Ben Contreras，1950 年出生）、張光

浯、張威順；女兒─張敬賢（1935-1997 年，享年 62 歲）、張里惹（又稱張敬如）、

張敬团、張玉淑（音譯）。陳含猜曾受過教育，因此中文程度並不遜色。 

   

圖 99 張維羆及其夫人之

墓（2016） 

圖 100 陳含猜之墓碑

（2016） 

圖 101 張維羆之墓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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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羆所擁有的子女中，一對雙胞胎早夭逝世，除了女兒張敬賢在原鄉出生，

其餘子女皆在菲律賓駕牙鄢出生。約 1958 年張敬賢及其丈夫何泰昌（福建廈門）

於原鄉共結連理，結婚後不久並前往菲律賓馬尼拉。當時，菲律賓政府與臺灣政

權結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情況下，大部分華僑組織多由國民黨掌控與打

壓。然而，張敬賢夫婦因政治理念較為親中，國民黨得知並進而緝捕其夫婦。張

敬賢夫婦為了躲避國民黨之追擊，輾轉逃至中國大陸，張敬賢及其丈夫在中國孕

育了四名孩子。197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動盪等因素，使得張敬賢夫婦前往香港、

定居香港，並在香港打拼事業來得以發展。 

張光明113的兄弟姐妹中，以大姐張敬賢、二姐張里惹以及大哥的中文程度所

屬優秀。二姐張里惹曾擔任馬尼拉的三民學校（Philippine San Bin School，PSBS，

創立於 1922 年，2006 年併入中西學院）校長一職，並於 2014 年 3 月《世界日報》

（World News）中提及過往在報紙業工作之情況，先後於《新閩日報》（The Fookien 

Times）114與《華僑商報》（Chinese Commercial News）115就職，現居住於加拿大多

倫多。116
1960 年代步入《新閩日報》，之後 1970 年代則進入《華僑商報》，在《華

                                                    
113

 張光明先生為本次訪談對象。 

114
 1919 年開始到太平洋戰爭前，菲律賓的中文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可以說是華僑報刊

的黃金時代。由中華商會出版的《新閩日報》（The Fookien Times）為 1925 年創刊之午報，也是唯

一的基督教報紙，發行量僅次於《華僑商報》。報章內容含有商業資訊與傳教專版外，亦希望報刊

能揭露與抨擊福建省軍官僚腐敗之勢，以拯救家鄉。《新閩日報》於一年一次出版《新閩日報年鑑》

（Fookien Times Yearbook）。1941 年日軍佔領前夕，宣告停刊。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87-88。 

115
 由中華商會出版的《華僑商報》（Chinese Commercial News）於 1919 年創刊，最初以月刊形式

出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鑒於經濟復甦及商業資訊的重要性提升，於 1922 年改為日報。1942 年

日本佔領期間，被迫停刊 4 年，於 1946 年復刊。《華僑商報》再次於 1972 年馬可仕軍事執政時期

停刊，直到 1986 年以《商報》名稱復刊。歷史悠久、堅持言論自由的代表性中文報紙《華僑商報》，

對於菲華社會可說是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84-87。 

116
 張里惹，〈老朋友，久違了！〉，網址：http://worldnews.net.ph/post/11194，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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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商報》就職期間，主要工作負責國際新聞之翻譯。張里惹與職員庄惠泉負責編

輯《菲華周刊》，《菲華時報》117發行後，張里惹則擔任外勤記者。 

雖然，張光明不擅於使用中文來書寫表達，但仍然以英文方式於《Mindanao 

Gold Star Daily，GSD》118此家報紙業撰寫評論版專欄，每週刊出三次。（見圖 102-103）

張光明相信神但並無信奉主要宗教，曾於世界金門日與菲律賓東棉金門同鄉會

（Philippine Misamis Qriental Qucmoy Association）119一同返鄉，但因水土不服，

對於金門並無居留之意向。與第一任妻子施如意（菲律賓出生的混血兒）共生了

兩女一男，女兒─張晶晶（音譯）、張晶致（音譯）；兒子─張加直（音譯）。與第

一任妻子離婚之後，認識第二任菲律賓籍妻子並與其聯姻，孕育了兒子張加勝（音

譯）、女兒張直雲（音譯）。現今，張光明已擁有了十幾名孫及一名曾孫。（見圖 104） 

 

 

 

                                                    
117

 1982 年《菲華周刊》正式發行，直到 1983 年《菲華時報》（China Times）發行後，《菲華周刊》

成為《菲華時報》附贈刊物。《菲華時報》（China Times）隸屬於《時代日報》（Times Journal）派

別的中文報紙，為馬可仕政府對華人的宣傳工具。 

賈如梅，《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296-297。 

118《Mindanao Gold Star Daily，GSD》於 1989 年創立，為每週刊行三次之區域日報。其報業期望

棉蘭佬島鄉村之發展，並願棉蘭佬島能被視作為愛好和平，而不僅只是充滿政治與社會層面衝突的

穆斯林區域。2008 至 2009 年度獲得馬尼拉的扶輪社「區域性報業獎」（Regional Newspaper Award）。

Mindanao Gold Star Daily，網址：http://mindanaogoldstardaily.com/，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4 日。 

119
 菲律賓東棉金門同鄉會（Philippine Misamis Qriental Qucmoy Association） 受到馬尼拉金門同鄉

會成立的鼓舞，於 1998 年成立，首任理事長為陳廷國、副理事長為陳奇展。駕牙鄢的金門籍華人

約有十五戶，共百餘人，彼此多有血緣關係，同鄉會組織並無章程，因此組織也並不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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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張光明先生（2016） 圖 103 張光明專欄文章 

資料來源：張光明提供，Mindanao Gold Star 

Daily，2016 年 2 月 19 日。 

 

 

圖 104 張清瀊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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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謝文為及其家族案例 

1886 年，來自福建省廈門禾山的謝文為大約十幾歲單身前往菲律賓卡米金

（Camiguin）（見圖 105）發展，途中曾返回原鄉與郭玉謹結婚，婚後與妻子一起

前往菲律賓。謝文為這一輩有八名兄弟，共有兩名遠赴南洋，其中包含謝文為。

耗費好幾個月才得以抵達菲律賓時，一開始是在別人事業下工作，經過一段時日

的經驗與資本累積，加上當時法律規範不普及情況下，營業執照以本名為店名經

營椰乾事業。謝文為與妻子在駕牙鄢共生育二男一女，長子謝馬陽、次子謝聞竪

（音譯）（1901-1976 年，享年 75 歲）、女兒謝亞小（Asa，約 20 幾歲逝世）。謝文

為年邁之際，大約 70 幾歲返回原鄉，最終逝世於鴉片時代，當時隨意埋葬其後才

遷葬於山裡。於原鄉曾建置洋樓古厝，歷經共產迫害、佔領等，鄧小平上任之後，

歸還時才得以發現洋樓地理位置早已變動，至今變為臺灣村，原洋樓則已被拆除。 

 

 

圖 105 卡米金（Camiguin）位置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120
  

                                                    
120

 維基百科，〈Ph locator map camiguin〉，網址：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h_locator_map_camiguin.png，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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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聞竪與新加坡出生的妻子葉順理（享年 63 歲，葬於駕牙鄢的華僑義山）於

原鄉相親認識並結婚。婚後葉順理待於原鄉，照顧謝聞竪的母親郭玉謹以及孩子

謝景元。謝景元大約三、四歲時，葉順理則前往菲律賓，只留下謝景元與從謝馬

陽過繼來的孩子一起照顧謝聞竪的母親。直到郭玉謹逝世之後，才從原鄉安排謝

景元前往菲律賓生活。葉順理抵達菲律賓後，亦有後代產出，包含原鄉出生的謝

景元，共孕育七男一女。然而，在葉順理逝世後三年，謝聞竪才與菲律賓人續絃，

但無與菲律賓人傳延後代。日戰後謝聞竪即前往駕牙鄢發展椰乾買賣事業，繼承

父業前，曾先後與美國的公司（現今為 B&C 公司）和 Legsbi 公司合作，直到排華

等限制逐漸影響經濟與事業之情況下，使得謝聞竪返回繼承父業並持續經營椰乾

事業，也大約在此時入籍。 

謝景元（Hon. Juan Y. Sia，1934 年出生），1948 年因父親於菲律賓發展順利而

來到菲律賓。1948 年正值國共內戰121，戰爭因素使得每年 500 名移民限制額度成

為最後一次，1948 年 12 月 24 日謝景元離開廈門時也是當年最後一趟。1948 年 12

月 25 日船隻首先抵達馬尼拉，謝景元即被扣押關在馬尼拉工程島（Engineer Island）

上，關至翌年 1 月 2 日。當時菲律賓執政時期，凡第一次抵達菲律賓之外國移民

者，皆須先被扣押關起。謝景元與妻子林月英（Adelfa L. Sia，福建泉州，駕牙鄢

出生）雖然相差七歲，但從小學起就相識直到 1964 年結婚，至今依舊鶼鰈情深（見

圖 106），共擁有五名孩子，三男二女─Renato、David、Catherine、Len-len、Marylou；

十二名孫。旅居菲律賓後，第一次返鄉大約在 1976 年，曾前往臺灣遊覽兩星期左

右，之後經由香港返回廈門。當時返鄉前往臺灣時，正值政治敏感時期，因此政

府視謝景元為含有中共色彩之華僑，旅遊期間政府單位派人全面監控。 

 

                                                    
121

 1948 年 9 月遼瀋戰役；1948 年 11 月淮海戰役（徐蚌會戰）；1948 年 11 月平津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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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 謝景元及其妻子林月英（2016） 

在求學教育方面，謝景元前往菲律賓之前，曾在廈門鼓浪嶼（Kulangsu）的三

明小學就讀，未能畢業即轉入一對五教學方式的私塾就讀兩年。抵達菲律賓後，

因不諳英語以及當地語言，聽從父親建議於當地小學重新就讀，學習當地所使用

之語言，以 4 年期間完成 6 年的小學內容。中學就學之前，曾結識來自西安的郭

神父與湖北的孫神父，多虧神父們的協助使得謝景元在中文口語表達方面得到改

進。多虧當時校長謝德超的建議跳學與當時政府允准特例，但因英文程度不足，

則在東棉光華學校（Kong Hua School）122（見圖 107-109）中學三年級開始就讀，

直到高中畢業。然而，求學路途並不順遂，也因戰爭以及其他因素等，中學畢業

後曾做過三年的香菸工作，大學則就讀澤維爾大學（Xavier University-Ateneo de 

Cagayan，簡稱 XU）123（見圖 110）會計相關商科學系，直到 31 歲大學才得以畢

                                                    
122

 東棉光華學校（Kong Hua School）原名為華僑小學，由吳序宗先生於 1936 年 9 月創辦，校舍

設在中華商會會所內，隸屬於中華商會。1941 年因教育觀點不同，遂分設兩校，舊校保有「華僑

小學」原名，以吳序宗為董事長；新校則命名「中華小學」，林克凱為董事長。抗日時期，兩校協

商合而為一，直到 1945 年 12 月 1 日複校，啟用「光華」為名。1950 年 2 月間獲僑務委員會核准

開辦中學立案證書，1956 年 3 月 1 日獲中學（高初中）立案證書及附小立案證書，於是遂成為菲

律賓棉蘭佬北部僑辦之最高學府。1960 年 6 月，菲律賓教育局正式承認為完全中學。目前學校已

經擁有中小學部教學樓、圖書館、各種實驗室、幼教樓、體育館、大禮堂與室內外球場等教學設施。

近年來，為了全面快速提升學生漢語水準，學校積極引進老師，2015 年中文老師數達到 17 位，並

且把中文作為必修課程，積極組織學生參加中文水準考試。東棉光華學校，網址：

http://www.konghuaschool.org/，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16 日。 

123
 澤維爾大學（Xavier University-Ateneo de Cagayan，簡稱 XU），網址：http://www.xu.edu.ph/，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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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大學求學階段時，父親謝聞竪則開始讓謝景元學習經營事業，從當舖、租車

業相關開始掌管，大學畢業後則經營雜貨店，亦包含販賣汽油與煤氣，大約 1965

年才放置「Juan Sia Enterprises」124（見圖 111）招牌開業，至今共 52年。排華相

關的菲化政策，使得當時華人無法做生意，為了申請加入菲律賓國籍，當時申請

菲律賓國籍之完整流程，移民者分為當地出生者或外國移入者兩種，在菲律賓當

地出生的移民者只需花費五年，從國外移民者則需花費六年時間申請，因謝景元

之情況屬於後者，直到 1959 年才申請成功並加入菲律賓國籍。 

 

   
圖 107 東棉光華學校校

門口（2016） 

圖 108 東棉光華學校禮

堂入口（2016） 

圖 109 東棉光華學校校

舍（2016） 

 

  

圖 110 澤維爾大學入口處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圖 111 Juan Sia Enterprises 入口處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地圖 

 

                                                                                                                                                       
覽日期：2016 年 6 月 3 日。 

124
 Juan Sia Enterprises 為駕牙鄢工商基金會（Cagayan de Or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oundation, Inc. ） 貿 易 與 商 務 部 公 司 會 員 之 一 。 駕 牙 鄢 工 商 基 金 會 ， 網 址 ：

http://www.orochamber.net/list-of-member-companies/，瀏覽日期：201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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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景元在政治方面仍有涉獵，大約 20 年前即展開其政治生涯，大約 1990 年

以參選市議員為起始，在當時可以說是第一位華人市議員（city council）。然而，

參與政治並不簡單，中間曾停止參選五年，因為政治語言的使用與平日所使用的

口語對話有所差異，政治生涯期間為了競選仍不斷充實自我以贏得更多菲律賓人

的支持，選民稱他為「Johnny」，直到兩年前才停止政治活動。 

 

圖 112 謝文為及其家族樹狀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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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表 6 案例 1-1 至 1-3 為本章第一節「張清盤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表 7

案例 2-1 至 2-3 則為本章第二節「謝文為及其家族案例」中之移民者。根據案例整

理歸納出，旅菲華人在棉蘭佬島北部駕牙鄢謀生之特色，並以二次世界大戰為分

水嶺，進一步推論戰前與戰後旅菲華人之差異性。兩個家族案例中，戰前出生之

華人，多出生於原鄉。一般戰前逝世之華人，多選擇落葉歸根方式返鄉歸葬，此

次旅菲駕牙鄢華人研究案例中，發現即使戰前逝世之華人，亦有選擇葬於當地之

情形；戰後逝世之華人則是運用當地社會網絡資源，多以落地生根方式葬於當地。

本次研究限制中，訪談對象（見表 3 案例 1-3 與表 4 案例 2-3）多屬於其家族年輕

一代，對於訪談對象而言，因當時在長輩尚未離世前正處於年紀過於年幼之狀態，

因此對於家族歷史記憶無法完整地接收與轉述，使得訪談過程中其故事完整性則

有一定的不足之處。 

在第一個案例中，訪談對象與長輩間因年代差距，使得本研究對於其長輩當

時移民因素、政治參與等背景無法清楚地展現。在家族企業方面，藉由訪談對象

所提供家族產業項目訊息中，進一步得知第一代移民者以椰乾買賣白手起家，此

外也以漢藥救濟、與當地婦女結婚等方式打入菲律賓當地生活圈，以增加本身與

當地人間之社會互動性、經濟在地性之可能。雖然第一代曾一度經營發展順利，

但到了第二代，家族事業因經營不善，使得無法繼承並傳衍其事業版圖。因此，

訪談對象對於本身與同輩發展之了解更甚於前一二代，同輩中以訪談對象的大姐

與二姐發展情況了解甚多。雖然訪談對象對於戰前出生的大姐生長歷程不甚清楚，

但能概略地轉述大姐移民至僑居地後所面臨的政治困境與未來走向，當時執政當

局支持反共的政治態度，使得在菲律賓掌理華人相關事務的國民黨，視訪談對象

的大姐政治色彩較為偏共，因此訪談對象的大姐不得已情況下而逃離僑居地，向

外發展。此外，無論是在戰前或戰後，訪談對象的二姐在菲律賓華人報業中可說

是佔有一席之地。（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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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

參與 
產業項目 

1-1 
N/A  

原鄉 

1940

駕牙

鄢 

N/A N/A 買藥 N/A 商會 (創業)椰乾買賣 

1-2 
1905

原鄉 

1974

駕牙

鄢 

孩提

時期 
N/A O N/A N/A (繼承)椰乾買賣 

1-3 

1950 

駕牙

鄢 

尚未 無 無 偕同 N/A 
同鄉

會 

(就職)報紙專欄

作家 

表 6 菲律賓駕牙鄢「張清盤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第二個案例中，因訪談對象對於本身經歷較為感受深刻，因此訪談過程中，

較能以訪談對象所提供之訊息，建立與分析其時空背景與社會縮影。在研究限制 

中，訪談對象與長輩間因年代差距，訪談對象對於第一、二代家族產業之起承轉

合較無法清晰地轉述，而且訪談時間受限之情況下，亦造成資料蒐集之不完整性。

第一代與第二代亦是以椰乾買賣為主要家族企業之項目，但到了第二代因政治與

經濟政策之因素，而加入當地國籍以持續家族事業之招牌與經營。此案例中，訪

談對象可說是特別的例子，在學業方面，曾在原鄉接受教育，但前往菲律賓後，

為了適應僑居地當地社會，接受不同以往的教育制度，進而與當地社會產生連結

互動；在政治參與部分更為積極，打破旅菲華人社會固有圍籬，積極融入當地社

會且為了華人也為了當地人之福利，成為當地社會重要發聲者以謀求其福利與平

衡；除了參與政治之外，家族產業亦是繼續維持，直到訪談對象這一代才可以說

是真正合乎菲律賓法律以經營家族事業。（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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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出生 逝世 遷移 
遷移

因素 

返鄉

因素 

政治

參與 

社會

參與 
產業項目 

2-1 
約

1870 

鴉片

時期 

1886/

卡米

金 

謀生

打拼 

婚

配、建

房、年

邁 

N/A N/A (創業)椰乾買賣 

2-2 

1901

駕牙

鄢 

1976

駕牙

鄢 

無 無 婚配 入籍 N/A (繼承)椰乾買賣 

2-3 
1934

原鄉 
尚未 

1948/

馬尼

拉、駕

牙鄢 

親友 遊覽 

入

籍、

參政 

工商

會 

(繼承)當舖、租車

業、雜貨經營、汽

油煤氣販賣 

表 7 菲律賓駕牙鄢「謝文為及其家族案例」歸納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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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菲律賓華僑華人移民於異鄉打拚生活之過程，分別在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層面，皆有參與並且彼此相互影響，進而連結成具有華人特色之網絡。本篇

研究內容試著列出「政治孤立性」、「經濟在地性」、「社會互動性」、「文化混合性」、

「移動跨域性」等特點，概要呈現旅居菲律賓華僑華人之特色。 

（1）政治孤立性：二次大戰之前當原鄉的執政政權選擇放棄海外華人並視為

棄民時，其意義亦代表華僑華人在菲律賓無論面臨各種欺壓、不公不義等政治問

題，皆不予以援助，因此華僑華人面臨孤立無援現象。二次大戰之際與戰後，戰

爭、政治等因素使得原鄉自顧不暇，進而無法延伸至海外伸出援手，因此菲律賓

各時期執政政權所制定之排華政策、菲化政策等，皆使得在政治層面產生孤立、

排擠等現象，華僑華人則需抉擇是否與當地政府進一步合作或是以社團相關組織

來排解難題。 

（2）經濟在地性：華僑華人為了經濟層面因素做出相應解決方式，先後受洗

為天主教徒、產業轉型與加入僑居地之國籍等。各執政時期除了拉攏當地菲律賓

人，亦祭出誘因吸引華僑華人，但因文化差異、猜忌心理，使得政策多以執政政

權為利益，華僑華人為了其事業發展則以配合當地社會經濟遊戲規則，成為其體

系系統一部分。 

（3）社會互動性：在社會層面因素，除了須與移居至菲律賓的華人群體建立

關係外，更需要與當地不同族群進行互動，適時配合且參與當地活動，以達到商

業合作之機會、降低商業競爭之可能性。 

（4）文化混合性：在文化層面因素則以混合了僑居地與僑鄉間之傳統習俗、

宗教信仰或價值觀念等對策，藉此避免排他性之產生，拉近華人與當地人之間關

係。華人與當地人互動之際，也潛移默化地互相進行了各方面文化交流，其文化

混合意涵表現於華僑華人生活各層面，可藉由其個人訊息或社會網絡資源之使用

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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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移動跨域性：原鄉的自然條件、政治風暴、經濟因素等諸多問題不利於

生存，華僑華人則藉由行船方式，紛紛移居至利於發展之區域，然而開疆闢土是

件不易之事，因此繁衍其事業規模更為艱難。 

菲律賓華僑華人其家族產業包含了歷史淵源、儒家精神、勤奮打拼等特色，

家族產業可說是既在衝突與共生環境之間，為了取得存活維生與發展之平衡，呈

現華人群體之多元性與複雜性。（見圖 113） 

 

 

圖 113 旅菲華人之特性 

 

第一節、戰前華人移民與經商模式 

根據菲華家族案例，僑鄉與僑居地雙邊因政治因素使得社會、經濟動盪不安，

對於華僑華人產生推拉效應（Push-pull effect），進一步造就了移民現象，戰前多以

僑居地與僑鄉兩點之間所組成移民模式。菲律賓華僑華人為了避難以保身立命之

外，在異鄉工作之移民者所匯回家鄉的薪資亦是促成人口進一步外移的原因之一，

移民者亦透過家庭、婚姻關係進行移居。大部分移民至東南亞是透過家庭血緣關

旅菲
華人 

政治孤
立性 

經濟在
地性 

移動跨
域性 

文化混
合性 

社會互
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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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要源自於傳統僑鄉，其移民模式為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125，透過連

鎖移民方式的移民者教育程度亦較低，福建與菲律賓宿務、依里岸與駕牙鄢地區

間的連結即為「連鎖移民」的例子。宿務、依里岸與駕牙鄢地區之第一代、第二

代移民者，原鄉出生長大後，即追隨父親或兄長親戚等前往南洋、移居海外，成

為連鎖移民中之一部分，發展有成且心有餘力之際便會匯款回家鄉貼補家用，到

了適婚年齡便聽從父母之令返鄉娶妻。然而，如同案例所發生的，返鄉娶妻並不

會使洋客留於故鄉，這只是為了傳宗接代、盡到孝道，並與家鄉維持聯繫方法之

一，完婚後依然返回南洋繼續打拼。 

從案例來看，無論是在宿務或是棉蘭佬島北部的依里岸、駕牙鄢的華人，其

祖籍多來自福建省廈門、晉江、金門等，連鎖移民者通常透過福建方言或者是中

文方式，以及傳統節日來傳遞華人之文化與特性。因此，華人社會中其職業、產

業類別以及家庭結構之間均有密切關聯。由案例研究歸納出第一代遠赴菲律賓後，

主要藉由先到移民者協助經濟穩定（就職於其他華僑華人產業），累積一定財力

後則以創業為主；第二代則以繼承為主並致力維持家業，以穩定持續發展。因此，

戰前的華人在社會分層上多以勞工和商人為主，第一代、第二代移民者之經商發

展模式，可歸因於政治經濟層面之差別待遇，導致第一代、第二代移民者為了能

繼續經營家族事業並維持生計，大多選擇受洗為天主教徒以及與當地婦女結婚之

對策，與當地統治者合作使得事業經營能得以合法化與降低排他性之風險成本。

移民者移入當地社會、融入當地社會的方式，造成兩頭家庭之現象，可得知遠在

家鄉的妻室並不是唯一，為了商業利益競爭與應付排華政策等，必須與當地人結

為聯姻進而適應社會、融入社會。華人社會主要依賴天然資源（米、糖、麻等），

進行傳統貿易，隨著當地社會對於華人偏見的降低與法律限制的放寬，逐漸使華

                                                    
125

 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在遷移時，人們對於家庭聯繫的價值、責任感與相互支援的情感，

都會影響到定居的過程。在連鎖移民中，經由居住地流動而發生了再群聚，再群聚的動作反應了移

民方面等特徵。徐榮崇、姜蘭虹，《澳洲台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

人口學刊，第 28 期，2004，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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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商的空間擴大，因此產業類別更趨向多樣化。 

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者之間，藉由血緣方式發展協助其家族產業，然而，根

據案例，大部分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者初至新環境之際，假使面臨生老病死或是

求學教育等方面問題，皆無資源可以使用，只能藉由以血緣「宗親會」、地緣「同

鄉會」、業緣「商會、公會」等既有全國性、地方性的社會網絡資源來進行串聯，

籌畫發展菲律賓華人社會，透過社團活動以連結不同地區、行業與族群，建構其

自身網絡，並面對不公不義之事向苛刻的政府發聲，以達到基本生存，並維護其

商業權力與利益。因此，歸納出第一代華僑華人以宗親會、商會/公會為主要建構

方式；雖然，第二代華僑華人承襲著第一代的傳統思考模式，但相對於第一代更

著重在地商業發展，進而參與、活耀於工商會。第一代與第二代相互發展之際，

也形成具有華人特色的商業網絡、移民網絡、金融網等，提供了區域整合之潛能。 

 

綜合上述歸納出戰前華人特色： 

（移民模式） 

1. 西班牙殖民時期，華僑華人多在原鄉出生，大約十幾歲則前往僑居地闖蕩，直

到適婚期，再次返鄉結婚生子，完成人生任務後返回菲律賓繼續打拼。 

2. 美國統治時期，可說是華僑華人出生於僑居地或僑鄉之混合時期，出生於僑鄉

之華僑華人依舊承襲上一代之模式遠赴他鄉，出生於僑居地之華僑華人則多以

當地華人為婚配對象。 

（社會網絡之應用） 

1. 尚未開辦任何適合華僑華人就讀的學校之前，多以私塾方式求學，直到美國

統治期間各地諸位僑領倡議並創建學校後，華僑華人才逐漸開始有接受完善

的教育體系。因此，華僑華人為協助學校成長者居多，像是學校董事、理事

等職位。 

2. 由各地諸位僑領發起並建立之宿務華僑義山（1909年）、依里岸華僑義山（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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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駕牙鄢華僑義山（1933 年），多購置於戰前時期，以因應絡繹不絕之異

鄉遊子。然而，1945 年之前逝世的華僑華人，因深刻地受落葉歸根之傳統精

神影響著，華僑華人則多返回原鄉養老與歸葬。 

（在地化之跡象） 

1. 西班牙殖民時期華僑華人面臨了政治迫害，在此期間活動之華僑華人，為了

掙脫政治枷鎖，多以受洗為天主教徒為對策、額外迎娶當地菲律賓婦女為輔

助，因應歧視華僑華人之政策。 

2. 到了美國統治時期，排華氛圍依舊，為了降低與當地社會之差異性，多數華

僑華人仍依舊沿用上一代所受洗之姓氏。 

（經商產業模式） 

1. 西班牙殖民時期移民至菲律賓的華僑華人，大多數先至熟悉的親朋好友事業

體下，進行實習性質打工以賺取資金，直到資金賺取一定程度後則獨立創業，

此時多以土產買賣貿易為主。然而，創業路途可說是艱辛萬難，面臨了差別

待遇的賦稅制度、菲律賓國內內部屠殺或干戈擾攘等因素，造成華僑華人經

營事業如走在鋼索般的危險。 

2. 直到美國統治時期，相較於西班牙殖民政權的緊縮壓迫，經濟控管層面較為

寬鬆，使得華僑華人事業能得以發展，除了原先土產買賣貿易，更是擴大至

進出口業、零售業與碾米黍業，並以航務業進而輔助。繼承上一代事業的華

僑華人在此時期，亦涉略多樣產業以擴大事業版圖。 

3. 參與商會或公會的華僑華人，除了在菲華社會中凝聚華僑華人向心力，並達

到守望相助之期待。戰前尚未有銀行能接受支票進行借貸匯款等方式，因此

華僑華人多憑藉信任彼此之態度，進行具有華人特色之金融系統網絡，流通

資金，以協助彼此在異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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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戰後華人社會之在地深化 

戰後即使菲律賓獨立光復，華人社會仍然面臨挑戰，新興民族國家興起與經

濟民主的意識抬頭，導致排華政策的激進延伸，華人為了謀求其定位進而選擇歸

化進入於當地經濟架構126，使得第三代移民者相較於第一代、第二代移民者，更

是再進一步地在地化，不再是融入社會、適應社會，而是逐漸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多數第三代移民者取得當地國籍，更是接受完整教育達到高等教育程度（包含華

僑開辦之學校或當地學校），事業成就方面除了繼承既有的家族產業之外，也多方

涉略其他領域，例如律師、銀行員、報章專欄作家、市議員等，更是積極參與當

地菲律賓政府主辦之工商會或社團等，並獲得佳績，不再只是單純經營傳統原料

進出口貿易，因此相較於第一代、第二代移民者更是以專業面向、校友關係或是

學術交流等原則參與組織，與菲律賓社會以共同語言、價值觀念等產生共鳴，遊

刃有餘地因應當地社會變化。 

戰後華人社會發生變化，出現了由落葉歸根轉變至落地生根之變遷。根據案

例顯示，可發現第三代移民者大多數在菲律賓當地出生，且一生都生活在菲律賓，

因此對於僑鄉的認識與想像多源自第一代、第二代移民者的記憶轉述，亦或是藉

由參與社會網絡資源再次認識僑鄉之樣貌，因此相較於第一代、第二代移民者，

第三代移民者與原鄉之連結逐漸式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菲律賓政府為了

支持美國方面，菲華社會即產生反共氛圍，此一現象更是斷絕了與原鄉連結和認

識之機會，使得第三代移民者被推向進一步在地深化，逐漸以當地生活、利益為

主，靠攏於當地社會。 

 

 

                                                    
126

 廖赤陽、劉宏，〈網絡、認同與東亞地域秩序 反思二十世紀華僑華人研究〉，《錯綜於市場、社

會與國家之間東亞口岸城市的華商與亞州區域網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2008，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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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歸納出戰後華人特色： 

（社會網絡之應用） 

1. 戰後華僑華人歷經反共時期，政府的政治立場與態度阻礙了返鄉探親途徑，造

成華僑華人與原鄉連結逐漸式微，使得華僑華人家族多透過同鄉會等管道，陪

伴上一代返鄉並認識僑鄉。 

2. 1945 年後，因諸多義山已建立完善，逝世之華僑華人多集中於華僑義山。然而，

隨著時代推進，社會風氣與政治放寬等情況下，華僑華人更有多處埋葬地點可

以選擇，例如寺廟牌位、教堂供俸等，埋葬方式則呈現傳統與在地化之結合。

時至今日，舊有的華僑義山多為零亂並無有條理之管理，也促使歷代華僑華人

在不同紀念園區找尋適合的埋葬地點。 

（在地深化之現象） 

1. 菲律賓光復獨立後，此時期華僑華人多出生於菲律賓，婚配對象則以當地菲

律賓籍華人或菲律賓人為主。民族主義興起，華僑華人為了因應一系列排華

政策，則紛紛加入菲律賓當地國籍，以取得合法身分。 

2. 二戰期間各地學校校舍皆被利用更甚至摧毀，戰後多數華僑華人致力修復與

增添校舍，以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於後代。直到菲律賓執政時期，僑校菲化政

策使得華僑華人在中文學習方面，因授課時數不足，大部分時間皆以英文求

學獲取知識，使得在地化程度更為加深。戰後華僑華人除了就讀於僑辦學校，

畢業後仍持續在當地菲律賓開辦之學校升學，多數華僑華人皆擁有大學學

歷。 

（經商產業模式） 

1. 二次大戰時期，菲華社會中多數產業盡被摧毀殆盡，百廢待興之情形下，戰

後華僑華人則以復興家族產業為主，並遷移產業至安全且適合發展的區域。

此時期可說是另一階段的創業時段。 

2. 菲律賓光復獨立後，華僑華人在當地社會並無就此鬆口氣，反而面臨接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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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的經濟層面菲化政策，造成此時期華僑華人經營不易、產業轉型等，經營

不易情況下亦產生倒閉或轉職現象，使得在菲華社會中以儒家精神進行傳承

的企業，無法繼續傳延後代。無法繼承家業的後代華僑華人，大多依自身專

業所學於當地社會謀求職位。華僑華人因應針對性排擠政策，從先前土產買

賣貿易、零售業、碾米黍業等進行產業轉型，紛紛轉型為製造相關產業。 

3. 戰後華僑華人承襲上一代模式，藉由參與業緣性質的商會與公會組織，應付

一系列商業性菲化政策與打壓，戰後華僑華人多皆為組織內不可或缺的幹部

成員，為組職成員甚至菲華社會與執政政府發聲，以降低商業利益損失之相

關權益。 

 

第三節、後續研究思考 

 本研究多著重於華人家族縮影，以觀察、推論大範圍菲華社會運作模式之焦

點。然而，藉由實地田野調查，進一步發現尚有許多值得研究之領域，其細項或

延伸部分仍可多加著墨，例如菲律賓與兩岸間相關政治議題、宗教層面上文化議

題等。 

 菲律賓因受到美國反共影響，而進一步與臺灣結盟，導致當時多數華人成為

中華民國公民，並深受中國國民黨於社會各層面之影響。經由此次訪談，因僑辦

學校受到僑委會所提供之教材，發現各地華人多偏向中國國民黨所教導之中華精

神，因此各地華人對於現今臺灣政黨輪替（2016 年 1 月為臺灣第十四任正副總統

選舉）之政治相關議題頗感興趣，但也擔憂政黨輪替後，海外華人與原鄉之連結

將會有所變化或影響。此外，臺灣政黨輪替之新任正副總統面對中國勢力之際，

對於海外華人之處理方式等相關議題，菲律賓華人亦是極為關心。 

對於菲律賓而言，政治因素使得宗教除了菲律賓人，也深刻地、久遠地影響

旅居菲律賓華人信仰，使得華人的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之間產生衝擊、融合之發

生。因此，可以針對宗教層面，探究菲律賓華人對於婚喪喜慶活動其因應方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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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例如祭祖、義山埋葬之方式等。不同宗教信仰其埋葬方式亦有所不同，寺

廟或教堂之選擇亦呈現出宗教信仰改變，菲律賓華人世代之間宗教信仰差異亦呈

現於埋葬方式。假使時間與經濟能力許可，未來研究華僑義山相關議題之研究者，

針對義山園區嘗試進行量化統計，例如調查華僑華人源自原鄉之比例、中西文化

合併埋葬模式之比例、不同年代過往者其墓碑呈現方式等，各地義山園區統計結

果進行比較分析。 

華人家族企業富不過三代的模式，仍然是學界依舊探討的問題，外在因素的

影響亦或是內在因素的原因，皆可能影響家族企業的走向。本篇研究案例中，外

在因素占為最大成分，包含各執政時期政府對於華僑華人持有排擠、歧視的態度，

使得華人經濟一次又一次的頓挫，然而適者生存的則逐漸蓬勃，不適者早以在各

種菲化政策中淘汰。至於內在因素，則是因為家族企業多由親戚間相互協助，但

到了繼承家業之時，一方面每個人經營能力不一，另一方面子孫越多越是難釐清

繼承家業之公平性。 

此次訪談過程中，薛鍾秀先生提及土地處理問題，大部分海外華人大多事業

有成，未有返台定居之打算，對於家族之祖厝保存與所有權，盼政府能設立特殊

保護法條等作為。此外，旅菲華人們對於返國簽證手續，必須前往菲律賓首都馬

尼拉辦理，亦或是以他國簽證入台等，造成多數華人感到辦理繁複且困難，不易

返鄉甚至卻步。 

訪談各地地區中，華人仍然心繫祖國，對與華人後代之教育極為重視。各地

華文學校，華文師資嚴重不足之情況下，多數學校內以聘任中國籍自願教師為多

數。然而多數華人家庭以福建話為主要傳承溝通工具，但因與台灣交流逐漸式微

且僑校菲化過程，使得英語與當地方言為後代主要溝通方式。假使各地華文學校

能透過福建省政府或臺灣政府之合作，推廣華文教師或學生於異地培訓學習以及

學校間合作交流外，對於當地華文學校所面臨之問題給予多面向幫助。 

時至今日，歸化入菲籍已佔多數，因此生活各層面為了適應多以僑居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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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雖然，老一輩為了保留較多華人的習慣或特性，積極帶領後代返鄉學習

中文與刻印住原鄉之印象，然而越是新的一代為了適應與融入當地社會，相對於

中文更擅於使用當地語言，而且華文教育所佔時數不高等情況下，造就年輕一代

對於與原鄉之想像甚至認同，都逐漸式微，特別在此次參加宿務金門同鄉會之餘，

感受到世代差異，年輕一代之間對於原鄉並無任何依戀或情感之向心力，語言與

思考邏輯皆已菲化之下，中華文化、中華傳統皆不是修先考量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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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 

__________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研究生林莉寧，謝謝您百忙之中接受訪問，將於    

年  月  日(星期  ) 上/下午  時，前來拜訪您，並謹先將訪談大綱附上，以作為

訪談參考： 

 

受訪者 

基本資

料 

姓名 Name  
性別 

Gender 

先生

Male 

女士

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職稱

Occupation 
 

祖籍地 

Ancestral 

Place 

 

【國籍 Nationality】 

是否擁有台灣 Taiwan/中國 China國籍：是 Y 否 N 

是否擁有菲律賓 Philippine國籍：是 Y 否 N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Education】小學 Elementary school中學Middle school  

高中 High school大學 University研究所 Graduate 

                    (畢業於 School name : ______________ ) 

【婚姻狀況】單身 Single已婚Married (配偶 Spouse：______________ ) 

【經濟狀況】 

在台灣 Taiwan或中國 China是否有房產 Estate：是 Y 否 N 居住 _____年 

在菲律賓 Philippine是否有房產 Estate：是 Y 否 N 居住 _____年 

主要收入來源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企業經營 Business management 投

資理財 Finance and investment 工資性收入 Salary 其他 Others ________ 

受訪者 

企業基

本資料 

企業名稱 Enterprise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時間 Eestablishment： ______ yyyy ____ mm ____ dd 

主要銷售產品Major products：___________ 

商業類型 Commerce Type：外貿 製造業 自產自銷 其他 ________ 

銷售模式Market Pattern：零售 批發 專賣 其他 ________ 

可否提供 貴公司簡介、公司歷史沿革、人事制度等可公開的相關資料，作為個

案研究之參考? Could you provide and make public your enterpris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ynopsis, Historical evolution, Personnel System etc. to as reference for 

Case Study? 方便 Y 不方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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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您在哪裡出生與成長的？您是甚麼時候來到菲律賓？您父親與阿公那輩? 

Where did you be born and grew up? When did you arrive Philippine? How about your 

father and grandfather? 

Q2. 是否還存有在僑鄉生活之記憶? 您對童年的回憶與當時家庭生活為何?假如沒

有，老一輩又是如何述說或是轉述當時的生活情況? 

Did you have any living memory in home town? How about the memory of Childhood 

and domesticity at that time? If the memory is not available, old generation how to 

expound or paraphrase the living situation? 

Q3. 家族移民後，是否還有家族遺留至僑鄉? 原因為何?  

After immigrating does someone stay in home town? Why? 

Q4. 曾經與遺留至僑鄉之親人或後代有所聯繫? 透過何種方式獲得聯繫方式以及

維持聯繫? 如果失去聯繫，您曾試圖去找過他們？ 

Had ever contacted with someone or next generation who stay in home town? 

Q5. 是否曾返回僑鄉祭祖或團圓? 

Had ever gone back to home town for worshipping ancestors or reunion?  

Q6. 何時入菲律賓籍? 當時面臨何種問題或困難，導致必須入籍?如何入籍? 

When did you get the Nationality of Philippine? Why did you need to naturalization? 

How to get the Nationality of Philippine? 

Q7. 在菲律賓是否有加入任何民間社團(例：同鄉會等)? 

In Philippine had you ever participate in any kind of associations or organization such 

as association of townsmen, Clan association, etc.? 

Q8.您個人的宗教背景？ 

Which religion is your belief? 

Q9. 為父母選擇的喪葬地點為華僑義山嗎？ 

Selecting funeral location for parents is in Chinese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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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選擇華僑義山或其他喪葬地點，是您的意思，或往生者的意思呢？ 

When you selected Chinese cemetery or other funeral locations is your decision or 

deceased decision? 

Q11. 家族企業其發展過程? 過去與未來傳承之依據?  

How to develop Family Business and what is its process? What is the central idea for 

inheriting from past to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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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家族樹狀圖 

 

 

 

 

 

 

 

 

 

 

 

 

 

 

 

 

 

 

 

 

 

 

吳文鮡及其家族樹狀圖 

華輝 Go Kong Wei 

(John Gokongwei Sr.) 

華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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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昌 Attorney Augus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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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朗 

華海 

華平 

華林 

華源 

華傑 

華山 吳奕輝 Go Ek-hui 

(John Robinson Lim Gokongwei Jr.) 

(女)吳莎治 

Modesta Singson 

(長子)吳文鮡 

Go Bon Tiao 

(Don Pedro 

Singson Gotiaoco) 

(四子)

吳文盾 

(次子)吳文皎 

Go Quiao Co 

(元配) 李桔

Go Disy 

(繼 2)描實計

示·比而世示 (繼 3)義菲混血 

(男)吳士敏

Sergio Osmena 

吳益笚 (繼)李滾娘 

(女)吳京 (長子)吳章蔚 

Go Chiong Wei 

(Go Bon Tut) 

(次子)吳章為

Go Tia Nun 

(Don Manuel 

Gotianuy) 

(三子)吳章安

Go Chiang An 

章最 

章江 

章波 

章河 

章溪 

章池 

章潭 

章漢 

章存 

施能杞 

(長子)施維雄 David Sy Gaisano 

施維琛 

施維鵬 

施維榮 

施維翰 

(女)  施甘甘 

     施英英 

施熒熒 

施舒舒 

施婷婷 

(元配)李妹娘 

吳天恩 Go Thian-un 

(Andrew L. Gotianun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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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韜及其家族樹狀圖 

(子)Alfonso 

(女)Josefa Lao 

吳文通 

Lorenzo Go 

吳玉樹 Go Guioc So 

(Don Sulpicio Go) 

吳身敬 

吳身謀 

吳身生 

吳瑞源 

吳瑞隆 

吳瑞坤 

吳瑞霖 

吳瑞茂 

Entote Go 

吳身道 

Jesus Entote  

(子)吳謹嚴 

吳謹威 

(女)吳媚媚 

吳雲雲 

吳菁菁 

吳玲玲 

吳文韜 Go Bon Tho 

(Don Carlos A. Gothong Sr.) 

(子)吳謹志 

(女)吳鏝薇 
(長子) Bowen Gothong 

(次子)Bob Gothong 

(三子)Benjamin Gothong 

吳振成 

Alfredo Gothong 

吳振益 

Albino Gothong 

吳振興 

Alberto Gothong 

(元配)李喜雀

Dee He Chiok 

(Doña Rita Dee) 
(繼)菲籍 

(元配)李秀紅 

Don Go Ki Bok Doña Angolon 

(女)Go Kim Ang Guan Tin 

 



- 101 - 
 

 

 

 

 

 

 

 

 

 

 

 

 

 

 

 

王炎春及其家族樹狀圖 

 

 

 

 

 

 

 

 
 

薛福緣及其家族樹狀圖 

 

王偉城 

王炎春 (元配)戴氏 

王金闕 王津涯 

Ong Ting-Gai 

王蓮治 (元配) 李佩青

Josefina Dy Ong 

王茜莉 

王振忠 Eric Ong 王振孝 

王中南 (元配) 林美玉 

(四子)薛春滿 (五子)薛春河 (三子)薛春園 周淑婉 (子)周華林 

周華國 

周媽在 

薛文秀 

薛文通 

薛文琦 

薛文叔 

(長子)薛春樹 (次子)薛春田 

(長女) 薛毓仁 

(長子) 薛鍾秀 Charles T. Sy 

(次子) 薛鍾俊 Joseph T. Sy 

(三子) 薛鍾敏 Jimmy T. Sy 

(么女) 薛妞妮 

薛福緣 許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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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芳耀及其家族樹狀圖 

(長子)薛永堆 

(次子)薛永綿 

 
薛昆增 

(長子)薛明堂 

(長子)薛振聲 

(次子)薛健行 

(長子)薛振鵬

(次子)薛承裕 

(長子) 薛振倫

Ronald U. Sy 

(次子) 薛振源 

(三子) 薛振民 

(四子) 薛振忠 

(女)薛凱莉 Kyla Ysabel Sy 

(女)薛瑞清 Erin Sy 

(子)薛長漢 

(次子)薛明智 (三子)薛明義 (女) 薛碧梨 

    薛美玲 

    薛旅生 Lusing K. Sy 

    薛碧芬 

薛作五 

(長子)薛正偉 

(次子)薛伯偉 

(長子)薛克贊 (次子)薛壬癸 (么子)薛芳埭

Sy Hong Tee 

(三子)薛芳耀 

Sy Hong Yao 元配 
(繼) 許翠銀 

Kho Chuy Gun 

薛大璋 

薛永炫 

薛承宙 

(長子) 薛祖鈞 

(次子) 薛兆鎰 

(三子) 薛兆展 

(四子) 薛兆旺 

(五子) 薛兆興 

薛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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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清瀊及其家族樹狀圖 

 

 

 

 

 

 

 

 

 

 

 

 

 

 

 

 

謝文為及其家族樹狀圖 

(女) 張晶晶 

    張晶致 

(子) 張加直 

(女) 張直雲 

(子) 張加勝 

(夫)何泰昌 

(元配) 施如意 (繼)菲籍 

(子)張光復 

張光偉 

張光明 Ben Contreras 

張光浯 

張威順 

(女)張敬賢 

張里惹 

張敬团 

張玉淑 

張實種 

Onofre F. Contreras Sr. 

張清瀊 

Ramon Tiu Contreras (元配)林氏 (繼)菲籍 

張維羆 

Iphi Tiu Contreras 

(元配)陳含猜 

Tan Ham Chay 

謝文為 (元配)郭玉謹 

(長子)謝馬陽 (女)謝亞小 
(次子)謝聞竪 (元配)葉順理 

(長子) 謝景元 

Hon. Juan Y. Sia 

(元配) 林月英

Adelfa L. Sia 

Renato David Catherine Len-len Maryl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