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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出生 1934年 7月 21日，生於日治年代的台中州清水街。即現代的台中市清水區，為清

水大望族之後。  

 

父母 父親，楊基三，1907年生。是清水街公認的老實人。日治時代，原為清水公學校

醫務士。1946年後，大甲區(涵蓋清水街)區長黃呈聰指派中國大陸轉進來台的某人

擠入，楊父被貶為工友。二二八事件中，黃呈聰終因貪瀆跋扈，被大甲區區民放火

燒屋重打未死。父親有一專長，期貨股票解讀分析神準。很多人常詢問他，分紅賺

些外快。母親楊謝玉燕，勤儉持家篤信佛教，教子有方。經台中縣府選為模範母

親。娘家謝氏，世代中醫，醫德醫術高明兼備。 

 

兄弟 楊嘉猷家中上有二姊下有一妹。兄弟共五人，他為老大。二弟楊宏猷，三弟楊献

猷，四弟楊平猷，五弟楊介猶，各有特殊的表現。 

 

祖父 祖父，楊聯科。日治時為秀水公學校副校長。與叔公楊肇嘉情誼甚篤。見圖三 

高個為楊聯科，傍者為楊肇嘉。祖母楊蔡双鳳為清泉崗望族之長女。 

  

叔公 楊肇嘉，為台灣民權運動先覺者。曾任清水公學校教師、清水街街長。曾主導台

灣自治聯盟，為［文化協會］重要成員，推動台灣民權運動，與台灣民權先輩蔡恵

如等人為台灣奮鬥。留日期間大力照顧早期留日藝術學生楊三郎、李石樵、楊英

風、陳夏雨等藝術先輩。日後［台陽展］等本土文藝背後推動甚力。曾被任職台灣

民政廳長。期間不定期暗中招集台灣精英青年，培育台灣主體意識。楊嘉猷受其思

想影響甚深。上面第二圖為楊嘉猷出國留日前辭行時留下的照片，手上抱的是舜恵

與大慶。                                                                                                                          P1  



先祖 楊金波，1882年被清國以第一名選拔為［明經進士］。為欽命二品頂帶按察使司

銜分巡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台灣不以入京科考取官）圖四為皇帝賜扁圖。更早又

有楊清瀾，1864年獲彰化縣學紅榜第九名。家族為務農大地主，文風武德甚勝。 

 

婚姻 妻子，楊王喜美。娘家從商有德。婚後扶佐夫婿得力有方。 

 

子女 長女楊舜恵 YANG,  JENNIFER，美國外交官。巡迴出任台灣、印度、英國、澳大

利亞等世界多地大使館政治部。長男楊大慶 YANG ,DAVID，為高中教師。二女楊

淑惠 YANG,SOPHIA，為傑出急救醫護士及社區大學急救講師。 

    

圖三  圖四 

 

學歷  

1953台中師範畢業。曾得縣長音樂家林賀年，特別獎賞為全縣指揮第一名（唯一）  

1964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畢業。 

1970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研究所公法學碩士、博士班研究所研究二年後赴美。 

 

經歷 

1953-1960 清水國民小學教師。 

1964-1967 省立清水高級中學教師。 

1968-1971 留日華僑聯合總會參事、副秘書長。東京都獅子林餐廳經理 

1971  9月    移民美國。  

1972   台灣同鄉會會員。   

1980    與蔡同榮彭明敏王桂榮及各社團負責人等組團，為台灣移民人數脫離中國，遊說美

國參議院甘迺迪議員與眾議院索羅茲議員。 

1980   洛杉磯台美商會創會理事、副總經理。擔任財務。同年，亞洲商報創立。 

1982 亞洲商報社長。 又，組織台美基金會，任理事。  

1983-1985 美國南加州台灣旅館公會理事、副會長。                                                                    P2 



1983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創會中央委員、南加州分會長及總會會長彭明敏特別助

理、與彭明敏出訪，成立夏威夷分會(1987) 、日本分會(1987) 、巴西分會(1988) 、

阿根廷分會(1989)。 

1984 與蕭泰然、許丕龍、楊子清、陳隆、楊黃美幸、林哲雄、陳昭南等成立北美文藝協

會。 

1985 文藝協會樂團全美巡迴演奏。 於ＤＣ聲援施明德絕食。 

1986 與許信良等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 

1989 受民主進步黨主席黃信介先生之徵召，返台參選台中縣縣長。加入民進黨。因國民

黨之賄選及黑道攻勢，以少數之差不克當選。  

1990 民主進步黨台中縣黨部主任委員。 

1991-1993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僑務部主任、創立美東黨部、美西黨部。（下圖） 

1992 最高票當選台中縣第四選區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  

1993 當選國大代表主席團主席。 

1996 離開台灣，返回美國。 

1988 鶴園老人公寓落成，為股東。 

1998-1999北美衛視電視公司副董事長、秘書長。 

2014 台美人歷史協會創會會長。 

 

 

楊嘉猷的移民生涯       

一 出國之前 1934-1967 

楊嘉猷出生即得祖父與家族之厚愛，接受深厚的日本語文與武士道學前教育，加上

生性聰慧善良，見義勇為，成長過程中，甚得親友師長的特殊禮遇。  

 

二 留日期間 1968-1971    

因日語不比日本人差，又得楊肇嘉的推薦，並得留日台僑富商林以文的賞識，由打

工仔成為秘書，又成為華僑總商會參事與副秘書長，獅子林中華料理店經理，旅日

期間為台日鄉親服務很多。台日斷交後，輾轉來美。 

  

三 移民美國 1971-----至今    

 

Ａ 鄉親關懷開拓期 1971-1980     

移民之初，先以學生身分居留打工，再以開餐館身分取得綠卡。餐館賣出後， 

任職比利華山獅子林餐館經理，又轉入旅館經營行業，生活逐漸得以安定。這期間

與紹光次、楊基定、吳告祖等二十餘人籌組［開拓基金會］，協助鄉親創業。又加

入 ［台灣同鄉會］、［台灣人旅館公會］。約十年間楊嘉猷的主要活動，首在身家

的穩固與同鄉的互助與聯誼。他的事業進展順利，到 1970年代末，台美同鄉之間情

誼與誠信都已建立。此時的台美同鄉多為留學生精英人士，美國式的民主思想已有

心得。加上商旅方便，對台灣本島多有關心。此時本島民主意識逐漸抬頭。高雄余

家橋頭事件讓台美人讓人震驚，愛鄉與關懷是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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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民主與政治思想的萌芽與發展期 1980-1990                                                                 

1980年代楊嘉猷的生活可以分幾方面來描述。 

（一）商業的 旅館生意已有心得，而且逐漸擴張，他的為人積極熱誠得到鄉

親的認同，更在亞洲商報介紹分享旅館經營經驗，教導旅館方法，被譽為［南加州

幫］的旅館專家，得任旅館公會理事與副會長。又 1980年王桂榮、郭三儀、卓敏

忠、丁紹昇、楊嘉猷等十五名（後增至三十名）成立［台美商會］，楊嘉猷負責財

務管理。站在商業基礎故鄉關懷才能得力。當時［台灣同鄉會］、［Chevy Chase］

（王桂榮大股）和［Catalina］兩間旅館提供民主人士接待與安頓，推動民主運動上

有很大的助力。 

（二）民主與故鄉關懷的 台美斷交，加上台灣經濟起色，民主意識抬頭，卻

遭人權不當壓抑與破壞。這種時代背景底下，旅美留學生的學識與財力正好用上適

時。楊嘉猷和許多鄉親人士，在此 1980年代民主與政治思想都萌芽，籌辦了許多與

美國主流政要之間的活動。如：遊說移民法案台灣兩萬名、ＤＣ國會早餐會、ＬＡ

千人甘迺迪總統募款餐會、甘迺迪參議院募款餐會、孟德爾的總統競選演說餐會、

支持布萊德競選市長等。開展了台美人生命另一種型態的活躍光輝。並聲援台灣島

內民主運動、1985為聲援施明德ＤＣ絕食一周、掩護許信良闖關三次未成、舉辦各

種遊行抗議、揭發白色恐怖、令江南案白狼現身等。     （下面圖例） 

1986年台灣仍屬黨禁，當時台美人為了要打破禁忌，5月 1日，與彭明敏等成

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準備建黨後再遷黨回台。此時在台人士，不願海外人士

在他們之先成立大會，並隨即於 9月 27日成立［民主進步黨］。海外人士要回台入

黨又被台灣民進步黨拒絕。彭明敏、許丕龍、楊嘉猷等台美人，見台灣山頭已立，

各有己見，或有相互排擠的現象，只好在洛杉磯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 

（三）文藝氣質的 1980年代，許丕龍有一家餐廳名為［故鄉］，佈置了許多

台美人的活動相片，嚴然是台灣人小博物館，鄉親常在此聚會。剛好此時蕭泰然也

轉到洛杉磯來，於是許丕龍、蕭泰然、楊子清、陳隆、陳昭南，林哲雄、楊黃美

幸、楊嘉猷等人，組成了［南加州文藝協會］。召集了青年男女音樂的明日之星，

演練蕭泰然的音樂，並全美台美人聚集地巡迴演出，串聯各地鄉親情誼。 （下面

圖例） 

 

Ｃ 鮭魚返鄉打拼期 1991-2000 

美麗島事件後，台美人無不關心參與民主運動，也都成為有家歸不得的黑名單

列名之一。1987年蔣經國因見［馬可仕現象］，時勢所需，只好解嚴。1988年蔣經

國去世李登輝執政，黨外人士黑單解除紛紛回國探親。1989年楊母往生，楊嘉猷回

台奔喪。在台灣剛剛成立的民進黨人士紛紛前往慰問。加上楊嘉猷出國之前結交甚

廣，此時親朋好友聞風而來，造成人潮聚集。黨主席黃信介見此現象，徵召楊嘉猷

代表民進黨，競選台中縣長。相互諮商後，楊嘉猷藉此鮭魚返鄉。 

因當年台中縣國民黨紅黑兩派輪流而治，民進黨在彼地還不成氣候。加上國民

黨黑道與賄選，楊嘉猷還是以少數票落選。有一天，他的弟弟楊平猷問他，明明知

道縣長一定選不上，為什麼還要選？他說，犧牲打。這是祖父在他幼童成長時代給

他的自我犧牲的人格教育思想。  



1990年，被選為民主進步黨台中縣黨部主任委員。1991成為該黨中央黨部僑務

部主任，並在美國成立美西黨部與美東黨部。               P4 

1992年，參加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在台中縣第四選區，以最高票當選。次年

被選為國大代表主席團主席。在台北與康寧祥組台灣自治會，任召集人。                    

 

Ｄ 回美退休 

1996年， 他看到台灣經濟一再起飛，民意也不再那麼被恐怖，民進黨的新生代

輩出，而且山頭林立各自主張，人才濟濟，自己老遠而來的初衷不盡相同，如今也

不必派上用場，應可歸去。遂再次告別故里，返回美國。  

1998年 北美世界衛星電視公司改組，應公司董事會的邀請擔任副董事長兼秘

書長。次年 1999年楊嘉猷年滿六十五歲，宣告退休。  

 

Ｅ 最後一件事 

楊嘉猷有一位姨姆表弟＿＿周梁楷。曾留學美國水牛城大學得博士，任職中興

大學研究所教授。周教授經常向他提起口述歷史與影音歷史的時代性，並說起 1960

到 1990年代台灣留學生所創造的台美人歷史，對台灣本土的影響至關重要，其史跡

不可磨滅。楊嘉猷也以此耿耿於懷，與弟弟楊平猷默默收集資料。  

2013年，有周威霖者，會同台美鄉親鄭炳全藥學博士，邀約楊嘉猷共組［台美

人歷史協會］。這一點與表弟周教授意見相近。遂招集過去為民主奮鬥的戰友，於

2014年成立非營利［台美人歷史協會］並為創會會長。他說，這是我們能為鄉親作

的最後一件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圖片說明     

1979年 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國民黨大事搜補，全台風聲鶴唳，台美同胞也恐慌騷

動。這時，華府參議院甘迺迪與眾議院索拉茲頻頻為台灣人發聲，呼籲台北政府公平審

判。台美人各社團開啟融入主流社會的思潮，楊嘉猷也夾其中間。 

1980年 2月 20日，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等事件各員以叛亂罪被起訴 ； 2月 28

日發生林義雄家庭血案；3月 18日又發生陳文成事件。一連串的恐怖事件，楊嘉猷等台

美同胞忍不能忍，各社團齊鳴。於 5月 24日發起千人募款餐會，宴請參議員甘迺迪，感

謝並支持競選總統。（見圖） 

 



圖五 楊嘉猷與甘迺迪     P5                                                                                                     

 

移民配額重要資料 圖六 圖七 

 

台美斷交中美建交後，原來移民配額兩萬名轉移給中國，台灣出生的同胞卻要改配

屬在中國，致使台胞鄉親的配偶、父母、兄弟不能來美團圓。台灣同鄉各社團代表，於

1881年拜會參議院甘迺議員，（上圖）與眾議院索拉茲議員（下圖），遊說商討移民配

額問題 終於 1982年 1月 1日新的移民法案，另外給台灣出生者兩萬名名額。這時台灣

出生的外省籍子弟，過去為了反攻大陸，身分證出生地寫上海或北京或甘肅，享受不到台

灣的名額，只好壓力政府，變更身分證出生欄改為台灣。 此法案連外省籍者也得以獲

益。   

 

下面的上圖六 為蔡同榮的資料 台美人代表與索拉茲商談。圖七 為與甘迺迪諮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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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拜會參議院甘迺迪議員 談移民配額 

  

也因為移民配額遊說成功，這一批如蔡同榮所說的雜牌軍，得到經驗與信心， 而

有［ＦＡＰＡ］即［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於 1982年組成，成為華府登記有案的遊說團體 

這團體至今為台美人完成很多任務。 

如下圖［圖八］，舉辦國會午餐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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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爾國會議員       

    
圖九 孟德爾國會議員，給楊嘉猷的信       圖十 楊嘉猷與吳西面 

 
 

 

FAPA 

 
圖十一 FAPA成員與布萊德市長 談支持市長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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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二 陳文成事件發生後，父親來美國求援助，住楊嘉猷家，楊嘉猷帶他拜訪同鄉會。 

圖十三 舉辦白色恐怖聽證會，前為律師，再為李政一，李被害冤獄多年，受盡刑求凌虐。 

 

   

江南案 

   
圖十四  江南夫人崔蓉芝的報告                        圖十五 白狼張安樂怕被滅口，現身自首。   

 

接待故鄉客 

圖十六 圖十七 

 接待 康寧祥民主訪問團六人行             楊嘉猷與蕭泰然許丕龍等在故鄉餐廳 話故鄉    P9 



圖十八 圖十九 

圖十八。卡大麗娜 CATALINA MOTEL，為楊嘉猷經營的旅館之一。在此接待台灣民主

運動人士，史明、許信良、郭雨新、洪哲勝、田台仁、彭明敏為常客。圖為洪哲勝、田台

仁來訪楊嘉猷夫婦陪伴時所攝。       圖十九 楊嘉猷主持台美商會會議中 

 

 

 

北美文藝協會 巡迴演出 

 

 文藝協會在北美各地巡迴中  

  

 出塲前蕭泰然帶領練習                    P10 



 

 
 文藝協會在北卡州演出場景，蕭泰然、楊嘉猷、楊子清、陳昭南、許丕龍 

 

民進黨海外黨部 
 

      
民進黨美東、美西海外黨部成立時，授旗儀式 

 

 

台美人歷史協會 

 

    
與歷史協會楊文顯採訪江俊輝母親        歷史協會採訪大森花園                        P11 



二二八紀念晚會 

 
上圖楊嘉猷以台美人歷史協會會長的身分參與［二二八紀念晚會］。在記者會上他說，

1945年日本戰敗後，台灣同胞都以為台灣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了。當國民黨的軍隊

來接收時，都以獅隊鞭炮列隊來歡迎。而［國軍］上岸後卻是沒有紀律，無理壓霸。到各

鄉鎮，強開農會穀倉，搶大米，物資整船整船運中國。處處欺壓百姓，開車橫衝直撞，車

禍不理，強姦，白吃白喝，民眾忍無可忍，演變成二二八官逼民反的事件。而事件中又以

殺光台灣精英收場。這種慘痛讓台灣同胞懷疑，到底什麼是祖國？又演變成台灣同胞祖國

認同的問題， 世代悽慘。   詳細請參看吳濁水＝［無花果］ 

他說，歷史不能忘記，故事不能重演。 

又說，還好，台灣同胞善良，在台北建立［二二八和平紀念館］，以和平安息來終結，而

不以大屠殺來紀念。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仇恨收場。錯誤的仇恨教育，而且年年一

再強調，是子孫的悲哀。 

 

策劃追思蔡同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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