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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隔天早晨到達巴西北練港（Porto de Belém, 

Brazil），北練（Belém）是耶穌降生地―耶路撒冷

（Bethlehem）的葡語，靠近亞馬遜河的出海口（Mouth 

of the Amazon River），離大西洋約一百多公里，地理

近赤道、氣候炎熱。欽泰黎明時分，就坐在船首的

儲存救生衣箱上，觀看世界最大河流亞馬遜河淡

水流進大西洋的奇觀。亞馬遜河出海口有數十公里

寬，只見大船前面分成兩色海域，大西洋海水是暗

藍色，亞馬遜河帶有大量泥沙是黃棕色，海水和淡

水顏色分明。大船停在離碼頭不遠的北練港中，欽

泰第一次見識到船員如何走私：大船朝岸方船舷這

邊的吊架，正忙著上下裝卸貨物到小接駁貨船，從

岸邊看過來是正常的貨物上下作業；然而，朝亞馬

遜大河船舷這一面，從岸邊看不見的地方，卻駛來

一艘豪華的快艇，一位香港的船員從大船垂下一條

繩索，然後拉上一包塑膠袋（金錢），不久之後，

數位船員又垂下數包大塑膠袋（貨物）到遊艇；顯

巴西見聞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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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罐，正在和老闆講價，欽泰上前看了瓶子上貼紙

寫著「Guaraná」，船員說這是當地天然的男人強

壯劑、效果顯著，還比了男人看得懂的手勢；欽泰

心想自己還用不著，不用買了。

　　傍晚大船啟航沿巴西海岸線南行，開往巴西的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再下一個港口就是巴西

的聖多士港（Santos），到巴西的台灣旅客全部在聖

多士驗關下船，然後大船繼續南下到終點港口阿根

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從北練港口到

里約熱內盧港口，大船航行了 7、8天，因為順著

海岸線不遠處來航行，波浪不大、船隻平穩。

　　「愛哭仔」和表姊林老師前往布宜諾斯艾利

斯，「阿玉仔」、「心埔仔」和欽泰母子都會在聖

多士港下船。因為下船離別的日期將近，「阿玉仔」

比較含蓄，欽泰雖能夠感受到她的情意，但是和欽

泰單獨相處的機會，總是被比較敢的「愛哭仔」搶

走。航程後期，欽泰的節目變成每天午餐後，固定

而易見這是正在進行走私交易，先點收金錢然後再

交貨。後來欽泰偷偷問香港人領班「阿 Sir」那些

是什麼貨品？他沒講話，只指指手腕上的「手錶」。

　　午餐後欽泰母子付了一點錢給船梯旁的巴西警

衛，搭乘小交通船到碼頭，然後步行到不遠處的、

搭著帆布帳幕的露天市集。這個市集販賣的商品種

類繁多，水果、魚、肉、藥草、活鳥、蜥蜴、蛇等

都有賣，很多是欽泰從沒見過的。這裡的椰子水用

開山刀三、四刀削掉頂蒂，插根吸管就可飲用，微

甜帶點椰香，很是順口解渴。亞馬遜河特有的食人

魚（Piranha），身體草色，下巴紅色，上下兩排三角

形利齒，萬一人獸不慎掉進這種食人魚群的水域，

不多時就會被咬食成白骨。聽說每年都有數百人被

咬傷，數十人甚至被咬成白骨。欽泰買了一隻栩栩

如生的食人魚標本，準備讓母親帶回台灣炫耀。經

過一家藥草攤，擺了很多當地的藥粉和生藥草；只

見幾個香港船員，每個人都持著數瓶黃棕色藥粉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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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再久人家也會找到台灣家裏。」欽泰膽大心細、

志在四方，怎肯被家室所困，這當頭棒喝，敲醒了

欽泰色咪咪的念頭；再被「愛哭仔」拉去談心，只

敢拉拉小手、親親小嘴，不敢再擁抱愛撫；「愛哭

仔」也感受到欽泰的變化，舔著欽泰耳朵嬌喘著說：

「呆頭鵝。」當時台灣正流行香港梁山伯與祝英台

的黃梅調，這一場景正是這歌詞的寫照。

親人重逢聖保羅與大兄的台獨經歷

　　大船在黎明到達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意即

「一月之河」）的外海，遠遠就看到海灣裏有座仰首

的烏龜小島—麵包山（Sugar Loaf, Pão de Açúcar），進

到里約港灣抬頭看向市區，就看得到基督救世主

像（Christ the Redeemer statue, Cristo Redentor）在不遠山頂

上。里約熱內盧是巴西次於聖保羅市的第二大城

市，港口是當時南美最大深水港，是南美次於聖

到陳老師的「台灣講古的時間」報到；晚餐後帶母

親繞著前後甲板散步，天色全黑就帶她到餐廳參加

婦人開講；然後就到後艙遊樂室打紙牌、玩象棋，

「愛哭仔」就會藉機拉著欽泰，到船尾救生衣箱或

船側救生艇邊的暗黑處談情說愛。巴西地處南半

球，季節和台灣相反，8月是冬季，晚上 6時就開

始暗下來，在巴西北部的海上並不冷，內衣加襯衫

就足以禦寒。一對血氣方剛的少年男女在一起，剛

開始一定是來電或看上眼，再來牽牽小手，其次親

親臉頰，再次喇舌，然後愛撫，最後意亂情迷寬衣

解帶，做愛做的事。欽泰母親見愛子和「愛哭仔」

愈來愈黏，船上有很多暗黑的地方，遲早會發生踰

矩之事，所以再次嚴詞教訓欽泰說：「你剛高中畢

業沒有一技之長，連養自己都養不起，到巴西後語

言不通，前途困難重重；母親會支持你去美國念大

學，現在絕對不可以和台灣女生發生親密關係，以

免女生父母找你負責，萬一你和女生有了孩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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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港口的第二大貨物商港；大碼頭的吊桿林立，

貨物進出口頻繁，欽泰搭乘的大船就停在碼頭岸

邊。雖然巴西 8月底還是冬天，但是里約熱內盧一

點也不冷；里約是世界聞名的觀光景點，早上大部

分各國的旅客在此下船，台灣到巴西的旅客則是在

次站聖多士港下船。船員的走私，在里約港口規模

更大於在北部的北練港。大船靠岸這邊，官方的

吊桿不停的裝卸貨物；另一邊走私小艇靠著船邊，

船員一大袋一大袋的垂下日本的手錶、法國的香

水、美國的鋼筆等等。欽泰的大兄連夜從聖保羅市

坐 8小時的巴士（ônibus）趕來里約相會，三人 2年

不見很是興奮，大兄比以前較黑也更結實，因為聖

保羅市是山城，他每天走上走下，身體比在台灣還

好。下午大兄帶路去基督救世主像參觀，從科科瓦

多山腳（Corcovado）坐小火車上 710公尺的山頂，再

爬二百多階梯，才到基督像底座；基督身著白袍、

雙手張開面向海港，底座周圍可以遠眺麵包山、

聖保羅市中心大教堂

聖保羅市中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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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籍的大船「居家蘭加號」（Tiitjalengka）中

午時分終於到達聖多士港口，大船停靠在碼頭岸

邊，所有到巴西的台灣旅客全部在此下船驗關。聖

多士（Santos）就是葡萄牙語「眾神」的意思，此港是

南美第二深水港也是第一大貨港；巴西的農產品如

咖啡、大豆、糖等大宗貨物大都由此出口；南美洲

的內陸國家如玻利維亞（Bolivia）、巴拉圭（Paraguay）

進出口產品大都由此港口作中轉站。在聖多士港外

海遠遠就看到一長列吊桿分布在碼頭上，大煉油廠

就在左近，旁邊有數十個灰色圓型大儲石油槽；海

岸線往內陸一些，是西拉地媽（Serra do Mar）山脈，

往西蔓延約 70公里的群山之後，就是海拔 800公

尺的巴西第一大城市聖保羅市（São Paulo）。入境巴

西很簡單，在護照簽證上蓋個章，夾一張通知單，

在一個月內到移民局辦永久居留身分證就可以了。

出海關時，大兄和大嫂已在入境管理局出口等待，

大兄付一點咖啡錢（tomar café）❶給海關代辦提領行

里約市區、依巴內馬（Ipanema）海灘、科巴加巴那

（Copacabana）海灘等，景色非常美麗，這個基督救

世主像面對的城市，是欽泰沿途所經過各國的城市

中最漂亮的一個。但是很諷刺的對比，在基督救世

主像身後是一大片貧民區（Shantytown, Favela）。大兄

就講了一個巴西冷笑話：「耶穌基督看得到的地方

都是富人，看不到的地方都是窮人。」

　　當晚大兄就坐巴士回聖保羅市，準備後天去聖

多士港接大家下船。隔天黃昏時分大船就開往聖多

士港。當晚「愛哭仔」和欽泰在救生艇邊的暗黑處，

緊緊擁抱在一起訴說離別之情意，互相留下將來通

信的地址，這段短暫的愛情就此暫告一段落。隔天

早餐後大家就依依道別，兩個月的日夜相處，雖然

來自不同的背景，到異國追求不同的目標，不管自

稱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台灣人或中國人」，

大家來自同一個故鄉—台灣，自然產生像自己家

人的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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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ça da Se）廣場還不到一公里。第二天早上，大

兄準備了巴西式早餐讓母親和欽泰嘗新，法國式小

硬麵包（Pãozinho）、濃咖啡（Café）、牛油（Manteiga）、

煎蛋（Ovo frito）、火腿肉（Presunto）、水果（Fruta）這

些是巴西清淡早餐必備的。當中，小硬麵包是巴西

人早、午、晚三餐必備之食物，外皮硬脆、內餡綿

密、微鹹非常好吃，它的價錢便宜，由政府規定全

國一致的公訂價。

　　早餐後大兄就帶欽泰去布拉薩達謝廣場附近，

詢問葡萄牙語和英語的補習班課程，剛好 9月第一

星期有新班開課，就決定星期一、三、五下午唸葡

語，星期二、四晚上唸英語。當時巴西政府歡迎移

民，世界各國的新移民絡繹不絕，葡語補習班有其

需要；英語補習班則是附近上班族下班來學習。補

習班離大兄住所，步行不到 15分鐘，從此欽泰很

認真的學習葡語和英語。葡語聽起來比英語好聽，

聽得清楚就能書寫；但葡語的文法對欽泰而言，比

李，海關官員辦事官僚，再加上入境人多，拖到天

黑才領到行李。

　　車子開出聖多士市區，馬上見到一條火龍從山

腳下燒到天際，原來是數條並排的大石油管線沿著

山壁延伸上山，隨著石油管線每隔十幾公尺就有探

照燈照射在油管上，晚上看來就是一條壯觀的火

龍。車子盤旋在火龍左右的山路上，在山腳下還感

到悶熱，越往高處氣溫越低，到山頂時已冷到需要

加穿冬衣。車子在暗黑的山區開了一個多小時，才

見到遠處一望無際、燈光高高低低的超大城市，再

開了一個多小時，將近半夜才到達聖保羅市中心的

大兄住處。

　　欽泰大兄住在聖保羅市中心的自由區

（Liberdade），當時的台灣還在蔣介石和蔣經國的軍、

警、特之威權高壓的戒嚴時代，台灣就是一個不自

由的大監獄，欽泰兄弟算是「投奔自由」。大兄的

公寓（Apartamento）離聖保羅市的中心點布拉薩達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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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elepípedo）舖排而成。巴西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

地，是中南美洲唯一使用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的國

家，巴西是移民國家，人種歧視較低。上層社會以

白人為主，中層社會以日裔、混血咖啡色（café com 

leite）❷為主，勞工階層很多來自中北部較貧窮各州。

巴西政府行政效率不彰，政府和天主教的假日特別

多，在公家辦事大都需要代辦（Despachante），凡事

是「明天」（Amanhã），不能等也得等，很多事情

小小咖啡錢（紅包錢）就能解決問題。

　　欽泰大兄張瑞豐精通日文，在台灣常偷聽短波

日本廣播，也常看日文雜誌，於 1963年夏天在日

本等荷蘭船去巴西前，到日本橫濱（Yokohama）山下

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❸辦公室拜訪廖文毅大

統領，剛好廖文毅不在。欽泰大兄步出臨時政府辦

公處時，在附近恰好碰見台南人舊識翁天德，他鄉

遇故知很高興地到附近咖啡館敘舊；後來在出發巴

西之前又見了幾次面，翁天德坦承他是台灣獨立

英文還難；葡語很多捲舌音，欽泰從沒學會；L和

R、T和D的音色分不清楚，發音講話就口舌不清；

倒是一般巴西人對外國人較有耐心，破葡語加上指

手劃腳，還能溝通。

　　大兄就講了一則台灣新移民的笑話，就說某同

鄉幾個月前去聖多士港接太太下船，先去巴西餐館

吃午飯，要點菜又講不清楚，跟服務生（garçom）魯

了很久，最後氣起來就台罵「幹×娘」，服務生

就說 tem（有），馬上端了「雞肉」（galinha）出來；

他還想吃魚，跟服務生又魯了一會，最後又台罵

「駛×娘」，服務生也回說 tem（有），又馬上端

來沙丁魚（sardinha）；這則笑話在鄉親廣為流傳，

所以台灣人在巴西是餓不到的。

　　聖保羅市方圓 60公里，建在海拔 800公尺的

高原上，地形是高高低低的丘陵地，市區公共交

通工具大都是輕軌的電車（車頂上有電弓壓著高壓電線

來取得電源）和柴油巴士，道路是羅馬式長方形石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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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兩小時就回家吃；母親到來後，每天午、晚餐

都有鄉親來訪，母親教大嫂做菜，大飯桌每餐都坐

滿了鄉親，尤其晚餐後就是大家談論故鄉台灣的時

間。1960到 1980這二十年，大量的台灣鄉親移民

到巴西，每家都有辛酸艱苦的過去，第一就是語言

文字問題，台灣人學習葡萄牙文根本沒基礎，比學

英文困難得多；第二是風俗、文化、習慣完全不一

樣，要融入也很困難，還好台灣人適應能力和堅忍

的個性，世界超強，沒有幾年很多移民闖出一片

天。

巴西風情與台灣人的事業

　　1965年的巴西物資很便宜，欽泰出國時是

四十元新台幣換一美元，而一美元的巴幣古魯遮羅

（Cruzeiro，1994年 7月 1日改為 Reais）大約能買三隻大公

雞；水果、雞蛋等大多是以「打」（12 dúzia）為單

組織「台灣青年會」❹的秘密幹部，有鑑於在日本

的廖文毅臨時政府，被蔣家國民黨特務的滲透和分

化，他希望大兄到巴西後結合有台獨意識的同鄉，

在巴西成立不隸屬日本的當地台獨組織，他會寄台

獨刊物給大兄分發。

　　大兄在台灣時喜歡攝影和打獵，經常騎著摩托

車結交各縣市攝影和打獵朋友，並替法醫到各地拍

命案相片。離開故鄉前，大兄曾在高雄開過一家照

相器材行，買賣、修理相機，和沖洗黑白、彩色相

片。因此，在日本數月等巴西簽證時，有機會到

Nikon相機廠受訓，到達巴西後，就去聖保羅市的

Nikon總代理日本商社上班，專門修理照相機。早

期移民巴西的男生，都有一個綽號，大都是以他的

職業、特徵、住所來取號，後來大家只記得他的綽

號，反而不記得名字。大兄因為以修理照相機為

業，綽號就叫 CAMERA張。

　　本來大兄就很好客，上班地點離家很近，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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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喝 100加侖可能都不到一湯匙的瓜拉娜粉，安

心啦！

　　街頭巷尾還有一種小吃店叫「吧士的拉利亞」

（Pastelaria），專門賣巴西傳統小吃：「Pastel」、

「Esfiha」、「Kibi」等，同時賣椰子水、現榨水

果汁和甘蔗汁。Pastel是以約二吋的麵包皮切成正

方形，內餡包起士（queijo）、碎牛肉（carne moída）、

雞塊（frango）或小蝦（camarão）等，用植物油炸至表

皮焦黃。Esfiha這種小吃源自中東，巴西有很多敘

利亞（Syria）和黎巴嫩（Lebanon）的移民，將他們的

飲食文化帶入巴西，造成巴西小吃的風潮；Esfiha

就是包成三角形的小披薩（Pizza），內餡是包披薩

的佐料，經過烘烤內餡稍油多汁，不像披薩表皮是

乾硬的，另有風味。Kibi也是中東傳統小吃，以碎

牛肉加洋蔥、青蔥為內餡，外皮以小粟米裏住，再

以植物油炸熟，非常好吃。巴西北部盛產椰子，公

路上經常看到大卡車載滿著青綠色的大椰子，依產

位，蔬菜是以「盤」（prato）或公斤為單位。咖啡

店 &小吃店（Bar）在巴西全國最密集，不管是大小

城市、商業區或住宅區，每個街頭巷尾一定有一

家；咖啡店 &小吃店一定賣小杯濃咖啡（cafezinho, 

café expresso）、甘蔗酒（pinga）、冷飲和輕食。巴西的

甘蔗酒有數十種品牌，酒精含量非常高，比美台灣

的高粱酒，一般在36%到48%（alcohol by volume）上下，

微甜有甘蔗的香味，價錢很便宜，造成很多酒鬼

倒在路邊；有種檸檬甘蔗調味酒叫「Cachaça com 

limão」，即以一份甘蔗酒加一份青檸檬汁，再加

點白糖混合，稍微冰鎮搖一下，非常爽口，只是要

小心酒醉。冷飲最普遍的是可口可樂（Coca Cola），

其次是亞馬遜河的瓜拉娜（Guaraná）飲料。欽泰曾

問大兄，大船停在北練港（Belém）時，香港船員大

買特買瓜拉娜粉說是很有效的男人強壯劑，那巴西

男生在街上不都是硬綁綁的，大兄回說瓜拉娜粉是

有功效，但是市面飲料是糖水加瓜拉娜香精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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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一個 40、50公分，台灣木瓜一個才不到 20公分，

剛好一個人吃，甜度也比較高；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台灣木瓜（Mamão Formosa）打出了名號，在巴西水果

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另有一批台灣長老教會信徒，

聚集在聖保羅州的慕義（Mogi dás Cruzes），大家採用

台灣技術大量種植草菇，價廉物美年年增加市場佔

有率，沒幾年就超過日本人，取得草菇王國之位。

　　巴西的貧民主食是黑豆飯（feijões pretos com 

arroz），灑上樹薯粉（mandioca），就是可口營養的一

餐。中上階層就吃有肉的黑豆飯（feijoadas），黑豆

加香腸、鹹肉、豬尾、豬腳，煮得爛熟，配上白飯、

甘藍菜（couve），也是道地的巴西美食。巴西人吃

很多紅豆和黑豆，所以用高壓鍋快速煮爛，在當時

是很聰明的煮法；白米加點鹽和沙拉油，用高壓鍋

來煮，白米飯 Q彈好吃。巴西燒烤（churrasco）是世

界有名，以香腸和牛、豬、雞、羊各部位沾鹽巴燒

烤為主。在通往各外縣市的高速公路，每隔 20、

地的不同，有些淡淡無味，有些帶點椰香，喝完了

椰子水，可以叫店家大刀一揮，斬開椰子殼，嫩椰

子有一小層軟滑的椰子白，老椰子就有一層硬厚的

椰子白，牙齒堅硬的話，當零食還不錯。巴西的水

果多樣又豐富，如橘子（laranja）、木瓜（mamão）、

芒果（manga）、李子（ameixa）、桃子（pêssego）、葡

萄（uva）、百香果（maracujá）、無花果（figo）、柿子

（caqui）等等，一般人會叫二、三種水果混合的現

榨綜合果汁（suco mistos）；甘蔗汁（suco de cana）則是

整枝的甘蔗，用壓榨機器壓出，再濾過粕渣，喝起

來非常的甜。

　　台灣人在巴西的農業上也貢獻良多。1960年

代有一批台灣人到巴西北部巴伊亞州（Bahia）、西

基倍州（Sergipe）等地種椰子樹，椰子整個都可利用，

椰子水消暑止渴、也可製酒；椰子白可製油，也是

蛋糕材料；椰子殼的纖維燒成木炭則是很好的活性

炭原料。他們同時也種植了台灣品種木瓜，巴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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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絲巾、髮夾、東方小飾物等，但她們因為先生

薪水大多是月領 2次薪水，所以多是分期付款；台

灣人很聰明，讓顧客可以分 4期、6期或 8期，但

是首款大多數就是本錢，利潤非常高，分期的餘額

等於就是全賺的；因為去收分期餘額，又可以賣新

貨，客戶又會介紹親戚朋友，生意就愈做愈大，一

般不到 2年就有本錢去租店，做自己理想生意的老

闆，再過 2、3年就有資金買住家或商店了。

　　「跑單幫客」的生意跟「提包客」的生意息息

相關，提包客需要跑單幫客的貨源，跑單幫客需要

提包客來推銷其貨品。提包客只要刻苦耐勞可以無

本做生意，因為台灣人當時出門在外，互相信任、

互相扶持，提包客向跑單幫客拿貨，有 1個月的欠

帳期，或是欠新帳需把前舊帳付清，大家講信用，

巴西錢大家賺。但要做跑單幫客就要有點資本了！

早期巴西跑單幫客是坐飛機去日本或香港辦貨，坐

船隨身把貨品當行李帶回巴西，付點咖啡錢給巴西

30公里的加油站旁，大多附設巴西燒烤餐廳，招

牌上會寫著佳烏丘（Gaúcho），座位都有 200、300

人以上。服務生到座位前，一手持著肉串按在客人

的盤子上，一手持著利刀隨著客人的意願切下大小

塊，價錢是以人頭每人多少算，很多人不顧食量猛

吃，難怪巴西中產階級大都吃得圓滾滾的；後來很

多巴西燒烤餐廳改為以重量計價的方式，即以每盤

不管何種肉類、蔬菜通通稱重來算，比較不會浪費

也經濟實惠，漸漸蔚成一股風潮。台灣人移民之

後，創設披薩（pizza）吃到飽連鎖店，新竹米粉推

展成很受歡迎的食品，也算是台灣之光。

　　1960年台灣南部開始有人經由日本移民巴西，

到 1970年巴西大約有二、三萬台僑；台灣人來到

這個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一樣的新國家，除了專

業人士之外，大多數新台僑投入兩種行業，一是

「提包客」，二是「跑單幫客」。提包客就是經營

上門售貨的生意，一般中產巴西家庭主婦喜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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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人大多信天主教（Católica）和福音基督教

會（Evangélica Cristianismo），很多人同時也信仰，從

非洲 16到 18世紀黑奴時代傳過來的巴西多神教

（Candomblé）。這巴西多神教有的拜正神，如聖人、

水神、印第安神、牛仔神、小兒神、醫神等；有的

拜邪神，如魔鬼、撒旦、小鬼等。這多神教的儀式

先是燒特殊的香粉，再點燃白、黑、紅、黃、青、

藍、紫七色蠟燭，數個鼓手手擊非洲式的立鼓，眾

信徒集體開始吟唱，並慢慢踏著特殊的舞步舞蹈，

前面的祭師彎著腰、口吸著雪茄，慢慢地小口啜飲

甘蔗酒，不多一會祭師的身體急促的搖晃了幾下，

海關人員，減稅或免稅把貨品領出；這種飛機去、

輪船回的模式，跑單幫客一年最多走 5次；後來進

步為坐飛機來回日本或香港，貴重貨品隨身攜帶，

一般貨品由貨輪後送。因為巴西不開放進口，造就

了一批走私大亨。到了 1970年代，巴西已不歡迎

台灣人移民，移民重鎮轉移到巴拉圭（Paraguay）。

因為巴拉圭允許貨物進口，台灣人在巴西和巴拉圭

邊界、伊瓜蘇市（Foz do Iguaçú）旁邊，造就了巴拉圭

東方市（Ciudad de Este）。台灣單幫客在東方市設立

據點，因為巴拉圭東方市是內陸城鎮沒有海港，貨

品由巴西聖多士港（Santos）進口到東方市，再由單

幫客走私回巴西。

伊瓜蘇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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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為期 6天，但商家大都休息 10天，大

家去跳森巴。嘉年華也有人叫狂歡節，以里約熱內

盧（Rio de Janeiro）的遊行隊伍和森巴舞群最盛大。一

個森巴舞群（Samba Clube）最少有幾百人，有的上千

人，舞群遊行各有其主題，配套的道具、服裝都是

窮極奢華，表演、音樂、舞蹈都要配合一致；各隊

森巴舞群在嘉年華都參加比賽，數種獎金如服裝、

舞步等獎都很豐富；數百公尺遊行路徑的兩邊，

築有數層的看臺，人山人海的擠滿了世界各地觀光

客。

　　在世界各大電視台的現場直播下，各舞群跳著

森巴、卯足了全力隨著森巴音樂慢慢前進，尤其女

舞者（除了穿道具服裝之外）身材美妙、該凸的特凸，

大都穿牙線比基尼（fío dental bikini）或是穿糖加比基

尼（tanga bikini）熱情奔放地舞蹈，有些上空半裸、

有些基至全裸，真是非常養眼。因是狂歡節，很多

陌生人乘機做愛做的事，每年嘉年華後，在海邊、

然後主神附身，祭師的聲音和口氣馬上改變，和台

灣的宮廟乩童起乩很相似；如果是小兒神附身，則

祭師會不時吮吸大姆指，做出一些小孩子的動作；

附身的祭師會應信徒要求指點迷津、治病、驅魔、

排解困難等等。

　　台灣人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娶嫁台灣人，但是

大部分的台灣人第二代多是自由戀愛、亂愛，經常

聽到某某人的兒子被巴西女生請祭師作法迷住了，

其實是巴西有太多的面目姣好、身材健美的漂亮女

生。巴西男女老少大都會跳森巴舞（Samba），森巴

舞也是黑人奴隸帶進巴西，腳步、節奏輕快活潑，

屁股搖得像電動馬達；普遍到街頭巷尾只要幾個人

聚在一起，沒有正式樂器，只要一個人敲著紙箱、

木板或小火柴盒，大家就可以在街上跳森巴舞。從

復活節（Easter）51天前的星期五下午開始，世界聞

名的巴西嘉年華（Carnaval）在全國各大城市舉行，

從這天一直持續到復活節前的第七個星期三（Ash 



102 103刺蔣，鎮山

近攻遠傳行雲流水，做球靈活、射球門神準，不愧

一代球王，欽泰是他忠實的粉絲。

入境隨俗

　　大兄公寓外面的街道，每一個星期日固定有民

生用品市集（feira），這市集佔有 4條街之大，販售

新鮮的水果、蔬菜、海鮮、鮮肉、醃肉、米麵、廚

房用品、小吃、飲料、衣服、化妝品等生鮮百貨。

一個小攤位由二塊 2公尺乘 1公尺的木板橫排，高

度約 1公尺，貨品擺在四公尺的木板上面，上頭架

有帆布遮陽遮雨。市集的模式是全國性的，作為彌

補市場和超市的不足。市集工作者（feirante）一周工

作 6天，每天到不同社區固定的街道擺攤。大兄的

一位王姓朋友叫費拉王（Feira王），他有一個水果

攤位，欽泰為了體驗市集工作的辛苦，特地花費數

個週末跟費拉王去叫賣水果。凌晨 3時多，欽泰已

路邊、森巴俱樂部內會清出數十萬用過的保險套；

嘉年華 8、9個月之後，巴西都會有數萬不知父親

是誰的私生子誕生，還好巴西未婚生子、單親女生

養育子女很是普遍。

　　巴西是足球王國，每個人都瘋足球，每個人都

有自己屬意的球隊，小街小巷都有人佔著街道踢足

球，大家閒聊都是足球經；大城市都有容納數萬人

的大球場，每逢週末球賽時，球場是座無虛席，街

頭行人稀少，大家都在家裏或咖啡&小吃店（Bar）

看電視直播，直到球賽結束，整個城市才會甦醒過

來。政府還做大組頭、經營足球簽賭，官方開設足

球大家樂（Lotería Esportiva），從全國各州挑選 13組

足球比賽猜哪隊贏球，每星期開獎，每星期都有百

萬富翁。巴西在 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

年、2002年五度贏得世界冠軍。欽泰在 1965年到

達聖保羅市，每日都會看一段電視直播的足球賽，

當時球王比利（Pelé）紅得發紫，他腿功、頭功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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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隨時間和客人流量向下修改，巴西人一般會

一攤一攤比價，認為合理就買不會殺價。8時到 10

時到處人擠人，大多是家庭主婦拉著費拉車，橘子

一買 3、4打，葡萄 2、3公斤；老客人一到，費拉

王親自服務，1打橘子多加 1、2顆，1公斤葡萄多

給一串，有效地拉攏客人；欽泰跟著費拉王招呼客

人，幫著裝塑膠袋，也是忙得團團轉。10時一過

人群開始減少，橘子和葡萄的賣價開始下降；市集

一過中午就開始收攤，那時水果也快賣光；下午 1

時貨車進來收回攤位器材和水果空木箱，下午 2時

才回到大兄家裏。從幾次幫費拉王賣水果，欽泰才

體會到為求糊口是要付出時間和勞力，做生意要懂

得如何訂價、降價和促銷，要賺錢貨物品質要好，

更要好好服務客戶。

　　大兄週末或假日都會帶家人、母親和欽泰，

拜訪朋友或參觀各地名勝景點。這次去參觀「伊

比蘭加」（Ipiranga）區。1822年 9月 7日，葡萄牙

在大兄自由區（Liberdade）公寓路邊等候，費拉王開

著一輛貨車（caminhão）、載著一位巴西助手，欽泰

一擠上駕駛艙，貨車馬上開往聖保羅市大批發市場

（CEASASP），車行不到 40分鐘，就到達燈火通明

的大批發市場，這是當時供應數百萬人口、最大的

蔬果集中地。

　　圍牆裏面幾十棟開放式倉庫，按不同貨品類別

而分區，當天費拉王選了幾十箱的橘子（laranja）、

十幾箱的葡萄（uva），1個小時已經裝上貨車，不

到清晨 6時就到達當天設攤的街道。費拉王和助手

很快地卸下攤位的木板、支架、帆布和幾十箱水

果，助手把貨車開去附近停車場，欽泰就幫費拉王

架攤位、擺橘子堆和葡萄堆，在四周放上數疊塑膠

大淺碟，供客人挑選水果；用粉筆在價格板上填上

橘子 1打 XX cruzeiro、葡萄半公斤 XX cruzeiro，

賣價是以大批發市場買價的 3倍來訂價。6時半不

到已準備就緒，早客也陸續到來。剛開市訂價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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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o sol da Liberdade, em raios fúlgidos, 

　　（自由的光芒照耀著我們，）

　　Brilhou no céu da Pátria nesse instante.

　　（此刻照亮了巴西祖國的天空。）

在在彰顯東貝都一世，在伊比蘭加宣布巴西從葡萄

牙獨立的情懷。令欽泰非常欽佩東貝都一世的一

點，就是他貴為葡萄牙帝國王儲，竟為了巴西這塊

養育他之地而宣布獨立。

　　欽泰每星期二、四晚上，在布拉薩達謝的英文

補習班男女同學，大多是附近銀行和辦公大樓的

年輕職員，下班後來上課。5點半到 6點半是初級

班，7點到 8點是中級班，兩班同一個英文老師，

是聖保羅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的美國男學生開課，欽

泰是初級班和中級班都上課。巴西同學對欽泰都很

友善，大家課後大多會到樓下大街咖啡 &小吃店

（Bar）吃點心、喝濃咖啡（cafezinho），順便以英語

王儲東貝都一世（Dom Pedro l）在「伊比蘭加」河畔

騎馬拔劍宣誓「不獨立，毋寧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正式宣布巴西從葡萄牙殖民地獨立為巴

西帝國❺；1831年其子東貝都二世（Dom Pedro ll）在

巴西繼位，1889年巴西帝國被推翻，由君主立憲

體制轉變為共和政體直到現在。「伊比蘭加」區

（Ipiranga）離聖保羅市中心才十幾公里，區內有一

處「獨立紀念碑」（Monumento do Ipiranga），這是東

貝都一世宣布巴西獨立之處，也是他和妻子埋骨之

處。

　　巴西國歌（Hino Nacional Brasileiro）第一節：

　　Ouviram do Ipiranga as margens plácidas, 

　　（在「伊比蘭加」平靜的河岸上，）

　　De um povo heróico o brado retumbante, 

　　（響起了民族英雄的呼聲，）



108 109刺蔣，鎮山

邊撒嬌，欽泰上前摸摸狗頭就友善了。瑪利亞上有

大姊嫁去外州，下有弟妹住在農場，她的父母年約

四十多歲，很熱情的歡迎欽泰。黃昏時瑪利亞挑了

一匹較溫馴的小馬，先在馬背上放上氈子，再放上

馬鞍束緊腰帶，讓欽泰騎馬。那是欽泰騎馬的初體

驗，連踏上馬蹬、蹬上馬鞍都有困難；瑪利亞自己

有一匹愛馬，上下馬鞍快速俐落，當欽泰勒緊馬

繮，一步一步慢走、學習平衡時，瑪利亞則是放馬

急馳。

　　當時巴西農場，如果距離公路稍遠就沒有水

電，但瑪利亞家的農場主屋，磚牆紅瓦，衛浴、

水電俱全。女傭以大陶罐煮了道地巴西黑豆飯

（feijoada）為晚餐主菜，內有黑豆、豬腳、豬耳、豬

尾、香腸、鹹肉等煮得爛熟，米飯是白米和細洋

蔥酥煮成，配菜是炸豬排、炸樹薯、和炒甘藍菜，

再來是水果、甜點、咖啡，非常豐盛可口的正式巴

西晚餐。農場沒有 TV，大家聊天一會，就各自回

參雜葡語聊天。

　　不久一位初級班的女同學名叫瑪利亞（Maria）

和欽泰談得來，慢慢的瑪利亞和欽泰單獨談話居

多，最後發展成為男女朋友。瑪利亞是義大利人

後裔，留著黑棕色長髮，身材健美豐滿，年齡和

欽泰相仿，她在附近的巴西銀行（Banco do Brasil）上

班，存錢準備晚上讀法律。她借住在市中心不遠的

親戚家裏，父母在聖保羅州索羅咖麻市（Sorocaba）

有個農場，她經常星期六早上回家，星期天晚上

趕回聖保羅市。12月夏天（北美和南美季節相反）一個

星期六清晨，欽泰和瑪利亞從聖保羅市客運總站

（rodoviária），坐 2小時長途客運到索羅咖麻市，再

坐 1小時公車到郊區某小路口，走了大約半個鐘頭

才到瑪利亞父母的農場。

　　她家養牛、養豬和種一些水果，算是中等農

民。進入鐵絲網圍著的農場，一群土狗吠叫衝向欽

泰，瑪利亞嚇喊幾聲，這群土狗就依偎在瑪利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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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青年》❻台獨刊物，讓大兄分發給各地台灣鄉親。

1966年 2月中旬，大兄開車去里約熱內盧分發《台

灣青年》，順便帶母親和欽泰去遊玩。清晨從聖保

羅市出發，由開往里約熱內盧的主要幹道—杜都

拉公路（Rodovia Presidente Dutra）北上，車行約 3小時，

到達巴西天主教最多信徒的大教堂所在地（Basílicado 

santuário nacional de Nossa Senhora Aparecida）—阿巴雷西

達（Aparecida）。

　　1717年 10月，3個漁夫在阿巴雷西達附近的

河流捕魚前，祈求聖母贈與豐富的漁獲。漁夫們首

先用漁網撈到一尊黑色陶土的無頭聖母像，隨後他

們漁獲滿載，後來也撈到深棕色的聖母頭。其中一

位漁夫將聖像帶回家修復供奉，慢慢地同個村莊中

有許多人來參拜，開始有人得到神蹟，其後，黑聖

母像移到村裏教堂，神蹟顯現也愈來越多。1834

年移到一座更大教堂（舊教堂），還是容納不下各地

來的信徒望彌撒；1955年教會開始在村外建造一

房早早入睡。欽泰和瑪利亞同房，一番恩愛共枕到

雞鳴。早餐的牛奶、雞蛋、乳酪、香腸還是自家農

場生產的。早餐過後，瑪利亞的父母、弟妹、女

傭和一些工人，就一起去小鎮的天主教堂做禮拜；

欽泰和瑪利亞留在農場騎馬閒逛。在農場裡可以看

到豬舍裏有黑豬、白豬不同品種，乳牛則是養在牛

舍裏，肉牛是一群一群在農場隨處吃草。瑪利亞帶

欽泰來到農場內的小河邊，一處水深及胸、水流不

急、她家人常來游泳的地方，這個季節河水稍微黃

綠混濁但並不冷，遠近沒有旁人，兩人就脫光了衣

服，跳進河裏戲水游泳。這是欽泰第一次赤裸在大

自然陽光下；瑪利亞堅挺豐滿的雙峰、迷人的曲線，

在大自然陽光之下是如此健美。

里約熱內盧見聞

　　每 1、2個月日本就會寄來一堆新的日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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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新教堂，預期同時容納四萬五千人望彌撒；從山

上舊教堂到山下新教堂，建有一座數百公尺長、上

百公尺高的人行水泥橋；1966年，我們遠望還在

建造中的新教堂，雖然只建成一部分，就已顯得非

常壯觀宏偉。大兄帶母親和欽泰到供奉黑聖母像的

舊教堂，旁邊有個大廳，堆了不少舊拐杖、舊輪椅，

牆上貼了很多相片和手寫的感謝信；母親也在她所

說的「黑佛、黑媽祖」前禮拜，祈禱她的子女平安

幸福。

　　從阿巴雷西達又開了 3小時車，才到達里約熱

內盧；今年的嘉年華（Carnival）活動是從 2月 22日

開始為期 7天，將有數十萬國內和國外的旅客來到

里約熱內盧狂歡。車子經過里約市中心白河大道

（Avenida Rio Branco Centro），馬路兩邊已經在搭數公

里長的看臺；森巴舞俱樂部也開始在某些街道彩

排。傍晚時分我們才到大兄台獨朋友家裏，一些台

灣鄉親也陸續來聚餐，談論台灣的時事到深夜。

隔天早上到里約熱內盧最漂亮的沙灘科巴加巴那

（Copacabana）遊玩，往四周看去，只見一排連綿數

公里長的公寓大樓，間雜著高級旅館大廈，前面是

兩條來回交通大道，再來是一環約 10公尺寬、黑

白碎石拼成圖案的人行道，最後就是 40、50公尺

寬，濱臨太平洋、聞名於世的科巴加巴那沙灘；沙

灘上可以遠眺貨輪和郵輪經過左方的麵包山，進出

里約熱內盧港口。人行道上賣熱狗、賣霜淇淋和賣

椰子水的小車穿梭往來，小地攤上舖滿紀念品，也

有很多男女老幼在慢跑；我們把鞋子脫在車上，赤

腳在沙灘行走，踩在黃色的細沙上，身體感覺要深

陷下去，真是舒服；大家順便邊走邊欣賞躺在沙灘

上，將近全裸作日光浴的比基尼美女。

　　麵包山（Pão de Açúcar）在科巴加巴那沙灘左方數

公里處，很像一隻巨大的海龜仰首俯在里約港入口

處；龜首的部分被稱為麵包山，是一塊高 396公尺、

豎立的大石頭，龜身的部分被稱為烏佳丘（Morr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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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山

Urca），是一塊高 220公尺、橫躺的大石頭。要上

麵包山需乘兩段式纜車，我們先從烏佳丘（Morro da 

Urca）山腳下的海灘乘坐第一段纜車到山頂；再從

烏佳丘山頂乘坐纜車到 1400公尺遠的麵包山頂，

這裏有 360度景觀，全里約熱內盧市都在眼前，左

方可以遠眺世界聞名的基督救世主像（Cristo Redentor 

Corcovado）。

巴西利亞見聞

　　1966年 3月底欽泰帶母親去巴西新首都巴西

利亞（Brasília）遊玩。他們坐了將近 20小時的臥鋪

公共汽車（Ônibus Leito），才從聖保羅市抵達巴西利

亞。臥鋪車只有 3排 20座位，寬敞舒適比較不會

勞累，沿途景色一路空曠，紅色土地上，一座座牧

牛場接連著，這才讓人感受到巴西真是大，資源真

是豐富。



116 117刺蔣，鎮山

　　巴西利亞位處海拔 1000公尺、巴西中部的戈

亞斯州（Goiás），1956年從一片荒蕪的廣大高原平

地，歷時 41個月的建設，到 1960年時，已建成

一座超現代化城市。1960年 4月 21日，巴西聯邦

政府把首都從里約熱內盧遷到巴西利亞。從高空

鳥瞰它像一架飛機，中央機身（Plano Piloto）是政府

各部門、國會、大教堂、總統府等建築，南翼（Asa 

Sul）、北翼（Asa Norte）各約 7公里為商業區和住宅

區。

　　抵達巴西利亞隔天早晨，欽泰和母親搭計程

車到處遊覽，在總統府前只有欽泰母子兩人在拍

照，剛好遇到總統「Humberto de Alencar Castelo 

Branco」（1964年軍事政變〔military coup d'état〕得到

政權）來上班，雖然是軍人政府總統，但只有 2輛

小車 4個隨扈保護而已，且看起來隨和，離我們才

幾公尺，邊向我們揮手邊進總統府。

　　回想 1960年代，蔣經國來高雄大都住哨船頭

基督救世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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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務局招待所，周圍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警衛，

有時連西子灣游泳場都為他到來關閉。更不要說蔣

介石從 1950年以來，每年數次來大貝湖（澄清湖）

行館，周邊行人都不能靠近。一樣是威權政府，

巴西的總統可以與平民親近；但是台灣的獨裁統治

者，前行的警衛和貼身的隨扈一大堆，抱抱小孩、

到餐館吃飯做幾個樣板戲，再加御用媒體的大肆報

導，就是親民、愛民。台灣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下，

根本不知警總、調查局、泰源監獄和火燒島關了多

少思想犯、政治犯？  

　　在巴西利亞遊覽、回想這座城市的歷史，

是一個高瞻遠見、有魄力的巴西總統 Juscelino 

Kubitscheck，推動此城的建設，從 1956年到 1960

年短短四年內，在貧瘠的高原平地上，建立了這個

偉大城市，因此造就了巴西中西部從貧窮進入小康

社會，欽泰認為這才是政治人物的風範。

�

❶�巴西人很喜歡喝小杯濃咖啡（cafezinho）加很多糖，一、二
個小時就喝一杯，因此喝咖啡（tomar�café）變成很多同義字―
休息、談生意、閒聊、討紅包、收賄賂等等。

❷�意指白種人和黑人混血。

❸�關於「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相關歷史，可參閱附錄二「台灣
歷史與海外早期台獨運動」之（七）「台灣獨立運動紀事」，第
2條「廖文毅、陳智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本書第 258 頁。

❹�關於「台灣青年會」，可參閱附錄二「台灣歷史與海外早期台
獨運動」之（七）「台灣獨立運動紀事」，第 7條�「王育德��日
本台灣青年會」，本書第 268 頁。

❺�他短暫回葡萄牙當國王時，1826 年 3月 10 日到 5月 2日，在
葡萄牙稱為東貝都四世。

❻�王育德、黃昭堂等人，於 1960 年 2月在日本東京以日文出版
《台灣青年》雜誌，宣傳台灣人民獨立、自決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