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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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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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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 228 與赴美求學

　　大兄在聖保羅市提起 1947年 228事件，當時

父親為高雄市印刷公會理事和鹽埕區民代表。祖父

在日治時代 1928年 4月，領導「台灣機械工友會」

大罷工抗日後，日警追捕甚急，就帶父親流亡中國

華南，數年後才回台，因此父親會講中國話，有能

力協助台灣人和官方溝通，所以 228事件發生後，

父親很自然地投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工作。

父親與高雄市政府日產清查室主任「凃光明」是好

朋友，凃光明所創辦的「自由日報」以我家為事務

所。228時，凃光明為高雄青年隊和學生隊指揮，

以高雄一中為據點，學生隊以高中生為主，大兄當

時是高雄一中初中生停課在家。反抗隊伍曾討論往

壽山噴汽油燒山，逼彭孟緝的高雄要塞士兵下山議

和，後因怕火勢不能控制而作罷；凃光明等三人不

幸在 3月 6日上午，被彭孟緝誘捕於高雄要塞司令

巴、美經驗培養
台獨運動志工

第四章



122 123刺蔣，鎮山

外省朋友，父親卻在市政府被蔣家彭孟緝外省兵槍

殺❶。

　　1966年 7月，欽泰和母親從巴西聖保羅市，

坐了 15個小時飛機來到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

以學生 F-1多次入境的簽證進入美國，每年需以學

校證明延期 1年。三姊來接機，2年多沒見面，大

家有很多話要說；三姊 2年多前來美，一邊唸大學，

一邊兼職當公司的會計。欽泰的大學 8月才註冊，

三姊跟公司請假 2星期，陪我們到處玩；去了迪士

尼樂園（Disneyland），這是童話和夢境的世界；去了

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這是聞名世界製片廠部

分的縮影；也去了聖地牙哥海洋世界（San Diego Sea 

World）看海豚、殺人鯨、企鵝的表演等等，這些名

勝景點，適合老、中、青、少、幼各年齡層，母親

玩得很高興。母親在 2星期後，獨自坐飛機從洛杉

磯飛回台灣；母親辛勞半輩子，228又經歷喪夫之

痛，總算陪幼子旅遊 1年，繞行半個地球，稍微彌

部，隔天虐殺。父親參加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

同日下午還在高雄市政府開會，一百多人就被彭孟

緝士兵屠殺，父親在屠殺行動中胸口中彈死亡。

　　那幾天高雄罕見的陰冷，父親死亡數天後，祖

父和大兄才在愛河橋附近（法院前），找到數輛牛車

的屍體車隊，血汙的僵硬屍體被堆成幾層在牛車板

上，要運往「覆鼎金」已挖好的大坑亂葬。士兵不

讓認屍，祖父只好塞一筆錢給領頭士兵，大兄強忍

悲痛勇敢地爬上每輛行走中的牛車尋找父親，每具

屍首臉部都沾滿血跡，因痛苦變形而難以辨認，剛

好有支手掌的小指，被大兄認出有父親的特徵，又

經過祖父確認，才將父親的屍體從牛車抬下，用拖

板車運回家中買棺出葬。對於父親被黨軍殺害，母

親只單純地說：「台灣人不恨阿山，只恨阿山政

府」，怨嘆欽泰才剛滿月，而父親那幾天為 228事

件處理委員會公事每天去開會，希望能為政治改

革、維護社會秩序盡一分力；我們家裏還藏著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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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照相機店、做下午兼職（part time）的工作。在巴

西學的葡萄牙語也在成人學校派上用場，大多數的

學生來自中南美洲，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有很多相

似的地方，很快地欽泰也能用西班牙語和他們溝通

交流，也結交了幾位很要好的拉丁裔男女朋友。

　　來美 1個月後，算是安定下來，就開始和台灣

鄉親交往，當時來美的台灣留學生，大多是台灣的

大學畢業、當完兵役後，才能申請出國留學，一般

是唸碩士、博士或博士後研究，欽泰和他們年齡差

距都有 7、8歲以上。   

　　1967年初開始上大學，理工科的學分如幾

何（geometry）、微積分（calculus）等比較好唸，但

文科如美國政府（American government）、美國憲法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等都很難唸，不懂的生

字太多，整天查英文字典。美國同學很多是越戰退

伍軍人，他們高中畢業就去當兵參加越戰，美國政

府的福利非常好，幾年退伍後，聯邦政府的職位是

補釋懷。

　　8月欽泰去洛杉磯國際機場附近的天主教大學

註冊，準備唸電子工程學系；註冊時跟系主任談

了一會，他認為欽泰的英文還是不夠，學科不能

勝任會失掉唸書的興趣，建議欽泰先去唸 1學期的

成人學校（Adult School）英文，很多外國學生都是這

樣規劃。洛杉磯成人學校是政府辦的、不收學費，

欽泰就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早上唸初高班（beginning 

high）和中高班（intermediate high），一天 4小時的英

文課。這個成人學校就是一個小型聯合國，各國偷

渡客都有，成員以墨西哥少年男女最多。

　　大多數人都是上早上 8時到 10時初級班的課，

一下課就趕著去餐館當服務生或是洗碗工。欽泰大

兄在聖保羅市，除了在 Nikon代理商修相機外，

晚上還修各相機行送來的相機，因為有學習環境，

所以欽泰也在大兄家裏學習到如何修理各式相機。

之後，欽泰也很快地在好萊塢（Hollywood）找到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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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聖多士（Santos）港口一別之後，就沒有再見

面。這次來巴西，欽泰從大兄那裏聽說，「阿玉

仔」父母最近在自由區的日本街開了一家舶來商品

店（bazar），賣一些日本、香港、美國的流行商品，

成為台灣「提包客」的大盤。日本街離大兄的公寓

不遠，欽泰傍晚就走路去找阿玉。來到阿玉父母的

店前，正在東張西望，忽然聽到一聲歡呼，一位亭

亭玉立的少女已站在眼前；二年半前在船上，那位

髮型清湯掛麵、發育不全、土裡土氣的少女，已經

變成薄施脂粉、發育良好的漂亮小姐，身高也長高

了，只比欽泰矮一點，女大十八變，巴西的牛排

和黑豆，真是營養豐富；阿玉很高興地抱著欽泰，

做巴西式的 3次互貼臉頰見面禮，拉著欽泰往店裏

走。

　　阿玉的母親在店裏收銀櫃臺收錢坐鎮，店裏有

5、6位巴西男女服務生，阿玉的父親外出不在，

店裏排滿了各種流行商品，客人很多、生意不錯；

退伍軍人優先，上大學有月俸，且由政府負擔全額

學雜費。但是反越戰的氛圍在校園很濃厚，經常有

反越戰的演講。上了 1學期的白天課程以後，欽泰

對這裡的學習環境比較熟悉，也曉得在附近的電子

工程學院，有很多晚上的學科可以挑選。白天和晚

上的課程有得選擇，這樣邊唸書邊工作的時間，就

比較好安排。

戀情與正義的抉擇

　　欽泰母親於 1968年 3月底再度來美看望三女

和幼子，也想再去巴西探望大兄；於是欽泰蹺課兩

星期，帶母親飛往巴西聖保羅市。母親舊地重遊，

見到長子交遊廣闊，每天台灣、日本、巴西等不同

國籍的友人互相宴請，知道大兄生活過得還算不

錯，大孫也能帶阿嬤上街，母親因此很是高興。

　　欽泰和同船來巴西的「阿玉仔」，自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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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家裏請吃飯。星期天早上 10點，阿玉開車來

載欽泰和母親前往聖多士，當天走的「移民公路」

（Rodovia dos Imigrantes），就是和 3年前欽泰與家人從

聖多士港下船到聖保羅市的同一條路。欽泰一行

人從海拔 800公尺高、氣候涼爽的聖保羅市出發，

將近中午就到達距海平面數公尺、氣候炎熱的聖多

士。阿玉帶大家到當地最老牌的海鮮餐廳吃中飯，

魚、蝦、螃蟹新鮮可口。

　　聖多士市區面臨大海、有一排數公里長的大樓

群，阿玉父母在這裡有 1間面海的公寓。大家在公

寓休息到快 4點，欽泰換了游泳褲，阿玉換了比基

尼，帶了沙灘椅、大洋傘，橫過大馬路來到沙灘。

母親撐起大洋傘坐在沙灘椅上休息；欽泰和阿玉衝

進海水游泳嬉戲，過不多久，阿玉按著胸罩轉過身

來，要欽泰把她後背鬆掉的帶子綁緊，欽泰不熟練

地把帶子綁好，忍不住在後面抱住她，阿玉也順勢

把雙手按在欽泰手臂上。阿玉笑著問說：「你那位

欽泰跟阿玉母親閒聊了幾句，她母親得知欽泰 3年

前和阿玉同船，現在在洛杉磯唸大學，就吩咐阿玉

帶欽泰出去走走；欽泰隨即打電話到大兄家跟母親

說，今晚阿玉請我吃飯、不要等我。阿玉在附近的

停車場取了她的福特轎車，載著欽泰慢慢開往高級

商業區保利斯達（Paulista），到了一家巴西燒烤餐廳

（churrasco）邊吃邊聊天。阿玉差欽泰 1歲多，因到

異國語言的困難，去年剛唸完了巴西高中，今年準

備進商科學院唸大一。她酸酸的問欽泰，有沒有和

阿根廷的「愛哭仔」聯絡？欽泰回說在 1966年初

還有信件往來，後來就斷了音訊。之後她送欽泰回

到大兄公寓外面，欽泰下車她也下車，兩人面對面

環抱、愈抱愈緊，情不自禁喇舌一番才依依不捨回

家。因為巴西人很熱情，像這樣在街上擁抱、熱吻，

並不出奇，可說是司空見慣。

　　隔天下午阿玉打電話來邀約，後天星期天早

上，帶欽泰和母親去聖多士觀光和游泳，晚上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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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欲問伊驚歹勢，心內彈琵琶；思欲郎君做翁婿，

意愛在心內；等待何時君來採，青春花當開；聽見

外面有人來，開門來看覓；月娘笑阮戇大呆，予風

騙毋知。」

　　阿玉借由歌曲對欽泰表白的意思非常清楚，因

此欽泰告訴大家，自己再 1星期就得回洛杉磯唸

書，建議阿玉何不也到洛杉磯唸大學？欽泰隔天就

陪阿玉找英文補習班唸英文，準備在半年後以學生

簽證來美。半年後，阿玉去美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

申請學生簽證，沒有通過；再過一個月她去里約熱

內盧美國領事館申請觀光簽證，又沒通過；阿玉只

好繼續在聖保羅市唸商學院。

　　欽泰當時一手追求正義，一手追求愛情，但時

間考驗兩地愛情的長跑，最終這段遠距離戀愛沒有

結果，數月後阿玉就在巴西和一位台商的兒子訂

婚，對已投入台獨運動、熱衷追求正義的欽泰來

說，結束和阿玉的遠距離戀愛，也是一種解脫。

模里西斯金絲貓（荔枝）的身材比我現在如何？」

欽泰忙說：「差不多，差不多。」其實荔枝還是比

較豐滿。又戲了一會水，一行人就回公寓沖洗、換

衣服。晚上回到聖保羅市阿古利瑪宋（Aclimação）阿

玉家，阿玉父母都是 40幾歲人，還有一位唸高中

的弟弟，阿玉的母親正忙著最後一道台菜，星期天

巴西女傭人休息，阿玉父親當幫廚；一桌豐盛的台

菜，顯示阿玉父母的用心。飯後喝咖啡、吃甜點聊

天，阿玉就去彈鋼琴，她邊彈邊唱一首「望春風」，

這首歌是 1933年日治時代，台灣大作曲家鄧雨賢

老師作曲、李臨秋老師作詞，非常優美的一首台語

歌曲；這首歌欽泰在台灣常聽，但不知歌詞，因為

在美國每次同鄉會一定有鄉親唱這首歌，欽泰雖然

五音不全，但也慢慢學會怎麼唱了；阿玉拿了歌詞

給欽泰，重彈一遍「望春風」，要欽泰跟她合唱：

　　「孤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

出嫁，見著少年家；果然標緻面肉白，啥家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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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

　　1968年 4月，欽泰從巴西返美之前，大兄私

下和欽泰討論台灣獨立運動一些事情，基於 1964

年 8月日本「台灣青年會」陳純真（警總線民）洩漏

中央委員名單、1965年 5月廖文毅返台投降蔣家

國民黨政權，大兄和欽泰取得共識，巴西台獨理論

雖然不足，但是在巴西的台灣人三教九流，就是台

灣社會的縮小版，為了保密、為了保護回台的台獨

志工，在巴西的台獨組織應該獨自發展，基本上與

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

美國的「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保持平行的聯絡。

1969年中，以長腳吳和走私周為首的巴西台獨組

織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成為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的支部，1976年升級為台灣獨立聯盟南美本部。

　　大兄家裏收藏了一些不同類型的手槍，在巴西

期間，大兄曾帶欽泰到朋友的農場試槍；欽泰喜歡

用的是巴西國產的貝瑞達 635型（Beretta 635）半自

巴西台獨組織與巴、美經驗

　　巴西台獨組織 1964年底開始萌芽，張瑞豐到

巴西各地拜訪台灣鄉親，分發《台灣青年》，宣傳

台灣獨立理念。1966年中，欽泰經過對台灣歷史

的認知，和大兄張瑞豐台獨思想的啟蒙❷，在啟程

前往美國讀大學之前，加入以張瑞豐為首的巴西台

獨秘密組織「台灣同盟會」。

　　1967年張瑞豐以台灣同盟會幹部的身分，和

長腳吳、走私周、劉代表、燒聲邱、客人魏、里約

簡、雞蛋許、魚丸蘇、慕義陳等人組成聖保羅台灣

同鄉會和里約同鄉會，服務新到移民和增進同鄉情

誼，並暗中吸收台灣同盟會會員，和回台灣的台灣

獨立志工。

　　1967年，史明的獨立台灣會機關誌《獨立台

灣》開始寄到巴西張瑞豐處，《台灣青年》和《獨

立台灣》兩本台獨刊物，在巴西台灣人社會裏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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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敢的起來反抗等等，而欽泰因為離開台灣，有

機會重新認識台灣歷史。

　　第二：獨立思考。美國教授曾對欽泰說：「你

的考試都不錯，但你怎麼從來不會發問？課本和教

授講的只是一些人的論述，你一定會有一些疑問，

你要懂得如何思考和討論，Think and discuss with 

other，你要有自己的話語權，不可以人云亦云。」，

美國教育啟發欽泰批判國民黨政權的不合理統治。

　　第三：巴西人、美國人落地生根的思想。巴西

和美國都是移民國家，也是人種的大熔爐。巴西日

裔、中東裔等都自稱巴西人，美國華裔、墨西哥裔

等都自稱美國人；我們先民「唐山公」侵佔了原住

民大部分的平地，但我們沒有「唐山嬤」，只好和

「平埔嬤」通婚落地生根，形成台灣人民。

　　第四：成為台灣獨立志工。國民黨政權戰後帶

來約一百多萬的中國人，凌駕在「低級的台灣人」

之上。這批中國人，有些具有「台灣新移民」的思

動手槍，槍管6公分，長度12公分，重量280公克，

體積小、只有巴掌大，彈匣可容 8發「點二五」中

間點火的子彈（0.25 caliber, center fire bullet）。還有兩種

單發的鋼筆手槍，長度約 12公分，就是裝有 1發

子彈的胖鋼筆，一種是用「點二五」子彈，另一

種用「點二二」側邊點火的子彈（0.22 caliber, rim fire 

bullet）。這些武器小巧實用，容易隱藏，是特工防

身利器。

　　1968年陪母親來巴西兩星期後，欽泰又帶母

親從巴西聖保羅市飛回美國洛杉磯，幾天後母親獨

自飛回台灣。欽泰在回美的飛機上，檢討自己離開

台灣這 3年的時間，在巴西、美國的生活中，到底

學到了什麼？

　　第一：認識台灣的歷史。在台灣所受的國民黨

教育，讓學生、讓人民只知道中國的三皇五帝，並

不知道台灣曾被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大清帝

國、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也不知道歷代台灣先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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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和其後代就融入台灣這片土地；但小部分掌握

權力、既得利益的「高級中國人和其後代」不認同

台灣，把台灣當作他們返回中國的基地或跳板；這

批不認同台灣的高級中國人，就是欽泰成為台灣獨

立志工想要鬥爭對象。

　　回美後，欽泰繼續兼職修理照相機，他重新找

到一家專門給嬰兒到家拍照的總公司，有一百多套

的相機和燈光的攝影器材需要保養，可以拿回家工

作，這真是當學生的最好安排，上課的時間固定，

工作的時間可以自己控制，這樣還可偷閑鍛鍊空手

道，實彈射擊長、短槍支，為未來的台獨運動做準

備。
�

❶�關於 228 事件在高雄和全台各地的狀況，可同時參閱附錄二
「台灣歷史與海外早期台獨運動」之（五）「228 事件」，本書
第 228 頁。

❷�欽泰的台獨思想除了受大兄啟蒙，到美國後，讀了彭明敏、謝
聰敏、魏廷朝所寫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也對他的台獨思想
深具啟發。關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可參閱附錄二「台灣歷
史與海外台獨運動」之（七）「台灣獨立運動紀事」，第3條「彭
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本書第 25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