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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生存空間，因此成立台灣荒野保護

協會澳洲分會，擔任會長，劍及履及，

以身作則。

為了拓展事業版圖，已經在台灣桃

園八德覓妥土地，準備建蓋廠房，吳進

昌說，希望台灣鄉親也可以享用「為家

人生產」的健康食品，回饋他曾經成長

及當過兵的寶島。

一個小時簡報後，大家換上白色護

衣及鞋套，吳進昌親自帶領我們參觀他

引以為傲的環保廠房，從實驗室到生產

廠房再到包裝廠，一塵不染，這種工作

環境誰人不愛呢？

最近流行的渡假打工，澳洲是熱門

國度，而到Nature's Care則是申請者的第

一志願，吳進昌說有位從台灣來他公司

打工渡假的女生，因為表現優異，直接

聘為正式員工，令同行者羨慕不已。

結束參訪前，陳素珍特別拿出剛

通過驗證的美容保養品送給幾位幸運嘉

賓，希望人人青春永駐。此外，吳進昌

親送每位裝滿該公司產品的提袋，滿載

而歸是此行參訪的收穫。

回程路上，黃呂美蘭讚譽吳進昌、

陳素珍伉儷大力支持雪梨分會舉辦各項

活動，此次聯誼大會亦捐助不少經費，

在僑界他們兩位是「永遠保持低調，而

又熱衷公益」的最佳拍檔。

打開提袋，除了健康食品外，還

有一本《兩片葉子一片心》，封面即是

吳進昌、陳素珍伉儷照片，兩對眼睛炯

炯有神，面露微笑，那是一種自信的體

現，再隨手翻閱，即是他們夫妻倆的奮

鬥史，吳進昌在簡報中所述說的，只是

書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更艱苦的部份，

可能是基於「不足為外人道也」的謙卑

態度，大多略而不談。當晚仔細閱讀全

本，原來他們的成就，是一步一腳印，

腳踏實地走出來的，完全沒有僥倖。

從他們夫妻身上，我們看到了「飽

滿稻穗，總是低著頭」的人生哲學。

（作者為本會會員）

▲簡報室內，左起：陳三井理事長、僑委會呂元榮副委員長、陳素珍總裁、吳進昌董事長、
  張小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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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八卦世界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黃海龍

常務理事會請我主持了本會於102年

3月15日下午續辦的「外國人眼中的中國

人形象」第二場學術座談會，會中邀請

國立政治大學劉蕭翔教授、林祈昱博士

以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林開忠教授，分

別就研究俄羅斯、越南、馬來西亞巫族

眼中的中國人形象，發表精彩論文，深

得與會人士激賞。

懂得虛心反省的民族，才是偉大

的民族。我們身處台灣的中國人，自詡

為中華文化正統的傳承者，不能永遠陶

醉在漢唐歷史盛事「上國衣冠、萬邦來

朝」的往日情懷中；我們更應該經常自

省：聞善自勉，聞過則喜，有過能改，

善莫大焉！

最近在網路報導中發現許多有關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值得警

惕和玩味，特分享之。

在近年舉世震驚的中國崛起中，

大陸卻發表：「台灣最美的風景線是

人！」。反觀中國大陸給本是同根生的

外國人─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中國人下

列的十二點評價，相信是「愛之深，責

之切」洞察力十足，經典且耐人尋味：

 1.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

 2.凡事喜歡搶，從出生搶床位，到臨

終搶墳地，從頭搶到尾。

 3.在大事上能忍氣吞聲，但在小事上

卻斤斤計較。

 4.能通過關係辦成的事，絕不通過正

當途徑解決。

 5.計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

受益者。

 6.動輒批判外界，卻很少反思自己。

 7.自己爽不爽沒關係，反正不能讓別

人爽。

 8.不為朋友的成功歡呼，卻願為陌生

人的悲慘捐助。

 9.不為強者的堅持伸手，願為弱者的

妥協流淚。

 10.不願為執行規則所累，寧願為適應

潛規則受罪。

 11.不為大家的利益奮鬥，願為大家的

不幸怒駡。

 12.不為長遠未來謀福，願為眼前小利

冒險。

同為美國人的前美國國務卿希拉

蕊，據網路瘋傳其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

（我懷疑真是希拉蕊講的？但有參考、

警惕和自省價值），對未來的中國進行

預測，二十年後，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

國家。她給出的依據是：

 1.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

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

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

得利益階層為什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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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插手全都一個個崩塌了。

首先，說說「辦假結婚移民」。別

國的移民辦假結婚比較低調，移民局也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國人一來，

一年搞出五千個假結婚。夫妻們先假離

婚，再各自找別的人假結婚，每結一次

婚收費兩萬美元。見沒人管，馬上明

目張膽在報紙上打廣告，國內找上家，

國外找下家，產業鏈很快就形成了，不

少公司還開始全球連鎖。美國移民局實

在忍無可忍，嚴打、搜捕、驅逐，很快

就把漏洞堵上了，就此宣判了假結婚的

「末日」。各國移民淚眼相望，啥也別

說了，中國人來了。

第二，談談「到美國生孩子」。既

拿國籍，又吃救濟，還可以全家移民。

這條道路本來是墨西哥人踩出來的，每

年成千上萬的孕婦就指著這個機會呢？

但中國人來了。先是在豪華住宅區買下

三層高的公寓樓，讓老墨一頓裝修，隔

出一百多個套間，每個套間住一個高價

來美的中國孕婦。

等到某一天太陽出來了，本縣城

的美國人突然發現，大街上徜徉著上百

名挺著大肚子的中國孕婦，不少人腦門

上蒙著白手巾，看上去像賓拉登那邊的

人。一到開飯的時候，「月子樓」飄出

折磨人的香味；一到深夜，幾百個嬰兒

的哭聲聽起來像中國大喇叭裏的廣播體

操。美國人民憤怒了，紛紛舉報給移民

局、衛生局、防火局、稅務局，經過一

通嚴打整頓，月子樓查封。今天，孕婦

們即便有了來美簽證，在口岸也可能被

拒絕入關。中國人把「生孩子」這條路

也堵上了。啥也別說了，中國人來了。 

最後就是「政治庇護」。在過去十

年裡，只要中國人說自己練過什麼法什

麼功的，信仰天主教，或者生二胎，就

馬上可以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撒這點

謊對於中國人來說不算什麼，於是十年

之內幾十萬人就這麼糊里糊塗地拿到了

庇護綠卡。

美國移民局如此關照中國大陸來的

人，目的很簡單，幾十萬政治庇護的案

例，說明中國人權紀錄糟糕，這就是資

料和證據。政治庇護得綠卡的消息一傳

出，中國人就排山倒海湧來。於是，報

紙上開始出現頭版廣告庇護綠卡，不成

功不收費，全程培訓，買二送一。洛杉

磯機場開始出現律師舉牌子：「申請庇

護的跟我走！」。 
墨西哥友人也開始練法什麼功了，

有人說，你又不是中國人；老墨急了，

誰說不是，我們是中國蒙古人的後裔，

我爺爺的爺爺叫成吉思汗。 
美國移民局開始忍無可忍了，在

2012年聖誕前夕，紐約上百名員警出

動，搜捕查封幾十家涉嫌造假的庇護律

師樓，抓捕多人。據說幾十萬庇護案例

中，90%全是假的。那就是說，美國關

於中國的人權紀錄報告，90%全是瞎編

的。這回完了，政治庇護的漏洞也被堵

上了。 
這也不能怪美國政府。大部分申

請庇護的人，前腳被移民局批准，在法

庭上哭得跟淚人似的；後腳就舉著旗子

高唱國歌參加遊行，這也太不給美國人

面子了吧。要不就是說自己信天主教遭

迫害，被批准庇護後，馬上就去佛堂給

如來佛上香，這也太忘恩負義了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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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很令人費解！

 2.中國人不瞭解他們應該對國家和社

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3.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

怕國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

就是權力和金錢，自私自利。

 4.人民大眾過去是權力的奴隸，今天

卻演變為金錢的奴隸。這樣的國家如何

贏得世界的尊重和信任？

 5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

什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唯有獲

取權力或金錢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

功。全民腐敗、墮落、茫然的現象，在

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

 6.肆無忌憚地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

的掠奪，幾近瘋狂。這樣奢靡、浪費的

生活方式，需要幾個地球才能供給?
我不同意以上充滿極端的言論，的

確有些偏頗，但確也令人震驚！更值得

深思！ 
其實，美國一般來自世界各地的移

民都害怕中國移民，根據網路訪問報導

更是生動驚心。特摘錄部份「洋人看中

國人」（作者不可考）報導如下添為趣

談。   
五千年古國的大門打開了，中國人

來了。後面發生的一切只能用「所向披

靡」這四個字來形容。

黃皮膚的中國人就像黃河之水般

地坐著飛機從天上就下來了。早來的各

國移民看著中國人很新鮮，個子不高，

眼睛小小的，但是特別發亮，據說從來

不揉沙子。無論任何生意，只要被那雙

小眼睛瞄上，其他國家的人就別想再幹

了。可惜，當外國人發現這一真理時，

已經晚了。

一位菲律賓移民說：「我省吃儉

用，好不容易攢夠了錢要買房子，結果

中國人一來，把美國房價炒上去了。他

們一買就買兩套還嫌便宜，我還得再幹

十五年才能重溫我的美國夢。」

墨西哥移民說：「我裝地板幹了

三十年，每間房收費三千，比白人少

一千；中國人一來，連工帶料收兩千，

幹得又快又好，還請客戶吃中餐。我們

南美人哪鬥得過懂孫子兵法的中國人，

得了，認倒楣，還是給中國人打工去算

了。」

日本移民說：「我開亞洲速食快

十年了，每份午飯賣六到八美元一份，

生意還可以。中國人來了，就在我餐廳

對面開了一家，打出招牌『一美元中餐

店』沒錯，是一美元，一杓一美元。身

高馬大的老美要想吃個半飽，少說也得

在盤子上來十一杓菜（就說這勺有多小

了），再加個春捲，等於吃一頓飯20美
元。數學不好的美國人逢人就說『去過

那家一美元中餐店嗎，便宜極了！』我

想起這事，去死的心都有。」

一位印度移民說：「在亞洲移民

裡，我們印度人聰明勤奮，英文又好，

應該算是二等白人吧。中國人一來，比

我們還聰明，還勤奮，還能吃苦。往我

們身邊一站，比我們誰都白，知道悲憤

交加是什麼滋味嗎？我反正是懂了。」

中國蛇年到了，啥也別說了，中

國人來了。回顧去年，2012年是中國龍

年，對於要來美國的各國移民來說是徹

底的世界末日，他們幾十年積累的移民

美國的貓餌、捷徑和旁門左道，隨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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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俄越人看中國人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第二場學術座談會

▓長  弓

負面大於正面的形象

去（2012）年12月14日，華僑協會

總會舉辦「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

第一場學術座談會，暢談美國人、法國

人、日本人怎樣看待中國人，參與座談

人士互動熱絡，腦力激盪，迴響不絕。

延續這股熱潮，復於今（2013）年3月15

日，邀請政治大學劉蕭翔教授、暨南大

學林開忠教授、政治大學林祈昱博士，

分別以他們田野調查的研究心得，漫談

俄羅斯人、馬來人及越南人眼中的中國

人形象。

劉蕭翔認為，俄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形象三部曲，是從不瞭解中國而產生的

野蠻未開化的中國人，到驍勇善戰的紅

軍、勤奮的勞工，到擅於走私經商、非

法移民的黃色浪潮。

林開忠認為文化宗教差異及保障

馬來人的政治制度，導致在大馬國內兩

大族群的刻板印象，華人認為馬來人懶

惰、是未開化的、不文明的，馬來人認

為華人是外來者、寄居者、不禮貌民

族。

林祈昱認為，越南人眼中的「三

面」中國人，表面上是朋友，骨子裡面

是要保持距離、提防的，側面則是「一

個中國」至上。

飽受歧視的憤慨

理事長陳三井開場表示，本會宗

旨之一就是研究華僑問題，這是屬於學

術研究範疇，雖然本會會員之中，不乏

研究華僑問題學者，但學術研究必須和

學術界和大專院校交流，也就是說，和

學術界交流，才能擴大我們的視野，才

能夠深化我們的研究。我們講外國人眼

中的中國人形象，跟國家的強盛有密切

的關係。換句話說，國力強盛為形象之

本。清末民初國家衰敗，華僑或華工移

民到國外異地去奮鬥，那個時候真是滿

腹心酸，被人家歧視，被人家看不起，

有苦說不出。

在早期台灣，不斷跟幾個國家斷交

以後，台灣處境非常辛苦，也可以說是

滿腹心酸。陳三井以他當時遭遇事情，

說出國弱的心酸。1964年到法國念書，

那時台灣與法國剛斷交，數年以後學成

回國，舉家從馬賽港乘法國遊輪回台

灣，途經新加坡準備上岸，但新加坡官

員不准他們全家人上岸，其他遊客全都

上岸去了，只賸下他們全家留在船上，

而且警察每一個小時來查看在不在，這

種待遇極盡侮辱。

第二件事，有一年去西班牙，從

西班牙要回法國的邊境，也就是火車交

接邊關上，那時所有遊客都過了關口，

從西班牙火車換成法國火車，但是只有

他一個人被留下，等到所有遊客走完，

才處理他的簽證，所以這種心酸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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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政府還是應該頒發勳章給中國

移民，要感謝中國移民對健全美國移民

法所做的貢獻。 
一位羅馬尼亞移民問：「為什麼你

們中國人幹什麼事情都那麼邪乎？不把

這件事幹死不甘休? 我讓他舉幾個例子，

他眉飛色舞地說：「你看，所有國家都

在食品裏放添加劑，包括美國。可是你

們中國人一開始放，就在所有食品裡面

放，放添加劑不夠力，後來直接放化學

藥物，讓人吃死才甘休。聽說你們國內

的食品，裡面全有毒藥。以後就直接吃

人還安全點。」

一位埃及移民說：「你們中國人幹

什麼都追求世界之最，蓋樓要蓋世界最

高的，生人要生世界最多的，下雨要能

下淹死人的雨，建高鐵要世界最快的，

而且是能追尾的。你們打兵乓球，要囊

括所有獎牌，不給別的國家留一塊，直

到讓奧運會不得不取消這一項；你們出

國要占最多的留學生，出口要占世界頭

位，你們怎麼就不能『中庸』點呢？」

看完以上的網路報導，好像黃河

般的中國人奔騰到那裡，那裡就會出現

「世界末日」的美景。其實也不盡然，

殊不見據媒體報導：中共的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墨西哥與當地華僑見面時曾表

示，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

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

人類最偉大的貢獻。

習近平又說：「有些吃飽了沒事

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

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

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

的。」管他什麼「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形象」呢？（作者為本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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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來訪

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右1）、副會長金聲白（左2）102年6月13日來會拜訪，理

事長陳三井（右2）、秘書長劉本炎（左1）接待，雙方就多倫多分會年來會務活動

及四月雪梨的第四屆聯誼大會交換意見，麥、金兩位表達希望能繼法國分會承辦

2015年會後，舉辦2017年聯誼大會之意願。隨後共同以主人身分，接待歐洲華僑華

人台灣文化之旅訪問團一行39人。（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