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僑教政策-以緬甸華僑回國升學為中
心探討(1949-1980)
黎浩琮
一、前言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後，雖然奉行「無僑教即無僑務」的基本方針，
但是面臨當時美蘇兩強冷戰、政府財政嚴重赤字的情況下，在海外推行僑教與保
護華僑權益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海外僑教逐轉為在國內發展為主，其中又以輔導
「僑生回國升學」最為重要，透過吸收海外的華僑青年來臺接受僑生教育，使之
對「祖國」的歷史、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識外，也可以爭取海外華僑繼續支持中
華民國政府。
本文以緬甸華僑回國升學為探討重點，1962 年尼溫將軍發動政變，推動一系
列的「排華政策」，形成 1960 至 1970 年代緬甸華僑的大規模移民潮，也因此使
許多的僑民選擇將子女送到「祖國」臺灣，冀望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教育資源。
不過令筆者好奇的是，1950 年緬甸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長達 60 年間雙
方並無正式的外交關係，那麼緬甸僑生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來到臺灣升學？
來到臺灣後，國民政府又提供什麼樣的升學機制，使僑生能夠順利完成中等教育
與高等教育學歷？
本研究除了使用僑務委員會 出版之《僑生回國升學概況》
、《僑務五十年》；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等官方出版品外，將以筆者的家族成員為訪談對象，希望
進一步連結從「海外僑教」到「國內僑教」的一脈關係，再到國內華僑中學、僑
大先修班到各大專院校之間的連貫升學關係，探討華僑學子來臺後的升讀機制。

二、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僑教政策
1949 年國民政府輾轉撤退至臺灣後，時任的僑務委員長鄭彥棻藉由強調海外
華僑與國民黨的革命情感，試圖鞏固其代表中國政權的法統性，「透過海外僑胞
──革命（孫中山）── 中華民國臺灣」的連結，建立了一套嶄新的、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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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記憶，將臺灣與海外華僑結合起來。 1 但是，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足
夠的國力，在海外推廣僑務工作並保障華僑在僑居國的權益，大多僅能在臺灣不
斷制定各種華僑政策，如：僑團回國觀光、僑生回國升學、華僑回國投資，造成
僑務政策的「內縮化」。

(一)「反共抗俄」、「無僑教即無僑務」的基本方針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後，以「反共抗俄」為基本國策，將臺灣定位為
「反共基地」。試圖延續國民黨與海外華僑的革命情感，強調從清末辛亥革命到
對日八年抗戰的歷史記憶，不斷對外重申「華僑乃革命之母」的政治論述，號召
全球各地華僑參與這場偉大的革命事業。
1950 年 6 月，蔣中正透過廣播，呼籲海外全體僑胞：
「你們現在應該十分忍耐．．．遵守你們旅居地政府的法令和指導，
隨時隨地，直接間接，參加反共救國的工作；．．．喚起你們旅居
地人民的醒悟，使他們任認識祖國反侵略戰爭的意義．．．」 2
1952 年 10 月，蔣中正於臺北僑務會議開幕致詞：
「要發展華僑教育，闡揚民族文化，尤須配合反共抗俄堅定之國策，
使僑胞子弟均能受到民族文化之陶養，與人格教育之裁成，有智慧、
有技能，來共同為國家民族之生存奮鬥。」 3
1950 年 7 月，鄭彥棻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主任，主持海外工作，
在僑生回國升學方面，主張「無僑教即無僑務」的基本方針，是鄭氏 1952 年接
掌僑委會委員長時提出「僑務問題的新認識」中之僑務工作重心。 4 鄭氏認為爭
取青年對祖國的向心，是海外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而對僑教寄最大希望的還是
在回國升學的僑生身上，希望他們學成返回僑居地時，能把祖國的文化種子也帶
回去，從而輾轉播種。 5
國民政府透過教育法規、學校教材與各種反共書籍，層層掌控學生之學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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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民國 39-47 年)的僑務工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1 期
（2007 年 7 月)，頁 192。
蔣中正，〈告南洋各地僑胞書〉，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二〈書告〉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268。
僑務委員會（編），《僑務五十年》（臺北：僑務委員會，1982 年），頁 330。
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136。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臺北：海外，1953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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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使教育與反共抗俄國策緊密配合。 6 1950 至 1960 年代，僑生教育的歷史教
材著重蘇聯與中共的主從關係，透過「反共抗俄」的論述，灌輸學生「漢賊不兩
立」的絕對立場，並將臺灣定位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儘管到了蔣經國執政時
期雖然國際外交挫敗的影響，轉而表現出「反共」重於「抗俄」的態度，強調兩
岸生活的極端對比，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合理性。

（二）美援僑生教育計畫（1954-1965）
國共內戰失利後，國民政府的僑務政策，乃結合自清末以來海外民族主義與
大陸時期的海外政治遺產，在冷戰結構與國家體系的脈絡下，所共同產生推動的。
因此，「美援僑生教育計畫」的實施，除了是美蘇兩強冷戰對立下的產物，也和
「反共抗俄」的國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僑生回國升學牽涉的層面非常廣泛，因此推行起來也困難重重。首先，所需
經費甚多，是當時財政赤字的政府所無法負擔的；另一方面，它牽涉大專院校入
學生名額問題，當時教育資源有限，國內學生入學競爭已很劇烈，並沒有餘額來
增收僑生。
1950 年，美國開始對臺灣提出經濟援助，其中已包含教育部份，但並未特別
強調僑生教育，直到 1953 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東南亞與臺灣後，體認到海
外華僑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才逐有「美援僑教計畫」的推行。海外僑生來到臺灣
所受的教育、參與活動到返回僑居地後的表現，或多或少都與「反共」相關，足
見美援僑生教育計畫之目的，有很大的成份是「反共」。 7
國民政府自 1954 年起至 1965 年間接受美國的僑教援助，1955 年設置「中美
華僑委員會」負責制定教育援助的基本方案，「僑生回國升學」開始有了財政上
的支援。並由行政院指定相關人員成立「東南亞僑民教育計畫工作小組」，作為
專案的決策機構。討論議題：其一，招收僑生來台升學問題；其二，為華僑教育
及文化事業問題。前者以教育部所擬增設大學、中學計畫、增班學生人數及經費
概算為藍本；後者以僑務委員會所擬發展東南亞教育文化事業，來臺僑生生活補
貼及經費概算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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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宜娟，〈國民黨政府與反共抗俄教育之研究－以國（初）中歷史教材為例（1949-2000）〉（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2007 年），頁 72。
陳月萍，〈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活動(1950~196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所碩士學位論文，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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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美援僑教計畫的主要目標為：
1. 鼓勵海外僑生返回自由祖國就學，以免被誘入匪區。
2.

對於東南亞各國華裔青年施以專業及技術方面之訓練，養成其領導
能力，俾將來返回僑居地後可逐漸居於領導地位。

3.

配合僑教需要，擴建台灣各學校校舍、增加圖書及教學設備。

4.

使僑生認清民主生活方式，俾返回僑居地後可廣為宣揚其優點。

5.

達成上列任務之同時，應努力促進與有關各國間的友好關係。

美援僑教經費的主要用途為：（一）興建學校建築；（二）增添設備；（三）
支付僑生旅費、生活費及課程活動費用。其中僑務委員會主管者為僑生往返僑居
地之旅費、僑生每月生活費及其他有關僑生必須之救濟補助。1955 年教育部即是
獲得此項援款，由前教育部普教司長蔣建白主持籌劃、設立「國立華僑實驗中學」
與「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
根據蔣建白的〈國立華僑實驗中學籌備經過〉：
「本人於民國四十四年四月間，奉令籌辦國立華僑中學及僑大先修
班．．．，首先戡定板橋鎮之浮洲土地約三十甲為基地，辦理徵購
手續，．．．僑大先修班預定招收僑生二百名左右，設四至五班，
經費方面已洽得美援之協助，籌備較易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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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僑生回國升學」之基本大法
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為鞏固其中國政權的法統性，更加重視僑民教育，陸續
公布許多僑教法令。海外僑生來臺升學的相關法規，如：1950 年教育部公布「僑
生投考台省專科以上學校優待辦法」
（針對日本與港澳）
，從寬錄取在國外出生或
僑居國外三年以上之海外僑生，規定各校對錄取僑生之國語程度較差者，應設法
另予補教；1951 年僑委會制定「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臺升學辦法」，海外華僑高
中畢業生得依規定申請保送，分發各大專院校就讀。
不過 1950 年代初期的僑生法規，大多是為因應多變化的海外局勢，而提出
的臨時辦法，直到 1958 年頒布「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辦法」，才確立了海外
僑生來臺就學之基本母法。
依據「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辦法」
，海外華僑可分為兩大途徑來臺升學：
其一，經由駐外館處或僑委會指定之單位提出申請後，轉送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統籌辦理分發；其二，自行回國參加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華僑來台就學的考選，
依時代和地區的情形不同，而有不同方式。但自 1962 年開始，回國僑生人數激
8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

（上）》（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 年），頁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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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逐漸出現學額供不應求的情形。因此，僑務委員會自 1964 年開始，在僑生
回國升學人數較多的地區舉辦「學生來台升學學科測驗」
，作為分發學校之依據。
9

「依學科考試成績分發（日本、韓國）
、依測驗成績分發（新加坡、
泰國、菲律賓、印尼、緬甸）、依招生考試成績分發（港澳）、依統
考成績分發（馬來西亞）、依結業考試成績分發（僑先班）
、依國內
聯考成績分發（不測驗地區美、加、歐、非等地區）；至於五年制
專科學校及職業學校則在一定之名額內，依其在學成績分發。

10

僑生國語能力較差者，多會先分發至僑大先修班就讀一年後，再依照其成績
志願，分發大專院校肄業；或設有國語文中心之學校補習，待具有相當基礎後，
再正式入學。

三、緬甸華僑來臺升學之背景與管道
（一）自由同盟政府時期（1948 年-1962 年）
1948 年緬甸獨立之後，執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推動以「緬人化」為核
心的民族主義路線，對外僑的各項政策，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11 首先，新
頒布的「緬甸國籍法」與「外僑登記條例」，規定華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其二，強化以國家為本位的同化教育政策主。也因此，僑校均受僑居國政府的法
令管制，成為當地的私立學校之一，其課程均需按照當地同等學校受理，於是海
外各地僑校的課程，均無法比照(祖國)的標準進行教學。 12

（二）緬甸尼溫軍政府時期（1962 年-1988 年）
1960 年代是緬甸華僑決定去留的重要轉捩點，1962 年 3 月尼溫將軍發起政
變，成功取得政權。於 1963-1965 年期間實施「經濟國有化」政策，使緬甸華僑
受到毀滅性的打擊。設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委員會」，監督外僑私營商業之所
9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 （上）》，頁 540。
〈立法院第二屆第四會期外交與僑政、教育兩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記錄〉
，
《立法院公報》
（下）83
卷 83 期。
11
蕭永堅、林錫星，〈戰後緬甸的外僑政策與華僑、華人〉，收於廣州華僑研究會編著，《戰後東南亞
國家的華僑華人政策》（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1989 年），頁 256。
12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 （上）》，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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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產與存貨清冊，現款存貨全部沒收，範圍從五金、服飾、食品、雜貨批發、
百貨商店無所不包，積欠外僑之款項概不負責，而且三次無預警的「廢鈔政策」
更使得緬華積蓄瞬間化為烏有，或是絞盡腦汁想辦法藏起來、運送海外。
「政變了，後來你爺爺（黎雪湖）．．．因為他那時候賺的錢太多
了，怎麼弄出去外國那邊呢?那時候緬甸那些貨船，每一個月還是
兩個月左右來一次，上面廣東人、中國人、緬甸人都有。後來他把
那些錢，給那些船上的中國人帶到香港去．．．用米的大袋子裝錢。
13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陸續公布了許多僑教法令，可分為二大類：
（一）
對海外僑教的實施，訂有「僑民學校規程」，是將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即訂有的
「僑民中小學規程」、「僑民學校立案規程」、「僑民學校董事會組織規程」，等合
併並加以修正的；1963 年起，緬甸政府規定所有外僑學校，須重新辦理登記。迨
1965 年 4 月 1 日，緬甸政府又公布「私立學校國有條例」，首批一百九十七間被
收歸國有，大部分為仰光及緬屬各教會學校。 14
「我們都用走路上學，大概要走半個小時．．．但是讀不到大概十
三、四歲吧，被政府分發到緬甸的學校去了，華人學校被關掉了。
就把你看要分發哪個學校，需要人就分發到比較遠的地方讀。」

15

（二）中國與臺灣的海外競逐：「紅派」、「白派」之爭
1950 年緬甸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重大的外
交轉變，使得緬甸的華校大部分轉為中共管理、控制，而國民政府也於 1951 年
組織緬甸華僑文化教育促進會，支援各校對共黨鬥爭。1967 年 6 月 26 日仰光爆
發「六二六」排華事件，其背後原因是支持中國的「紅派」與支持台灣的「白派」
不同政治立場的華人學生爆發衝突，引起緬甸政府當局強烈的不滿。 16
兩派之爭，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都還方興未艾。緬甸獨立之初，華僑並沒
有把握時間加入。因為對於緬甸公民權還未到成熟時候，華人當時還在觀察中華

13
14
15
16

黎君璧（1954 年，仰光出生），筆者訪問，筆者紀錄，2017 年 7 月 26 日。
盧偉林，《緬甸華僑概況》（臺北：中正書局，1988 年），頁 74。
黎偉夏（1952 年，仰光出生），筆者訪問，筆者紀錄，2017 年 7 月 11 日。
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仰光市內的學生的紅派、白派爭鬥越來越激烈，引起緬甸政府關注，採取
無期限關閉僑校的辦法，最終卻演變為全面的「排華運動」
，軍警與華人學生爆發流血衝突、緬甸人
洗劫華人商店，一時仰光市風聲鶴唳。

6

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競逐，加入緬甸公民在當時也不是急迫性的問題。 17
「煽動緬甸人集中起來，然後就起來暴動啊。中國人住的地方，他
們就會在那搶劫，還聽說學校有一些中國的學生，看到就被殺了。
聽說甚至殺了，就掛在門口警世，．．．。」

18

有趣的是，當時除了有支持臺灣國民政府的「自由僑校」或支持中共的「附
匪僑校」以外，還有所謂的「中立僑校」的存在（參閱表一）。筆者的家族，廣
東黎家共有八位子女，全部皆是就讀仰光的「華英中學」，是由基督教衛理公會
創辦的華校， 19 也是仰光市內唯一的「中立僑校」。緬甸僑校當中以教會學校的
經費較充裕，仰光的華英學校及挽華中西學校學生都再二千人左右，而且很少免
費或半費，除支付經常費外，且有盈餘作擴充校舍之用。
另外，從華英學校的成績單（參閱圖一、圖二）內容來看，可以發現與其他
華人僑校的授課內容有所不同，課程包括：緬甸語、算數、歷史與公民、地理、
音樂、繪畫、手工、聖經、中文等。

圖一

華英學校成績單封面

圖二

華英學校授課內容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由黎偉夏（筆者父親）提供
17
18
19

陳鴻瑜，《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臺北：獨立作家，2014 年），頁 210。
黎偉成（1957 年，仰光出生），筆者訪問，筆者紀錄，2017 年 8 月 18 日。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 年），頁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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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正中學
育德中學
挽華中西學校
中華國民學校
建華學校
緬華小學
力行學校
正心學校
國強學校
福民學校
光明學校
中西學校
正義學校
培智學校

仰光地區僑校的性質與分布

自由僑校
崇德中學
民眾中學
挽華中西女校
培民學校
建中學校
緬華女子義務夜學
新民學校
大眾學校
中山學校
光華學校
聖光學校
育中學校
緬華小學
華英學校（中立）

緬甸華僑中學
華夏中學
南洋中學
育新學校
集美學校
群英學校
久文台華僑小學
淡汶橋南學校

附匪僑校
福建女子師範學校
中國女子中學
中華學校
華僑小學第一校
平民學校
甘馬育華僑公學
淡汶醒民公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文亨、盧偉林，《緬甸華僑教育》
（台北：中正書局，1959 年）
，頁 57-60、68-70。

1960 年代，緬甸尼溫政府一系列的「排華政策」，形成強大的推力促使緬甸
華僑選擇移民。然而，19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訴求是世界革命，
以共產主義的外交來團結兄弟國，反對狹隘的國家民族主義。尤其是 1955 年的
萬隆會議，確立了全球各地華僑歸化當地國籍的政策。因此，在緬甸國內的排華
壓力以及中共的「在地歸化」僑務政策，使得緬甸華僑轉而選擇來臺。

（三）同鄉宗親會館的聯繫網絡
隨著海外移民的擴張，華人會在新的僑居地設立會館、公司、宗親會，以共
同的方言群與原鄉的親緣、地緣關係，建立起強韌的網絡群體，對內用以維繫其
家鄉、身分的認同。新移民進入當地社會時，提供聚會場地、交流家鄉信息、供
奉神靈、葬禮等服務。
緬甸華僑組織之團體，應以洪門團體之洪順堂為最早，最初之名稱為義興館，
又稱義興公司，於 1852 年成立。1890 年改稱武帝廟，另組清蓮堂和勝公司，在
仰光設總公司，緬屬各地設分公司。20 1855 年緬甸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人將
緬甸的首都從曼德勒（Mandalay）移到仰光，作為出口柚木等商品的港口城市。
英殖民官員為了開發緬甸，鼓勵外來移民，對於華人來緬甸沒有入境限制及苛例，
只須向英國駐廈門、廣州、汕頭的領事館辦理簽證即可從海路赴緬甸，而陸路則
可以自由進出。
20

盧偉林，《緬甸華僑概況》（臺北：中正書局，1988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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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下緬地區大量華人的移入、定居，使得在仰光紛紛成立華僑會館、華僑
組織、宗教團體，仰光的華僑社會逐漸有初步的規模。建立的華僑會館主要有：
福建觀音亭（1861 年）、廣東觀音廟（1864 年），這些廟宇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各
籍人士的祭祖以及其他公益事業。此外，仰光的會館還有：五邑會館（1864）、
寧陽會館（1865）
、建德堂（1868）、龍山堂（1878）、新會公所（1885）、肇慶會
館等。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後，緬甸政府隨即在同年正式承認中共政權與中
華民國斷交，並關閉仰光的大使館。此後雙方再也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21當然
也沒有官方的駐外代表機構，負責處理緬甸僑民問題和華僑回國升學事宜。根據
1965 年僑委會頒布之「海外學生回國升學保送小組工作要點」，在未設置使領館
之地區，分別委託當地熱心僑教人士組織保送小組，將申請資料送交僑委會、教
育部審查後，再依僑生志願及各校名額，統一辦理分發。22 此時，華僑會館等鄉
團組織，肩負著海外華僑與僑鄉聯繫的重責大任。
以我的家族史為例，廣東黎家長子偉民、次子偉強、三子偉宜分別於 1964
年、1965 年來到臺灣升學，都是在仰光的廣東會館提出申請以及辦理相關的簽證
手續。由此可見，在國民政府無法保障海外華僑權益，又沒有正式官方外交的情
況下，僑居國的民間鄉團會館儼然成為國民政府在海外的代理組織。筆者推測，
緬甸的「白派」僑民會館，也應與國民黨海外黨務運動有密切相關。國民黨海外
黨部組織的成立性質，多屬自發性的組織，由華僑主動捐款、參與海外黨部的活
動。當時由國民政府總籌的官方組織有：1951 年、1952 年成立的「緬華文化教
育促進會」
、
「緬甸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之後更陸續成立了「緬華自由青年總會」、
「緬華青年國術社」、「緬華青年服務處」等附隨組織。 23

四、國內華僑教育機構：僑大先修班、華僑實驗中學、暨南大學
（一）華僑實驗中學

21

22

23

1949 年中華民國與緬甸斷交後，2013 年外貿協會在仰光成立「台灣貿易中心」
；2014 年國合會成立
駐緬甸辦事處；2015 年緬甸在台灣成立「緬甸駐台北貿易辦事處」；2016 年在仰光成立「駐緬甸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無邦交地區之僑生保送小組設置地點有：星加坡、馬來西亞檳城、麻坡、峇株吧轄、居鑾、新山、
馬六甲、太平、怡保、彭亨、吉打、吉蘭丹、丁加奴、沙巴州亞庇、丹南、山打根、古達、保佛、
斗湖、砂勞越古晉、詩巫、美里、汶萊、寮國（永珍）、印度（加城）、緬甸（仰光）高棉（金邊）
等，引自僑務委員會，《僑生回國升學概況》（臺北：僑務委員會，1972 年），頁 79-80。
盧偉林，《緬甸華僑概況》（臺北：中正書局，1988 年），頁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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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國民政府，運用美援款項陸續設立各級華僑學校，加強僑生
的聯繫與管理，以期幫助僑生及早適應來臺的生活，順利完成學業。「華
僑實驗中學」創校之初，在學制上設有初中部、高中部、普通師範科及
僑生大學先修班。24 當時，僑生升讀高中應可分為兩類途徑：（一）僑
生小學或初中畢業升入高中者，以直升原校高中為原則，但如果原畢業
學校未辦高中，得由原學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分發至其他中
學的高中部；25 （二）僑生來臺前及具備小學、初中學歷，且符合學齡
門檻，則大多被直接安排至「華僑實驗中學」初中部、高中部就讀。
根據筆者的訪談：
「我就讀華僑中學，板橋那間。過來臺灣時大概 13 歲，直
接念二年級。．．．讀到高中畢業，然後再去僑大先修班修
一年，之後考到政治大學。」
「華僑中學」畢業之僑生，大都升入國內各大專院校就學，在參加
大專聯考時，且有入學考試成績加分之優待，斟酌從寬錄取，其錄取標
準由教育部規定之。26 1991 年《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實施辦法》修訂之
第十二條，則明文規定華僑中學之學生，應自行參加大專聯考，得按其
成績加百分之二十優待，若未達大學錄取標準，經加百分之二十五達大
學聯招最低標準者，可分發僑生大學先修班。僑生大學先修班結業僑生
自行報考大專聯招考試，得按其成績加百分之二十優待。
（二）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 27
回顧校史，可將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以下稱僑大先修班）
，分為三個階段：

1. 初創、合設時期（1955-1962）
1955 年至 1959 年僑大先修班與華僑實驗中學合設（現址今板橋華僑高中），
班主任由僑中校長兼任。僑大先修班招收世界各僑居地，尚不能直接升入大學之
高中畢業生，給予一至二年的先修（預備）教育，成績及格結業後，再按其志願
24

25
26
27

李靜兒，
〈近半世紀的「華僑」教育（1950-2000）〉
（臺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頁 17。
僑務委員會（62）臺僑輔字第五三七二三號令修正公布，第二十七條。
僑務委員會（62）臺僑輔字第五三七二三號令修正公布，第二十八條。
2006 年教育部前杜正勝部長宣布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兩校合併，原「國立僑生
大學先修班」改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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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各大學院校系，接受高等教育。28 1959 年，教育部前梅貽琦部長，鑑於「大
學先修教育」之重要，認為不宜再與僑中合設；乃交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大學、
師範大學、成功大學等四校，各附設 1 至 2 班。 29

2. 獨立設校於蘆洲時期（1962-1984）
教育部前黃季陸部長任內，認為僑生大學先修班為推展僑生教育之重要學校，
合設與附辦均非所宜，應以單獨設置且擴大編制與招生較為合適，故決定在新北
市（原臺北縣）蘆洲國立道南中學原址(現移撥國立空中大學使用)，正式成立國
立僑生大學先修班。1962 年，教育部為擴大僑生「大學先修教育」功能，乃決定
在蘆洲正式成立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

3.遷校林口時期（1984-2006）
蘆洲校址地勢低窪，每遇颱風來襲，容易遭受淹水。因此，1979 年教育部前
朱匯森部長核准，選定新北市林口區（原臺北縣林口鄉）現址，經過 6 年的籌畫
興建，於 1984 年 8 月完成遷入。
錄取回國的大專僑生中，其成績較差者（尤其是國語科），先令安排至大學
先修班肄業一年，以充實基本學科之修養。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分設甲（理、
工）、乙（文、教）、丙（醫、農）、丁（法、商）四組，依僑生志願分發，肄業
一年，考試成績及格後分發大專院校入學。 30

（三）升讀國內大專院校
廣東黎家長子偉民，仰光大學就讀一年後申請來臺保送升學，經「僑務委員
會」審查後安排至「僑大先修班」進修一年，再依成績、志願分發至「國防醫學
院」。國防醫學院每年開放的僑生名額僅五十名，管理極為嚴格，每年入學僑生
須於九月一日以前報到，逾期即取消入學資格。且不得申請保留學籍或請假。該
校僑生以自費為原則，如以家境困難而軍費生有缺時，亦可申請遞為軍費生，但
核定為軍費生後不得再改為自費生。 31
次子黎偉成，在緬甸時已經取得「華英學校」畢業證書，來臺灣後也是先至
「僑大先修班」完成為期一年的進修教育，之後再依志願分發至成功大學。三子
偉宜也是依循兄長的「升學模式」，分發至政治大學就學。

28

29
30
31

成狄華，
《從僑教的歷史發展看看「僑生大學先修班」當前處境與發展之道》
（臺北：蘭台，2001 年），
頁 29。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 （上）》，頁 604。
僑務委員會，《僑生回國升學概況》（臺北：僑務委員會，1972 年），頁 113。
僑務委員會，《僑生回國升學概況》，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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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綜觀來說，緬甸華僑的跨國流動與當時的冷戰結構、僑居國對華政策有密切
關聯，尤其是 1960 到 1970 年代對於緬甸華僑來說是重要轉變期，1962 年尼溫將
軍成功發動政變後，隨即推動比自由同盟時期更加激進的「排華政策」，不論是
華商的經濟生活、僑校的經營，皆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在緬甸國內龐大的排華壓力；中共鼓勵「華僑歸化僑居國」、推動文
化大革命的國際情勢，緬甸華僑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在「祖國」的號召下
選擇移民臺灣，或將其子女送往臺灣升學。
1950 年緬甸政府承認中共政權，並與中華民國斷交、關閉仰光的大使館，此
後長達 60 年間雙方再無正式的外交關係。如果當時想前往臺灣「回國升學」，必
須透過當地的華僑會館提出申請、辦理相關的簽證手續。由此可見，在未設置使
領館、無雙邊外交之地區，華僑會館儼然成為「回國升學」的委辦單位，肩負著
海外華僑與臺灣僑務委員會、教育部聯繫的重責大任。
從先行研究及口訪內容可以了解，海外僑生如果在僑居國沒有具備中等教育
的學歷，來臺後大多被安排至「華僑實驗中學」就讀；來臺前即具備中等教育資
格，則會進入「僑大先修班」進修。筆者認為僑生在國內升讀大學可分為兩個管
道：畢業後進入僑大先修班，完成一年的先修教育後，再依成績、志願分發至各
大學；或是報名大學聯合招生考試，以特種學生身分獲得一定比例的加分優待，
登記分發至大學就讀。
僑生中學畢業或完成僑大先修班的進修課程後，大多升讀到國立大專院校，
其中又以美援僑教時期的重點補助學校人數最多，如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大學、成功大學、國防醫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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