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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中英語遊美濃 南隆探險趣
文｜秦美蘭（旗美社大「用國中英語遊美濃」學員）

4月13日是「用國中英語遊美濃—南隆

的圍牆分隔，社區活動中心前仍掛著去年11月間

的蝴蝶蘭清雅脫俗，散發著清香吸引著饕客前

篇」，102年春季班第2次上課，課程內容是異域

舉辦的紀念活動時的布幔 。圍牆上畫著屬於這

來嚐鮮。 店內的菜色很多，是無法一次都品嚐

美食和信國新村，集合地點是信國國小。以往我

個社區的文化，『雲南18怪』，傣族、彝族….等

完的。 我們點了豌豆涼粉、酸肉、涼拌生木瓜

們所認識的美濃通常是北美濃的客家文化，這學

少數民族的服飾與風俗等等，都讓我們覺得新

絲、米線、米干、滇式小菜類似一般的滷菜。

期老師特別規劃南美濃的課程讓我們拼湊成完整

奇，忍不住拿起相機，為它們留下永恆的記憶。

我們一面吃飯一面交換討論著口感如何，馬太乙

的美濃地圖。從美濃的開發史來看，先民最初是

在一間雜貨店前一群婆婆媽媽聚在一起，有人抽

老師忙著為我們今天的課程整理成一篇英文的文

在美濃山下開墾，後來逐漸往南移，南隆地區的

著水菸，有人正在含飴弄孫，………。

章，讓我們學習如何用英語來敘述我們自己的文

積極開發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由日本三五公司招

我們興奮的被吸引了過去，好奇的詢問著水

化。生活就是學習，重點是要用心才會有收獲。

攬北部客家移民開墾，距今約100年；最晚來到

菸管如何使用，婆婆熱切的教導我們還一直叮嚀

餐後老師帶我們去參觀社區的舊房舍，房舍

此開墾的就是50年前來到這裡的國軍及其眷屬。

小心不要嗆到了。我們這群稀客的詢問下，大姊

前的低矮圍牆，是用就地取材的石頭砌成的，但

上午在信國國小美麗的校園上課，藍天綠

說起小時跟著父母在槍林彈雨中求生。 婆婆說

許多房舍多已破舊無人居住。近年來，部份土地

地，鳥叫蟲鳴，還有一顆結實累累的菠蘿蜜飄來

起十七、八歲時就要扛著槍自衛，跟著部隊東奔

遭到濫採砂石的結果，形成類似「大峽谷」的地

陣陣的果香。 因為有新同學加入所以先自我介

西走，只希望有安定的生活。 初到美濃時，這

形，造成另一個嚴重的環境問題。順路我們去參

紹彼此認識，接著老師詳細解說讓我們瞭解民

裡到處是貧瘠砂石地只能種西瓜、毛豆等作物，

觀九降寮的社區營造，社區造景與巨幅的美濃風

國49年滇緬邊境爆發國共激戰，義軍因寡不敵眾

四周沒有一棵樹，開始艱困的開墾歲月。婆婆指

景壁畫都很美。沿途還看到一座溫室蘭園，很多

而敗走，隔年政府實施國雷演習計畫，將滇緬的

著眼前看得到的花草樹木說這些都是後來種的。

的魚塭…南隆還有很多的自然景觀、人文生態，

義軍和眷屬撤退來台。來台之後其中一批600多

婆婆的子女有的承繼父兄的志業仍投身軍旅報效

待我們來體驗與瞭解。希望用國中英語遊美濃的

人，被安置在屏東縣與原高雄縣交界的河灘地，

國家，與其它農村一樣的情形，年輕人大多出外

課程，讓我們不但用自己的語言讓外國人瞭解我

也就是後來的信國新村（一村）、精忠新村（二

謀生在外定居，社區剩下的多為老人和小孩。

們的文化、歷史、古蹟、文物，也讓我們可以學

村）、定遠新村（三村）和成功新村（四村）。

雲南美食是我們期待的午餐料理。老師在上

接著我們實地走訪社區，村內有活動中心與

課前就為我們預定了「蘇家小吃」的豌豆涼粉，

小型社區公園。 房屋與街道有用石頭堆砌而成

店面雖然不大也沒有裝潢，但就像蘇家小吃門口

【編按】：「用國中英語遊美濃」於社大開課已超過四學期，秉持著開口介紹美
濃不用會高深的英文，只要你願意，國中程度就可以開口解說的想法。Malcolm

習到用外國語言來敘述我們家鄉的美。
下次上課是南隆的市定古蹟—敬字亭。期待
下次再會。

左圖｜用國中英語遊美濃師生合影，快來加入我們的行列吧！
右圖｜Malcolm老師試抽雲南的水煙，看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師是喜歡台灣文化的美國人，學員都是台灣人，上課是中英文穿插進行，每次
上完課都會有一篇師生共同討論出的英文小短文，希望有機會能匯集成冊，讓外
國人來到美濃時能更快了解這個美麗的地方。
這學期我們來到較少觀光客注意的南隆地區上課，信國新村是其中一門課，站在
村子裡就可以感受到很不同的氛圍，讓人感到印象深刻，本次分別有課程心得、
當次課程的英文小短文（含中譯），翻譯部分若有不恰當之處，歡迎指教，若對
這門課有興趣，我們固定於每個月的第一個週六上課，歡迎加入上課行列，更多
詳情也請洽社大行政處。
本期節選了一篇關於滇緬義軍的介紹，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師生們的合作成果。

The Immigrant Villages in
Nan Nung Basin
By Malcolm
This area of Nan Nung was settled originally by the KMT soldiers who had retreated
to Vietnam, Thailand and Myanmar during the war with the Communists. The migration
occurred in 3 waves. In 1961, 6500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settled in Taoyuan. Then,
4500 settled in Nantou in Chingjin farms. The third wave is less famous. Several hundred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settled here in Nan Nung along the river basin in villages
unceremoniously named Village 1, Village 2, 3 and 4. Village 2 was designated for single
officers. And Village 4 was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nd for civilians.
Most of these people were originally from Yunnan. They brought with them the unique
culture, food, customs and dialect of Mandarin. Painted on the walls of the community
you can see the dress and names of the many tribes from which they came including the
Wa-dzu, Lagu Dzu and so on.
When they arrived, they found no roads, no jobs just wetlands often flooded and
strewn with river stone. They were housed in the local schools until the government
helped them to build houses. The government also provided topsoil to support the farming
activity and families were given plots of land for farming. They planted watermelon,
winter melon and other suitable crops. They tried banana but the plant could not root in
the rocky soil. Some people sold the land for gravel mining, which later became illegal.

南隆地區的滇緬移民村
翻譯｜黃淑萍（旗美社大「用國中英語遊美濃」學員）
在南隆有一個區域是安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有一批國民黨
軍隊跟共產黨打仗，他們逐漸撤退到越南、泰國、緬甸的軍民，最
後來到台灣。
這樣的遷移共有三波，首先於1961年，6500個軍人和家屬被安
置到桃園；第二波4500人安置到南投清境農場；第三波較不為人所
知，有幾百個軍人和家屬被安置在高雄美濃的南隆地區的河床地，
命名為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其中一村是有眷軍官；二村是單
身軍官；三村是士官有眷；四村則是遺眷與無軍人身分者。
這群移民大多原本來自於雲南地區，他們帶來獨特的文化、食
物和方言，在社區的牆上你可以看到畫有許多民族的衣裳，例如，
哈尼族、佤族、拉估族等。
起初當他們來到這裡，發現沒有道路，沒有工作，只有時常淹
水和佈滿著石頭的濕地，剛開始他們被安頓在當地的小學，直到政
府協助他們蓋房子，政府提供耕地支持他們從事農作，他們種植西
瓜、冬瓜，以及其他適宜的作物。前幾年有些人把土地賣給砂石
場，進行非法開發，形成環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