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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one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姓氏 年齡 省籍 學歷 行業別 地區 登陸年 

洪先生 1966 本省閩南 研究所 服務業 廣州 2003 

陳先生 1967 本省客家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2003 

林先生 1967 本省閩南 研究所 製造業 廣州 2002 

林先生 1974 本省閩南 大學 製造業 廣州 2002 

王先生 1972 本省閩南 大學 製造業 廣州 2002 

歐陽先生 1976 外省 專科 服務業 廣州 2002 

許先生 1976 本省閩南 大學 服務業 廣州 2002 

張先生 1944 本省閩南 研究所 製造業 廣州 2001 

吳先生 1968 本省閩南 研究所 銷售業 廣州 2001 

羅先生 1963 本省閩南 大學 製造業 廣州 2001 

楊先生 1963 外省 大學 製造業 廣州 2001 

宋先生 1965 外省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2000 

景先生 1952 外省 專科 服務業 廣州 2000 

楊先生 1959 本省閩南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2000 

教會大姊 1965 本省閩南 研究所 服務業 廣州 1998 

周先生 1969 本省閩南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1998 

林先生 1960 本省閩南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1994 

黃先生 1956 本省閩南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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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1955 外省 高中職 服務業 廣州 1993 

李先生 1948 本省閩南 國小 銷售業 廣州 1989 

張先生 1952 外省 研究所 服務業 廣州 1993 

劉先生 1950 外省 大學 服務業 廣州 1992 

朱先生 1963 本省閩南 專科 製造業 廣州 1992 

劉先生 1978 外省 大學 服務業 廣州 1991 

蔡先生 1964 本省閩南 大學 銷售業 廣州 1989 

李先生 1978 本省閩南 國中 製造業 中山 2003 

陳先生 1968 本省閩南 國中 製造業 中山 2002 

蔡太太 1958 本省閩南 國中 製造業 中山 1989 

林先生 1967 本省閩南 高中職 製造業 中山 2001 

郭先生 1972 本省閩南 高中職 製造業 中山 2000 

柴先生 1958 外省 專科 製造業 中山 2000 

黃先生 1963 本省閩南 大學 製造業 花都 2002 

閔先生 1951 外省 國中 服務業 花都 2001 

鄭先生 1967 本省閩南 高中職 製造業 花都 2001 

李先生 1960 本省閩南 高中 製造業 花都 1989 

簡先生 1943 本省閩南 高中職 製造業 花都 2001 

陳先生 1958 本省閩南 大學 銷售業 花都 1997 

蔡先生 1962 本省閩南 研究所 製造業 花都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