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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子計畫一：「東南亞客家會館的美麗及哀愁－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會

館在移民的需求下誕生，並伴隨著新加坡的發展，如應和會館(1822)、永定會館

(1916)及南洋客屬總會(1929)。會館的發展幾乎是與新加坡的發展並行的，在將

近兩個世紀的歲月裡，由中國帶來的會館組織，慢慢在這片土地生根發芽。然

而，會館的發展模式是有別於原鄉中國，因為國情與社會結構的不同，在新加

坡的會館組織自然必須自我調整來迎合社會的需求。客家會館經歷了英殖民統

治、日本佔領、新加坡自治、馬來西亞的成立，以及後來新加坡的獨立，不同

時期的發展有明顯差異。如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會館社會功能與政治代表性大

幅被政府限制與削弱，取而代之是國家力量的掌控，會館亦作出重大變革因應

外在劇烈變化，而至今會館還能屹立不搖，可見其確有獨特的適應機制，故本

計畫選定南洋客屬總會作為研究對象，並從內在關係出發，探討成立初期的美

麗茁壯，歷經戰禍與國家限制的哀愁憂慮，進而論述外在聯結，如與豐順、大

埔會館等之間的競合關係。因此，南洋客屬總會發展歷程展演出新加坡客家會

館的百年縮影，能彰顯東南亞客家會館的存在。 

 

關鍵字：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客家、東南亞客家、會館、客家會館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新加坡華人會館(含客家會館)，在新加坡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新加坡

開埠以來，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勵移民政策，導致了中國移民大量移入，但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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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採取間接管理。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沒有英殖民政府的

直接管制下，首要面對的問題是由誰來負責解決和協助，自然而然會館便擔負

起社會責任，此種社會內在機制並非在新居地所獨見，而是移民們的先祖或本

身的經驗使然。在中國原鄉，從鄉村到省城，會館就具備教育辦學與慈善救濟

的社會功能。二戰前(1941)的新加坡華人會館都是由中國移民所創立的，當時會

館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新移民在陌生的環境裡安頓下來。會館為同鄉提供安生

立命、工作就業等服務，也讓同鄉間有一個場域來聯絡情感。此外，會館內在

機制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協調人與見證者，南洋客屬總會亦是新加坡唯一跨越

原鄉地籍範圍限制的華人地緣性社團；從外部論，則是個人、方言群與殖民政

府間的中介。早期會館成為方言群的代言人和利益的維護者，不同籍貫的會館

亦代表著他們本身族群的利益。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會館社會功能與政治代表

性大幅被政府限縮與削弱，取而代之是國家力量的制約，會館亦作出重大變革

因應外在劇烈變化，此為計畫研究議題之一。 

二次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華人社團不斷增加，其中以血緣性社會以及宗

教、文化團體的新組織最為顯著，亦有社團整合(併)的情況。1970 年代以後，

華人社團的增量趨於和緩，且除了規模較大的組織外，其餘社團逐漸沈寂下來，

直至 1986 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後才改變。南洋客屬總會原先有

領導階層與服務對象，受到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影響，如何自我調適；如

何在國家力量壓制之下，從獨立性變為服從性，為本計畫研究議題之二。 

受到快速的都市化和全球化之影響，會館為了生存和繼續服務會員，發展

出不同的功能和角色，其在社會的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的變

化，它也不斷的在調整。從 19 世紀會館成為族群的代表，20 世紀前半葉熱衷中

國事務，新加坡建國後將「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會館更積極參與本地

的事務，並成為政治的壓力集團。為了生存，南洋客屬總會積極進行改革，雖

然華人會館在新加坡社會的影響力逐漸弱化，但會館仍持續堅守著堡壘，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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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代洪流中開闢新的大道，即本計畫研究議題之三。 

最後，南洋客屬總會與其他方言會館的有許多差異性，其中胡文虎扮演關

鍵聯繫角色，他創立南洋客屬總會是有多重意義的，首先團結來自中國南方各

地客家人(主要是新馬，次之是泰國及東南亞其他地區)與新加坡閩人陳嘉庚競

爭；同一時間試圖建構一個想像共同體(客家人)；另外建立他在客家人的共主地

位，從以上的觀點，南洋客屬總會與其他客家會館(應和、豐順、大埔、永定等)

的特定關連性為最終研究議題。 

本計畫田野調查中的訪談對象，主要分為下列對象： 

1.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收集文獻。 

2. 南洋客屬總會館的耆老與文史工作者，訪談了解會館歷史、概況、關心會館

事務之耆老與文史工作者。 

 田調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了文獻收集與部分口述歷史，在收獲上尚算豐

碩。筆者利用10-11月完成期末報告的撰寫。 

 

二、預算支用情形： 

     

    人力資源：計畫主持人 1 名、碩士班兼任助理 1 名  

     財力資源：客家委員會補助 250,000 元  

     物力資源：無 

     預算支用：如下表。 

 

經費用途 
預算數 

(A) 

實支數 

(B) 

餘額 

(I)=(A)-(B~G)+H 

執行% 

B/A*100 

動支% 

A-I/A*100 

人事費 128,101 128,101 0 100 100 

雜支 1,099 1,099 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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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差旅費 
120,800 120,800 0 100 100 

合計: 250,000 250,000 0 100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是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主要研究對象，藉以探索南洋客屬總會

興起與變遷，如社會功能及商人領導模式是否隨著「三結合」機制走入歷史，

或是作出組織變革迎合時代潮流；其次南洋客屬總會自有領導階層與服務對

象，受到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影響及國家力量壓制，如何自我調適；再者，

南洋客屬總會如何展現改革面貌，試圖在時代洪流中走出自己的世界；爾後，

南洋客屬總會如何面對豐順會館與茶陽大埔會館等的挑戰。以上均是本計畫重

要研究議題。 

計畫將透過深度訪談、生活經驗的體驗、文化的解析、會館的會議記錄，

確實理解客家會館在新加坡發展史上，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特別的角色，亦將南

洋客屬總會昔日移動的軌跡詳實呈現與紀錄，以期能完成口述歷史資料、會館

的發展、海外客家人的奮鬥歷程、認同問題，政治因素等。從會館的發展道路，

亦建立海外客家人發展的軌跡，以利後續研究的參考。 

 

二、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 海外客家研究受限於時間與空間，再加上分析文獻需半年的時間。研究

者近二十年來都在進行海外華人與客家人的研究，豐沛的人脈和對各國

田野的熟悉，使研究得以順利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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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主要是研究經費與時間的限制，讓研究一直處於小範圍的研究。 

 

 三、建議事項： 

(1) 增加多年期研究計畫的申請名額。 

(2) 海外客家研究的經費期盼能稍增之。 

  

 

 

 肆、結論： 

海外國家，如美國、泰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簡稱新馬）都有會館的存

在，然而新馬會館在發展上，雖然和其他地方有些相似，但是它們亦有許多獨

特之處。例如會館、商人與華校的結合，成為一個連鎖的關係。這種緊密的關

係最終是促進華校的發展，會館不只是文化的保護與發揚者，它亦是服務族群

的中心，動員族群的基地。由此可見，會館組織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一

直在新加坡華人社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1980 年代新加坡的國家政策改懸易轍，逐漸強化政治服務，削弱民間社會

功能，自然讓昔日的社團組織功能逐步被弱化。以茶陽(大埔)、應和會館等會館

為例，昔日照顧族群，為族群開辦教育等工作。在新加坡建國後，這些功能都

被政府取代，全民的政府自然要照顧全民，為國內人民辦符合國家發展的教育，

以及代表全民發聲。聯絡鄉親的功能被組屋(國宅)內的聯絡所取代。在族群政策

上，政府以華人這個我群觀來統合國內的各方言群(福建、潮州、廣東、客家與

海南)，在此情形下，會館的角色變得更為次要。華人會館在新加坡建國之後，

其功能性的逐步被取代，使會館必須進行調整，政府管控加深會館本身的憂慮，

一來是會館內部功能限縮，二是外在弱化會館職能，使得南洋客屬總會等會館

遵從政府指導外，必須以沉潛的姿態來調整本身的步伐來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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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是本地規模最大的客家社團，下屬 24 個社團，會員數

約 3,700 人。因此，南洋客屬總會如何組織各地客家人，亦是本次研究計畫所關

注的。此外，作為客家社團的指導者，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各屬團間的角力

與合作未曾停歇，誠如過去對應和會館及永定會館的單一線性研究，如今須完

整納入南洋客屬總會與豐順、茶陽(大埔)的關係，更能釐清客家會館競合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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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成果全文

 

第一章、序論 

第一節、研究計畫之背景 

新加坡自 1819 年由英國人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開埠

以來，由於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來推動新加坡的發展，而當時的人口根本無法

提供英殖民政府足夠的人力資源來發展，這導致必須引進外來的人力資源。擁

有龐大人口的中國，自然成為殖民政府的目標。當時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強欺壓，

無力保衛人民，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加上生存條件惡劣，讓人民必須出外謀生，

這是華人南來的推力，而拉力則來自殖民政府急須大量人力資源。這些因素讓

華人大量移入新加坡，而會館亦伴隨著華人在新加坡生根。根據 1881 年殖民地

人口統計，當時華人的人數是 86,766 人，其中福建人有 24,981 人，潮州人 22,644

人，廣府人 14,853 人，而客家人則有 6,170 人(7.1%)。隨著華人人口的不斷移入，

會館規模逐漸壯大，會館的社會功能亦隨著增加。二次戰後的新加坡華人族群

調查如下表 1： 

 

表 1：1957 年及 2000 年新加坡華人族群比例 

族群來源 族群 次要族群(％) 

1957年新加坡

族群人口比例 

華人 福建 30.5 潮州 17.0 

廣東 14.2 海南 5.4 

客家 5.1 福州 1.2 

上海 0.8 興化 0.6 

福清 0.5 其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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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合計 75.40％ 

族群來源 族群 次要族群(％) 

2000年新加坡

族群人口比例 

華人 福建 31.52 潮州 16.13 

廣東 11.82 客家 6.08 

海南 5.14 福州 1.44 

上海 0.66 興化 0.72 

福清 0.47 其他 2.81 

比例合計 76.78％ 

資料來源：Neville Warwick, 1966, Singapore：Ethnic 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p238；Leow ,Bee 

Geok, 2000b, Census of Popualation 2000：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p43-54；轉引自葉韻翠，

2010，《國族論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落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未出版博士論 

文，頁 22。 

 

從表 1 的數據顯示，華人亞族群眾多，因此會館有其歷史功能性，而會館的變

遷是伴隨著新加坡的發展，首先是客籍人士於 1822 年成立了應和會館，這是新

加坡客家人成立的第一間會館，爾後其他籍貫人士亦紛紛成立會館，如永定會

館(1916)及南洋客屬總會(1929)。會館的發展幾乎是與新加坡的發展並行的。在

將近兩個世紀的歲月裡，由中國移民建立的方言群會館，逐漸在這片土地生根

茁壯。須知，會館的發展模式是有別於原鄉地，緣由兩地國情與社會結構的不

同，在新加坡的會館組織自然必須自我調整來迎合國家規範與社會需求。新加

坡客家會館近兩百年的歷程，經歷許多動蕩的局面，尤其在二戰之後，新加坡

華人社會面對與昔日截然不同的環境，例如與馬來西亞的分合和獨立建國時

期，華人(或客家)會館能夠屹立在新加坡這塊土地上，可見華人會館其確有獨特

的適應機制，而這種適應轉化模式是本計畫所欲探究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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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自新加坡開埠以來，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勵移民政策，導致了中國移民大量

移入，但是早期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採取間接管理。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沒有

殖民政府的直接管制下，首要面對的問題是由誰來負責解決和協助，自然而然

會館便擔負起社會責任，此種社會內在機制並非在新居地所獨見，而是移民們

的先祖或本身的經驗使然。在中國原鄉，從鄉村到省城，會館就具備教育辦學

與慈善救濟的社會功能。二戰前(1941)的新加坡華人會館都是由中國移民所創立

的，當時會館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新移民在陌生的環境裡安頓下來。會館為同

鄉提供安生立命、工作就業等服務，也讓同鄉間有一個場域來聯絡鄉情。此外，

會館內在機制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協調人與見證者，南洋客屬總會亦是新加坡

唯一跨越原鄉地籍範圍限制的華人地緣性社團；從外部論，則是個人、方言群

與殖民政府間的中介。早期會館成為方言群的代言人和利益的維護者，不同籍

貫的會館亦代表著他們本身族群的利益。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會館社會功能與

政治代表性大幅被政府限縮與削弱，取而代之是國家力量的制約，會館亦作出

重大變革因應外在劇烈變化，此為計畫研究議題之一。 

二次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華人社團不斷增加，其中以血緣性社會以及宗

教、文化團體的新組織最為顯著，亦有社團整合(併)的情況。1970 年代以後，

華人社團的增量趨於和緩，且除了規模較大的組織外，其餘社團逐漸沈寂下來，

直至 1986 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後才改變。南洋客屬總會原先有

領導階層與服務對象，受到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影響，如何自我調適；如

何在國家力量壓制之下，從獨立性變為服從性，為本計畫研究議題之二。 

快速的都市化和全球化之影響，會館為了生存和繼續服務會員，發展出不



                                                                                                  

11 

同的功能和角色，其在社會的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的變化，

它也不斷的在調整。從 19 世紀會館成為族群的代表，20 世紀前半葉熱衷中國事

務，新加坡建國後將「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會館更積極參與本地的事

務，並成為政治的壓力集團。為了生存，南洋客屬總會積極進行改革，雖然華

人會館在新加坡社會的影響力逐漸弱化，但會館仍持續堅守著堡壘，試圖在時

代洪流中開闢新的大道，即本計畫研究議題之三。 

最後，南洋客屬總會與其他方言會館的有許多差異性，其中胡文虎扮演關

鍵聯繫角色，他創立南洋客屬總會是有多重意義的，首先團結來自中國南方各

地客家人(主要是新馬，次之是泰國及東南亞其他地區)與新加坡閩人陳嘉庚競

爭；同一時間試圖建構一個想像共同體(客家人)；另外建立他在客家人的共主地

位，從以上的觀點，南洋客屬總會與其他客家會館(應和、豐順、大埔、永定等)

的特定關連性為最終研究議題。 

 華人會館的創立是海外華人離鄉背井的依靠，東南亞華人會館發展歷程雖

與其他地方有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亦有許多獨特之處。例如會館、商人與華校

的結合，成為一個「館、商、教」三結合機制。這種緊密的關係最終是促進華

校的發展，華人會館不僅是族群文化的保護與發揚者，它亦是服務族群的中心，

動員族群的基地。由此可見，會館組織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一直在新加

坡華人社會中擔負文化傳承及維護社會的重責大任，此時期是新加坡客家會館

的榮景。 

1970 年代新加坡的國家政策改懸易轍，逐漸強化政治服務，削弱民間社會

功能，自然讓昔日的社團組織功能逐步被弱化。昔日照顧族群，為族群開辦教

育等工作。在建國之後，這些功能都被政府取代，全民的政府自然要照顧全民，

為國內人民辦符合國家發展的教育，以及代表全民發聲。聯絡鄉親的功能被組

屋(國宅)內的聯絡所取代。在族群政策上，政府以華人這個我群觀來統合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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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言群(福建、潮州、廣東、客家與海南)，在此情形下，會館的角色變得更為

次要。華人會館在新加坡建國之後，其功能性的逐步被取代，使會館必須進行

調整，政府管控加深會館本身的憂慮，一來是會館內部功能限縮，二是外在弱

化會館職能，使得南洋客屬總會等會館遵從政府指導外，必須以沉潛的姿態來

調整本身的步伐來尋求出路。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是本地規模最大的客家社團，下屬 24 個社團，會員數

約 3,700 人。因此，南洋客屬總會如何組織各地客家人，亦是本次研究計畫所關

注的。此外，作為客家社團的指導者，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各屬團間的角力

與合作未曾停歇，誠如過去對應和會館及永定會館的單一線性研究，如今須完

整納入南洋客屬總會與豐順、茶陽(大埔)的關係，更能釐清客家會館競合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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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艱辛之路: 南洋客屬總會的建置與變遷 

第一節、南洋客屬總會的成立 

客屬總會(1948 年改名為南洋客屬總會，簡稱為客總)之地基原本是廣客(廣

東幫與客家幫)青山亭義山舊址，在百多年前由英殖民地政府給與嘉應、豐永大

(豐順、永定與大埔)及廣惠肇(廣州、惠州與肇慶)三府華人為葬其先人的場所。

直至 1900 年，英殖民政府因為見到新加坡日益繁榮，墳場地不宜繼續設在鬧市

之中，因此將之收回並夷為平地，劃入市區。當時的華民政務司萬氏出示曉諭，

委託廣東幫與客家幫雙方領袖，力助英殖民政府傳達周知，務必從速將該處的

骨灰遣返各屬義山安葬，待英殖民政府搬平之後，將給回吉地一段予客廣兩屬

人士。由於青山亭義山移平多年後，英殖民政府並未兌現承諾，於是由客家先

賢湯湘霖發起，邀集廣東幫領袖會議，呈請政府遵示履行，給回地段事，以符

原旨。在商議的席間，眾人公推湯湘霖與邱雁賓二人為代表，進行遞稟，嗣由

輔政司召集到署商議，並蒙允許，給回吉地一段，面積共有二萬平方英尺。客

家幫方面領得六千六百七十尺，一切免費，每年僅納些微地稅。地段領得之後，

即行傳知嘉應、豐永大各會館的當年董事，齊集討論，以該地將作何用為適宜

會議之下，由湯湘霖提議，表示客屬同僑旅居南洋群島，不下百十萬人，素來

散漫未能團結一致，甚為可惜。試觀近年來，在新加坡潮州有八邑會館，漳州

有十屬會館之組織，惟獨客屬尚未有一集合眾力之組織，不若將此地建築一座

宏偉客屬總會，乃是最合適之辦法也。後得全體和議，贊成通過臨時商議籌款

建築事宜。 

由於湯湘霖的倡議，大家推舉湯氏為籌辦處處長，梁穀欣為募捐主任兼建

築總理，藍禹甸為總財政，梁受謙為駐辦，賴師昇、譚清源、陳鏡秋等為籌辦

勸捐員。先從新加坡著手進行，續派梁受謙與林英輝前往外埠籌捐。當時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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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各處世情不景，所捐得之款與預算數目相差甚钜，再度委湯湘霖與劉登鼎二

人親往吉隆坡各處，大約籌得萬元左右，但是仍不敷支，於是與胡文虎鄉賢商

籌接濟，蒙胡文虎捐助二萬元，以應需用，並得各位籌辦員竭力策劃，慘澹經

營，費時數年，客總始告落成。統計建築及一切費用，共費叻幣十八萬元左右。

1929 年 8 月 23 日，客總舉行開幕典禮，當時的英荷暹各客屬代表約數百人，前

來參與盛會。首任會長公推胡文虎擔任，而副會長是湯湘霖和藍禹甸。1932 年，

東南亞各地受不景氣影響，導致客總經費短缺異常，會務幾乎陷於停頓，幸賴

熱心鄉賢組織經濟委員會，負責維持，渡過難關。 

1935 年，胡文虎、梁燊南，楊溢嶙出任正副會長，並得客總同仁及本外埠

紳商等鄉賢擔任董事，會務獲順利進展。同年並由胡文虎昆仲獨捐鉅資，創辦

民眾義學，將總會 2、3、4 樓辟為教室，分日夜班授課，學子共有 1,500 餘人。

1937 年，客總董事會議議決擴大組織，加強團結力量，積極推動組織各地客屬

公會，發動東南亞各國成立 53 個地區客屬公會團體,計有：馬六甲、野新、文冬、

立卑、小笨珍、文律、武吉班影、峇株巴轄、居鑾、令金、雪蘭莪、加影、怡

保、金寶、檳城、吉礁、玻璃市、關丹、林明、甘猛、吉蘭丹、吉賴、甘馬挽、

而連突、淡馬魯、勞勿、新山、古來、麻坡、金馬士、昔甘末、羅美士、東甲、

馬口、豐盛港、邊加蘭、森美蘭、武來岸、士莪月、雙溪古月、庇勞、哥打丁

宜、居林、砂拉越、亞庇、仰光、吉裡汶、石叻班讓、占碑、巴領旁、三寶壟、

日惹、雅加達等。各分會在組織關係上均隸屬南洋客屬總會，並且接受客總的

領導，是客總的分支機搆。客總當時的職員表除了本地董事，也包括了這些外

地分會的董事代表。在當時，客總不僅是團結新加坡境內客家社群的核心組織，

也對加強聯繫東南亞各地客家族群之間的聯繫、團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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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終，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日軍南侵，新馬淪陷。日軍佔領期間長

達 3 年零 8 個月，會務完全停頓，至世界和平後，客總複辦，各地之公會亦相

繼復興。1947 年，大戰結束後復辦中的團體會員有：豐永大公司、應和會館、

豐順會館、茶陽會館、惠州會館、三和會館（今之廣西暨高州會館）、上杭同

鄉會（已解散）等，客總之聯繫工作亦逐漸步上軌道。1948 年 8 月 24 日，召開

第 2 次代表大會，因時局動亂，出席代表不足法定人數，因此照章改開特別大

會，議決授權董事會，修改章程，將客屬總會名稱冠以「南洋」二字，稱為「南

洋客屬總會」，以符其實，即於 1949 年 8 月 23 日公佈施行。1952 年，董事會

改選，胡文虎、林師萬、張夢生蟬聯第 9 屆正副會長。1953 年，舉行慶祝 24 周

年紀念大典，同時召開第 3 屆代表大會，出席者有新、馬、北婆羅洲及印尼各

地公會 25 個單位，代表 56 名。 

1954 年 8 月 22 日，慶祝 25 周年銀禧紀念，各地屬會同人熱烈籌集銀禧基

金，充實客總經濟基礎，謀求擴大會務，並為屬人福利作出貢獻。1955 年，秉

承第三屆代表大會之議決案，協助籌募林明、安順、野新、昔加末、雙溪大年、

亞庇、江沙、巴領旁 8 處客屬公會之建構基金，以及出版第 1 本客屬年刊銀禧

（25 周年）紀念號。同年 4 月，敦請李光耀律師為總會名譽法律顧問。1956 年，

張夢生膺選為董事會第十一屆會長。1957 年，8 月 23 日，舉行 28 周年紀念大

典，並於 24 日召開第 4 屆代表大會，新、馬各地共有 24 公會團體派代表出席。

大會也通過重要議案多宗計：一、反對新馬政府實行「通行證」制度；二、爭

取華文為官方語文；三、爭取新加坡公民年資，居住滿八年者，即為新加坡公

民。同時，客總以第 4 屆代表名義，電賀馬來亞最高元首及首相東姑阿都拉曼，

祝賀聯合邦獨立。1959 年，1 月 1 日開始，新加坡與馬來亞廣播電臺正式分家。

新加坡政府擬取消本地客、潮、瓊、榕 4 大方言之廣播，客總為維護華族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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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於是聯合潮州八邑會館、瓊州會館及福州會館，據理力爭而獲准照舊播

放。從新加坡步向自治之後，客總積極參與本地的事務，例如 1963 年，為回應

中華總商會聯合各民族向日本追討血債行動委員會召開的群眾大會，發動全體

屬團踴躍參加，出席大會會群眾超過十萬人。嗣後支持中華總商會籌建紀念碑，

領導屬團進行捐募紀念碑基金約五千八百餘元。1
 

 

 

第二節、胡文虎與客總 

胡文虎，（1882 年－1954 年 9 月 4 日），祖籍福建永定，生於緬甸仰光，

童年被送回家鄉接受傳統文化教育，1896 年重返仰光。之後繼承父親的永安堂，

與弟胡文豹合作經營，研制萬金油、八封丹、清快水等成藥，暢銷東南亞各地。

1914 年永安堂總行遷至新加坡，1932 年總行又從新加坡遷至香港，並在中國東

南沿海及東南亞各地設立分行。平素熱心於文化教育與醫藥慈善事業。自 1929

年獨資在新加坡創辦《星州日報》後，至 1941 年底，還在福建、廣東、香港以

及東南亞各地創辦《星華日報》、《星光日報》、《星中晚報》、《星島日報》、《星

檳日報》等，形成星系報業集團。抗日戰爭期間曾任中國國民參政會華僑代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香港，一度被軟禁。1943 年曾以港商身份赴東京

拜會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戰後繼續開展商業活動，但主要精力集中在辦報。1954

年病重，赴美國求醫，去世於檀香山。 

    胡文虎於新加坡期間，曾與德高望重的閩南商人陳嘉庚發生一些衝突，而

胡文虎有意與陳嘉庚在新加坡華人社會進行競爭。由於客家人的人數遠遠不如

閩南人，胡文虎在湯湘霖倡議設立客總之時，就大力的支持，而胡文虎曾擔任

                                                      
1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網站 http://nykcg.sg/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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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總第一屆、第三屆-第十屆的會長，逾二十年為客總服務，這段期間其積極在

東南亞各處鼓勵客家鄉親成立客家公會，以此來團結區域內的客家人，而客總

亦在 1948 年加上南洋二字，以示其在東南亞的領導地位。胡文虎的積極經營讓

客總不斷的茁壯。然而，隨著新加坡的自治，新馬合併與後來新馬分家，皆對

南洋客屬總會產生一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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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分合之路: 總會與屬會的競逐 

第一節、二戰後的新加坡 

二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變化深深影響了英殖民地區的人民。當時的世局

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在歐洲，美國與西歐諸國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 ）。蘇聯則將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東德、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納入共產勢力範圍，組成華沙公約組

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1955）。 歐洲二分，導致世界處於冷戰的局面。

在亞洲區，兩大勢力的競爭也非常激烈。二戰剛結束，國民黨（美國力挺）與

共產黨（蘇聯支援）便以武力爭奪中國大陸的統治權。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

產黨擊敗國民黨宣佈共和國政府成立，共產主義即在亞洲大陸佔有龐大的根據

地。為了防止共產勢力進一步擴張，美國遂聯合其他歐、亞、美各洲的盟國，

對共產勢力，包括中共政權採取圍堵政策。 

國際政治勢力的兩極化影響了東南亞政局的穩定。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

爭，使各地殖民政府的控制權大受動搖。中共成功擊敗國民黨政權，鼓舞了各

殖民地藉武力爭取獨立的行動，也讓殖民政府面對嚴峻的考驗。新馬社會的左

傾意識形態，二戰前早已在華人社會流傳，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也於 1930 年 4 月成立。2抗日時期，新馬抗日分子多是華人，其中便有

許多是馬共成員。3該組織在日本佔領新馬期間，亦獲得英政府暗中支持，使他

們的勢力逐步增強。日軍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佈投降後，就開始撤出新馬地

區，而英軍則在 9 月 5 日到達新加坡。然而，在將近兩個星期的空窗期裡面，

馬共分子開始出來捉漢奸，讓人民知道他們的存在。 

                                                      
2
 Khoo Kay Kim, “Gerakan Komunis di Tanah Melayu Sehingga Tertubuhnya PKM”, in Khoo Kay 

Kim dan Adnan HJ. Nawang ed. Darurat 1948-1960 (Kuala Lumpur: Muzium Angkatan Tentera, 

1984), p.25. 

 
3
 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香港：香港見證出版公司，1992），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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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因抗日而壯大的馬共，4不被歸來的英殖民政府接納為合法組

織。於是他們發動武裝政變，冀望奪取新馬殖民地的政權，以建立馬共政府。

為了防堵馬共，1949 年以後，英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實施嚴厲的移民政策，中

斷了馬來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5同時，英殖民政府也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

去。表面上理由是新加坡加入馬來亞會增加華族人口的比例，對馬來人的政治

利益造成損害。6事實上，英殖民政府更擔憂共產勢力利用華人奪取政權。 

英殖民政府重新回到新加坡，除了面對共產黨的威脅外，日本能夠擊敗這

個昔日雄霸世界的強國，亦令當地人民對英國人能夠給予保衛這片土地的信

心，完全的破滅，而人民的自治的聲音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英殖民政府

開始在政策上進行調整。從 1948 年至 1959 年間，英殖民政府在政治採取漸進

式的開放，1948 年舉行了第一次選舉，但只限於立法議院(Legislative Council)22

席中的 6 席。1955 年英殖民政府落實立法議院民選制度，並舉行第一次大選(選

出 25 席的立法議員，尚有近半數的立法議員是由官委的)，讓新加坡步向半自治

的狀態，當時的勞工陣線（Labour Front）贏得了 10 席，遂與馬來半島的聯盟7與

官委議員組成聯合政府，而勞工陣線領袖馬紹爾（David Marshall）成為新加坡

                                                      
4
 二戰前的馬共沒有遊擊隊組織，但日侵時戰敗的英殖民政府，希望民眾支援他們抗日，因此

鼓勵馬共組織遊擊隊來抗日。日軍投降後，馬共在各地搜獲許多遺棄的兵器、彈藥和糧食，這

都增強他們的武裝勢力。見韓元山、李永樂《戰時馬共組織概況》，《馬共秘聞》（新加坡：勝利

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8），頁 22－23。 

5
 1951 年 9 月 30 日後，新馬與中國斷交，任何人不能再由中國申請回新馬。見《南洋商報》（新

加坡），1951 年 7 月 1 日。 
6

 K.G. Tregonn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66), pp.35-36; 

B.Simandjuntak, Federalisme Tanah Melayu 1945-1963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1985), 

p.60. 
7
 由巫統，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組成的聯盟政府。巫統，全名為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簡稱 UMNO）。創黨人是柔佛州貴族拿督翁惹化（Datuk Onn 

Jaafar）。該黨於 1946 年 5 月 11 日，由馬來亞數十個馬來團體為反對馬來亞聯邦計劃，共同組

織而成的。該黨是聯盟的第一大黨，亦是馬來西亞最有影響力的政黨; 馬華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 MCA)，中文全稱馬來亞華人公會(1963 年之後改稱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是

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組織。該黨於 1949 年順應緊急狀態的形勢，在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勵下成立，

主要創黨人為陳禎祿。初期只是福利機構，1951 年才正式改章程成為名符其實的政黨; 印度國

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是代表馬來西亞印度人的政黨，創立於 1946 年。1954 年 10 月該

黨加入巫統與馬華的聯盟後，一直都是執政黨的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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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首席部長。1958 年 5 月，自治協定簽署。隔年(1959 年)新加坡舉行了第一

次的普選，在該年 5 月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贏得了 51

席8中的 43 席。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出任總理。 

戰後的新加坡，除了政治的變動之外，社會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1950 年

代工潮與學潮都相當的激烈，當時的新加坡職工總會(Singapor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策劃下，各業的工人發動了罷工的行動。1950 年代的福利巴士

員工大罷工，更引發了暴動的事件。工人與學生的示威事件，令社會處於動蕩

不安的局面。從二戰前夕至 1959 年的自治選舉，新加坡社會歷經了激烈的動蕩。

成功取得自治地位的新加坡，步入 1960 年代，面對的是族群問題，內在與外在

的政治角力，以及未來的發展道路。上述的問題對新加坡未來都是一大考驗。 

 

 

第二節、客總地位的改變 

踏入了 1960 年代，新加坡經歷了兩件大事: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加入

了馬來西亞成為一州；1965 年 8 月 9 日，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宣佈新加坡不再是

馬來西亞的州屬，新加坡被逼獨立。這種變化令新加坡政府與人民，猶如洗「三

溫暖」，前者讓新加坡擁有廣大的腹地，前景充滿希望，而後者則是令新加坡陷

入困境，未來的前途充滿著不可預知的未來。這段時間內，左右派的鬥爭，族

群之間的衝突，各種政治力量的角力都令新加坡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境。 

馬來西亞合併的道路，並非一條康莊大道，內中有著新馬存在的族群矛盾，

新加坡與婆羅州領導層之間就未來合併之後，在施政方針上的歧見，新馬內部

左派力量的干擾，外國勢力的介入等等。這些問題都令整個合併的過程充滿了

變數。從 1961 年至 1963 年，英國方面與東姑阿都拉曼，李光耀等領導人，進

                                                      
8
 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中，34 位是華人，10 位是馬來人，6 位印度人和 1 位歐亞裔。見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臺北:世界書局，1998)，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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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多方的協商。在這兩年的協商過程中，新馬領袖仍有許多歧異的地方，這

些問題最終在妥協與退讓的情形下完成，而 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終於

成立。馬來西亞的成立除了新馬領導仍有歧見外，鄰國的印尼與菲律賓也表達

了他們反對的意見。9 月 16 日印尼立即跟馬來西亞斷絕邦交，印尼群眾聚集在

馬來西亞大使館和英國大使館，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馬來西亞成立的矛盾，最重要仍是內部的分歧，這些不滿的情緒與政治角

力，最終於 1964 年 7 月 21 日，在新加坡爆發族群流血衝突，最終以 23 人死，

454 人受傷的悲慘結局收場。9
 族群衝突事件，突顯人民行動黨與巫統之間的矛

盾。1965 年，兩黨的競爭陷入了白熱化，首先是新加坡聯盟改組，由馬來西亞

農業與合作社部長佐哈勵志(Mohamed Khir Johari)出位主席，並對外宣佈要取得

新加坡的州政權。這無疑是向人民行動黨下戰帖，而人民行動黨也不示弱。李

光耀提出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獲得這些非馬來人政黨認同。當時霹靂

的人民進步黨 (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10 檳城的民主聯合黨 (United 

Democratic Party)，11砂勞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12全國卡

達山統一機構 (United National Kadazan Organisation)
13 與馬真達黨 (Party 

Machinda)
14頻頻與人民行動黨接觸。經過了多次的協商，四個在野黨(全國卡達

山統一機構除外 )與人民行動黨組成“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Malaysian 

                                                      
9
 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340。 

10人民進步黨，其前身為霹靂進步黨（Perak Progressive Party），該黨於 1953 年 1 月 11 日在霹靂

州（Perak）怡保市（Ipoh）成立，1956 年 3 月易名。創黨人是兩位錫蘭淡米爾裔律師 S. P. 

Seenivasagam 和 D. R. Seenivasagam 兄弟。 
11

 1959 年馬華公會第二任會長林蒼佑因聯盟內部候選人席位分配問題與巫統的東姑阿都拉曼

鬧翻，失勢辭職之後在檳城創設了民主聯合黨。 
12

 砂勞越首個合法政黨，早期政綱具濃厚社會主義色彩，黨員群眾雖以華裔為主，但亦曾獲得

相當的伊班人士(Iban)支持。 
13

 沙巴第一個成立的政黨，該黨定位為沙巴非回教徒原住民的代言人，創黨領袖唐納史提芬

(Donald Stephens)是當地活躍的卡達山人權提倡者。 
14

 該黨的英文名稱 Machinda 指的是砂勞越三大族群 Malay(馬來人)、Chinese(華人)與 Dayak(達

雅人)的聯合，該黨主要是以非馬來人參與的一個地方性小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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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rity Convention)。15五個政黨的領袖一起簽署宣言，呼籲成立馬來西亞人的

馬來西亞。在野黨的結盟和「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概念的提出，讓非馬來

人看到了一絲曙光，另一方面，卻也令馬來族群感到了不安。族群對立的能量

不斷的在增加之中，令當時的族群關係充滿著不穩定的局面。「鷹派」的馬來

人頻頻向東姑阿都拉曼施加壓力，要他將危害馬來族群利益的李光耀逮捕。肅

殺之氣充溢著馬來西亞的政治圈，東姑阿都拉曼與李光耀都在尋求解決的辦

法，而新馬分家是其中的一個選項。雙方在經過多次秘密協商之後，最後決定

讓新加坡獨立建國: 

 

8 月 7 日中午時分，我(李光耀)到首相官邸見東姑(東姑阿都拉曼的

簡稱)，在會客室等了三四十分鐘。他在飯廳裡跟一些官員開會—透過玻

璃門可以看到他在全神貫注地談話。接著他走出來同我單獨談了大約 40

分鐘。我先開口說:“我們花了多年的時間成立馬來西亞。從 1954 到 1963

年，我成人生活大部分歲月是用來爭取成立馬來西亞的。成立至今還不

到兩年，你真的想讓它分裂?難道不認為恢復我們受到英國人阻擋的計

劃，成立一個關係比較鬆懈的聯邦或邦聯會更明智?”但是他的身體語言

使我明白他已經打定主意。他說:“不，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沒有別

的辦法，我打定了主意:你們走你們的路，我們走我們的路。只要你們在

任何方面跟我們掛勾，我們都難以成為朋友，因為我們會介入你們的事

務，你們會介入我們的事務。明天當你們離開了馬來西亞，我們不再國

會或選區裡爭吵後，會再度成為朋友。我們相互有需要，會互相合作。”
16

 

 

新馬分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1965 年 8 月 9 日是新馬分家的重要日

                                                      
15

 王國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 91。 
16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頁 7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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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馬來西亞方面，聯盟下議員國會議員奉命投票支持新馬分家的方案，當天

就完成了三讀通過。在新加坡，李光耀透過了電視台與電台，向人民宣佈新加

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的消息。從昔日的記錄片中可到當時擔任總理的李光耀百

感交集，含淚說出分家:「每當回顧簽署這份文件的時候，我們總會感到痛苦。

對我來說，這是痛苦的時刻。我一輩子都主張兩地合併和統一。地理、經濟和

親屬關係把我們聯繫在一起……我們所提倡的一切都完了。」17新加坡獨立不是

第一選項，而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完成的，領導人在獨立後面對的是失業問

題、如何提振工商業等問題，千頭萬緒實在沒有任何歡喜可言。 

 新馬分家，對客總而言則是即將面對其領導東南亞地位的消失。在區域仍

是殖民地的時代，客總在胡文虎等人的領導下，逐步將之推升為客家的總領導

或一個共主的地位。如今，各國紛紛脫離殖民而獨立，客總無法維繫這種地位，

首先新加坡政府就不會允許。從李光耀的政治視角，若讓客總仍然維推其領導

東南亞客家團體的地位，則可能會影響到人民行動黨的統治，以及未來可能與

鄰國產生一些不必要紛爭。在獨立後數年，客總必須進行調整，其將只是新加

坡客家團體的最高機構，而不能再代表東南亞客家。 

 

 

 

 

 

 

 

 

                                                      
17

 李玉梅《新加坡建國歷程》(新加坡:國家文物局，1998)，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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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團內的競合與政府的控制 

第一節、政府對社團的整頓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在獨立之初，面對的是失業率高企，以及左派勢力的

步步進逼。為了生存與發展，人民行動黨將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團結全民成

為了該黨的治國首要任務。人民行動黨致力把「新加坡人」的我群觀置於華人、

馬來人、印度人之上。人民行動黨方面，不標榜為任何族群的政黨，而是全民

的政黨。在此基礎上，人民行動黨統一國內的教育、語言，以打造一個「新加

坡人」的社會。在語言上，人民行動黨確立英文是新加坡通向國際的語文，對

外是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媒介，對內則是溝通新加坡各民族的中立語文，讓各族

人民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此情形下，原本的華文教育、馬來

文教育將走向整合為符合新加坡既定政策的國家教育。客家會館開辦的學校也

面臨整併，例如 1985 年，新加坡茶陽會館辦的啟發學校走入了歷史。 

1965 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全力打造一個全新的國家，政

府是全民的政府，亦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因此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語

言與族群政策上都要進行調整。政府角色的強化，自然讓昔日的社團組織功能

逐步被弱化。以客家會館為例，在英殖民地時代他們是照顧族群的机構，也是

族群的代言人。在新加坡建國後，這些功能都被政府取代，全民的政府自然要

照顧全民，為國內人民辦符合國家發展的教育，以及代表全民發聲。客家會館

辦的學校走入了歷史，聯絡鄉親的功能也部分被組屋（國宅）內的聯絡所取代。

在族群政策上，政府以華人這個我群觀來統合國內的各方言群（福建、潮州、

廣東、客家與海南），在此情形下，會館的角色變得更為次要。客家會館在新加

坡建國之後，其功能性的逐步被取代，使會館必須進行調整。至今的客家會館，

主要在文化發揚發揮了一些功能性，未來的發展存在頗多的局限性。 

 

 

第二節、客總與屬會的整合 

南洋客屬總會底下有 24 個屬團，分別是豐永大公會(1840)、應和會館

(1822)、茶陽(大埔)會館(1857)、豐順會館(1873)、永定會館(1918)、惠州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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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廣西暨高州會館(1883)、茶陽(大埔)勵志社(1931)、客屬延陵公會(1928)、

武吉班讓客屬公會(1937)、嘉僑同鄉會(1937)、南洋五華同鄉總會(1947)、新加

坡興寧同鄉會(1957)、嘉應五屬公會(1957)、梅蕉平同鄉會(1967)、新加坡客屬

張氏公會(1958)、新加坡河婆集團(1981)、茶陽何氏公會(1964)、客屬劉氏公會

(1951)、客屬黃氏公會(1939)、客屬林氏公會(1950)、新加坡楊氏公會(1946)、星

馬客屬廖氏公會(1964)與南洋客屬寶樹同宗社(1957)。18
 

客總作為一個共主的地位，基本上與各屬會維持一定的關係，並且維繫一

種共治的局面。從逾八十多年的發展來看，基本上南洋客屬總會的主導權掌握

在幾個具有殷商與財力雄厚的會館手中，例如初創之初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就一

直領導客總逾二十年。而胡文虎是永定人其與永定會館有著一定的關係，當胡

文虎把永安堂總部移至新加坡後，他曾協助永定會館的發展。二次大戰結束後，

新加坡光復不久，永定會館便召開同鄉大會，公推胡蛟(胡文虎長子)為會長，負

責領導會務，重新登記會員，同時籌集款項，將為會所修葺一新。之後的領導

人則是茶陽(大埔)會館的張夢生。 

屬會之間亦會加強聯結，例如應和會館的領導層，其在組織上就積極加強

與五個團體會員(五華同鄉總會，嘉僑同鄉會，興寧同鄉會，嘉應五屬公會和梅

蕉平同鄉會)的聯結，並在 1973 年 9 月 30 日共同組成新加坡嘉屬會館聯合會(簡

稱嘉聯會)，以把六個會館的力量集合起來。客總會領導人的領導權在初立至近

期，基本上是由永定會館、茶陽(大埔)會館、應和會館、豐順會館等領導人出任，

近期才由武吉班讓客屬公會的領袖來出任。從中可以看到，有實力的屬團領袖

方能坐上這個共主的寶座。各屬團之間亦是相互結合來強化力量，以問鼎這個

位子。 

 

                                                      
18

 南洋客屬總會編委會《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周年紀念》(新加坡: 南洋客屬總會，2009)，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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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語 

新加坡的客家會館，見證了客家人走過的歷史道路，以及成為客家人的重

要資產，其中客總是當中的代表。在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前，客家人與其他籍貫

的華人一樣都是以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而會館更涉入當時的中國事務中，例

如出錢出力的支持國民黨的革命、北伐和抗日。而隨著邁向建國的道路，客家

人的認同亦有所轉變，由「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而會館更積極參與

當地的事務。經過多代人經營的會館擁有了雄厚的財力，使他們更積極參與當

地的事務。就客總的個案來看，會館都在致力為同鄉服務與團結各客家屬會，

另一方面則是強化客家認同。 

新馬因族群矛盾而分家後，新加坡在 1965 年 8 月 9 日獨立建國，執政的人

民行動黨政府鼓吹國家認同與「新加坡人」的我群觀念。為了強化政府的理念

與政策，政府不允許會館繼續成為族群的代表。新加坡制定了政策公平等待國

內各族群，設立社區中心取代會館的聯誼功能。在政府角色強化的同時，亦等

於逐步在弱化會館在族群的影響力，客總自然也是受影響的華人會館之一。客

總如何因應時局的轉變，以及如何調整其角色的扮演呢? 客總成立至今已屆 88

周年，其在客家社團擁有領導的地位。客總多位會長在任內除積極協調屬下 24

個屬團共同推動客家文化與客家歌謠。何僑生擔任會長期間主動和新加坡國立

大學合作推動客家學研究，並與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緊密合作主辦國際論壇

與講座等，還為其「世界華文文化獎基金」的設立籌集了新幣一百萬元(台幣 2200

萬)的捐款。客總的某些功能固然被政府所取代，作為一個總機構，客總對內是

整合各客家社團的力量，而對外則是積極推動文化的活動，以讓客總保持在社

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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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田野調查） 

 

 

 

 

東南亞客家會館的美麗及哀愁

－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例 

 

 

 

 

 

 

服務機關：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姓名職稱：利亮時教授 

派赴國家：新加坡 

出國期間：2017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3 日 

報告日期 : 2017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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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希望觀察南洋客屬總會在英國與日本統治時期，會館如何因應殖民

統治；二戰之後中國所展現的態度；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會館如何領導華人認

同本土，並調整自己的組織與功能，因此本計畫具備歷史性的論述課題。再者，

計畫透過研究會館內在機制及外在聯結來進行雙重對話，蒐集不同聲音用以描

繪會館完整圖像。最終，新加坡客家會館的珍貴經歷可作為臺灣借鏡的地方。 

此研究旨在探討新加坡客家人與其社團，因此親赴國外田野調查實為必

須。本研究前期是進行文獻的收集，研究者利用暑假的有限時間赴新加坡進行

田調與一手史料的收集。本計畫田野調查中的訪談對象，主要分為下列對象，

即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與新加坡檔案館收集文獻; 客家會館的耆老，訪談了解

會館歷史、概況、關心會館事務之耆老; 與客家會館的領導層進行交流。這次的

田調務求能深入觀察客總與屬團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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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東南亞華人會館發展歷程雖與其他地方有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亦有許多獨

特之處。例如會館、商人與華校的結合，成為一個「館、商、教」三結合機制。

這種緊密的關係最終是促進華校的發展，華人會館不僅是族群文化的保護與發

揚者，它亦是服務族群的中心，動員族群的基地。由 

1970 年代新加坡的國家政策改懸易轍，逐漸強化政治服務，削弱民間社會

功能，昔日照顧族群，為族群開辦教育等工作，在新加坡建國後，這些功能都

被政府取代。在族群政策上，政府以華人這個我群觀來統合國內的各方言群(福

建、潮州、廣東、客家與海南)，在此情形下，會館的角色變得更為次要。華人

會館在新加坡建國之後，其功能性的逐步被取代，使會館必須進行調整，政府

管控加深會館本身的憂慮，一來是會館內部功能限縮，二是外在壓抑會館職能，

使得南洋客屬總會等會館遵從政府指導外，必須以沉潛的姿態來調整本身的步

伐來尋求出路。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是本地規模最大的客家社團，下屬24個社團，會員數

約3,700人。因此，南洋客屬總會如何組織各地客家人，亦是本次研究計畫所關

注的。此外，作為客家社團的指導者，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各屬團間的角力

與合作未曾停歇，誠如過去對應和會館及永定會館的單一線性研究，如今須完

整納入南洋客屬總會與豐順、茶陽(大埔)等的關係，更能釐清客家會館競合的脈

絡。 

 

 

二、行程 

2017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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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華航 CI757 從高雄至新加坡。 

2017 年 8 月 3 日 

在客家前輩陳波生的協助下，前往南洋客屬總會看其收藏的文獻，例如許多珍

貴的客總會訊。 

2017 年 8 月 4 日-8 日 

主要集中在客總翻閱所有的客總會訊，以看客總在近三十多年的活動。另外，

亦找到客總的一些舊期刊與會議記錄。這次的就客總的田調，十分感謝客總工

作人員的配合與幫忙，讓我們可以在會館內翻箱倒櫃的尋找珍貴的文獻。 

2017 年 8 月 9 日-11 日 

適逢新加坡國慶，這三天則不支領日支費，自行整理已收集到的文獻。 

2017 年 8 月 12-13 日 

前往豐順會館拜訪兼找與客總相關的文獻。 

2017 年 8 月 14-18 日 

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找會館的文獻 

2017 年 8 月 19-22 日 

自行整理資料，不支領日支費。 

2017 年 8 月 23 日 

搭乘華航 CI758 從新加坡至高雄。 

 

 

三、心得 

1. 透過此次的田野調查，資料收集與訪談，讓我們了解到南洋客屬總會與部分

屬會的關係。 

2. 南洋客屬總會早期獲得胡文虎的大力支持，而南洋客屬總會扮演東南亞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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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的領導地位，而胡文虎以團結東南亞客家的力量與閩商陳嘉庚競爭。胡文

虎在這個過程中，積極推動客家認同，為後來的客家認同注入不少的能量。 

3. 南洋客屬總會從東南亞客家的總機構，到新加坡獨立建國後，退縮至新加坡

一國的客家總機構，這些改變對南洋客屬總會產生哪些影響?而之後的領導人又

如何因應這些變化來進行變革，讓這個龐大的社團能夠繼續前進，這是值得研

究者深思的問題。 

 

 

四、建議事項 

1. 南洋客屬總會與胡文虎的關係，以及在二戰之前客家認同的建立，這些議題

值得更深入去探討。 

2. 客家社團在新、馬、泰擁有雄厚的根基，而印尼則是劫後重生，建議有更多

的計畫去與這些團體進行聯繫，以強化客委會與海外客家的連結。 

3. 未來的海外研究應該規劃兩年期，以讓研究者有充足的時間來進行田調與文

獻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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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照片 

 

圖 1:  南洋客屬總會大廈外觀。 

 

 

圖 2: 南洋客屬總會內部的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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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客總會訊的創刊號。 

 

 

圖 4: 1914 年的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