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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會館」在移民社會裡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原居住地生活不易的情況下，新的社會

有較優渥的條件吸引下，導致移民人口大量湧入，而對於這群隻身跨界移民所產生的文

化差異與認同意象的背景下，產生出以聯絡地緣、血緣的會館（社團）組織。會館為這

群同鄉提供一個安身立命、工作就業的機會等服務，也讓同鄉間有一個場域能夠聯絡情

感。會館同時也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第三公證人。就整體來看，會館是個人、族群與政

府間的媒介。 

遷徙，對於生活環境、國情及社會結構不同會產生什麼樣的經營模式。藉由 探究

會館組織經營，發現會館在社會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變化， 它也不斷

在做調整，會員對於會館是什麼角色，早期移民社會皆存在不安定感會 館皆是以相互

扶持為基礎，而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差異，會館也因穩定後所產生巨大變革與差異，包

含會員人口老化等，而這些會館存在的意義究竟為何？會館 的背後是否也藏著一股看

不見的力量。故本研究將以新加坡豐順會館為研究對象， 透過文獻、田野調查、口述

歷史，來進行研究。 

 
 

 
關鍵字：新加坡、會館、客家社團、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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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研究執行期間自 2017 年 4 月至 11 月，共為八個月，計畫期間雖不長，但

透過客委會給予的補助，使得學生對於海外社團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透過本計

畫，也讓學生能夠處在歷史中學習歷史。新加坡國土雖然不大，但國土內充滿著

大大小小的地緣性、血緣性、業緣性社團組織，為流動的社會中帶來有效的整合

工具，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社團組織也有著和以往不同的運作模式與留存意

義，這些都是本次研究所關注的。 

研究計畫人員透過指導教授推薦，得以順利研究與了解新加坡豐順會館。研

究計畫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完成文獻資料蒐集、擬定觀察重點。第

二階段為：田野調查、參與觀察、撰寫初步報告。第三階段為彙整蒐集資料、完

成結案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 

人力資源：指導教授 1 名、受計畫補助學生 2 名 

財力資源：客家委員會補助 75,000 元 

物力資源： 

（1） 電腦：下載文獻 

（2） 相機：捕捉文字以外資料 

（3） 錄音筆：訪談 

（4） 預算之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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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單價 數量 總價 

人事費 

教授指導費用   8,000 
受計畫補助學生 4,000*2 8/月 64,000 

校方行政管理費 3,000  3,000 
總計                                                     75,000                                                         

 

参、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使研究人員對於海外社團研究基礎更加穩固及更加有興趣 

（2）使得研究人員更能獨立研究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無  

 

四、結論： 

（1）限制一：會館歷史刊物的遺失 

會館成立久遠，因會址經過搬遷或是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會刊的遺失與

破損，對於早期會館出版的刊物資料，無法蒐集完全。為將資料蒐集更加周全，

預計將深度訪談會館主要核心份子與耆老。 

（2）限制二：身份 

因研究者的身份關係，在訪談時，訪談者因為求好心切給予最好答案，往往

會給予一些包裝後的答案，導致對於研究問題與真實性有所差異。欲使答案更接

近真實性，預計再次參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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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三：訪談對象 

因研究地點其中一處位於新加坡，對於赴國外研究有時間性，在約談訪談對

象的時間上甚趕。通訊軟體日進月異，因此在無法當下見面的情況下，欲以通訊

軟體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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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全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取徑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 

 

第二章 成長的奮鬥與歷程歲月：豐順會館建制與發展  

第一節 豐順會館歷史沿革 

第二節 豐順會館的活動 

第三節 豐順會館內信仰活動 

 

第三章 轉型的發展：國家政策與在地化的發展  

第一節 豐順會館的經營 

第二節 豐順會館的運作與挑戰 

 

第四章  結論  

參考書目  

 

 

 

 

 



	 6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探究新加坡客家會館之多元性：以豐順會館為例」為題，以新加

坡豐順會館為本研究主體，探討會館的成員與經營模式，依照會館一般會員、管

理者、家庭、教育、工作、社會關係網絡，以及參與地方公眾事務等進行分析。

研究方法將以客家文獻資料為基礎，以海外華人研究、開發史、移民史為主要蒐

集資料，以本文分析、敘事分析與內容分析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主要以會館人

員口述歷史及會館檔案文件、相關會議紀錄、紀念特刊為本文文獻分析。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今的大環境下，全世界都是個移民社會，通訊使人與人的距離變得更近，

可以說是溝通無距離，不管在任何角落都可以接收到來自家鄉的訊息，但在早期

的社會裡，遷移必須要下定決心，是一場未知的冒險與賭注，而下定決心的籌碼

不外乎是要有一筆金錢，得讓你搭乘交通工具，把你的人帶離家鄉，但這個籌碼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心」，為何籌碼會是「心」？早期的移民不像現在有通訊

軟體，交通也不便利，到達想去的目的地往往得花上幾月半載，且面對移民區裡

面的陌生人事物，在出發前也只能聽說，無法親眼看見事實，到達目的地後，事

實與想像無法連接，這個夢幻也許隨時都可能幻滅，但到達異鄉既成事實，無法

像現今買張機票就能快速返回家鄉，況且移民不就是為了尋找比家鄉更好的生活，

找尋一個更好的美麗新世界能賺取更多錢，隻身在異地的這群人因為需要相互幫

忙或思念家鄉相互取暖因而形成血緣團體、地緣團體、業緣團體、方言群，進而

形成社團組織，共享一種歸屬意識。過去探究移民的關注焦點專注在遷徙原因、

移民動機、移民模式，而本文主要探究焦點將擺在在移民適應同化之後，所形成

的社群，在時代的洗鍊之下，台灣與新加坡國家社會背景的不一樣，而社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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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一樣的方式，會讓社團的性質是否會有不同。 

在成長的過程中筆者無法真正了解離開熟悉地方，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

之下，從新拓展新的關係，直到來到高雄讀研究所，筆者才能夠真正體認「離開

熟悉地的失落感。」研究動機不外乎就是幫助研究者探究問題的解答。在進入研

究所以前，筆者對於「社團」一詞概念相當薄弱，直到進入研究所之後，在一次

偶然的機緣之下，跟著老師與同學參訪了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才真正對社團有

了了解。又因這次經驗，萌生筆者對於「社團」關係探討為研究主題。 

 

ㄧ、政治與族群 

每到選舉時期，政黨之間不斷以「族群」（ethnic groups）為口號，參選人

也不斷強調他的「族群」，參選人在造訪某些特定族群的時候，因突顯「身份」

而說該族群方言，來拉近與彼此之間的疏離感。 

族群的分類的另一個面向，推敲分類範疇的背後，會發現隱藏著國家權利、

資源競爭以及新興的文化特徵等人為刻意操弄因素1，而族群性或族群文化並非

一系行成，也不是自然天成不會改變的。他往往具有特定的社會文化時空，經過

不斷地實踐與修正，逐漸行成一群人共享的文化象徵，並與其他族群有所區隔2。

所謂的「族群意識」基本上是「弱勢族群」特有的現象3，然而這個「弱勢團體」，

每到選舉，卻成為候選人眼中關鍵的「少數」，舉足輕重，足以左右選舉結果，

也往往成為候選人爭取的重要資源4，從實際的狀況觀察也可以發現政治人物或

政黨組織對於客家社團在選舉時特別重視，出發點自然是選票考量5。 

																																																								
1	 賴郁如，2009，《客家族群的再次遷移與內在關係：以屏東縣長治鄉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	 張翰璧，2013，《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台北：遠流），頁 05。 
3	 王甫昌，1999，〈光復後臺灣族群意識的形成〉，《臺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頁 213。	
4	 黃秀枝，2012，《客籍人士與高雄市政治發展關係：以高雄市議會為中心（1946-2012）》，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論文，頁 01。	
5	 陳昌宏，2012，《臺灣客家社團與海外客家社團的發展經驗比較研究：以大臺北地區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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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參訪之影響 

感謝客家委員會的補助，讓筆者有這個榮幸於前年暑假與研究所教授及同學

赴新加坡參訪海外客家團體，這也是筆者首次踏上赴新加坡參訪的旅程，參訪過

程中，一切都很新奇與驚訝，雖然台灣也有客家社團（會館），雖相同本質，但

性質卻不同。雖然海內外客家社團皆面臨到社團人口青黃不接的階段，但以危機

感來說，目前台灣的危機已經到了紅色警戒邊緣，新加坡客家社團皆有屬於自己

社團的財產及產業，能讓社團能夠自給自足，不需依靠社團成員的捐獻與贊助、

會費，皆能夠生存下去，這與台灣客家社團的經營上，實屬落差。 

在參訪的過程中，開啟了筆者對於海外客家社團的好奇，這些會館在自身和

社會變遷過程中，創造出一種令人矚目的會館文化，對於僑居國的社會、政治、

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6。參訪的第三天，到達新加坡豐順會館，

筆者的祖籍是廣東梅縣7，而豐順位於中國廣東省東部，屬於梅州市管轄，古代

潮州八邑之一8，祖籍皆是廣東梅縣，這讓筆者內心覺得有種莫名的聯繫感。豐

順會館雖然財力以及會員人數不及其他會館，但卻是筆者十天參訪下來，印象

深刻的會館，新加坡豐順會館與台灣的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目前的經營情況很類

似，雖有屬於會館的財產，但加入會館的新血卻很少，這讓筆者不禁好奇，同是

「移民」的狀況下，島內與海外經營模式是否因為時代變遷有著別於早期的新面

貌。 

翻閱關於客家人遷徙書籍及文獻資料發現，許多居住於中原一代的客家人，

因居住地的推力，如土壤貧瘠導致糧食不足，械鬥導致民不聊生，當時出洋者的

																																																																																																																																																															
為例》，，頁 11。 
6	 丘峰，2002，〈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論東南亞客屬會館的特徵及其地位與作用〉，《第三屆國

際客家學研討會專輯》，頁 285。	
7	 梅州，梅縣。	
8	 潮州八邑：海陽、潮陽、揭陽、普寧、澄海、饒平、惠來、豐順。	



	 9	

信條是「餓死不如浸死」9，導致許多青壯年男子願意奮力一搏，飄洋過海尋找

一片天地，所到之處遍及整個世界，於文獻資料寫道，為何這些先民們捨近求遠

沒有停留在新加坡？因新加坡是貿易港口，客家人從商較少，因此留居新加坡者

也少10，這些客家人不畏辛苦，為了生活開荒植樹、掘地開礦進而遠赴天然資源

發達的馬來西亞與印尼11。學者李小燕於《新加坡客家》中也寫道，也可能是因

為客家人宗親觀念很強，早期先輩已到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打下基礎，因此他們

在先輩們的幫忙下，也來到此地。因生活所迫、離鄉背井、漂泊異邦，在僑居國

遭到殖民主義剝削與壓迫及缺乏祖國保護，於是便以會館形式自行組織起來12。 

而馬來西亞主要執政者是馬來人，對於其他種族的人有排斥，導致馬來西亞

華人未得一展長才，在政治、經濟、教育上被打壓，因此早期許多馬來西亞華人

遷移到新加坡，這與台灣高雄境內的新桃苗同鄉會早期移民有類似之處，「二次

移民」到一個屬於他們的以維生的地方，移民到一個都市裡面，都是屬於都市的

同鄉客家社團。但台灣與新加坡國家社會背景的不一樣，而社團發展出不一樣的

經營模式。 

1980年代台灣解嚴，許多以往不能發出的聲音，此時正侵洩而出，在野黨開

始崛起，社會上出先許多以往不能出現的反抗聲音，1987年第一個全國學生運動

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學生為頭開始的社會運動，從學運衍生到社會運動，

像是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1969年的消費者運動，直到1980年台灣消費者文教基

金會成立，之後又有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其中代表族群之間社會運動，1980年的

原住民運動，直至1984年12月，由排灣族歌手胡德夫組成的「原權會」，之後1983

年至1987年的教育改革開始興起，主要推動校園民主及言論自由，一連串的意識

																																																								
9	 李小燕，2007，〈新加坡客家移民史與移民經驗〉，《新家坡客家》，頁 13。 
10	 李小燕，2007，〈新加坡客家移民史與移民經驗〉，《新家坡客家》，頁 16。	
11	 崔貴強，1994，《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頁 13。	
12	 李小燕，2007，〈新加坡客家移民史與移民經驗〉，《新家坡客家》，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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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同年一群客家有志青年邱榮舉、胡鴻仁、梁景峰、林一雄、魏廷昱、黃安

滄、戴興明、陳文和、鍾春蘭等人開始籌備《客家風雲雜誌》，並於同年7月1

日成立「客家風雲雜誌社」，並於隔年10月創刊，倍認為是客家意識覺醒開端13，

2001年6月14日客家委員會正式成立，我是客家人的意識漸漸抬頭，客家社團漸

漸開始展出，客家委員會在族群的存在與保護中扮演這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對

於推廣客家與保護為主要力量，也讓客家更推往另一格層次。 

綜合前述，我們可以得知新加坡豐順會館與台灣新桃苗同鄉早期會員人口都

是二次移民，移民到一個都市裡，在都市當中發展的客家社團，而台灣經過戒嚴

時期後展開的一連串社會運動，而後客家委員會的成立，讓台灣的客家社團有一

個支持力量，得以讓客家社團活躍與保存，相較台灣，新加坡並沒有國家支持的

力量支持，那麼兩地社團功能是不是因為有支持的力量與否，產生一樣或不一樣

的發展，透過文獻、田野調查、口述歷史、來對兩者進行分析，以作為後續推廣

及運作客家社團與文化闡揚上的參考。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移民研究 

    做為移居到異地、異國的社群，皆必須經歷在異地定居、迎合、調適、融和、 

建築一個適應與原鄉不一樣環境與社群的過程，而會館組織在這些歷程之下扮演 

著重大的角色，負責維繫內部情感與外部的調適與融合，包含方言、血緣、地緣、 

業緣、個人與其他群體的，這樣的組織它擁有經濟力量，可以成為與原鄉溝通的 

橋樑，竟而促進移居地與原鄉的維繫，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得以具備政治的功 

能。 

																																																								
13

葉德聖，2013，《您不能不知道的台灣客家運動》，（台北：五南），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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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暑假期間隨著研究所同學引薦之下，一同到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做參 

訪隨著訪，而談與參與觀察之發現，會員人口數皆年紀偏長，皆面臨青黃不接的 

局面，年輕人加入會館的意願較少，原因都只有一個「現在的年輕人因為生活壓 

力大，都以賺錢溫飽為主，平時工作緊繃，放假的時候自然會有自己想做的休閒 

娛樂，所以對於參與會館活動都比較不感興趣，且會去會館的都是老人家」，經 

濟體系導致社會變遷進而影響會館，物質力量決定人類的歷史，物質因素決定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會館是否有利益作為經濟基礎，成為加入與否的主要原因，為 

了拉近與年輕人距離及培養年輕學子，透過舉辦頒發獎學金活動、才藝班，一方 

面讓來參加的人了解會館文化與歷史，也希望他們能帶孩子們一同參加，若能夠 

從小接觸，引發興趣。這讓筆者更發想了解海外社團是否也與台灣面臨同樣情形，

新加坡與台灣國情不同，那麼他們經營的模式是如何？移民移居一個陌生區域， 

因「需要」而發展成一個「族群」，產生出以聯絡地緣、血緣的會館(社團)組織。 

社團伴隨著移民、移居需求而誕生，認同與集結有著共同文化及歷史來源（語言、 

文化背景、血緣）；社團的成立不僅只是聯絡感情，為了生存為目的之衍生，且 

有助於與陌生人的接觸，會館為這群同鄉提供一個安生立命、工作就業的機會等 

服務，也讓同鄉間有一個場域能夠聯絡情感。會館同時也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第 

三公證人，同時有經濟能力能獨立運作，甚至具備政治性的功能。而移民的地區

因生活資源匱乏、謀生條件窘迫，或因政治變動造成，這些移民必須得以在移居

的新空間找尋生存的力量，而形成一種同鄉之間相互幫忙的模式，也是與原鄉、

原居連結的一種象徵；但隨著社會的變化,它也不斷的在調整，調整出一個 適

合且不被淘汰的模式，而早期在移民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現在慢慢被

同化、被遺忘，但社團發展與移居群體有極密切的關係，歷史的記憶常常在聊天

及言談之間表現出來；不僅是凝聚力量，也是一種區域的成長，這群人久而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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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一種地方勢力，以組織型態來表達他們的身份，這群組織內成員一但被動員

起來就會形成另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可能成為他們手中的籌碼，也是進一步鞏固

他們經濟與社會地位，就整體來看，會館是個人、族群與政府間的媒介。 

 

二、族群研究 

在期刊論文與碩博士論文中，以「族群」作為檢索的關鍵字，發現關於族群

的問題一直是大家所關注的焦點，關於族群研究的議題多樣且豐富多元化，在人

類學者的眼中，族群比較要傾向於認為「族群必須是居住於特定區域」或「具有

特定文化者」所構成的14，而近年來引人矚目的「客家」，包括了文化、語言、

政治經濟等，研究中越來越多不同學科背景及理論立場學者，以其獨特的研究視

野與問題意識，提供了意趣迥異而富啓發性的解釋與框架，極大地推動「客家」

發展。 

臺灣在 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社會運動開始蓬勃發展，而在 1988 年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即是凝聚客家意識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也是朝向深化客

家政策與客家研究之階段。2001 年 6 月 14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其目標是

復興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一個尊重多

元族群文化的社會，並帶動國內、外客家學術研究為目標，以客家族群、語言文

化、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第三部門、傳播科技等的科技整合與國際交流。此外，

「全球化思維、在地行動」的趨勢下，客家研究實宜跨越國界進行跨域比較，以

淬煉客家之深度，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客家的轉變與進化過程。 

族群關係、族群認同，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研究者認為發展客家政治

經濟的基立為族群關係，族群關係是國家與社會中所建構而成的關聯結構，在此

																																																								
14	 林開忠、王宏仁，〈移民研究的知識社會學考察—以東南亞台商與婚姻移民為例〉，發表於 2006

年「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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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互動而多元的族群關係中，不可忽視的是「文化認同」，它是一種黏著劑，黏

接你我的重要關鍵。透過族群關係，以「族群」來代替「種族」，而族群是屬於

同一個社會，共有同一個文化、共有相同語言的人群。這些同一族群產生的歸屬

感，為世代相傳、共同累積屬於他們的文化資產，進而使他們感覺光榮，讓他們

感到與他群的不同，於是產生「族群歸屬感」。 

 

「隨著威權統治時期結束，民主轉型，鬆動了既有的威權統

治基礎，族群議題在選舉中扮演的角色愈趨重要。而本土意識普

遍覺醒，要求政府尊重不同族群文化、打破語言偏見的呼聲也日

益高漲。民間崛起的力量，更凝聚出不容忽視的公民社會力量」15。  

 

族群本身涉及個人行動外，政治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民主關係等，

以社會運動進而導向現今自由民主關係，族群關係影響政治經濟發展，人民透過

民主改革導致客家文化、經濟、法規的復興與誕生，得讓後者了解客家是什麼，

從民主且多元文化得社會中了解客家在現今社會中存在的目的與意義，它在這個

叫多元文化的舞台上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與不同族群及其互動關係中，產生了什

麼不一樣的變化。 

族群互動發展出來的「你群」、「我群」、「他群」的社會關係中才有助於研究

族群邊界16，在族群的互動過程中，族群的邊界往往是用血緣、語言、業緣等一

些有著特定的特徵使他們連結在一起，在探討臺灣一個社團（會館）之前，欲先

了解他們的背景，新加坡是一個群體多元的國家，這群從原鄉離散的人在面對，

																																																								
15	 江明修，2010，《客家政治與經濟》。台北：智勝。	
16	 賴郁如，2009，《客家族群的再次遷移與內在關係：以屏東縣長治鄉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論文，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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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與不同群體的文化接觸與生活在一起，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之下，這些人是否

能適應？而所謂的「離散」（diasporas）是指，必須身在異地而對原鄉有鮮明意

識或與原鄉保持聯繫者17，而這些「往不同方向遠離家鄉散去的人」在經歷過離

鄉（displacement）、失落（dislocation）、差異（difference）、到歧出（disjuncture）

等離散經驗，甚至再返回原鄉面對國家與種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性18。 

 

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取徑 

一、研究範圍 

本文針對新加坡豐順會館的移民及政治的角度看社團的發展與多元性，著重

於移民與當地文化方面的互動看社團的目前的性質。所謂移民是指居民由一個地

區或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定居，那麼這群原本不是移民地原有的住民，對

於移民的原本有的住民而言，我們不過只是外來客，在面對異文化下的衝擊與不

友善的情況下，思念家鄉的心，因此越來越濃烈，隨著思鄉與保護自己的情形下，

這群外來客必須要團結，以抗外來強大勢力，而我群與他者之分漸漸成為對比，

進而形成一個「幫」或「幫群」甚至是「宗親會」、「同鄉會」等以血緣、方言、

業緣所組織而成的團體（會館） ，而隨著國家社會背景的不同，社團會發展出

什麼不一樣的方式。族群之間的成員是否能得到自我肯定，也使得更多人關注族

群、文化、認同的問題。 

 

 

																																																								
17	 黃麗生，2008，〈由閩人廉復遷臺：合浦新民客家吳文順宗族遷移渡海的聚合離散與認同變遷〉，

《東亞海域與文明交會：港市、商貿、移民、文化傳播》，（基隆：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

頁 54。	
18	 楊忠龍，2009，《多重視野下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接觸：以高樹東振與美濃吉洋為例》，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論文，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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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解釋 

（一） 華人 

「華人」一詞除「華僑」外，尚包括歸化為外國國民以及居散在全球各地的

中國人（大陸、香港、澳門三地除外）19，在歷史上「華人」 （Chinese,Ethnic 

Chinese,Chinese Diaspora）這稱謂用法出現之前，中國籍移居他國的中國人多稱

為「華僑」。「華僑」兩字隱含著中國僑民之意。二戰以後，國家民族主義興起，

移民族群因政治認同的轉變和生活需要，逐漸被「華人」兩字所取代，僅表示自

己的族群身份20。 

 

（二） 會館 

「會」是聚合的意思，「館」是提供賓客居住的房舍，合義為「聚會聚

居場所」21，是以不同社會行為為背景的產物，是人與人交流的場所，會館

是中國古代城市中一種獨特的公共建築22。會館始於商業和手工業發達的明

代，可遡及到永樂年間，興盛發達至清代，明代由於都城北移北京，南商從

而紛至沓來，政府在建陽門外建房招商，到嘉慶、隆慶至萬曆年間，在這五

年餘年時間裡，工商會館在京師興起並得以發展，到了清代，由於科舉制度

進一步發展，而且因為會試、殿試都在京城舉行，進京應試的文人學士每次

都有上萬人，康熙、乾隆兩朝大肆修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

這些巨作的修撰，招引了外地大批的文人，這些舉子文人大量進京，首先需

																																																								
19	 賴郁如，2009，《客家族群的再次遷移與內在關係：以屏東縣長治鄉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論文，頁 11。	
20	 彭婉菁，2014，《泰國客家會館婦女委員會之角色功能與定位：以泰國客家總會為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論文，頁 11。	
21	 北京市檔案信息網：http://www.bjma.org.cn/gdxz/slmb/slmbxsy.ycs?GUID=1085	
22	 黃麗軍、張新月，2007，〈雜談會館與會所〉，《山西建築》33（15），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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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這些人提供飲食起居，因而，此時北京的會館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23，

到光緒年間，在北京的會館已是「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

大都視各地京官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24。 

 

（三） 同鄉會 

    於 20 世紀初期在中國境內陸續成立，同鄉會是一定地域範圍內同籍人

士在旅居地設立的鄉緣性民間自治社團25，或原籍相同者自願組成之團體，

及建立在移民者本籍地緣之基礎上，並以移居地為會址之所在地，包括在其

本國境內，或本國以外之地區26。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觀察會館的活動，透過田野筆記、訪談、參與

會館活動，了解該場域背景，與兩者研究背景目前的現象，以民族誌的田野調查

方式深入調查。透過會館領導階層或組織成員親身經驗，獲得第一手資料，以被

研究者的觀點與角度來理解、詮釋和紀錄移民社會創立會館的歷程，以及會館如

何隨著政治環境與社會變革，而作出調整。 其次，在資料收集的部分，主要以

蒐集會館歷史文獻輔以參與觀察來使資料更加穩固。 

 

 

																																																								
23	 常潤華，2000，〈試述浙江在北京的會館〉，《浙江學刊》第二期，頁 149。	
24	 常潤華，2000，〈試述浙江在北京的會館〉，《浙江學刊》第二期，頁 149。	
25	 尤育號，2015，〈民國時期旅外同鄉組織與家鄉社會的雙向互動：以溫州旅滬同鄉會為例〉，《中

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二期，頁 77。	
26	 湯熙勇，2007，〈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48）〉，《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96/3），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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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法 

在進行正式的田野調查以前，蒐集議題相關資料與文獻分析是利於進到研究

場域裡的人事物理解與初步認識，並且是一個研究的開端，爬梳前人所做的研究，

意指是將某個研究主題就目前學術上有的成果加以研究、分析，在以客觀而有系

統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進而分別探討

與歸納，主要目的在整合某個特定領域中，已經被思考過及研究過的資訊。而此

研究資料來源有： 

（1） 同鄉會、客屬會館之檔案文件（客屬同鄉會的內部資料）。 

（2） 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藉由國內碩博士資料庫進檢索蒐集，之

前有發表過的相關議題論文，檢索關鍵字包含客家研究、會館、

移民、東南亞、海外華人、同鄉會等論文與期刊。 

（3） 書籍：開發史、移民史、東南亞華人移民等相關書叢。 

（4） 網路資料：如社團所架設的網站或電子媒體報導。 

（5） 其他：文字以外的照片。 

藉由上述幾點資料搜集，有系統地探究會館發展與其內在文化，再加以閱讀

族群關係、歸納整理所研究相關之資料，釐清盲點，梳理出研究，客觀呈現研究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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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的意思，不外乎就是「完全且直接地觀察並且學習一個社會現

象」27，田野調查乃係收集研究資料重要一環，其目的在於讓研究者走入其研究 

裡，更了解該研究歷史與脈絡，以訪談與融入其中方式，透過訪談、觀察，能掌

握被訪談者非語言行為透露之訊息，以及個人與集體行為，以利於分析得到資料

得到第一手資料，透過實際參與觀察訓練訪談者應變各種情況，且透過參與觀察

方式能讓被研究者不因研究者的出現而改變其日常行為，以密集式訪談，可提供

研究者更清楚研究場域的人事物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非語言的自發性反應。 

研究者將以走訪觀察整個研究區域及參與觀察會館之日常經營及其活動，訪

談會館有關人士、耆老、會員為主，在開放式的訪談中受訪者可以自由回答，毫

無限制，並借由錄音筆、筆記協助記錄訪談，爬梳其歷史背景及經營模式。 

 

 

 

 

 

圖一：參與觀察的類別 

																																																								
27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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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訪談法 

與參與觀察作為融入研究地，獲取研究主題更有意義的資料，深入訪問屬於

「無結構的訪問」28，即事先不預定表格、問卷或定向標準程序，由訪者與受訪

人自由交談，訪問可以提出任何問題，受訪人可以任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不論訪

員問的是什麼。再進行深度訪談的時候，研究者能觀察到非口語溝通的豐富資料，

例如表情與肢體動作或與他人互動行為都能代表言談之中的真實性與重要性，方

能使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及了解不同面向的觀點，在使用不同方式的交叉訪談，以

確立問題的真實性及對過去的歷史有實質上的根據。 

由於台灣新桃苗同鄉會與新加坡豐順會館會如何支持政治候選人，在相關的

紙本資料當中無法直接得知，兩地會館在於討論支持誰的話題，往往都是禁忌與

內部機要，無法輕易得知，除了參與觀察之外，為補足文獻分析的不足，同時也

以深度訪談法輔助，欲探討會館與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在選舉期間是如何巧妙

的運作輔佐不被察覺。欲訪談的對象包含如下： 

（1） 會館主要及重要幹部。 

（2） 會館的二代以後的成員。 

（3） 會館內的耆老。 

（4） 會館主要負責人與秘書。 

（5） 經常進入會館的人員。 

（6） 有加入會館辦理的康樂活動或參與歌唱班等活動組員。 

 

 

																																																								
28	 「無結構的訪問」則是由訪者就研究的主題對受訪人訪問，而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訪者在

引導受訪者就某些問題，深入的表達他的意見。所以,結構式或無結構式的訪談，區別的標準就

在於有沒有事先設計問題。不同的研究對於結構式或無結構的訪談有不同的看法與取拾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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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口述歷史法 

歷史資料可能因為研究場所的搬遷或是一些不可預知的災害而被銷毀，且每

個人對於過去的歷史都有他參與的痕跡，且這個痕跡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不一樣深

淺的刻痕，上述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口述歷史，不外乎就是讓研究者在被研究

者身上找到歷史在他們身上留下的記憶，研究者將透過深度訪談之下了解他們記

憶中的歷史，再將他們記憶中的歷史陳述轉化成為文字紀錄，以便補足文獻資料

的不足及缺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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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生活反思找尋欲研究動機與目的，之後透過探討歷史

文獻、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法，進行資料的彙整與分析，研究流程詳見圖 2。 

圖二：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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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長的奮鬥與歷程歲月：豐順會館建制與發展  

第一節 豐順會館歷史沿革 

    新加坡豐順會館至今（2017）年已成立 144 週年，是新加坡歷史 悠久的宗

鄉會館之一，豐順會館和其他方言群及移民群，移民背景皆類似，因為內部的戰

亂、墾地不足加上人口數一直成長，以及東南亞此時正值殖民發展時期， 需要

大量勞動力幫助開發，一推一拉之下，導致許多華人外移，在市場經濟、人口自

由流動的情形之下，人口遷徙是受到原居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選擇遷徙到生

活較優渥的環境，並改善較差的生活條件29，而這群外移原因包含自願、非自願，

例如契約勞工，這些早期海外移民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離鄉背景，透過遠

在異地工作同鄉、親戚朋友介紹，形成一個網絡，使他們在海外有個安身立命的

地方，在生活條件不同、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不同的環境下，這些海外移民因血

緣、地緣、業緣關係，三五成群，湊集成社群（社團），一方面可以相互照顧，

二來能防止被外人欺負，集體行為可以獲取集體利益或目標的行動，而族群意識

的發生，通常是因為弱勢者為了改變自己的不利情勢，或對抗優勢者，而透過集

體行動建構的結果，得以與政府交涉，鞏固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所謂「公司」

(如下圖)，因而誕生。

 

																																																								
29	 利亮時、楊忠龍，〈二戰後馬國客家聚落的演變—以士乃新村為例〉，《興大人文學報》，第 54

期（2015 年 3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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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順原鄉多數是山區，平原很少，鄉民不得不外出謀生。100 多年前，豐順

人南來謀生，早期居住於美芝路，1973 年由熱心鄉賢謝順鄰、朱詩合、譚東合

等人籌建豐順公司，以製造舢舨船為業，他們設立豐順公司，作為同鄉的聯絡站

及轉介工作機會地方。「公司」同時也提供這些乍到新加坡無地方居住的人，提

供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筆者在訪談會館年紀較大的耆老時，他們說曾經睡過當

時會館借他們睡的床，日子過的雖然辛苦、床不怎麼好睡，但那種感覺很踏實，

當時會館還介紹他們一些工作，讓他們得以賺錢養活自己。 

由於南來同鄉不斷在增加，遂於 1903 年正式註冊為華人團體，改名為「豐

順會館」，於 1930 年 7 月 26 日正式註冊。1925 年熱心同鄉譚清源、林子愷、譚

曉雲、洪上林、錢馨甫、陳廷祥等人奔走號招與籌建之下，將原本的兩層樓擴建

為三層樓，直到 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時，英國投降將新加坡交給

大日本帝國，當時因為豐順會館曾參加抗日活動，恐日軍報復，因此將會館內的

文件資料銷毀，會館的業務也被迫暫停，直到 1944 年美國與英國對新加坡進行

轟炸，1945 年日本投降，新加坡由英屬馬來亞軍政府接收，此時的豐順會館也

開始重振，修訂會館章程、重新招募會員，於 1947 年重建位於加冷（美芝路）

的會館大厦，1948 年 4 月完工，於同年 7 月舉行揭幕典禮。1954 年在後港購置

房產，1956 年又於武吉士（大坡馬吉街）購置一棟三層樓的店面，1961 年於牛

車水（余東璇街）購置兩間店面。1968 年後港、武吉士、牛車水店面，都被政

府徵收了。1970 年當時任會館的會長蔡志民與副會長黎省三、副會長楊智中、

副會長楊智中及財政丁茂豐、總務陳志誠等人帶領，與會館全體人員籌劃與幫助

下購置芽蘢 32 巷的地皮，於 1972 年動工興建，1973 年完成三層樓的豐順大厦，

同年 1973 年也正是豐順會館成立 10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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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973 年豐順會館位於芽蘢 32 巷會館大厦落成典禮 

（資料來源：筆者翻拍） 

 

圖五：1973 年豐順會館位於芽蘢 32 巷會館大厦落成典禮 

（資料來源：筆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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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973 年豐順會館位於芽蘢   

    32 巷會館大厦落成典禮 

    （資料來源：筆者翻拍） 

 

 

 

 

圖七：豐順會館現今樣貌。（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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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豐順會館的活動 

會館成立的目的不外乎的就是「聯繫」情感，使在異地孤獨且無助的我

們，提供一個心靈寄託的地方。但隨著時代演進，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已經

有了電話、網路搭起聯絡的橋樑，思念的情感早已因為通訊關係而降低許多。 

豐順會館的活動也隨著時代的變化有所演進，會館不在只是聯絡作用，

同時也是學習才藝與文化傳承的一個媒介。會館內有分有婦女組、青年團兩

個組織，豐順會館的婦女組是近期才成立，每當會館有活動時，這些婦女組

就會整裝待續，從活動的前幾天就開始忙碌，幫助會館將每個大大小小的活

動完成，使會館有溫馨感覺，筆者於本次田野調查時，承蒙會館婦女組的阿

姨們照顧，許多會館內的歷史故事都是與婦女組成員茶餘飯後聊天了解，而

這些婦女組成員多半不是客家人，甚至不會說客家話，她們許多都是會館成

員的配偶們，因為到了一定年紀，退休有自己的空閒時間，會館內辦有許多

大大小小的活動與才藝班，她們是因為這樣才與會館有所接觸，其中還有壹

些婦女，她們是因為朋友的關係，覺得會館內辦理的活動與才藝課程很有趣，

所以才認識豐順會館，進而加入會員。比較特別的是青年團，豐順會館的青

年團是今年才剛剛成立的，經訪談過程得知，青年團的團員平均年齡在40幾

歲，這些團員多半數都是「父母是這個社團內會員或曾經是這個社團內會員」，

這些青年團成員也慢慢著手加入會館內事務，像是行政、財政等，青年團成

立也是因為這群年輕人對會館有著不一樣的新看法，因此才組織成立。會館

老總務說「我現在已經不管事情了，事情都交給這些年輕人去做，這樣會館

才會有不一樣的新氣，也比較年輕活潑」。 

除了婦女組及青年團外，會館內也有許多活動與才藝班，像是每年定期

舉辦春秋兩祭的祭祀活動、春節團拜、五月節、中秋節、館慶、國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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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詩詞對聯班、書法班、客語學習班、卡拉OK班、客家歌曲班、聲樂與

民歌班。另筆者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會館會員Michael叔，經訪談下得知，他不

是客家人，也不是朋友介紹進入會館，早期他入在會館附近，每天經過覺得

這裡熱鬧，因此毛遂自薦進入會館，參加會館活動而加入會員，他覺得會館

辦的才藝班對他來說很有用處，因為他在才藝班裡面學到很多東西，與人聊

天的內容變得更有深度，也認識了很多人，客語學習班的楊治生老師對Michael

叔稱讚有加，「一個不是客家人，對客家話學習非常積極，我的每一堂課他

都有來聽，從初級客語到現在，真的很難得！」，筆者也因為參加會館內的

才藝班，認識一群忘年之交，在新加坡的日子也因為這些阿姨、叔叔們的照

顧平安且快樂的度過。這時我能真正體驗到，社團組織對於身在異鄉的異鄉

客，是多麽意義非凡。 

表格一：豐順會館活動一覽表30。（以上幣別皆是新加坡幣值） 

																																																								
30	 表格內容參考「豐順會館 2017 年第五期會訊」。	

豐順會館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詩詞對聯班 每月第一和第三個星期五 7pm-8:30pm 

10 節課 

會員 100 元 

非會員 120 元 

林鋭彬 

書法班 星期六 10am-11:30am 10 節課 100 元 林鋭彬 

客語學習班 每月第二和第四個星期日 10am-11:30am 免學費 楊治生 

卡拉 OK 歌唱班 星期日 5pm-7pm 12 節課 60 元 張金泉 

客家歌曲班 星期四 8pm-10pm 免學費 

無（同學交

流）由張振興

先生領隊 

聲樂與民歌班 星期六 6pm-8pm 12 節課 90 元 徐瑛 

卡拉 OK 開放時間： 星期六下午 12:30pm-5:30pm 收費：會員 2 元 5 角 非會員 4 元 5 角 

 星期日下午 12:30pm-4:30pm 收費：會員 2 元 非會員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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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會館慶祝國慶日，婦女組成員準備情形。 

      （資料來源：會館秘書張滿英秘書提供） 

 

圖九：會館慶祝國慶日，婦女組成員合影。中間 上排為新加坡廣播電台主持人

張美香，臺灣屏東排灣族人。（資料來源：會館秘書張滿英秘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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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書法班期末頒發結業證書。右邊前排第六位為書法班林鋭彬老師。 

             （資料來源：會館秘書張滿英秘書提供） 

 
                      圖十一：中秋節活動。 

             （資料來源：會館秘書張滿英秘書提供） 

 



	 30	

 

 

 

 

 

 

 

 

 

 

 

 

 

圖十二：中元節活動。（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十三：書法班林鋭彬老師帶領成員欣賞墨寶。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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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卡拉OK班上課情形。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十五：婦女組主辦，探訪老人院。（資料來源：會館秘書張滿英秘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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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豐順會館內信仰活動 

1820年豐順人、永定人、大埔人組成「豐永大公司」，豐永大聯合應和會館

與廣惠肇31組織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為安葬豐順、永定、大埔、廣州、惠州、廣

肇之社群移民所設立，讓這些在異鄉過世的先民，有個安葬之處，但由於移民人

口不斷日漸增加，綠野亭墳山也滿墳，於是決定各自分開發展，廣惠肇幫後來成

立了碧山亭，嘉應幫成立雙龍山。1877年豐永大公司向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申請購

地，於兩年後1879年批准購得荷蘭路地皮得埋葬先人，每逢農曆正月十五後第一

個星期日，與農曆八月初一後第一個星期天，豐順人、永定人、大埔人都會於此

舉辦春祭、秋祭。而豐永大董事部成員由豐順推派8人、永定推派10人、茶陽大

埔推派16人，共34人組織董事部共同管理32。 

時至今日，會館內人員仍是虔誠的祭拜祖先，會館內除了舉行春秋兩祭以外，

每年的中元節除了祭拜各路兄弟之外，也會祭拜「祖先」，而這些虛擬性的祖先，

祂提供了會館人們的凝聚力量，流傳下來的訓示與祭祀行為，也得以讓會館延續

傳統，使傳統得以保留。 

																																																								
31	 廣惠肇：廣州府、惠州府、肇慶府。	
32	 以上資料來源 http://www.hakkaonline.com/thread-10038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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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婦女組成員準備中元祭拜情形。（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十七：婦女組成員準備中元祭拜情形。（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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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婦女組成員準備中元祭拜情形。（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十九：婦女組成員準備中元祭拜情形。（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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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中元祭拜準備 

        情形。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二十一：中元時，會館人員祭拜祖先。（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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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中元時，會館人員祭拜祖先。（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二十三：中元時，會館人員祭拜祖先。（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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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中元時，會館人員祭拜各路兄弟。（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圖二十五：中元時，會館人員祭拜各路兄弟。（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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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中元時，會館人員祭拜各路兄弟。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第四章 轉型的發展：國家政策與在地化的發展  

第一節 豐順會館的經營 

隨著科技的日月漸進，家鄉再也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思念。 

現今社會不斷變化中，海內外許多會館（社團）目前皆面對到社團人口青黃

不接、社團人口老化的現象，會館的經營模式也時日漸進，早期的保護與照顧功

能，也漸漸轉變為提供休息與放鬆的地方，而豐順會館也逐漸改變他的經營模式，

「現在都讓他們年輕人加入管理階層，讓他們了解與參與決策一些事情，這樣才

會讓這些年輕人有參與感，老人家還管事會嚇到人！這些年輕人加入，我們才能

吸引到更多年輕人，不然一堆老人家，誰有興趣加入」楊治生董事笑著說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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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許多事情老一輩的人應該放手，時代不同，年輕人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讓

這些年輕人加入管理階層，既能帶給會館不一樣的樣貌，也能讓他們更有責任。 

豐順會館目前也朝著多元化發展，開設許多活動與才藝班，也不再侷限是否

為「客家人」才得以加入會員，「我們早期想加入會員，都要經過會館內的董事

推薦，才能入會員，董事們還要開會討論，現在就不同了！只要喜歡豐順會館，

都很歡迎加入」會館秘書說道，現今的會館排他性較不強烈。 

「我們目前在籌備重建會館，但目前還在談！不一定會成功，但會長說可以

試試看，把會館重建成新的大厦，一方面租金也可以調高，而且把會館換然一新，

大家會比較想多來這走動」於訪談會館人員時說道，他們認為會館內的人事物都

要與時代相符，才得以使會館不斷壯大。 

豐順會館目前設有財政股、文教股、工商股、交際股、康樂股、互助股、婦

女組、青年團。各組之間想輔相成，使豐順會館得以永續經營。 

 

第二節 豐順會館的運作與挑戰 

語言乃是文化傳承與文化記憶的一種。新加坡是個移民社會，人口複雜且組

成多元，為了管理方便，統一語言是必要的，因應大環境的要求，人與人溝通開

始使用了共通語言－英語，在學校上課老師也使用英語授課，朋友之間因為群體

間的差異，也開始使用英語作為彼此之間溝通的橋樑， 同時也是學科考試項目

之一，父母也開始與孩子使用英語作為溝通。這些來自客屬的移民也早已是二代

以後，他沒有走過那段飄洋過海至南洋打拼的日子，也沒有原鄉記憶，對於原鄉

的想像也因科技的日益漸進，因此少了一些崇拜與幻想，筆者於訪談會館人員問

發現年紀較長的會員們，他們都會說「我是新加坡人啊！但我父母、祖父母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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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順移民到新加坡的」或「我父母、祖父母是從馬來西亞移民到新加坡的」，較

年輕一輩的會員們大多數會說「我是新加坡人啊」。 

不過，會館也設置獎學金制度，要求領到獎學金的孩子們能夠出席獎學金頒

獎典禮，「如果只是給他獎學金而已，他跟會館的緊密性就沒那麼親密，如果孩

子有出席頒獎典禮，勢必就要到會館參加活動，這樣也能讓孩子從小就能接觸會

館，以後長大還會有會館的記憶，我就是這樣啊！從小拿會館的獎學金到大，我

的小孩現在也拿會館獎學金，星期日我也叫他們來學客家話，他們雖然說的不是

很好，但都聽得懂，我也很開心他們願意來學，不過他們現在大了，學校課業壓

力比較大，較少到會館上客家話。」豐順會館總務譚冠泳先生說道。 

綜述以上會館目前面臨到年輕人加入會館的意願並不高，導致會館人口老化，

一些傳統文化因為年輕人口少，文化無法接續流傳。 

 

第四章  結論  

本研究探討豐順會館的多元性，在早期社會中，會館提供南來移民安身立命

的地方，這些來自相同地方、相同血緣、或是相同行業的人組成之社團，於內兼

具保護與生存下去的力量，於外得以提供保護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力量的產

生，某種程度上會館同時也是一種代表身分地位的地方，於研究發現，許多人認

為能到會館去學才藝與休閒，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表徵，在會館裡面可以得到他想

要的人脈，甚至與社經地位較高的人有所交流。 

鄉土情是離開故土的人們自然形成且逐漸得到強化的一種思想感情33，這些

二代以後的移民，出生土地已是新加坡，在大環境驅使之下對於族群認同早已模

糊。 

																																																								
33	 王日根，2015，《會館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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