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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行程於馬來西亞教育部正式遞交「客家研究聯盟」邀請函，並由馬來亞

大學華人研究中心黃子堅教授代表接受邀請函；「打幫你樂團」演唱會及 MTV

發表會，計約 500 人參加，並引起當地媒體報導迴響；參訪馬六甲客家會館溫古

堂、文丁客家村等地，與當地村民及社團交流，瞭解當地客家產業聚落發展與困

境；本會代表臺灣參加「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當地客家華人參與達

千人以上，深化民間交流及連結；森美蘭洲芙蓉市長及其團隊，聽取芙蓉市長簡

報；另，參訪 Astro 電視網絡系統公司，瞭解當地多族群節目製播方式，並交流

客家族群節目製播模式，做為推動客家廣播電視之參考。 

馬來西亞與臺灣客家產業發展，以錫礦、打鐵、藥材、裁縫及洋貨買賣為主，

透過走入客家村落與館舍保存，深入了解，產業與聚落形成息息相關，也發現當

地族群相當多元，而華人之客家會館、社團具有豐沛活力，除舉辦一般性活動外，

也資助華人學校，其會館凝聚所屬會員的營運方式，或可供國內客家社團交流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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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一、緣起： 

(一)馬來西亞初心文化創意教育發展協會成立於 105 年 8 月，在馬來西亞

教育部副部長張盛聞的輔導及鼓勵並集合了一群跨黨派及無黨籍的

年輕人成立，希望藉由活動的舉辦創造年輕人學習及創意發揮的平

臺，不計較政黨傾向及種族語言，甩開政黨的染缸及束縛，創造全

新領域提供年輕人自由揮灑的空間。 

(二)該協會於 106 年 1 月 3 日及 3 月 21 日蒞臨客家委員會拜訪，期與本

會在客家學術、馬來西亞森美蘭地區芙蓉市客家庄社區生活及文化

空間環境營造、客家紀錄片、客家美食廚師推廣客家美食活動、客

家音樂及戲劇交流及客家語學生記者營等相關事宜合作及交流。 

(三)該協會函邀本會於 106 年 9 月期間，參加當地政府及客屬社團所舉辦

之國際客家文化交流活動，同時參加本會於 9月10日舉辦「2017-2018

海外家行動灶下」活動及「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並兼

程拜會當地政府、及客屬社團及華人學術研究中心，就推動全球客

家事務及文化、籌組國際客家組織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為未來

推動客家國際化，建立客家資源平臺，藉此廣蒐民情意見，並宣揚

客家文化及加強與該地區客屬團體之聯繫與溝通。 

二、目的： 

    為配合蔡總統之新南向政策及本會施政重點，近年馬來西亞該地區

之客家社團及相關人士，積極參與本會舉辦各項重要會議活動，藉以推

展客家文化及促進雙方互動交流。 

    本會為全球唯一主管客家事務的中央級機關，除積極推展國內客家

事務外，亦著重與海外客家之聯繫與交流，定期參與海外相關客屬社團

之活動，藉以與海外鄉親聯繫情誼，並行銷臺灣客家。又為落實打造「全

球客家文化新都」等政見，爰前往馬來西亞參加國際客家文化交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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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當地客家鄉親進行交流，同時活絡海內外客家交流平臺，擴大

臺灣客家影響力及提升國際能見度。 

 

貳、出國人員及行程安排 

本次赴馬來西亞訪察係由本會楊副主任委員長鎮偕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張翰璧教授，率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陳科員姿沁及傳播行銷處徐薦任視察正翰共

計 4 人，於 9 月 8 日上午自臺灣出發，於當日下午抵達馬來西亞吉隆坡，隨後即

開始拜會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張盛聞及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中心黃子堅教授研

究團隊，參加「打幫你樂團」演唱會及 MTV 發表會，9 月 9 日至 10 日則前往馬

六甲、文丁地區，參訪馬六甲客屬公會、信仰中心青雲亭、「牽絆文程」芙蓉客家

文化紀錄片首映會、文丁客家傳統村落、本會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及參加「森

美蘭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等，透過各面向考察當地客家文化產業發展過程及

困境，並於 9 月 11 日拜會芙容市政府市長及市政團隊，以及 Astro 電視網絡系統

公司總部後搭機返國。行程摘要表列如下： 

日期 停留地點 主要行程 

9 月 8 日 

（星期五） 
臺灣 → 吉隆坡 

1.抵達馬來西亞吉隆坡 

2.拜會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 

3.偕同張翰璧教授與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

中心黃子堅教授等 6 位學者進行交流 

4.參加臺灣客家樂團「打幫你樂團」演唱會

及 MTV 發表會 

9 月 9 日 

（星期六） 
芙蓉市、馬六甲地區 

1.參訪馬六甲客家公會溫古堂及青雲亭 

2.參加馬來西亞導演與客家電視臺合作之

「牽絆文程」芙蓉客家文化紀錄片首映會 

9 月 10 日 

（星期日） 
芙蓉市、文丁鎮 

1.參訪文丁百年客家村 

2.推廣本會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 

3.拜訪梅江五屬會館及海陸會館 

4.參加「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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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星期一） 

芙蓉市、吉隆坡 

→ 臺灣 

1.拜會芙容市政府 

2.參訪 Astro 電視網絡系統公司總部 

3.搭機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參、活動紀要 

一、拜會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及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中心黃子堅教授等研

究團隊 

（一）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及初心文化創意教育發展協會簡介 

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於105年 8月成立初心文化創意

教育發展協會，集合了一群跨黨派及無黨籍的年輕人成立，希望藉由

活動的舉辦創造年輕人學習及創意發揮的平台，不計較政黨傾向及種

族語言，甩開政黨的染缸及束縛，拒絕政治干涉並創造全新領域提供

年輕人自由揮灑的空間。也勉勵及提醒自己及大家勿忘了當初從政、

創立事業或活動舉辦的初衷。 

副部長拿督張盛聞為客籍華人，現任馬華當然副總會長(黨副主

席) 、馬華教育諮詢委員會副主席、馬華海外聯絡局主任、馬青總團長、

馬青雪州州團長、馬青班丹區團團長。前於 106 年 3 月拜訪本會，並代

表馬來西亞初心文化創意教育發展協會提出以下合作提案： 

1.客家文化學術研究及互訪交流。 

2.芙蓉市客家庄社區生活及文化空間環境營造。 

3.森美蘭州芙蓉市客家紀錄片錄製。 

4.客家美食廚師巡講推廣客家美食活動。 

5.客家流行歌曲、音樂、戲劇交流。 

6.客家語學生記者營。 

（二）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中心黃子堅教授等研究團隊簡介 

馬來西亞第一學府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黃子堅教授長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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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馬來西亞客家文化的研究，並帶領馬來亞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高級

講師王秀娟博士及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心傅向紅研究員進

行森美蘭州文丁(Mantin)百年客家村史料研究，前於 106 年 3 月在芙蓉

市(Seremban)客家梅江五屬會館舉辦「文丁客家村－一個消失中的客家

文化村落」資料展．黃教授也長期往返臺馬兩地，與臺灣客家研究中

心進行多方面學術研討及合作，是馬來西亞客家學術研究的領導者。 

(三)會議紀要： 

1.時間：106 年 9 月 8 日 

2.地點：馬來西亞教育部 

3.參與人員： 

(1)本會楊副主任委員長鎮、徐薦任視察正翰、陳科員姿沁，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學院張教授翰璧。 

(2)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初心文化創意教育發展協會執行

長林文傑，馬來亞大學黃子堅所長、林德順主任、陳妙恩教授、王秀

娟高級講師等人。 

4.會議概要： 

(1)臺灣已有多所國立大

學成立客家學院，對

客家學術研究具有豐

富研究成果，在客家

學術研究方面之經驗

領先其他各地區，期

盼透過國際交流，分

享研究經驗與成果。 

(2)臺灣交通大學客家學

院張維安院長，為提升客家研究、整合研究資源、增進學術交流，籌

備成立「客家研究聯盟」(Hakka Studies Consoritum)，將邀請臺灣中央

會議由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張盛聞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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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合大學外，也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以及馬來亞大學共同發起組成，客委會將予以

支持並協助推動客家知識體系之發展。 

(3)馬來亞大學客家研究項目簡報：已於 2012 至 2014 年以〈馬來西亞的

客家認同：以四個客家村落

為例(沙登、浮羅山背、孟

加達、石龍門)〉為主題，2014

至 2016 年以〈客家人在馬

來西亞和東南亞—維繫籍

貫認同的挑戰〉為主題，進

行客家研究；正在策劃〈馬

來西亞的客家帶：傳統客家

村落的形成、發展與現狀〉，

希望進一步研究馬來西亞

客家人的課題。 

5.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張教授翰璧代表客家研究聯盟發起人交通大學

客家學院張維安院長遞交邀請函，並由馬來亞大學華人研究中心黃子

堅教授代表接受邀請函。 

 

 

 

 

 

 

 

 

馬來亞大學規劃以「馬來西亞的客家帶」為研究方向 

在本會楊副主委及馬來西亞教育部張副部長見證下遞交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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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打幫你樂團」演唱會及 MTV 發表會 

(一) 「打幫你樂團」簡介 

    打幫你樂團成立於 100 年 12 月，「打幫你」在客家話中，是幸好有

你、多虧有你、感恩你的意思。為本會藝文團隊發展計畫輔導之團隊，

團長劉榮昌，客家創作歌手，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演唱人及最

佳客語專輯 2 項獎項，多次獲得行政院母語原創比賽首獎，目前擔任竹

北市客家文化保存區–新瓦屋的駐村藝術家；樂團堅持以本土母語創作

歌謠，致力於傳統音樂元素與現代流行音樂的交融，追求從傳統中創新，

創造屬於臺灣原生的音樂類型。 

(二)過程簡述 

    主辦單位─初心文化創意教育發展

協會邀請打幫你樂團，於 106 年 9 月 8 日

至馬來西亞芙蓉市演出，藉此活動吸引當

地民眾參與，也從而激發新生代對客家文

化與音樂的熱忱及興趣，為日後的客家社

團的音樂活動播下種子．讓臺灣的客家與

芙蓉的客家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 

 

本會楊副主任委員一行拜會馬來西亞教育部並與副部長張盛聞及馬來亞大學黃子堅教

授研究團隊進行交流會談 

楊副主委為演唱活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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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會中劉榮昌不僅將臺灣緣

創客與音樂帶到馬來西亞，演唱

臺灣客籍音樂人鄧雨賢的作品，

以及為臺三線創作的客語音樂

外，也特別發表為芙蓉市創作的

客語歌曲《Sungai Ujong My home

芙蓉》及 MV，並與馬來西亞創

作歌手阿爽(楊友財)共同合唱，

引起現場觀眾熱烈迴響。 

 

 

 

 

 

 

 

 

三、參訪馬六甲客家公會溫古堂 

馬來西亞馬六甲地區自古即為重

要商港，亦是客籍遷徙馬來西亞的登

陸之點之一，華裔人口約占四分之一，

該區因此可見許多客家公會及所屬籍

貫會館。 

溫古堂係自 2014 年起由客家公會

自行籌設及募集文物史料，成為當地

客家移民及地區聚落發展博物館，雖

占地僅數十坪，但保存史料相當豐富。簡介如下： 

打幫你樂團與當地藝人-阿爽合作拍攝

打幫你樂團演唱鄧雨賢作品 

導覽溫古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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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產業聚落：記述 200 多年前馬六甲地區古城市街道圖，並以其產業功能

紀錄主要街道，另外實物展示老店家及生活起居的店家樣式，如當鋪、

洋貨、藥行…等，貼切的記實當時居民生活方式。 

(二)地區發展歷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馬六甲河港，歷經駁船、貨艙與

第二次世界大戰至近代，搭配老照片及文物展示，讓到訪者身歷其境，

更能親身感受時代的演進並了解當時居民生活環境。 

(三)宗教廟宇：馬來西亞係多元族群國家，麻六甲地區亦不例外，連帶宗教

信仰亦有多元發展，包含回教清真寺、印度廟宇及融合佛教、道教及儒

家的青雲亭介紹。 

(四)客家會館介紹：因客籍移民至馬六甲謀

生，需靠同鄉互助扶持，為聯繫同鄉、

發揮守望相助精神，當時的客籍移民

便依籍貫各自成立會館，除提供平時

聯繫彼此情誼之用，在年節或祭祖時

更衍生凝聚族群辦學及互助等重要功

能。在馬來西亞地區的客家會館包括

客家工會、應合會館、惠州會館、增

龍會館、茶陽會館及森甲河婆同鄉會等，可見當地客家會館十分興盛。 

 

四、參訪馬六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世界文化遺產-青雲亭 

(一)青雲亭簡介 

青雲亭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廟宇，是一座歷史遺跡，約建於

15 世紀，創建時廟宇的建材和工匠均由中國引進，廟內供奉著三座祭

壇，儒、釋、道各一座。雖然經歷時間的洗禮，但仍然是馬來西亞香

火鼎盛及具重要意義的中國寺廟，是華人社會在歷史悠久的麻六甲的

精神信仰中心，也在 2003 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

導覽溫古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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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獎，為傑出古建築修復工

程的典範，並列入聯合國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 

青雲亭的實際建廟日期，

雖存有爭議，但經由廟內石

碑刻文指出，青雲亭是由馬

六甲首任華人甲必丹─鄭芳

揚，於明朝萬曆二十八年時所創建，直到今日廟內仍供俸有「大明甲

必丹鄭公」的神主牌位，供民眾參拜；此外，在兩三百年期間經過華

人甲必丹─李為經、甲必丹─蔡士章等擴充廟宇規模，而奠定了今日

的基礎。 

(二)歷史文化重要性 

早期在馬六甲地區的華人

生活中，青雲亭的角色定位相

當於政治、司法及信仰的多功

能中心，葡萄牙及荷蘭荷殖民

時期，華人最高代表一直在青

雲亭設立官署，扮演著處理華

人間的訴訟重要功能；即使直

到 17 世紀初英國接管馬六甲，廢除華人甲必丹制度，在華人社群中仍

然以青雲亭亭主的位置取代甲必丹，持續以青雲亭作為活動中心，直

至 18 世紀初英國在當地實施華民政務司公署制後，青雲亭的亭主制才

正式告終。即使青雲亭亭主的政務、司法功能被政府公署所取代，但

對於華人居民仍有其重要性，1949 年馬來亞聯合邦立法院便通過一道

青雲亭法令，訂明青雲亭具有推動、宣揚、奉行馬六甲華人社會所共

同信仰及維持的佛教，有需要時則擔起新馬兩地華人的社會慈善、人

青雲亭正門外觀 

青雲亭保存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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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宗教工作；這也代表青雲亭正式受到議會的批准，保證了寺廟的

發展和作為社區精神文化遺產守護者的角色。 

青雲亭自建廟起數百年來，即支持著麻六甲華人社區的凝聚與信仰

精神，與人民的生活緊緊相依，在傳統的華人生活當中，寺廟的宗教

秩序舉辦許多傳統中國儀式，傳承著華人原鄉佛教、道教與儒家的思

想及文化是當地華人不致失去自我依歸的代表；更有學者曾經指出，

青雲亭的文化資產豐富龐大而令人大吃一驚，是瞭解馬六甲歷史的關

鍵。 

 

五、參加《牽絆文程》芙蓉客家文化紀錄片首映會 

(一) 《牽絆文程》拍攝介紹 

今(2017)年客家電視臺

和馬來西亞紀錄片團隊合

作，深入馬來西亞森美蘭

州，探訪當地客家人從事

的傳統產業，以及飲食文

化，客家電視以「發現大

馬客」系列報導，帶領觀

眾了解森美蘭州。 

馬來西亞呈現方式為紀錄片，敘事從歷史開始談起，其與客家電視

敘事角度不同，紀錄片導演為馬來西亞留臺畢業的年輕女客家導演鍾佩

盈，其畢業於臺灣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學生時代曾於臺灣八大電視

臺世界第一等實習，畢業後在臺灣東森電視臺及八大電視臺正式任職，

曾擔任世界正美麗節目企劃，返馬後於本地著名紀錄片製作公司椰樓映

畫製作公司擔任製作。 

(二)首映會紀要 

播映牽絆文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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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絆文程」的合

作是臺灣與馬來西亞客

家傳播媒體的交流成果，

不僅深化雙方的夥伴關

係更讓臺灣與馬來西亞

客家族群拉近情感距離；

在會中也播放本會近期推出的臺三線及桐花祭宣傳短片，楊副主委亦邀

請與會客家鄉親，於明年度 4、5 月桐花祭期間，來到臺灣並參訪臺三線，

欣賞客家之美。 

 

六、參訪文丁百年客家村 

(一)文丁鎮百年客家村簡介 

文丁鎮位於芙蓉市與吉隆坡之

間，舊名沙都（Setul）；1980 年代

英國人發現文丁蘊藏豐富錫礦(錫

米)之後，隨即大量輸入華裔勞工開

採錫礦，而錫礦工人中有不少是客

家人，他們便逐漸聚居成客家村

落。 

隨著當地的錫礦逐漸乾涸，礦場也往河流上游設址，客家村落也逐漸沒

落；迄今這個百年客家村與許多文化資產遺跡，同樣面臨為了開發強迫

拆遷的問題，目前仍有少數客籍居民居住於此，保衛生於斯、長於斯的

家園土地。 

(二)參訪紀要 

此行由文丁客家村保村運動召集人張次耀先生為我們解說客家村發

展歷史及現況，村民為了讓社會大眾關注百年客家村的議題，特別製作

文宣短片 (Memory as Resistance: Grandma Kong Defending her 

本會楊副主委與參加首印會之客家社團代表合影 

文丁村民自主成立「客家村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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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期使大眾透過影片更能了解村落的歷史記憶。我們也探望文宣

短片中已高齡九十多歲的江淑群婆婆，予以慰問。 

囿於該村落的土地開發與

保存涉及當地內政，本會不便

多所評論及表達立場，惟仍趁

此次機會，深入了解當地客家

村落的發展歷史與現況，並對

於文化資產、歷史記憶等保存

作經驗交流。 

 

 

七、推廣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 

(一)海外客家行動灶下活動規劃 

為協助海外客家社團推廣客家美食料理，本會特聘請客家美食料理

專家組成客家料理推廣展示巡講團，赴海外巡迴講座、示範教學、推廣

展示、實作體驗與宣傳，俾將客家美食料理的豐富內涵傳授海外鄉親共

享，以促進海外客家美食料理之薪傳。 

本會與馬來西亞當地客家社團合作，以共同推廣「客家美食料理」

為主題，規劃套裝研習課程，含示範教學與學員體驗實作，每場次授課

時數 16 小時（包含綜合座談），研習課程由巡講團的老師們帶領學員到

當地市場挑選食材開始，由老師教授傳統客家料理烹煮祕訣，最後再讓

參與學員實作體驗。不僅如此，料理的製作更融合當地食材，以客家元

素為基礎，製作出三至四道創意客家美食，讓客家美食「在地化」，當地

居民更認同客家料理。 

參與之學員不僅包括當地客家鄉親，並廣邀當地人士，以期藉由料

理課程，讓從事餐飲業者，習得客家料理，進而發揮創意融於該餐廳之

菜單中，每場次活動以招收 50 名為原則。 

1.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堂號為「南河堂」之文丁村民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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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3.協辦單位：馬來西亞初心文化創意發展協會、新加坡應和會館、菩提

心曼荼羅基金會、泰國臺灣客

家同鄉會、越南臺灣客家同鄉

會。 

4.馬來西亞場次活動時間：106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 

5.活動地點：森美蘭州芙蓉市中

華 中 小 學 校 友 會 (WISMA 

CHUNG HUA)。 

(二)過程簡述 

本場次活動特別聘

請現任美食節目主廚、

鼎太極麻辣鍋負責人的

溫國智先生，以及現任

Bingo 廚房廚藝總監盧

俊斌先生，由兩位現任

主廚現場親自教學並現

場示範傳遞精選的 10道

必吃客家國民料理，包括：客家炒粄條、客家肉丸子湯、高麗菜封、客

家大湯圓、梅乾封肉、客家小炒、七層塔燒茄子、鳳梨炒木耳、客家仙

草雞、牛汶水等。 

其次，為呼應在地食材特色，引起參加學員之共鳴，並激盪出料理

創意火花，以在地食材結合客家料理，經由主廚的創意料理，創新製作

在地客家風味美食；製作客家米食料理，客家經典小點粢粑、客家菜包

等，邀請學員互動體驗共同完成；為了讓海外鄉親朋友能體驗客家料理，

現場也邀請學員一同製作料理，以互動、有趣去及創意的方式，結合傳

本會「行動灶下」主廚課程 

楊副主委參加「行動灶下」活動與主廚及主辦單位合影 



14 
 

統與創新口味，傳揚客家美食，最後則由本場次美食專家與參加學員們，

共同談論客家文化、美食，並提出與活動內容相關的建議。 

 

 

 

 

 

 

 

 

 

 

七、拜訪梅江五屬會館及海陸會館 

(一)拜會梅江五屬會館 

森美蘭梅江五屬會館前身為亞沙梅城會館，創立於 19 世紀中期，迄

今約已 200 年，1928 年新會所落成時，更名為梅江五屬會館，是以大陸地

區之程鄉（今梅縣、梅江區）、興寧、長樂（今五華縣）、平遠、蕉嶺等籍

貫成員所組成，其宗旨是使

「生有所歸、死有所葬」，

並向當地政府聲爭取義山

(即義塚山地)，可見同鄉移

民之團結及向心力，在當時

年代的生活環境，是為華人

心理及現實生存上所必

需。 

梅江五屬會館所屬的「啟華學校」，透過會員集資籌辦從草創初期簡

陋的亞答屋，幾經擴建發展為芙蓉啟華標準型小學校，鼎盛時期招收學生

楊副主委參加「行動灶下」活動與主廚及主辦單位合影 

梅江五屬會館創辦的「啟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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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2,000 多人，並有教員 80 多名；而啟華學校在在體現了華人團結自強，

並確保不論環境多艱苦，仍然對教育予以重視的傳統。 

(二)參訪紀要 

由現任會長吳立滄先生及

會館幹部一同接待並交流，並

於會中簡述梅江五屬會館創

立及發展歷程，並瞭解所屬的

「啟華學校」營運現況。目前

學校學生不僅限於華人，還有

為少部分的印度、馬來西亞學

生，儘管有著不同的族群，但華語是這裡的必修語言，教學以華文為主要媒

介，同時也學習英語、馬來文。現在學校約有 300 多個華人學生，和臺灣所

遭遇到的客語傳承危機相同，年輕一代會講客家話的也越來越少，大馬客家

圈近年也意識到，語言文化流失的嚴重性。 

在交流座談中，本會對於單以民間力量成立客屬會館，又能自立辦學

表達敬佩之意，反觀臺灣雖有世界唯一推動客家公共事務的政府部門，但

民間客家社團的自發性與凝聚性卻較低，未來希望能更進一步促成馬來西

亞與台灣民間社團的交流。 

除了民間社團交流外，本會亦表示臺灣擁有豐厚的客家學術基礎，能

為馬來西亞提供相當充足的客家學術資源，此外，臺灣更有多所大學開放

國際交換學生的申請，非常歡迎馬來西亞客籍子弟來台就讀，厚實兩國(地)

對客家研究的交流與情誼。 

(三)拜會海陸會館 

森美蘭海陸會館舊稱”海陸公司”，成立於 1865 年，迄今已超過 150

年，由祖籍大陸地區廣東省海豐縣及陸豐縣同鄉人士建館，目前仍為馬來

西亞唯一的海陸同鄉會館，並以海陸同鄉為入會限制，會館宗旨為「聯誼

楊副主委與梅江五屬會館幹部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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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梓、謀福利、撐教育、行慈善及推廣康樂文娛活動」等，為凝聚在地同

鄉，發華華人影響力，並與海外交流、聯繫作出積極貢獻。 

(四)參訪紀要 

由現任會長邱德來及署

立會長葉玟豪等會館幹部接

待，據稱目前以「海陸」同鄉

組成的客家會館，僅馬來西亞

森美蘭海陸會館及新加坡海

陸會館兩處，會館與大陸地區

汕尾市已建立相互參訪及交

流的慣例，而臺灣客家委員會係唯一具有官方單位積極推廣客家文化語言

之政府機關，對音樂、飲食文化等也投注相當心力藉以傳承客家文化，海

陸會館未來也期望與臺灣客家相關單位能有更具深度的文化交流。 

在本會走訪途中，有時

會遇有鄉親感嘆，會館功能

日漸式微，年輕一輩對於會

館的印象多是：成員年紀大、

僅是父母打麻將、看報紙的

聚集場所。但來到海陸會館

卻有另一番感受；該會館成

員雖因入會身分限於「海陸」

同鄉人數較少，卻能明顯能感受到會館相當具有活力、凝聚力以及成員年

輕化之特色。海陸會館會長及署立會長更期許，會館能成為年輕一代學習

經營社團與聯誼交流的重要平臺。 

 

八、參加「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大會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0 日 

本會一行拜訪海陸會館辦事處 

楊副主委海陸會館幹部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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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點：馬來西亞芙蓉市 

(三)參與人員： 

1.本會楊副主任委員長鎮、徐薦任視察正翰、陳科員姿沁，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張教授翰璧，以及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尹公使新

垣。 

2.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馬來西亞前任財政部副部長丹斯里

黃思華、森美蘭客家公會聯合會會長拿督斯里黃新發、馬華公會黨森

美蘭州主席拿督斯里林振輝、馬來西亞客家文化協會全國署理總會長

兼檳城州分會長黃彥通、馬來西亞客家文化協會全國總秘書兼雪蘭莪

州分會長李致行、馬來西亞客家文化協會森美蘭州分會長兼大會主席

孔菊華、森美蘭州中華總商會會長拿督呂海庭太平局紳、初心文化創

意教育發展協會執行長林文傑，以及客家文化協會各州代表。 

(四)過程簡述： 

「馬來西亞客家

文化協會-森美蘭分會」

創會晚宴由文丁幼稚

園孩童表演及孔會長

菊華致詞拉開序幕，並

由馬來西亞客家文化

協會總會長致詞，孔會

長致詞時特別感謝在

地超過千人的客家鄉

親遠道來到參與成立

大會晚宴，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及投入客家事務，讓客家能

夠永續傳承。 

接下來，孔會長邀請本會楊副主委長鎮上臺致詞，楊副主委致詞時，

特別表達對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邀請的感謝之意，並對馬來西亞各個客家

楊副主委於「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大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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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協會、客家會館對客家文化傳承的努力與傳承表達敬佩，也就目前臺

灣客家文化的現況、客家事務工作，以及臺灣當前推動的浪漫臺三線、客

家桐花祭及客庄節慶活動等介紹給馬來西亞客家鄉親，並歡迎來到臺灣的

客家庄，感受臺灣的客庄文化、美景及好客風情。 

楊副主委表示，在多元族群國家中，相對少數族群的語言在融合過程

中，較容易被同化或減少使用機會，其保存相當具有挑戰性，但若是透過

民間力量使政府重視，將可扭轉式微的趨勢，而保障客語的能見度與使用

度，以及下一代學習客語的機會與權利，客語保存才會有良性的發展，這

部分也需要鄉親及社團共同協助，在馬來西亞看到這麼多客家鄉親，願意

出來參與客家事務，其熱忱讓人非常感動。未來本會將多鼓勵中生代的客

家青年，共同參與客家事務，使客家文化得以傳承並永續發展。 

 

馬來西亞客家文化協會-森美蘭分會成立宗旨為： 

1.聯絡及促進馬來西亞客家人之間的感情及良好關係。 

「森美蘭客家文化協會」第 1 任會長致贈本會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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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客家人的文化，讓更多人了解客家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3.提倡慈善公益及文化教育活動。 

4.促進社群之間的親善交流、致力塑造和平安寧社會。 

5.設立獎助學金，協助會員子女完成學業 

6.依章商討與處理對會員有重大關係之問題。 

晚會並由本會扶植之臺灣客家藝文團隊「打幫你樂團」帶來精彩的客家流

行音樂演出，讓參加的在地客家鄉親欣賞臺灣新一代的客家流行音樂之美。 

 

九、拜會芙容市政府團隊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1 日 

(二)地點：馬來西亞芙蓉市 

(三)參與人員： 

1.本會楊副主任委員長鎮、徐薦任視察正翰、陳科員姿沁，以及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學院張教授翰璧。 

2.芙蓉市市長 Yang DiPertua、芙蓉市議員廖國賑，以及芙蓉市政府團隊。 

(四)過程簡述： 

由市長 Yang DiPertua 做市政

簡報，包含市府組織單位、市府

提供之公共服務及未來發展規劃

等，並表達對臺灣科技與文化發

展的進展程度值得其借鏡，也希

望有機會能與客家人口眾多的新

竹市締結為友好城市，以下就芙

蓉市長簡報摘要如下： 

1.使命與願景：有效地提供市政服

務，以品質和誠信，確保公民的芙蓉享受舒適、寧靜的生活；並以合

作、敬業、承諾、誠信、責任、誠信等為價值信念。 

楊副主委致贈本會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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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歷史：芙蓉的發展始於 19 世紀 70 年代，因馬來西亞半島錫礦

石的發現與開採，湧入大量的漢民族與其他移民，並發展相關貿易行

業。 

 3.業務說明：改善服務提供，臨櫃服務、公共設施、環境改善工程、整

合型服務、網路服務。 

4.都市發展計畫：芙蓉市北鄰吉隆坡、西側有國際機場、狄臣港(Port 

Dickson)等，共 7 大區域及 8 個地方性政府單位，計占地 66.5 萬公傾；

在國家級的都市整合計畫中，約規劃為五大區域，分別為金融中心、

教育與科技區域、旅遊與健行區域、新居住城鎮、自然城市等，而芙

蓉市位居發展計畫的概略中心位置，並以金融中心為定位，潛在發展

面積有 3,700 公傾，因此芙蓉市的未來非常具有發展潛力。 

 

 

 

 

 

 

 

 

 

 

 

芙蓉市市政規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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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楊副主任委員致詞時表示，感謝芙蓉市政府團隊詳盡的說明，

也對芙蓉市的發展表達肯定，新竹市位於客家大縣客家人口眾多，並且

是臺灣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最重要地方，對於如何保存文化與產業發展

也具有豐富經驗，芙蓉市與新竹市未來締結為友好城市或姊妹市，本會

樂觀其成，也樂意居中扮演撮合角色，期盼將來在雙方城市間能夠多方

面交流與合作。 

 

 

十、參訪 Astro 電視網絡系統公司總部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1 日上午 

(二)出席人員： 

1.中文部王總監小萍女士、節目研發及製作李總監治成先生、Melody 節

目經理 Jane Hiew 小姐、MY FM 節目經理 William Yap 先生、資深採購

及發行經理 Lenny Leong、採購及發行經理曹美玲小姐、採購及發行執

行員莊小宛小姐等。 

2.本會楊副主任委員長鎮、徐薦任視察正翰、陳科員姿沁，以及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學院張教授翰璧。 

本會一行與芙蓉市市政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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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stro 簡介： 

Astro 控股私人有限公司（Astro Holdings SDN. BHD.，簡稱 Astro 集

團）為馬來西亞一家跨國傳媒娛樂投資公司。自成立以來，Astro 集團

主要提供管理服務於旗下子公

司，包括收費電視服務、電台

廣播服務、多媒體互動服務、

雜誌出版、電影製作及發行、

電視節目製作及發行、藝人管

理和電腦動畫服務。 

Astro 是數位、電視、廣播

和電子商務領域在馬來西亞為擁有領先地位的線上媒體公司，每個月

在網際網路娛樂和生活品牌平台上擁有 750 萬名線上訪客。該公司估計

為 520 萬戶家庭，約 2,100 萬人提供服務，其中 71％是馬來西亞家庭，

無論是電視、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都能夠收看 Astro 頻道內

容。 

該公司的免費電視服務，為馬來西亞的所有人提供免費的 28 個電

視和 20 個無線電頻道，並透過行動載具隨選內容，繼續推動公司的市

場覆蓋。 

Astro Radio 包括馬來西亞最重要語言的電台，實體及數位頻道都有，

每週觸達 1,560萬人。在 2010年至 2016年連續 7年在 Putra品牌獎的“媒

體和娛樂”類別中獲得“金獎”，其中包括2012年的“年度品牌”獎，

2013 年的“品牌圖標”獎和 2016 年度的“馬來西亞年度最佳營銷大師”

獎。 

(四)客家電視與馬來西亞嘉麗台合作，透過 Astro 系統平台播出概要 

嘉麗台(Kah Lai Toi)是馬來西亞電視頻道之一，為 Astro 的 304 台，

於 2014 年 5 月 1 日開播，前身為家娛頻道，屬於基本頻道。內容主要

為「生活、旅遊、文化」，播放節目有新聞、娛樂資訊、專訪、社會各

Astro 工作人員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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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事務，語言則多以粵语、廣州話、華語播放。客家電視於 2016 年

8 月起，與嘉麗台洽談合作，雙方共同規劃專屬客家時段，並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播出，2017 年授權共 103 小時「果子頭家找 A 咖」、

「客家人有名堂」、「暗香風華」、「客庄好味道」之節目，於每週六日

1800-1900 節目時段播出。 

(五)過程簡述： 

本會楊副主委參觀 astro 電視臺節目製播情形後，與 astro 中文部王

總監小萍女士、節目研發及李製作總監治成先生與工作人員針對族群

語言電視傳播之執行、節目製作、行銷等問題，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訪談摘要如下： 

1.馬來西亞屬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因此 astro 在節目播出前或即時審查

節目內容，監看節目之審查人員皆須經過訓練，對多元族群文化及信

仰、心理培養敏感度，對於播出節目若有不適合任一族群的內容即時

處置；astro 節目審查權利是獲得馬來西亞政府核准之自行審查。 

2.審查人員的族群文化議題敏感度，除一般的教育訓練外，亦藉由執行

電視節目監看不斷累積經驗，監看人員須定期轉換監看的國家製作的

節目、類型，以便培養與汲取不同族群間的文化態度。 

3.Astro 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廣播電視媒體集團，對於通訊設備及保全管理

嚴密，如無配戴相關識別證件，無法進入相關區域。 

4.Astro Radio 部門約有 20 個，分別有純音樂、馬來西亞語、英語等不同

語言、屬性的廣播頻道，每個頻道就其目標聽眾對象，分眾分類設計

其所喜愛的節目內容，而每個頻道僅約 4 至 8 名主持人，每個節目約

4 至 5 小時。 

5.Astro 電視、廣播在馬來西亞的滲透率已達 90%，幾乎華人家庭當中皆

有裝設 astro 電視系統，因此在馬來西亞的影響力非常深遠。此外，受

到網路衝擊影響電視廣播收視、收聽率，astro 也已經投入網路隨選收

視(VOD)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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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視系統整合國際各電視頻道，其中在馬來西亞也購買大量臺灣的節

目，以符合境內三大族群之一的華人族群，其中包含廣東、福建等不

同華人使用的方言節目，astro 近年也與臺灣的民視合作，辦理歌唱節

目的海選、宣傳等活動。 

 

 

 

 

 

 

 

 

 

 

 

 

 

肆、心得與建議 

馬來西亞獨立於1957年，組成族群除原馬來西亞當地居民外，尚包含華裔、

印度裔等其他移民，在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獨立，居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雖然

在統治權移轉後，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但在傳統文化、民俗習慣，以及族群情

感上，對於原鄉祖籍仍然有切不斷的血脈情誼。 

馬來西亞是多元族群融合的國家，華人族群在當地可說是最為團結及具組

織的族群，甚至組成馬華黨，成為目前的執政黨，相關的宗親、文化協會等民

間組織相當活躍，讓早期來到馬來西亞的客家先民互助、同心共濟的精神代代

相承，其會館及公會等為同姓、同鄉本著團結宗親、共謀福利的理念，建立起

本會一行與 Astro 中文部總監等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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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聯絡網，除了維繫宗親鄉誼之外，更為推廣和發揚客家文化盡心盡力，可

說是馬來西亞客家族群發展最具特色的地方。 

我國當前致力於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國家在各方面交流與合作，此行提出

以下建議，可做為臺灣與馬來西亞之合作方向： 

一、促進民間社團間的交流與觀摩 

馬來西亞客家會館、公會等民間組織健全且具組織脈絡，具有活力及傳承

意義，自馬來西亞客屬總會下轄各分會，各分會的營運在各個地區發揮影

響力，分會間也相互聯誼與互動；而臺灣客家的藝文發展與知識保存較活

躍與豐富，與馬來西亞的客家社團發展蓬勃，期待藉由臺馬雙方客家社團

的合作，互相學習彼此所長，讓臺灣客家社團亦能夠發揮文化教育與傳承

之影響力。 

二、發揮臺灣客家影響力，成為國際客家交流發展中心 

臺灣是世界唯一成立客家事務國家級政府部門的地方，並以國家資源、公

共政策的大方向投入客家永續發展、文化傳承，自客家委員會成立迄今十

餘年已具相當成果，學術發展及典藏令馬來西亞學界及社團稱羨，應善用

此項優勢吸引國際學術人才及民間社團到訪臺灣，發揮軟實力，進而讓海

外客家鄉親對臺灣客家也能夠有所認同並產生情感連結；另外，馬六甲客

家公會溫古堂於館內保存許多與早期客家移民發展相關的歷史文物，可評

估規劃邀請至臺灣展出，促進臺馬客家交流與認識。 

三、利用國際傳播，行銷臺灣「浪漫臺三線」 

本會於此行各參訪活動中特地安排播放臺灣「客家桐花祭」、「浪漫臺三線」

等文宣短片，在場參與者詢問度頗高，並引起馬來西亞當地民眾與客家社

團高度興趣，未來可於大型國際機場投放活動相關形象文宣，吸引國外民

眾參訪，建立客庄觀光商機。 

四、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促進客家學術發展 

馬來亞大學設有華人研究中心，近年並針對客家相關主題展開研究，本會

前往馬來西亞教育部並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張副教授翰璧代表客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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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聯盟，遞交邀請函，組成國際性的客家研究組織；藉定期舉辦海外分區

域的客家學術研討會，以及由當地學者協助進行在地研究調查，而能彙集

研究成果出版客家叢書，未來更期望可藉由該聯盟的交流，整合並擴大客

家學術能量，進而深化客家研究的人文知識基礎，使客家知識體系得以展

現多元而豐饒的面向，建立起國家級客家在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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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馬來西亞當地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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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馬來西亞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客家人資訊 

 

 

 

 

 

 

 

 

 森美蘭州總人口: 1,098,400  

 森美蘭州府: 芙蓉市(Seremban),芙蓉市人口555,935 - 

806,920(大芙蓉地區)  

 森美蘭州面積: 6,686 km2 (2,581 sq mi)  

 芙蓉市面積: 959 km2  

 

 

 

 

 

 

 

 

 

 

 森美蘭州華裔人口數: 234,300 (21.3%),森美蘭州客家人口大約

占了一半  

 客家人集中在芙蓉市的文丁(Mantin),汝來(Nilai),亞沙(Rasah)

及萬茂(Mam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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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客家人集中地: Jelebu, Jempol及Tampin  

 森美蘭州客家人祖籍: 惠州, 梅州, 大埔縣, 興寧市  

 森美蘭州客家人職業: 小企業主, 園主(橡膠園), 水果商  

 芙蓉市客家庄: 主要集中在文丁(Mantin)及汝來(Nilai)  

 

 

 

 

 

 

 

 

 

 

 

 森美蘭州在地客家同鄉會社團:總共十個社團  

1. 森美蘭州客家公會聯合會;  

2. 森美蘭州惠州會館;  

3. 森美蘭州梅江五屬會館(五屬:蕉嶺,興寧,平遠,五華,梅縣);  

4. 森美蘭州茶陽會館;  

5. 森美蘭州芙蓉市海陸會館;  

**馬來西亞海陸會館的前身即是森美蘭州海陸會館，成立於前清同

治四年，即1865年，迄今已有152年曆史。  

6. 森美蘭州日靂務(Jelebu)嘉應會館  

7. 淡邊(Tampin)客家公會 & 嘉應同鄉會  

8. 金馬士(Gemas) 客屬公會  

9. Kuala Pilah客家公會  

10. 馬口(Bahau)客家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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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客家社團主要活動:年度晚宴及會員大會,辦法客家子女獎學金,

客家歌唱比賽.  

森美蘭州客家裔主要是惠州及梅江籍貫. 

  

 芙蓉市文丁(Mantin)客家村:  

文丁客家村的居民，大多為 19 世紀末期從中國大陸客屬地區（潮州、

惠州、嘉應州）的揭西、大埔、惠陽等地經海上前來森美蘭開採錫礦

的客家人後裔。文丁客家村已有 153 年歷史，附近有啟智華文學校、

義山和譚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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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馬來亞大學客家研究(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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