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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延續 105年《全球客家研究》期刊出版計畫，本年度持續以專業客家學術期刊，建構客家學

術基礎為目標，藉由嚴謹的雙匿名審查制，刊登高水平之學術研究作品，提高客家研究的學術地

位。本刊積極向海內外各相關領域之客家研究的學者邀稿，建立全球客家學術交流平台，希望藉

由相關客家方面專業的學術性期刊，提高客家研究的學術質量和能見度，藉由廣徵各領域相關之

客家研究，進一步豐富客家文化的研究成果與內涵。 

    本年度計畫執行進度詳述如後，第八期在 106 年 5 月，第九期在 11 月如期出版。本次成果報

告以（106度所出版的）第八期與第九期出版以及相關作業為範圍。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一）期刊編輯委員組織： 

《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由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發行，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歷

史、語言學、傳播等各專業領域的校內外學者專家，編輯委員組織名單如下： 

主   編：張維安（國立交通大學） 

編 輯 委 員：王甫昌（中央研究院）、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劉堉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鄭琨

鴻（國立交通大學）、韋煙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謝世

忠（國立臺灣大學）、羅烈師（國立交通大學）、陳秀琪（國立中央大學）、許維德（國

立交通大學）、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 

執 行 編 輯：潘美玲（國立交通大學） 

副執行編輯：蔡欣怡（國立交通大學） 

助 理 編 輯：陳品安（國立交通大學） 

顧 問：河合洋尚（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翁秀琪（世新大學）、陳

春聲（中山大學）、黃子堅（馬來亞大學）、黃賢強（新加坡國立大學）、蕭新煌（中

央研究院）、施添福（中央研究院）、莊英章（中央研究院）、鍾榮富（南臺科技大學） 

 

（二）第八期與第九期出版情況： 

 

  1.第八期刊登情形如下： 

類別 研究論文 專題論文 田野紀要 評論 
客家研究介

紹性專文 

客家研究

相關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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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數 5 0 1 1 1 1 

    ※總計 9篇稿件 

 

  2.第八期刊登稿件（9） 

類別 研究主題 

研究論文 客家人的祖先：今昔、城鄉與全球 

研究論文 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以嘉應菁英的族群論述為中心 

研究論文 客家網路社群資源之比較：以臺灣、中國和馬來西亞為例 

研究論文 桐花開在臉書上：客家傳播結合社群媒體的初探性研究 

研究論文 劉興欽漫畫中的客家人與客家故事 

田野紀要 閩西客家博物館田野紀要 

評論 評林正慧《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客家社區與研究機構 客家族譜博物館簡介 

客家研究相關書目 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2015-2016年 

    第八期編輯期間，收到投稿總件數為 17 篇，除了已經刊登的 9 篇文章以外，另有 3 篇文章經

過審查之後，決定不刊登，有 5篇仍在審查或修改中。1
 

 

  3.第九期刊登情形如下： 

類別 研究論文 專題論文 田野紀要 評論 
客家社群與

研究機構 

客家研究

相關書目 

篇數 1 5 2 1 1 0 

    ※總計 10篇稿件 

 

 4.第九期刊登稿件（10） 

類別 研究主題 

研究論文 南臺灣六堆客家喪儀中的女性角色 

專題論文 導言：新馬客家 

專題論文 民國時期新加坡大埔人與原鄉互動研究：以吳深才《帳本》

和吳發祥《日記交易》為中心 

專題論文 新加坡客家發展的文化政治：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

詮釋 

                                                 
1
 這些文章的內容與作者，相關檔案都有整理備查，因牽涉到匿名審查的學術倫理，在這裡不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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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研究主題 

專題論文 馬來西亞福佬人和客家人的關係探析：以檳城美湖水長華

人義山墓碑為考察中心 

專題論文 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

（1889-1902） 

田野紀要 
臺灣客家人尋蹤：「客家基因溯源與疾病關聯性分析：社

會學與生物學的對話」田野紀要 

田野紀要 
客家作家在臺灣文學史的位置：以葉石濤、彭瑞金與陳芳

明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為探討對象 

評論 評張維安等：《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 

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 承載歷史記憶與打造文化經濟：馬來西亞近打錫礦博物館 

    第九期編輯期間，共收到投稿總件數為 22篇，除了已經刊登的 10篇文章以外，4篇文章經過

審查之後，決定不刊登，有 8篇仍在審查或修改中。另外有 6篇文章將在第十或 11 期期刊登。2
 

（三）第九期之後的規畫 

       本刊長期規劃的架構，以「區域研究」和「主題研究」當成「專題」的兩大類別，輪流進行

規劃。所謂的「各種區域研究專題」，顧名思義，就是以某特定地理區域（雖然這個「地理區域」

的大小並不一定）之相關研究為主軸的論文專題。原訂第八期是由黃賢強教授擔任客座編輯的「新

馬客家」（2017年 5月出版），因專題論文審查的關係，延後至第九期出版（2017 年 11 月出版）。 

       第十期的規劃為「客家音樂的建制化與創造性適應」專題，預計有 5 篇專題論文與 1 篇田野

紀要，目前已經進行過一次研究工作坊。第十一期，規劃中的主題式「客家基因及其好發性疾病

研究」。在社會關懷的議題上，本刊正在舉辦「浪漫台 3線的社會基礎」系列系列演講，將挑選一

些內容刊登於期刊。 

二、預算支用情形： 

  人事費使用於計畫主持人工作費、專任助理工作費（論文編輯排版、出版、美編、網頁維護、

校稿者等等）。業務費使用於影印費、墨水匣、列印紙等消耗性器材與事務性用品、編輯委員之

                                                 
2 這些文章的內容與作者，牽涉到匿名審查的學術倫理，在這裡不不適合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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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費用、開會之誤餐費、工讀生、英文校稿費、期刊書評所需之書籍費、文具、期刊紙本印刷

費等等相關費用。詳細預算支用詳情請參閱總計劃支出明細。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已於 106年 5月、11 月分別出版第八期、第九期之紙本與數位期刊已如數完成，並規劃後續

徵稿主題相關業務。 

     （一）第八期（參考圖 1.1, 1.2） 

    第八期共有 10 篇文章，無專題論文共有 5 篇研究論文外，還包括 2 篇田野紀要、3 篇評

論、2 篇客家研究機構介紹以及 1 篇書目整理。這 10 篇文章讓第八期的總頁數超過 300 頁之

多，未來將控制在 310頁以內。 

 

圖 1.1第八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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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第八期目錄 

 

（二）第九期（參考圖 2.1, 2.2） 

    第九期共有 9篇文章，黃賢強教授擔任「新馬客家」的客座主編，並為專題論文撰寫導言。

專題論文外，第九期尚包括 2篇田野紀要／研究紀要、1篇評論與 1篇客家研究機構介紹。篇

數相較於前一期減少一篇，但總頁數仍超過 300頁。 

    「新馬客家」則是由黃賢強教授擔任客座主編，過去曾在第六期出版馬來西亞砂拉越專

刊，這次專題內容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為主。在新加坡獨立之前，新馬兩地的移民或居民是可

以自由遷徙和往來，很多人在兩地也都有產業和親屬，其人際和社會網絡更是盤根錯節，關係

密切，所以我們常說的「新馬一家」是有其根據的，本期專題將新馬客家一併討論。有鑑於此，

《全球客家研究》將以專刊的形式，出版「新馬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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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第九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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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第九期目錄 

 

二、建議事項： 

建議持續支持，以下分為幾點： 

1.期刊專題探討的必要性，每期的專題主題都非常值得探討，如第十一期：「客家音樂的建制

化與創造性適應」專題，第十期「客家基因研究與好發性疾病」，其他專題規劃如「浪漫台 3

線的社會基礎」，希望得到客委會學術委員會的支持。 

2.《全球客家研究》期刊中田野紀要，正在思考將田野既要和研究機要加以區分。 

3. 相關書目以與研究材料的整理方面，書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之整理仍將繼續，另外音

樂、藝術以及其他戲曲方面資料的整理。 

4. 在評論方面，擬增加藝文傳播方面的評論（如影像與電視等的評論），雖然非正式的研究成

果，但是能從作者的角度了解值得探討的研究過程，使本期刊能夠更多元化。 

三、結語 

如期完成在 106年 5 月、11月分別出版第八期、第九期紙本與電子期刊。第九期專題主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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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客家」論文邀請 8位學者撰寫專題論文，但是如期出版專題文章僅有 4篇，第八期與第九期

的總頁數皆多達 310 頁，並分別有 10篇與 9 篇文章。 

 

 

圖 3第一期至第九期封面 

 

附錄一： 

    《全球客家研究》期刊從 102年 11月出版第一期至今目前出版九期，透過編輯委員會的努力，

在今年（民國 105 年）3月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統計結果發布記者會」，榮獲

「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人類學第一名、區域研究及地理類第二名。未來將持續努力保持這樣的成

績、並預計在 2018 年向科技部提出優良期刊之申請。 

1.國家圖書館狀證明 

  

人文社會科學類最有影力期刊 

人類學組第一名 

人文社會科學類最有影力期刊 

區域研究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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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權 

    本刊之發行單位為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贊助單

位：客家委員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資料庫授權為非專屬授權： 

    1.與 CEPS 華藝線上圖書館合作：自 2013 年起授權該資料庫全文下。 

    2.與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合作：自 2013年起授權該資料庫全文下載。 

    3.與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自 2014年起授權該資料庫全文下載。 

    4.與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合作：自 2016 年起授權該資料庫全文下載。 

    5.與元照出版公司：自 2017年起授權該資料庫全文下載。 

     由於發行時間的關係，尚未具有向科技部申請「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的條件，將在滿

足形式條件後，並向科技部申請將本刊物列入「台灣科學社會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資料庫。 

3.使用資料 

《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網站在 2016年 1月 13 日架設 Google Analytics 功能，夠過分析資料更加

了解瀏覽或使用期刊網站者，並提供未來編輯期刊考慮的相關資料。從架設 Google Analytics 功能至

2017 年 9月 8日瀏覽網站人次為 6,361，其中遍布臺灣、中國、英國、馬來西亞、美國、日本、香港、

澳洲、新加坡、伊拉克、俄羅斯、韓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印尼、印度、越南、巴西、泰國、寮

國、澳門、紐西蘭等共 55個國家（詳見圖 4）。 

 

 

圖 4：《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網站使用人分布圖 

資料來源：Googl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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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個國家中有 13個國家的網路使用者有回訪期刊網站，依照 Google Analytics 功能分析顯示目前

新訪者占 56.19％，回訪的網路使用者有 43.81%。使用者年齡方面，25歲至 54歲有 64.65%（詳見圖

5和圖 6），藉由增加網路使用者資料，提供期刊使用者相關資訊達到了解使用者部分基本狀況，提供

未來規劃期刊專題方向或是推廣策略。 

新訪客

56.19%

回訪者

43.81%

新訪客與回訪者

 

圖 5：《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網站使用者 

資料來源：Google Analytics 

 

 

圖 6：《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網站使用者年齡 

資料來源：Google Analytics 

 

    詳細成果內容請參考第八、九期期刊目錄（圖 1 第八期目錄與圖 2 第九期目錄），電子書、紙本

期刊。另附上紙本與電子期刊（請參閱 http://ghk.nctu.edu.tw/）。 

 

http://ghk.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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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關於期刊 

(一)本刊宗旨 

《全球客家研究》是世界各地客家研究者的刊物，也是世界各地客家社區的交流平台。本刊徵求

各種研究領域、學術觀點關於客家社會、文化、語言、文學、政治、經濟、歷史、文物、傳播、政策

等各方面理論與實務的論文，期待通過學術研究及社區經驗的對話，增益客家研究的深度、提昇客家

族群尊嚴、推動理性的、多元族群社會的建構。 

 

(二)發刊詞  

18世紀末以來，客家族群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西方的傳教士與各地的客藉知識分子投

入許多精力，辦學會、出雜誌，探討客家族群形成的歷史成因，分析客家族群特有的精神氣質，思考

客家族群的共同命運。近年來，臺灣有五所國立大學成立了客家學院和相關系所，培養許多高階的客

家研究人才，每年的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成級數成長，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專書出版量亦同。臺灣之

外，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各地也都出現客家研究團隊，帶來豐富的研究成果，客家族群的原鄉

中國大陸更是出現許多客家研究的機構與研究團隊。 

躬逢客家研究蓬勃的今天，我們極需一個全球客家研究溝通交流的平臺，特別是一種沒有地理界

線、不受時空拘束的交流平臺。面對全球客家的多樣性與區域性，客家研究需要進行比較研究，需要

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觀點和理論，更需要跨領域的對話，才能進一步提昇客家研究。本刊採取雙盲學

術審查機制，徵求研究論文、研究紀要、田野紀要、書評等作品。此外，本刊也提供全球各地客家研

究平臺的介紹與研究資源分享，在文字上同時採用中文、英文與客家語的作品。 

全球客家研究的出刊，除了致力於推動臺灣客家社會研究之外，期待與海外客家社區、客家原鄉

有更多的對話。本刊物為半年刊，採取紙本和線上雙軌並行方式出版，對作者和一些機構發行少量紙

本期刊，對全球客家學者將提供單篇論文免費下載，以及整本期刊電子書下載的方式。藉由發行國際

性的客家專業學術性期刊，期待提高客家研究的學術地位、匯集國際相關領域的學者、促進學術交流，

以建構多元、全球視野的客家知識體系。 

 

(三)編輯與顧問  

 主編   

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   

 

 編輯委員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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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煙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許維德 國立交通大學   

陳秀琪   國立中央大學   戴寶村   國立政治大學   

謝世忠  國立台灣大學 羅烈師   國立交通大學   

劉堉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羅世宏 國立中正大學 

鄭琨鴻 國立交通大學    

  

 顧問 

  

河合洋尚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黃賢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施添福  中央研究院 科大衛 香港中文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莊英章 中央研究院 

陳春聲 廣州中山大學 黃子堅 馬來亞大學 

鐘榮富 南臺科技大學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 

    

 執行編輯  副執行編輯 

潘美玲  國立交通大學 蔡欣怡 國立交通大學 

  

 助理編輯 

  

陳品安 國立交通大學   

 

(四) 《全球客家研究》編輯委員組織章程及執行編輯作業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編輯《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特成立「全球客家研究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執掌如下： 

一、制定刊物之編輯政策及發行對象。 

二、籌劃刊物之年度編輯計劃並檢討執行情形。 

三、邀請專家學者審查來稿，並確認刊載稿件與定期發行。 

四、邀請編輯顧問及客座編輯。 

第三條 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主編、執行編輯、副執行編輯各一人，編輯委員若干人，並依下列方式遴選聘任

之。 

（一）主編：由本會遴選聘任，負責發行刊物之編輯政策，並推動期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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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編輯：由主編邀請適合之人選擔任，協助主編出刊事務。 

（三）副執行編輯：由主編邀請適合之人選擔任，協助主編出刊事務。 

（三）編輯委員：由主編提名遴選，經編輯委員同意後聘任，協助主編出刊事務，並負責稿

件送審作業。 

二、編輯顧問：由主編提名遴選，經編輯委員同意後聘任，對出版內容及方向提供建言。 

三、客座編輯：協同主編依刊務需求，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客座編輯，負責專號規劃的邀稿。

任期於專號出版後卸任。 

四、主編、各委員及顧問任期三年，連聘得連任。 

五、助理編輯一人，負責發行刊物之聯絡及編輯等例行事務及有關作業。 

第四條 本會由主編召集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表決以出席委員之過半

數同意始得通過。 

第五條 主編或編輯委員負責安排匿名審稿作業，並決定來稿是否進入審查程序及刊登與否；執行

編輯負責連繫及出版事務，並決定論文之刊登順序，遇有非關領域之論文，執行編輯得逕

行退稿。 

第六條 本期刊採行之內稿篇數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為原則（內稿係指單位同仁、執行編輯委員之

稿件）。 

第七條 本章程經本會通過後始生效與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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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徵稿啟事 

稿 約 

「海水所到之處，就有華人，有華人就有客家人」，客家移民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

性格，必須被放置在全球化的脈絡中才更能顯現出在地文化、區域交流與國際互動間相互整

合、影響的發展趨勢。近年來，台灣在地的客家研究已經奠立根基，客家學也開始往海外客

家研究拓展，許多台灣學者從個別型的計畫，開始漸漸發展成團隊式的整合性計畫。然而，

即使客家人一直是構成海外華人的主要成分，也具備不容忽視的全球化特性，卻沒有在學術

的研究場域得到同等的重視。有鑑於此，《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的發行，著眼於學術專業、

國際性的視野，旨在提供國內外客家相關的學術成果一個專業發表的園地，促進各地、各領

域客家研究的對話與交流，期待為台灣繼續引領客家學研究的優勢，注入新的元素與動力。

《全球客家研究》創刊號預計於 102年 11月發行，之後以半年為間隔出刊。 

一、來稿類型   

本期刊歡迎各領域與客家相關的研究議題與成果，收稿類別包括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

研究／田野紀要（Research/ Fieldwork Note）與評論（Book Review/ Comment）、客家社群與

研究機構( Hakka Commun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來稿中文、英文、客語不拘。 

1. 研究論文：報導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論文（25,000 字以內）。

2. 研究／田野紀要：用以開發特定議題或引發概念討論，偏重於資料之整理、檢討、田野調

查心得或初步分析之論文（15,000字以內）。

3. 評論：全球各地出版之學術專書、具有「客家研究」旨趣的影像紀錄片、電影、媒體節目、

展示事件、表演事件所撰寫之評論（5,000字以內）。

4. 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本刊每期會刊出至少一篇「客家研究」介紹性專文，內容以「客家

研究」相關機構、博物館、重要叢書、重要研討會等的介紹為主（10,000字以內）。

5. 客家研究相關書目：本刊每期會就前一年度之「客家研究」相關書目進行整理，目前的規

劃是每年的第一期以全球各地的學位論文為主要對象，第二期則以全球各地的專書、書籍篇

章、以及期刊論文為主要對象。 

二、論文格式 

1. 來稿請用MS-WORD電腦打字，本刊編審作業完全以電子檔案傳送。

2. 稿件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附錄、參考文獻。

3. 首頁請載明：中英文論文題目、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服務機構（以專職為準，不列兼

職機關）連絡作者（通訊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資料）、頁首短題（以不超過 10個字

為原則）。

4. 摘要頁包含題目、中英文摘要（300字以內）與關鍵字（三個以上，八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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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格式規則請見左列「稿件格式」。 

 

三、審查方式  

1. 論文審查每篇以兩位匿名評審為原則，評審意見分為同意刊出、修改後刊出、修改後重審、

不同意刊出四類，評審意見不同時將會送交第三者複查。 

2. 本刊來稿隨到隨審，接受稿件之刊登時間依評審進度而定。所有評審程序如未能於三個月

內完成者，將由編輯委員會以書面方式向作者說明原委。 

 

四 、版權事宜  

1. 本刊不接受已經正式出版或一稿數投的論文。 

2. 經刊登之論文，其著作財產權仍歸作者所有，然本刊享有製作電子檔案發行之權利，原作

者轉載或轉譯時應告知本刊。 

3. 稿件一經採用，本刊致贈當期期刊一冊。 

 

五、稿件交寄 

本刊使用線上投審稿系統。作者請至期刊網站進行投稿，網址為：http://ghk.nctu.edu.tw/。若

有任何問題請來信至期刊信箱，本刊收到後會盡速回應。 

http://ghk.nctu.edu.tw/submission03.asp
http://ghk.nctu.edu.tw/
http://ghk.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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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題邀稿 

第 1期 102年 11月 

責任主編 張維安教授 

主題：客地的客家研究 

 

第 2期 103年 5月 

Guest Editor 連瑞枝教授 

A. 主題：客家的形成 

B. 主題規劃： 

    十六世紀以來，隨著歐洲勢力在亞洲的拓展，世界歷史發生了全球商品化與移民化的重

大變動。在面對此一變動時，華南地區的社會在長程歷史中不斷地形成區域內部與區域間的

遷徙。遷徙以及商品化帶來的身份流動不斷地造成社會內在的競爭與重新整合：不論是走向

城市化便是被邊緣化，身份流動與社會內部都面對了急遽變化。在這次專號中，我們希望從

十六世紀的全球化來談起，從微觀的社會史／地方史的角度來談歷史鉅變下的客家社會如何

形成。 

第 3期 103年 11月 

Guest Editor 許維德教授 

主題：議題辯論—服貿爭議與客家/族群研究 

 

第 4期 104年 5月 

Guest Editor 羅烈師教授 

A. 主題：新竹研究 

B. 主題規劃： 

    客家研究是全球移民史研究的一環，羅香林源流論之客家研究典範向來被過度強調其中

原貴冑南遷說，其實源流論，特別是第四及五次南遷，已經與全球移民現象合流。 

    近一世代研究者聚焦南中國人群移入與移出之現象，對於客家北來說與本土說已有深厚

的研究成果；同時，海峽兩岸及東南亞為數眾多的地區性研究，亦已累積深度及廣度可觀的

成就。我們認為下一世代的客家研究應該自「客從何處來？」，轉向「客去何方？」亦即從而

思考客家移民源流之研究，轉而探討客家移民移居不同居地後，面對不同的生態、產業、國

族、文化等事實，其本土化或在地化的過程與結果。 

    新竹縣是台灣客家人口絕對優勢，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縣份，客家移民兩百餘年來，面

臨山地與平埔南島民族以及漳泉兩籍閩人之競合關係，最終在此建立了廣大的聚落群與社會

文化。目前本區也是北臺灣科技鏈的南端點，全島性南北交通動線輻輳，因此，其傳統文化

正面對著重大的社會變遷。換言之，本區是研究客家移民在地化及其文化變遷的極佳對象。

尚有進者，清代帝國與日本殖民統治者，在本區留下極為豐富的檔案與史料，研究者得以在

此深掘長時段的歷史變遷。 

    本刊期望研究者能將這一寶貴的客家社會介紹到全球客家，並且納入全球客家在地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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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一環；同時本刊更歡迎全球各地研究者，以跨區域比較的視野，審視新竹地區客家研究

的豐富意涵。 

 

第 5期 104年 11月 

Guest Editor 王甫昌教授 

A. 主題：客家認同與族群關係 

B. 主題規劃： 

這個專題將討論台灣客家認同與族群關係之間的關聯。關於臺灣客家認同浮現的時機，目前

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些認為客家認同的存在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也有些

認為在近代台灣族群的概念浮現之後，客家認同的內涵已有明顯的轉變。這兩種看法背後隱

藏的差異，包括客家認同的意涵與性質，以及其發生的原因或機制。就族群認同發生的不同

理論性假設的立場來看，與其他「族群」的互動或競爭關係，對於族群認同的影響，正是不

同看法之間差異的重要來源。透過「客家認同」與族群關係之間關聯的歷史性與經驗性討論，

將有助於釐清兩種看法之間的差別。這個專題預定將先由舉辦小型工作坊，邀請研究者對不

同時期台灣客家、或是中國大陸原鄉客家、以及遷移海外之客家，與其他在地族群之間的互

動關係，對其客家認同的影響，發表五到七篇論文進行討論後，再將修訂後的論文集結送審，

而成為本專題的主體。 

 

第 6期 105年 5月 

Guest Editor 徐雨村教授 

A. 主題：東馬客家專號 

B. 主題規劃： 

    本專號的研究區域限定於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州、沙巴州。在東馬地區的歷史學、社會學、

語言學、人類學、宗教學、及其他社會人文等相關客家研究皆列為本專輯的邀稿對象。 

 

第 7期 105年 11月 

Guest Editor 黃靜蓉教授 

A. 主題：網路社群與客家 

B. 主題規劃： 

    社會科學技術的重大變革極大地促進了基於網際網路的社群繁榮發展。網路社群（online 

community）是存在於網際網路上供其會員自由交流的虛擬社群，比如說網路聊天室、論壇、

社群網站等。網路社群已經成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社會關聯的一種補充，並且可以透過文字、

聲音、視訊來交流。客家雖然是一個族群（ethnic group），但在歷史脈絡上與網路社群分享了

相似的分散又連結的特質。客家源流與遷移的歷史眾說紛紜，現今客家人分布在世界各地，「離

散」成了客家人的特色。然而各地客家人多數卻能以血緣、地緣、文化或語言等方式，將彼

此凝聚在一起。全球各地有許多客家人所建置的網路社群，如公會網站和臉書社團，藉由網

路的強大功能來聯繫各地的客家人，在虛擬空間中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客家社群」。有鑑於此，

《全球客家研究》將以專刊的形式，出版「網路社群與客家」。本期探討的主題將聚焦於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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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群的形成、認同、與政治、經濟、社會效益等，本期歡迎全球客家研究者聚焦於網際

網路，但不侷限主題和研究取徑，共同灌溉這個值得開發的園地。 

 

第 8期 106年 5月 

Guest Editor 黃賢強教授 

A. 主題：新馬客家專號 

B. 主題規劃： 

    本專號的研究區域限定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西馬）。與有關地區的歷史學、社會學、語

言學、人類學、宗教學、及其他社會人文等相關客家研究皆列為本專輯的徵稿對象。 

 

第 9期 106年 11月 

Guest Editor 戴寶村教授 

A. 主題：客家研究到客家學 

B. 主題規劃： 

    主要核心論文希望涵蓋三個面向，第一是客家研究發展的外部社會環境氛圍與學術發展

脈絡，第二是客家研究史的回顧，將以 1990 年代中期客家專門院系所成立作為分期點，檢視

之前客家研究範疇與主題狀況，進而考察客家學術院系成立 20年以來研究的成果與特色，第

三是探析客家研究在區域、時段、主題等分類有那些代表性或是典範性的成果，以及相關重

要學理的形塑，並就與客家中國原鄉溯源和變容、海外遷移與發展等對照脈絡下，整理出臺

灣客家研究的特色乃至客家學的建立。 

 

第 9期之後的規劃 

區域研究 六堆客家研究 洪馨蘭 第 10期 107年 5月 

主題研究 博物館與客家 王嵩山 第 11 期 107年 1月 

區域研究 印尼客家研究 蔡晏霖 第 12期 108年 5月 

主題研究 族群研究的技藝 林靖修 第 13期 108年 11 月 

主題研究 客家的形成及其歷史3
 潘美玲 協調在 8-9期之間 

 

                                                 
3
 由於本院正在爭取客委會一個與客家源流有關的工作坊與出書計畫。本計畫將會有多篇與客家（族群的）形

成及其歷史的論文，規劃以其中四篇有代表性的論文作為期刊的主題論文，出版一期專輯，尚未確定。 

http://gims.tnua.edu.tw/tnua_ims/catalog_tabs/catalog_tabs/data/tnua_ims/tw/part-time_teachers/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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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9期網路版目錄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33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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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36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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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2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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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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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4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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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5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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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6 

http://ghk.nctu.edu.tw/issue.asp?P_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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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分項計畫 A：子計畫二 

臺灣「客家相關雜誌」收集典藏計畫（I） 

(一年期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計畫主持人：許維德 

聯絡人：許維德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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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06 年 11 月 30 日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壹、 前言： 

    這個計畫的主要目的，是要替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圖書室（以下簡稱本室）收

集和典藏 17 份臺灣出版的「客家相關雜誌」（不包括學術性刊物）。無論從什麼樣的角

度來看，「雜誌」在「族群圖書館」中都扮演著一定程度的重要角色。本室雖然已經有 17,500

件左右的圖書和影音資料，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客家研究圖書館」，但由於種種原因，

本室僅收藏了少數幾份完整的「臺灣客家相關雜誌」（e.g., 《客家風雲》、《大山背自然

生態客家期刊》），多數雜誌並沒有完整的收藏。在這些尚待收藏的 17 份雜誌中，本室

有其中 10份雜誌的部分收藏，包括還在發行中的 6 份雜誌（i.e., 《客家》、《南庄人》、

《山城週刊》、《今日美濃》、《美濃月光山雜誌》和《六堆雜誌》），以及已經停刊的

4 份雜誌（i.e., 《楊梅周刊》、《客家之光》、《苗友／中原／中原客家》和《大龍港雜

誌》）。另外還有 7份雜誌，本室則沒有任何收藏（i.e., 《客家發聲》、《客壇》、《文

化走廊》、《民間》、《九讚頭月刊》、《客福簡訊》和《兩河文化》）。這個計畫打算

透過(1)和原發行單位聯繫、(2)公開徵求各界捐贈、(3)由舊書商代購、以及(4)到國家圖書

館影印等四種方式，將上述 17 份雜誌完整地收藏到本室中，讓本室能夠名符其實地成為

世界上最好的「客家研究專業圖書館」。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1月 30日止，前置作業為搜尋臺灣出版的「客

家相關雜誌」（不包括學術性刊物），並核對本院圖書室已有的館藏，再向出版社購買未典藏之

期刊。若是已停刊或是無法購置，則利用「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查詢有典藏所需期刊之館藏地，

再前往該館掃描及複印期刊。 

(一) 預計典藏之期刊雜誌 

    根據本計畫初步的調查，如果不將學院所出版的學術性刊物納入考量的話，臺灣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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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相關雜誌」總數在 40 份左右，約略可以分成「政府部門出版品」、「同鄉會系統

出版品」、以及「其他民間組織出版品」三大類。「政府部門出版品」有近 10 份，包括客

家委員會所出版的《客家通訊》、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所出版的《客家文化季刊》、

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所出版的《南方客觀》等。「同鄉會系統出版品」也有 5 份以上，

多數是外省客所組成之同鄉會所出版的，比如說臺北市梅縣同鄉會所出版的《臺北市梅縣

同鄉會會刊》、以及臺北市惠州同鄉會所出版的《臺北市惠州同鄉會會刊》等。至於第三

類的「其他民間組織出版品」，總數在 25份左右（請參考表 1），當中只有少數本室有完整

收藏（e.g., 《客家風雲》、《大山背自然生態客家期刊》），本計畫打算將這些民間組織所出

版的客家相關雜誌盡量補齊。 

 

表 1. 預計收錄之雜誌的相關訊息 

雜誌名稱 發行時間 期數  發行地點／出版者 

《世界客總》 ？-1980  臺北：世界客屬總會 

 

原為《世界客總通訊》，後改為

《世界客總會刊》，再改《世界

客總季刊》 

《客家風雲》 1987-1989 23 臺北：客家風雲雜誌社 

《客家》 1990- 282 臺北：客家雜誌社 

 

原刊名：客家風雲，自 1990年

1月起，改刊名為：客家，期數

另起. 

《客家發聲》 1997-1999 9 臺北：寶島客家廣播電臺 

《客壇》 2002-2003 6 臺北：社團法人臺灣客壇協會 

《文化走廊》 2009-  臺北：臺北市彩鳳文化協會 

《楊梅周刊》 1992-?（已停刊）  桃園縣楊梅鎮：楊梅周刊雜誌社 

《民間》 2002-?  桃園縣中壢市：桃園縣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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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 

《客家之光》 1987-1992（？）  新竹縣竹東鎮：客家之光雜誌社 

全球客家福音協會通訊 

《九讚頭月刊》 1993-? 45 新竹縣橫山鄉：九讚頭月刊社 

《客福簡訊》 ?-2004  新竹縣竹東鎮：客家宣教神學院 

《大山背自然生態客

家期刊》 

2006-2006 2 新竹縣橫山鄉：新竹縣大山背文

化觀光產業發展協會 

《兩河文化》 2008- 6 新竹縣竹北市：兩河文化協會 

《苗友／中原／中原

客家》 

1962-2002 1,081 苗栗縣苗栗市：中原雜誌社 

《三臺雜誌》 1985-1988 18 苗栗縣頭份鎮：三臺雜誌社 

《大龍港雜誌》 1987- 14 苗栗縣頭份鎮：大龍港雜誌社 

《南庄人》 1999- 66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愛鄉協進會 

《山城週刊》 1979- 1,266 臺中縣東勢鎮：山城週刊雜誌社 

《今日美濃》 1974-2003; 

2011- 

313 高雄縣美濃鎮：今日美濃週刊雜

誌社 

《美濃月光山雜誌》 1982- 1,244 高雄縣美濃鎮：月光山雜誌社 

《六堆雜誌》 1986- 176 屏東縣竹田鄉：財團法人六堆文

化教育基金會 

《社區按靚》 2012- 17 屏東縣竹田鄉：社團法人屏東縣

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二) 本計畫新增之雜誌 

透過購買、捐贈和複印的方式，本計畫總共新增 13份臺灣客家相關雜誌，詳細請見表 2。 

 

表 2. 本計畫新增之雜誌的相關訊息 

雜誌名稱 新增收錄卷期 收錄方式 

《客家》 2003-2004年合訂本 購置 

1-60期 國家圖書館掃描 

(因現有館藏為複印檔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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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皆為黑白，故至國家圖書

館掃描彩色版本電子檔案) 

《客家發聲》 1997-1999 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捐贈 

《楊梅周刊》 創刊號-95期 國家圖書館複印 

《九讚頭月刊》 創刊號-29期 九讚頭協會提供期刊原始

檔案借用複印 

《客福簡訊》 創刊號-330期 基督教客家福音協會提供

期刊原始檔案借用複印 

《兩河文化》 1-3期 兩河文化協會捐贈 

《三臺雜誌》 創刊號-18期 清華大學圖書館複印 

《南庄人》 61-70期 南庄愛鄉協進會捐贈 

《山城週刊》 創刊號- 購置 

《今日美濃》 2011-2012年合訂本 購置 

《美濃月光山雜誌》 1982年- 購置 

《六堆雜誌》 2016年合訂本 

2017 年 2、4、6、8、

10月份刊物 

購置 

《社區按靚》 12-18期 深耕永續發展協會捐贈 

 

(三) 本室目前的收藏狀況 

在完成本計畫之後，本室總計有 16份臺灣客家相關雜誌的收集（7份雜誌已完備，9份雜

誌仍欠早期某些期數，尚處於發行中狀態的刊物則有 8份，詳見表 3）。 

 

表 3. 本室目前典藏之臺灣客家相關雜誌的相關訊息 

雜誌名稱 館藏卷期/年份 完備與否 備註 

《客家風雲》 n.1(1987) - n.23(1989) 完備 1990年 1月起改

刊名為《客家》，

期數另起。 

《客家》 n.1(1990) - 完備 發行中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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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發聲》 n.1(1997) - n.9(1999) 完備 已停刊 

《客家之光》 n.1(1987) - n.12(1988), 

v.4:n.37(1990) - 

v.5:n.61(1992)  

仍欠某些期數 已停刊（？） 

《九讚頭月刊》 n.1(1993) - n.29(1997) 仍欠某些期數 已停刊 

國家圖書館的書

目系統顯示該刊

最後一次出刊是

1997年，期數則

為 43期。 

《客福簡訊》/《客神院

訊》 

n.1(2002) - n.330(2017) 完備 發行中刊物 

《大山背自然生態客家

期刊》 

n.1(2006) - n.3(2006) 完備 已停刊 

《兩河文化》 n.1(2008) - n.3(2009) 完備 已停刊 

《苗友／中原／中原客

家》 

n.233(1981) - n.334(1983), 

n.487(1986) - n.1117(2000) 

仍欠某些期數 已停刊 

《三臺雜誌》 n.1(1985) - n.18(1988) 完備 已停刊 

《南庄人》 n.61(2014) - n.70(2016) 仍欠某些期數  發行中刊物 

《山城週刊》 n.1(1979) - n.1250(2015) 仍欠某些期數  發行中刊物 

《今日美濃》 no.1(2011) - n.24(2012) 仍欠某些期數  發行中刊物 

《美濃月光山雜誌》 n.783(2003) - n.1288(2017) 仍欠某些期數  發行中刊物 

《六堆雜誌》 n.41(1994) - n.182(2017) 仍欠某些期數  發行中刊物 

《社區按靚》 n.12(2015) - n.18(2016) 仍欠某些期數  發行中刊物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的經費列為業務費，支用於購置期刊、工讀生、影印費、文具、差旅費等相關項目。

如果不將雇請工讀生的工讀費及其差旅費計入的話，多數經費都直接和這些雜誌的購買、複

印、掃描和裝訂有關（請參見表 4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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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雜誌相關支出費用說明 

雜誌名稱 經費用途說明 備註 

《客家》 購置合訂本、現有館藏裝訂合訂

本 

1. 掃描、複印、裝訂皆

合併為影印費。 

2. 因合訂本封面需印

製各本期刊之期數，故

每本皆有開版費用，因

此費用較高。 

《客家發聲》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楊梅周刊》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九讚頭月刊》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客福簡訊》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兩河文化》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三臺雜誌》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南庄人》 掃描、複印、裝訂合訂本 

《山城週刊》 購置、掃描、合訂本裝訂精裝本 

《今日美濃》 購置、與現有館藏合併裝訂合訂

本 

《美濃月光山雜誌》 購置、與現有館藏合併裝訂合訂

本 

《六堆雜誌》 購置、與現有館藏合併裝訂合訂

本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在典藏方面，本計畫有兩個處理方式。一方面，如果是以購買或捐贈的方式取得的雜

誌正本，本計畫會將這些雜誌視為一般性圖書，由本校圖書館遵循一般程序將這些雜誌編

碼和上架。另一方面，如果是以影印方式所取得的雜誌影本，由於技術上的問題，這些雜

誌將無法循一般程序編碼，而必須置放在本室的特藏室中，由本室另建一個特藏室的索引

系統來處理。 

    整體來講，本計畫以購買方式增添了 5份雜誌（i.e., 《客家》、《山城週刊》、《今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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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美濃月光山雜誌》和《六堆雜誌》，多數為合訂本，但並不完備），以捐贈方式增添

了 4份雜誌（i.e., 《客家發聲》、《兩河文化》、《南庄人》和《社區按靚》），並以複印方式

增添了 4份雜誌（i.e., 《楊梅周刊》、《九讚頭月刊》、《客福簡訊》和《三臺雜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室原本館藏的《客家》某些期數為影印本，其畫質不夠清

晰，這次也特別利用執行這一計畫的機會，掃描了 1-60期的《客家》雜誌。此外，本計畫

所有完成複印的雜誌，也都備存了一份掃描檔，替未來進一步進行數位典藏打下基礎。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購入期刊比原先預計少：因有些已停刊出版者也無檔案留存，或者出版社已無繼續營

業，造成無法購置。 

(2)複印期刊比原先預計少：有些無法購置之期刊需要到其他圖書館做複印，但因人力短

缺以及計畫時間的限制，使得無法將全部欲典藏之期刊完整蒐集。  

(3)掃描、複印工作費時：原先預計能夠至他館掃描及複印本室所有缺漏的期刊，因無預

計掃描工作非常耗時，若遇到掃描成果不良則需重新調整位置再次掃描，造成上述第 2點蒐集

之期刊比原先預計少。 

 

三、建議事項： 

本學院為臺灣及華人世界「客家研究」之學術重鎮，為能邁向更頂尖客家研究品質，以及

讓相關研究之學者們擁有更多元的資源，故須貴委員會持續支持本圖書室擴充出版品。 

 

四、結論：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本圖書室現有「客家研究」、「族群研究」書籍以及期刊的基礎上，更進

一步充實與擴充館藏，以厚實研究的基礎支持。計畫執行期間，本計畫已蒐集 13 份臺灣客家

相關雜誌，加上本室原有典藏的期刊，使本圖書室的客家相關期刊館藏量達到 88 份之多（包

括國內外客家研究以及族群研究之期刊），期許未來能夠繼續擴充相關出版品，成為全世界的



39 

客家研究學術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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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從客家族群的角度言，馬來西亞的錫礦產業與臺灣的樟腦產業有類似之

處，皆與客家人有關，而且已然沒落成為歷史遺跡。本研究從客家族群的

觀點，進行馬來西亞錫礦產業自 19 世紀至 20 世紀貫時性的產業史研究。

除說明該產業與客家族群的關係外，亦對錫礦區周邊有關之客家新村，進

行初步的探究。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如期執行完畢 

二、預算支用情形：同上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就本計畫所定之題目，經文獻探討與實際田野調查，已然梳理

出錫礦業、新村、客家人三者關聯及研究框架，並成為下年度申請計畫「馬來西

亞客家錫礦資本之興起與變遷」之基礎。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落差 

三、建議事項：無建議 

四、結論：以時間先後排比有關錫礦業、新村、客家人三者的幾件事情，可知

1985年馬來西亞錫礦業開始崩盤，拿乞、萬濃之類以客家人居優勢的礦業新村人

口於 1995 年比建村時還多，似乎提示著錫礦業式微對礦業新村的影響，不宜過

度強調。然而到了 2017 年，拿乞、萬濃二新村人口流失情形卻非常嚴重，此時

離錫礦業崩盤的 1985已有 30餘年之久，因此很難說此二新村的沒落原因如同媒

體報導一般，全因錫礦沒落而來，勢必還有其他環境的因素使然。換言之，即使

如丘思東以當業者過來人的經驗，說明馬國錫礦產業沒落原因等各項，除了丘所

強調與國際錫市變動的關聯外，實則更需與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經變遷有所勾

連，才比較能夠有更全面的理解與解釋，特別就錫礦新村而言，則更需有較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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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訪視及觀察，方得竟功。 

肆、研究成果全文： 

1、前言 

    華人在馬來半島採錫的歷史雖然可遠溯至 1570 年代的霹靂州，然而要到 19 世紀中葉，因

拉律及近打河谷錫礦的發現，才開始有明顯的發展。來自中國的華工大量湧入從事斯業，若以

今日族群分類的觀點，來看英屬馬來亞到馬來西亞的錫礦業，則可說與臺灣的樟腦產業有類似

之處，即皆與客家人有密切關係。不過另一方面，從英屬馬來亞以降的近百餘年錫礦業的採礦

技術的發展（機械採礦設備的引進及升級），恰與礦場所雇用以客家人為主的華工人數呈反向

的關聯。其原因係在於採礦技術近代化主要以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升級進行，因此錫礦產量增

加、成本降低之影響所及，則是華工（客家人）被迫離開錫礦業。 

    根據丘思東著《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2015）一書，於 1930 年代世界

經濟大恐慌時期，當時英屬馬來亞的錫礦業者曾資遣約 5 萬人的華工返回中國，不過對於更早

自 19 世紀末以降，因採礦技術升級而陸續離職的華工，並未有較多的說明。雖然仍需今後全

面性的調查與研究，不過不難想像的是這些離開採礦的華工應該大部分落地生根並形成華人聚

落，從事著跟錫礦直接或間接有關的生理。錫礦業與華人聚落的形成的關聯，除檳城經太平、

怡保、金寶到吉隆坡一帶，今日馬來西亞重要城市之外， 1948 年 6 月 18 日英國殖民政府宣

布緊急狀態後出現的華人新村，究竟多少系譜上的關聯，亦仍有今後繼續調查與研究的必要。 

 

2、馬來西亞錫礦業盛衰與客家人 

    有關馬來西亞錫礦業的歷史，由於該產業曾經為馬國最重要的產業，因此所有關於馬國歷

史的著作，皆有詳細程度不同的說明。或如馬來亞華人礦務總會編著《馬來西亞華人錫礦業的

發展與沒落》（2002）、丘思東編著《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2105）、黃文斌

主編《錫業歷史鑒未來：第一屆錫礦節資料之匯集記錄策》（2016）等著作，則直接對此產業

的歷史進行論述，因此應無需在此贅述。 

     至於此產業與客家人的關係而言，整理上述各家論說，從表 1 所列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

所出現的客家會館，可約略判知曾經參與採錫的客家人原籍分布情形，以及與錫礦業發展之關

聯。 

表 1  錫礦業發展初期的客家會館 

年代 名稱 地區 

1801 嘉應會館 檳城 

1821 應和會館 麻六甲 

1822 應和會館 新加坡 

1827 梅江五屬會館 森美蘭・芙蓉 

1872 應和會館 霹靂・安順 

1874 應和會館 砂勞越・古晉 

1880 嘉應會館 森美蘭・日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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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嘉應會館 雪蘭莪・吉隆坡 

1900 嘉應會館 霹靂・怡保 

1915 應和會館 森美蘭・瓜拉庇朥 

資料出處：丘思東編著《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金寶：近打錫礦（砂泵）

博物館，2105 年）31 頁。 

 

    至於與此產業相關的客家人，以其在此產業所發會的功能，可大致區分成重要的客籍錫礦

家與在礦場採礦的客家人兩類，表 2 所示為金寶首屆錫礦節所展示重要客籍錫礦家之資料。 

表 2  馬來西亞錫礦業史上的客籍錫礦家 

姓名 原籍 生卒年 重要事蹟 

鄭景貴 廣東增城 1821-1901 1841 年至今霹靂州太平謀生，1874 年代表海

山派簽訂「邦喀條約」，最早使用水泵唧筒，

1877 年建議海峽殖民地總督羅敏申給予 21 年

的採礦權，1891 年已雇用 6300 名礦工。 

葉亞來 廣東惠陽 1837-1885 1854 年至麻六甲謀生，1859 年開始販豬及收

購錫米之生意。1870 年捲入雪蘭莪馬來人內

戰，1873 年收復吉隆坡並苦勸錫礦工人留下，

1879 年錫價暴漲才避開破產厄運。 

梁碧如 廣東梅縣 1857-1912 1876 年先至檳榔嶼，後移居壩羅（今怡保），

初期從事咖啡樹種植，後因當地發現錫礦而招

募數千名礦工，與其岳父謝春生合組霹靂咖啡

山錫礦公司。1893 年於怡保創建閒真別墅，為

客籍錫礦家俱樂部。 

姚德勝 廣東平遠 1859-1915 1878 年至馬來亞，初為森美蘭雙溪芙蓉之錫礦

工人，稍有積蓄後在怡保開設德和號雜貨店，

並投入錫礦業。於森美蘭及霹靂萬里望設錫冶

煉廠，月產 700 至 1000 塊錫磚，為怡保市容

奠基者。 

胡子春 福建永定 1860-1921 1872 年至檳榔嶼謀生，先在太平一帶辦理礦

務，後於拿乞（Lahat）創辦永豐行、永益和錫

米行，1901 年於端洛（Tronoh）創立端洛礦務

公司。全盛期於馬來亞各地有三十餘處錫礦公

司，礦工逾萬，有錫礦大王之稱。 

資料出處：黃文斌主編《錫業歷史鑒未來：第一屆錫礦節資料之匯集記錄策》（金寶：近打錫

礦（砂泵）博物館，2016）24-33 頁。 

 

    相對上述英國殖民時代重要的客籍礦業家，不言自明，參與錫礦業的客家人當中，以礦工

的人數佔絕大多數，丘思東編著《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一書雖列有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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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0 年各種採礦方式雇用人數，不過無法由此確知其中包含的客家礦工人數，因此仍待

今後進一步的研究。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華工與錫礦主的關係，並非只限於勞資雇傭關係而已，「承包」採礦

過程的某部分，亦屬常見現象，這種情形也可在清代臺灣樟腦相關文獻上找到，兩者都是出現

於生產的第一現場。 

    換言之，無論是英屬馬來亞採礦華工或清代臺灣內山伐樟製腦的漢人，有可能是以小商品

生產者的方式加入生產的行列，意味著儘管規模可能失之零碎，但是這些第一線的生產者多少

持有若干薄資。 

    東南亞重要華人資本發展的典型模式，可說是第一代胼手胝足、夙興夜寐地辛勤工作（某

種程度的自我剝削），在積攢到一定的金錢後（開始具有資本積累條件），從事與原從事行業直

接或間接有關之事業（家產的多角化經營），最後成長到華人資本之巨擘。丘思東等人的著作

裡經常提及前去英屬馬來亞的「豬仔」華工，雖然履約期間的工作條件極為惡劣，然而契約期

滿恢復自由身分後，極有可能依循著上述模式，以各種承包的方式，開始積累其個人的資金財

富。 

    換個角度，華人得以從幾乎可說一無所有的體力勞動者，最後成長到不可小覷的資本家，

其背後顯然存在著從華人社會開始形成的階段，即已存在（或同時建構）的資金網絡。 

    稍詳言之，英國殖民地時代馬來亞錫礦業，從採礦現場到出口到的海外市場過程，可有以

下幾種方式。 

（1） 洗琉瑯者 → 錫米店 → 熔錫公司 → 海外市場 

（2） 採礦者 → 錫礦主 → 錫米店 → 熔錫公司 → 海外市場 

（3） 採礦者 → 錫礦主 → 熔錫公司 → 海外市場 

    相對清代臺灣樟腦業之「腦丁→ 腦寮 → 腦棧 → 洋行 → 海外市場」的產銷連結作法，

就華人錫礦業而言，英屬馬來亞錫礦業與清代臺灣樟腦業最明顯不同點，當在於從錫米提供者

（洗琉瑯者、採礦者）到出口的階段，並無清代臺灣樟腦業的洋行。此時期的洋行不僅是臺灣

樟腦的出口商，也是樟腦生產的資金提供者。甚至可說沒有洋行的資金提供，臺灣的樟腦生產

就不可能有文獻上所見的發展情形。 

    相對之下，馬來西亞歷史上與錫礦業生產有關聯的各層級業者，其資金來源在丘思東等人

著作中，不見有清代臺灣樟腦業所看到的洋行，這是否意味著馬來西亞（特別是獨立前的馬來

亞）錫礦產業，本身即已有內在的資金供需網絡？此處所謂的資金提供者，由上述可知涵蓋分

別存在於錫米停留各階段所出現的錫礦主、錫米店、熔錫公司等，各種資金規模大小不同的在

地錫礦資本。 

    有關在地錫礦資本的研究，由上引拉曼大學黃文斌教授所主導舉辦的「第一屆錫礦節」

（2016）所展示的鄭景貴、葉亞來、梁碧如、姚德勝、胡子春等客籍錫礦家說明內容可知，從

個人生命史或家族歷史的角度對這些重要的錫礦資本的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積累，然而就各

家具體的資本活動而言，卻又多半止於年表式的概略說明。至於各錫礦所在地的中小乃至零細

的錫礦資本（包括錫礦主、錫米店，甚至是個別的採錫華工）的研究，則明顯仍待今後學術界

的努力之處。 

    由於資金規模、所在地點及各該資本持有者所建立的人際網絡，各類錫礦資本之間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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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然的從屬關係，但是又共同形成錫礦業發展背後的資金網絡，而必須留意的是此資金網絡

顯然對各地錫礦業的產業結構乃至華人聚落，有著「規定性」的影響力。尤其在與同時期存在

的歐美資本系統的錫礦資本比較時，這種因資金提供狀況所形塑出來的產業結構及資本性格，

勢必是個重要而不可欠缺的觀察面向。 

 

2、錫礦業與華人新村的關聯 

   二結束後的 1948 年 6 月 18 日，英國殖民政府為鎮壓共產黨武裝對抗勢力，宣布馬來亞進

入緊急狀態，並且將為郊區住民集中於一定點使之定居，以阻止其與森林中的共產黨游擊隊有

所接觸，此為通說今日分布於馬來西亞各處「新村」的由來。20 世紀末的馬來西亞仍有 452

個新村，人口估計超過 120 萬人，其中 85%是華人（佔馬來西亞華人的四分之一），10%是馬

來人，印度人占 5%。 

    不過，根據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之研究，可知戰後出現的華人新

村與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墾耕者」（Squatters）的出現有密切關聯。 

    19 世紀末英國殖民政府為開發當地產業，允許華工前來充當所需勞動力，然而第一次世

界的爆發與延續，致使馬來亞地區經濟衰退，失業的華工或是返回中國外，或是成為墾耕者。

然而英殖民時代馬來亞地區的土地，只承認馬來人擁有所有權，因此華人所墾耕所得土地，充

其量僅止於暫時性的使用。即便如此，英國殖民地時期華人加入土地的墾耕，卻經常在馬來亞

主要產業（橡膠及錫礦）業景氣循環過程，發揮著勞動力的「調節」機能。亦即當橡膠或錫米

價格下跌，導致馬來亞地區經濟全面性衰退，失業或糧食問題發生時，就會有華工進入土地的

墾耕行列，等到產業復甦後再行復職。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波及英屬馬來亞，許多華工被迫離開橡膠或錫礦業而成為墾耕

者，加上 1934 年至 1938 年約有 19 萬名華裔女性湧入英屬馬來亞，其中有部分與華人墾耕者

結婚，使得人數增加到 1940 年的 15 萬人。1942 年 2 月 15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日據時期，

華人墾耕者人數再增加到 1945 年 40 萬人左右。此時期人數劇增的原因除戰爭導致馬來亞橡膠

及錫礦業的破壞，以及糧食短缺之外，亦與日本統治者計劃性地屠殺華人，致使華人逃亡至森

林或沼澤地區有密切關係。尤其是日本軍方的屠殺華人，成為客家人與馬來西亞共產黨產生關

聯的重要原因。到 1948 年緊急狀態的前夕，華人墾耕者仍有 30 萬人左右。 

    這些居住在森林邊緣的墾耕者，被英殖民政府認定為供應糧食藥物、窩藏馬共份子，甚至

是馬共生力軍的來源，於是採取包括將墾耕者逐出馬來亞的各種對策以為對策。驅逐出境的行

動自 1948 年 12 月起開始實施，雪蘭莪州加影木屋區約 300 戶，1949 年 2 月 6 日森美蘭州的

烏魯沈香（Ulu Temiang）、小甘密（Sikamat）計 1500 戶華人，在不准攜帶屋內物品、農作物，

亦未獲得賠償的情況下，被移送到「扣留營」，等候船隻遣送到中國。在英殖民政府決定建立

新村之前，約有 4 萬人遭到扣押，其中 2 萬 6000 人（華人 2 萬 4000 人、印度及印尼人 2000

人）於 1949 至 1952 年被遣送出境。 

    新村政策的出現，可歸納出幾個原因，首先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建政，使得遣送

華人至中國的作法窒礙難行，其次英殖民政權在財政及人力等各方面，不足以徹底執行此項政

策，於是迫使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決定遷移這些墾耕者，並責成各州政府執行。然而

在欠缺英殖民政府支援的情況下，各州政府根本無力推動新村政策。另一方面，在稍早的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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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7 日，馬來亞華人社會領導階層於吉隆坡的中華大會堂集會，除討論馬來亞華人所遭

遇的問題，更成立了馬華公會，並決定協助這些墾耕者（日後的新村村民）免除遭驅逐之命運。 

    英殖民政府於 1950 年 3 月任命畢禮斯（General Sir H. Briggs）負責剿共行動，馬華公會

配合「畢禮斯計畫」（Briggs Plan）於 1950 至 1954 年之間，建立數百個新村，移居 57 萬 3000

人。如表 3 所示，新村分布以霹靂、柔佛、彭亨等州數量居前三名。 

表 3  新村數量的變化消長 

 1954 1999 

數量 百分比 數量 百分比 

霹靂 129 27 135 30 

柔佛 94 20 84 19 

彭亨 77 16 55 12 

雪蘭莪 49 10 42 9 

吉隆坡 3 1 

吉打 44 9 33 7 

森美蘭 39 8 44 10 

吉蘭丹 18 4 24 5 

麻六甲 17 3 19 4 

檳城 8 2 9 2 

丁加奴 4 1 3 1 

玻璃市 1 0 1 0 

合計 480 100 452 100 

資料出處：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0 年）

18 頁。 

 

    其中，無論是 1954 或 1999 年，霹靂州的新村數目皆居首位，甚至有增加的情形，其大致

情形如表 4 所列。 

表 4  霹靂州新村概況 

中文名稱 馬來語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時人口 1995 年人口 

亞亦峇當 Ayer Kuning 1950 1400 3000 

萬嶺 Banir 1950 1000 500 

萬嶺園 Banir Estate 1950 175 300 

美冷車站 Behrang Station 1950 1780 900 

美冷呼魯 Behrang Ulu 1950 336 450 

美羅 Bidor 1950 7000 5202 

美羅火車站 Bidor Station 1950 1400 1600 

寶結百家 Bukit Pagar 1950 1633 1200 

積莪營 Chenderiang 1951 275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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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冷水河 Kampung 

Coldsream 

1950 2000 2100 

哥多容 Ketoyong 1950  1050 

金榜彭亨 Kg. Pahang 1951 1000 660 

瓜拉美金 Kuala Bikam 1950 500 1320 

甘榜美金 Kuala Bikam   600 

北根吉打 Pekan Getah 1950 1220 440 

不干巴沙 Pekan Pasir 1951 320 618 

宋溪古羅  Sg. Keruh 1950 460 1200 

仕林河 Slim River 1950 1500 1200 

仕林新村 Slim Village 1950 1490 750 

宋溪 Sungkai 1951 2850 2750 

丹那馬士 Tanah Mas 1950 1102 550 

打巴路 Tapah Road 1952 1458 670 

地摩 Temoh 1950 1040 3900 

地羅力 Terolak 1950  240 

阿依淡 Ayer Hitam 1950 512 658 

十二碑 Batu 12 1950 980 2000 

八英里 Batu8, Changkat 

Jong 

1951 343 1366 

五豐村 Goh Hong 1960?  3500 

水閘 Chui Chak 1950 970 450 

冷甲 Langkap 1950 2562 1250 

巴拉灣 Pahlawan 1949 740 750 

芭尾 Pasir Bedamar 1950  6200 

新邦安拔 Simpang Empat 1950 146 300 

阿育拉加 Ayer Kala 1951 986 1500 

巴都魯亞 Batu 2 1950 591 1250 

仁丹 Kliam Intan 1952  1800 

哥打淡板新村 Kota Tampan 1952 400 517 

瓜拉雷新村 Kuala Rui 1950 680 1000 

巴登古魯 Padang Gerus 1951 926 1020 

高烏 Pengkalan Hulu 1959  1000 

士力百加 Selat Pagar 1950 1015 398 

打昔 Tasek 1957 700 1200 

一號村 U.P.R.A.(1) 1951  100 

八號村 U.P.R.A.(8) 195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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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ik Bukit 1950  250 

甘榜司南末 Kg. Selamat 1950  620 

暗邦 Ampang Baru 1953 3800 4500 

百利 Bali 1951 1053 3500 

民萬 Bemban 1950 2020 6300 

巴占新村 Kampung Bercham 1950 10000 15372 

紅泥山 Bukit Merah 1950 10000 11789 

文冬  Buntong 1950  17672 

曾吉京丁 Changkat Kinding 1951 600 1360 

珠寶 Chemor R.A. 1950  4230 

貞德隆 Chenderong 1950 500 3100 

華林市 Falim 1950  5041 

喜明村/布先 Gunung 

Hijau/Pusing 

1950 3155 3500 

昆侖喇叭新村 Gunong Rapat 1950  12466 

印度村 Indian Settlement 1951  1600 

九洞 Jelapang 1953 10000 15156 

也南 Jeram 1950 1500 4343 

獅美新村 Kg. Simee 1950  10909 

甘榜斗華 Kg. Tawas 1951  8073 

甘榜地馬 Kg. Timah 1951 1904 3200 

拱橋 Kanthan Bharu 1951 4248 6510 

新咖啡山 Kopisah Baru 1950  7434 

瓜拉光 Kuala Kuang 1951 3219 6780 

※拿乞 Lahat 1950 2500 2542 

拉灣古打 Lawan Kuda Baru 1950 2800 8510 

林旦 Lim Tan 1950  480 

雙溪古月 Malim Nawar 1950 3500 6826 

萬邦刁灣 Mambang Di Awan 1950 6500 19233 

萬里望 Menglembu 1950  26127 

那拉 Nalla 1951 3100 3100 

甲板 Papan 1951 1053 1200 

新甲板 Papan Baru 1957  800 

兵如港 Pasir Pinji 1950  36186 

新和園 Pasir Puteh Baru 1950  870 

新邦波賴 Simpang Pulai 1951 2220 4720 

雙溪榴槤 Sg. Durian 1951 35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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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腳 Sg. Siput 1950  1177 

打捫 Tambun 1952  900 

丹那依淡 Tanah Hitam 1951 2542 4780 

紅毛丹 Tanjong Rambutan 

RA 

1950 6000 3200 

督亞冷 Tanjong Tualang 1950 400 4500 

東興港 Tronoh Mines  1950 1610 2043 

瑤倫 Jerlun 1952 1200 4134 

加賴 Kampung Karai 1951  579 

永梧 Kati 1950  504 

叻沙 Lasah 1951 167 552 

利民加地 Liman Kati 1951 800 3087 

連登 Lintang 1950 460 667 

※萬濃 Manong 1954 782 1107 

硝山 Padang Rengas 1952 437 711 

林馬班讓 Rimba Panjang 1951 1473 2635 

新沙力 Salak Baharu 1950 750 2715 

沙力北 Salak Utara 1950  340 

新壽活新村 Sauk 1952 955 2265 

竹芭 Sg. Buluh 1951 2684 5504 

新邦也朗 Simpang Jalong 1950 2807 5607 

亞逸都潤 Ayer Terjun 1950 750 1036 

后廊 Aulong 1952 3820 19100 

峇眼峇汝 Bagan Baharu 1953 400 1800 

峇都古樓 Batu Kurau 1956 820 2000 

新路口 Changkat Jering 1956 460 380 

日睞 Jelai 1952 550 1200 

甘文丁 Kamunting 1956  3500 

甘榜檳榔 Kg. Pinang 1950  2140 

瓜拉十八丁 Kuala Sepetang 1952 1300 13280 

古武加牙 Kubu Gajah 1950 400 1750 

馬登 Matang 1950  3360 

巴登牙也 Padang Gajah 1954 450 201  

 大直弄 Pasir Hitman 1950  1200 

保閣亞三 Pokok Assan 1951 5000 21600 

拿都班央 Rantau Panjang 1950 680 800 

連登班央 Redang Panjang 1950  1600 



50 

雙溪任浪 Sg. Dendang 1950 300 1000 

雙溪吉隆 Sg. Kerang 1952 1450 2118 

雙溪羅丹 Sg. Rotan 1950  468 

雙溪達立 Sg. Terap 1950 600 900 

新板 Simpang 1952 1012 3255 

淡布落 Temerloh 1950  2260 

直弄 Terung 1952 390 485 

 愛大華 Ayer Tawar 1951  4230 

木歪 Beruas 1951  854 

莫珍歪 Changkat keruing 1951  2790 

福清洋 Kg. Cina Sitiawan 1951  5650 

哲仁新村 Kg. Jering 1951  2560 

甘文閣 Kg. Koh 1951  3520 

甘榜馬坡 Kg. Merbau 1951  1870 

葛尼市 Pekan Gurney 1951  4890 

拉惹依淡 Raja Hitam 1951  1510 

二條路 Simpang Dua 1951  2490 

五條路 Simpang Lima 1951  1030 

雙溪峇都 Sg. Batu 1951  1720 

資料出處：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0 年）

157-165 頁。 

說明：空白處表示原表無資料。 

 

    如再加上雪蘭莪、森美蘭等馬來西亞主要產錫的州，錫礦與新村的關係則值得吾人之關

注。換言之，儘管新村的建立與馬共、墾耕者、馬華公會有著密切關聯，然而是否以此歷史軸

線便能完全解釋這些新村的成立，是否還有其他重要的歷史因素存在？ 

    由丘思東編著《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卷末所載年表，可知近打區的錫

礦場因受共產黨的攻擊與破壞，「霹靂華僑礦務公會」為維護礦場正常作業與礦主身家性命財

產，於 1952 年組織獲英殖民政府補助之「近打保衛團」。該保衛團於 1958 年 12 月 31 日解散，

全盛時期約有 3000 多名團員，解散時尚維持 1000 多名的水準。此是否意味錫礦地區（至少是

霹靂州產錫地區）的華人新村，同樣是為了防共的目的，而將錫礦相關的居民而非主要為農業

拓墾的墾耕者集合一村建立新村？抑或在錫礦業地區，墾耕者與錫礦工實為華人（客家人）因

應客觀環境而為互換的身份？ 

    就表 4 所列霹靂州新村的人口概況而言，除少數若干新村外，可知 1995 年的人口數普遍

超過創村時點的人口數，可說新村政策即使於 1960 年緊急法令撤除後消滅，不過新村未因此

消失，反而是繼續定居下去。相較於 1954 年 480 個新村人口 57 萬人，1995 年 452 個新村則



51 

有 168 萬 595 人4。每座新村由於本身環境條件的不同，而有日後不同的發展及變遷。 

    由如次表 5 抄錄二則有關「錫礦新村」的報導內容5，可知在錫礦業沒落後，由於未有足

以替代錫礦業的產業繼續提供新村居民工作機會，因此人口移出成為新村導致沒落的重要原

因。 

表 5 《星洲日報》有關霹靂州「錫礦新村」報導 

報導 1 

《星洲日報》2017 年 10 月 27 日「生活誌」 

【小鎮好風光】鄉情淳樸古色古香，拿乞最佳取景地 

    拿乞在怡保市西南 8 公里處，座落於萬里望和甲板之間，是近打河域最早

開埠的地區之一，開埠至今已有逾 130 年歷史⋯拿乞地底蘊藏豐富錫苗，上世

紀 50 年代與臨近的小鎮，包括萬里望、甲板和布先一起掀起了採礦潮，錫礦

業的鼎盛造就拿乞成為經濟興盛和繁華的鬧市。 

    當年拿乞新村人口多達 1000 餘人，以華裔居多，多為客家人和廣東人，

礦主多為外埠居民，本地華僑則多為勞苦大眾，工作以務農和礦工為主，其中

80%的居民在礦場工作。 

    80 年代錫礦業崩潰沒落，礦場收盤關閉，居民為求生計紛紛往外發展，以

致人口流失，現新村僅剩約 300 人（下略） 

報導 2  

《星洲日報》2017 年 11 月 15 日「大霹靂」社區報 

【小鎮好風光】萬濃 

    由於華裔人口大量外遷，江沙縣最邊陲小鎮萬濃（離江沙市區 30 公里）

已經沒落。 

    當地約一個世紀前的繁盛時期，華裔人口達到三千多人，那時江沙市還是

河草青青的小牛棚。可惜好景不長，隨着錫礦業的隕落，万濃的盛況也消逝在

歷史遠去的浩煙中了。 

    萬濃現今的華裔人口主要遷自河對岸的河較（Bekor）⋯河較附近其實還

有一個稱為“萬山隆”的華人聚居點，兩地華人人數繁榮時期超過 3000 人，

大部分的華人都是替設在當地的“大西洋”錫礦公司當勞工掏錫米，其他則從

事割膠及种植煙草⋯萬濃雜貨店業者林永河說，其祖父 1930 年代在萬濃對面

河的河較（Kg Bekor）經營雜貨店，1949 年英殖民政府為了對抗馬共而實行集

中營計劃（華人新村前身），河較的華人通通被趕到對面河的萬濃定居。 

    那時英殖民政府宣傳戒嚴，全部村民被赶到對面河的萬濃住進集中營內，

                                                 
4
 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0 年）21 頁。 

5
 並無所謂「錫礦新村」的專有名詞，所摘錄的新村也未必完全依靠錫礦而成立，全為筆者行文方便的權宜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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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村民供應米糧等物品救濟馬共分子⋯ 

    “1960 年代，當時我還是 10 多歲的少年，親眼目睹政府軍從對面河乘船

來到萬濃碼頭，船上放有 3 具遭殲滅的馬共分子屍體。” 

    離萬濃不遠的冷坡戒嚴前也有華裔居住，現今大路旁留下的 2 排店屋原本

由華裔經營各種商業買賣，戒嚴后華裔大多被趕到瑤倫居住。百年老店至今依

然存在，可是業主已全換成巫裔（下略）。 

 

    總的來說，進入 21 世紀之後的新村，可說由於外在環境條件，諸如錫礦業沒落所形成的

「推力」，以及馬來西亞工業化的進展、都市的興起等因素等「拉力」，致使新村開始進入趨於

沒落的階段。 

    不過，若以時間先後排比上述有關新村的幾件事情，1985 年馬來西亞錫礦業開始崩盤，

上引拿乞、萬濃二新村人口於 1995 年卻比建村時還多，似乎提示著錫礦業式微對礦業新村的

影響，不宜過度強調。然而到了 2017 年，拿乞、萬濃二新村人口流失情形卻非常嚴重，只是

此時離錫礦業崩盤的 1985 已有 30 餘年之久，很難說此二新村的沒落原因如同媒體報導一般，

全因錫礦沒落而來，勢必還有其他環境的因素使然。 

  

3、結語 

    1985 年 10 月 24 日國際錫市大崩盤為開端，馬來西亞百餘年的錫產業開始走向沒落之途，

馬國亦自 2004 年以降從錫出口國轉變成進口國。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資料 2011 年全球錫產量

共計 480 萬噸，前四大生產國分別為中國（31%）、 印尼（17%）、巴西（12%）、玻利維亞（8%）

及俄羅斯（7%），19 世紀中葉以降長期為世界重要錫產地的英屬馬來亞乃至今日的馬來西亞，

該年產占僅占 5%的比重。此外，由於精煉產能（馬來西亞冶煉公司，Malaysia Smelting 

Corpration，MSC）遠超過本國錫的產能，尚需從海外進口才能維持正常運作6。換言之，錫礦

在已經今日已非馬來西亞的重要產業。 

    不過，錫礦業危機從獨立前的英屬馬來亞時代的 1910 年代起，即已經歷數次國際錫價下

跌，導致的產業危機。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期間，馬來亞的錫礦場數及礦工人數，從 1929

年的 428 廠、5 萬 9200 人銳減到 231 廠、1 萬 6600 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有 1956

年的第一次國際錫協合約（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的成立，以囤積錫調控制市場供給量

來維持錫價，不過最後到了1985年因欠缺基金致使無力維持錫價而無法避開產業瓦解的命運7。 

    錫礦業的瓦解似乎「理所當然」地使得依靠該產業成長發展的城鎮也跟著沒落。亦即因錫

礦業而成立的城鎮，未能以此為契機而發展出其他產業，因此錫礦業一旦沒落，這些「錫礦城

鎮」隨著面臨因人口外移而沒落的命運。換言之，從英屬馬來亞到馬來西亞百餘年的錫礦業，

可說始終停留在資源掠奪的第一級產業層次，而未見有影響深遠的「外部效果」。至於其原因

自然是今後的課題，不過在方法上，從英屬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政經整體結構切入，應為最基

                                                 
6
 卡洛琳˙拜恩 Caroline Bain 著、陳儀譯《一口氣搞懂原物料商品》（臺北：臉譜出版，2017 年 5 月）124、132

頁。 
7
 丘思東編著《錫日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金寶：近打錫礦（砂泵）博物館，2105 年）123、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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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且最重要的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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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錫礦產業之興衰與客家族群 

 

 

 

服務機關: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姓名職稱:黃紹恆教授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 (金寶吉、隆坡、新加坡) 

出國期間:2017年8月18日至8月27日 

報告日期:2017年11月  日 

摘要 

    從客家族群的角度言，馬來西亞的錫礦產業與臺灣的樟腦產業有類似之處，皆

與客家人有關，而且已然沒落成為歷史遺跡。近年馬國政府為清洗惠州客家人葉亞

來對吉隆坡開埠的功績，刻意將該地區之開發歸功雪蘭莪土侯。由於葉的發跡與錫

礦有密切關係，因此馬來西亞錫礦產業史研究的重要性，就馬來西亞華族當下的意

義而言，不僅在於喚醒其對包括吉隆坡開埠在內的歷史記憶，更在於向馬國社會強

調華族對馬來西亞的貢獻。本子計畫「馬來西亞錫礦產業之興衰與客家族群」之研究，

係從客家族群的觀點，進行馬來西亞錫礦產業自 19世紀至 20世紀貫時性的產業史研究。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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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二、 過程 

三、 心得 

 

一、 目的 

本研究計畫以馬來西亞錫礦產業史與客家族群為研究課題，希望能以馬來西亞客家族群

的研究成果，提供今後臺灣客家族群研究在觀點與方法上的重要參考。主要研究方法除

了以史、資料文獻檔案的收集、爬梳、整理與論述外，親赴馬來西亞當地田野調查所得

史、資料及口述訪談資料亦為重要部分。本次出國研究的目的即為取得在臺灣無法或不

易收集到的文史資料及當地人對錫礦業、新村的歷史記憶材料。 

二、 過程 

8月18日   從臺北出發前往吉隆坡。 

8月19日   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拉曼大學等學術機構錫礦業相關資料之收集。 

8月20日   同上。 

8月21日   從吉隆坡出發前往金寶，拜訪拿督丘思東先生、拉曼大學黃文斌教授。 

8月22日   金寶錫礦博物館錫礦業相關資料之收集。 

8月23日   前往太平、怡保等馬來西亞錫礦業重要城市參訪並收集相關資料。 

8月24日   從金寶出發前往吉隆坡。 

8月25日   從吉隆坡出發前往新加坡。 

8月26日   新加坡大學等學術機構所收錫礦業相關資料之收集。 

8月27日   從新加坡出發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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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1、 進入21世紀之後的新村，可說由於外在環境條件，諸如錫礦業沒落所形成的推力，

以及馬來西亞工業化的進展、都市的興起等因素等拉力，致使新村開始進入趨於沒落

的階段。以時間先後排比上述有關新村的幾件事情，1985年馬來西亞錫礦業開始崩

盤，拿乞、萬濃之類錫礦業新村人口於1995年卻比建村時還多，提示著錫礦業式微對

錫礦業新村的影響，不宜過度強調。然而到了2017年，拿乞、萬濃二新村人口流失情

形卻非常嚴重，只是此時離錫礦業崩盤的1985年已有30餘年之久，很難說此二新村的

沒落原因如同媒體報導一般，全因錫礦業的沒落而來，勢必還有其他環境的因素使

然。 

2、 錫礦業的瓦解似乎「理所當然」地使得依靠該產業成長發展的城鎮也跟著沒落。亦即

因錫礦業而成立的城鎮，未能以此為契機發展出其他產業，因此錫礦業一旦沒落，這

些「錫礦業城鎮」隨著人口的外移而面臨沒落的命運。換言之，從英屬馬來亞到馬來

西亞百餘年的錫礦業，可說始終停留在資源掠奪性質的第一級產業層次，而未見有影

響較深遠的「外部效果」。至於其原因自然是今後的課題，不過在方法上，從英屬馬

來亞乃至馬來西亞政經整體結構切入，應為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取徑。 

3、 以本次前往馬來西亞歷訪幾個與錫礦業有密切關係的城市所獲得見聞，發現除金寶

有錫礦業博物館之外，其餘各地有關錫礦業文史資料不是失之分散便是隱藏不彰，當

地華人對錫礦業的歷史記憶內容亦有世代間的不同。另外，新村的歷史及21世紀之後

的變遷，每個地方有其不同的歷史脈絡及環境條件，同時亦與馬來西亞目前及今後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趨勢，有著密切關係。由於其中摻雜、交錯著複雜的階級（經

濟發展）與族群（族群政策及族群關係）等問題，因此就馬來西亞客家族群的研究而

言，越接近當代，其困難度也越高，而此情形應與臺灣客家族群所處狀況也相近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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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記憶、敘事與日常：馬來西亞客家華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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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研究助理)：林廷豪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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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客家知識體系與客家論述的建構，以及台灣客家經驗與族群認同比較的議題上，馬來

西亞新村的海外客家華人的生活經驗，乃至於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對話，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在拉曼大學(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Malaysia)正積極推動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整體調查之

際，交通大學的研究團隊，擬以文化人類學與歷史學等較為微觀的理論視野與研究方法加入，來

進行民族誌與歷史檔案材料的蒐集、描述與闡述華人新村裡的個人經驗或族群的結群特性，對於

客家與族群的區域研究，預期應有相當的開展性與學術意義。這個研究計畫的背景，一方面築基

於筆者 1997 年以來，在華南與西南進行的女性結群與地方社會研究，以及婦女婚後緩落夫家的婚

後雙居研究。另方面則是在北臺灣、粵東、閩西南客家親屬與性別的人類學研究基礎裡，嘗試在

客家研究的區域上有所延伸與開展。這對於我們在台灣面對族群及其認同的研究，十分的重要。 

對於台灣以外的客家華人研究，筆者深感興趣的是美國人類學家 Sharon Carstens 在 1970-1990

年代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研究。她從鄰近馬來西亞北部與泰國南境之布賴(Pulai)村落社會生活的說與

作，理念與行動，探索略顯曲折的客家文化意識與認同，及其對布賴人的意義與實際。族群、文

化與國家認同是 Cartsens 在馬來西亞進行華人歷史文獻與客家村落民族誌研究的核心。她指出，

通過物的生產與人、文化的再生產，一個在十九世紀由華南粵東移民到馬來西亞拓墾的客語社群，

是在以華人男性與在地的原住民 Orang Asli 與 Siamese 族裔女性的婚姻為底層的客語社群。這個所

謂的「華與非華」的通婚史，也是當代布賴人比較不願對外言明的公開秘密—因為這對於布賴村

人的華人族群與文化認同是一種直接的挑戰。但在與父系及華人文化角力的過程，布賴女人並沒

有完全禁聲。美國人類學者 Sharon Carstens 在書中通過民族誌資料生動的描述了在 1970 年代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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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布賴女人在日常與儀式實作上的 hybridity，擁有其代表女性個人的獨特性，並與男性在儀

式上與家戶及家族緊密接軌而有所別。 

延續前述的學術基礎，筆者於 2010-2012 年交通大學特色計畫推動的亞洲之南研究，進行馬

來西亞布賴社會的民族誌與當地女性生命史經驗與敘事的研究與分析。並於 2013 年由暨南大學東

南亞研究所，出版專書論文<日常、儀式與經濟：布賴女性的移動敘事與在地認同(1960-2011)>(簡

美玲與邱星崴 2013)。 

總之延續筆者個人對於北台灣與華南的客家、親屬與性別研究，以及近年來所開展的馬來西

亞布賴村落與檳城的兩個海外移地的客家研究為基礎。本計畫擬以馬來西亞客家華人新村為主

題，探討過去因為採礦而吸引許多客家人的移民，並且以惠州方言群之客家人為多的雪蘭莪

(Selangor)與森美蘭州(N. Sembilan)的華人新村，為民族誌與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對象，進行由親屬

與性別，記憶、敘事與日常的理論觀點，探討新村作為客家華人社群之形成與變遷的空間、時間

與物質文化的交會點。換言之，在當代仍以客語為主的客家華人新村的說話社群及地方社會，親

屬稱謂與婚姻或儀式的關聯，女性的生命經驗，老人家的個人生命史敘事脈絡裡的家族歷史與記

憶，族群的經驗與認同，都將是筆者通過來自田野觀察、深度訪談之民族誌材料，乃至歷史人類

學的文書材料，紀錄片 老照片等影音資料等做為主要蒐集的材料 並由此作為探索的研究主軸，

以及描述暨闡述的重點。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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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前由兩個軸線，進行研究材料的分析與整理：馬來西亞客家華人社群之形成與變遷的

描述與分析、客家華人新村的宗教與經濟。 

本研究分別整理了西馬與東馬華人新村的兩部文獻，並參照著筆者這次於馬來西亞的民族誌田

野研究。在此筆者要感謝支持此研究計畫之客家委員會。因筆者原申請於 2017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4 日，執行馬來西亞海外移地研究。惟筆者在七月下旬身體微恙，歷經手術與術後治療，是故

無法於八月成行。也因為考慮身體剛剛復原，這趟海外田野研究時間遂略微縮短，並延期至 2017

年 9 月 3 日至 9 月 8 日來執行。筆者在此十分感謝支持此研究計畫之客家委員會的諒解。雖然這

次在吉隆坡地區的華人新村研究，時間雖然不長，但對於筆者自 2010 年以來所開展的馬來西亞客

家與海外華人研究(民族誌田野與英屬馬來亞時期的殖民檔案)，就研究的經驗與成果的積累上，對

於海外客家的華人新民族誌材料的掌握與瞭解，有了深一層的體認。 

而筆者本次進行民族誌田野研究的地點，是位於吉隆坡附近，雪蘭莪(Selangor)與森美蘭州(N. 

Sembilan)邊界上的 Broga 華人新村，而新村的人多為以惠州方言群之客家人。而本次筆者所想要

對話的華人新村民族誌材料之一，潘婉明的的《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

新村集體回憶》，當中的個案新村，兵如港新村（Kampung Baru Pasir Pinji）和丹那依淡新村

（Kampung Baru Tanah Hitam），則是位於西馬來西亞北部霹靂州(Perak)的怡保(Ipoh)附近。兵如港

新村的族群比例上，以廣府人最多、客家人居次、閩籍人士最少，但居住分布上並沒有因為方言

而群聚，反而顯現多元方言群混居型態（潘婉明，2004：65-66）。丹那依淡新村的族群比例上，則

是以廣東人與客家人為多、廣西人次之，同樣地，沒有明顯方言群聚居現象，也沒有方言隔閡的

問題。（潘婉明，20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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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民族誌材料：陳敏萱的＜「新生」的 17 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

憶＞，其研究的個案新村，則是位於東馬來西亞砂拉越(Sarawak)地區的新生村(Siburan)、來拓村

(Beratok)與大富村(Tapah)。而在方言群的分類中，這個區域內的華人，也多數為客家人，因此往

來互動中都以客家話為主要交談語言。(陳敏萱，2014: 17) 

而這三個地點，分別位於西馬的南部、北部，以及東馬等三處。雖然都同為「華人新村」，但

其成立的時間，西馬與東馬的脈絡有所不同。西馬的華人新村成立時間為 1948 年，而當時的政府

為英國的殖民政府；而東馬的華人新村則是於 1965 年所成立，而當時的政府為馬來西亞聯邦政府。

不過在族群的分類上面，西馬的 Broga 華人新村與東馬的新生村、來拓村與大富村，客家人皆為

主要的族群，客家話也做為當地主要的方言群；但兵如港新村和丹那依淡新村則是以多元的方言

群混居型態。因此這三處在歷史的脈絡，乃至於族群的構成，皆有所異同。 

然而這三處「華人新村」，所面對的，是當時的政府為了因應共產活動，所做的一連串針對「華

人」，將其集中起來，圍起鐵絲網，加以管理與控制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華人

的日常生活，也被華人新村村民所記憶。而敘事將作為本研究計畫的理論與方法論。通過客家華

人新村家族內的女人和男人、口說與日常三條軸線的交織，將可以透過口述故事中不斷重複出現、

反覆受到強調的主題和面相來表現社會的同質與異質，族群的群體內涵以及多元的個體性格。在

這三處新村當中，分別都有著對於不同程度管控上的回憶，乃至於管控更深入日常生活當中時，

如何限制人的言論與行動自由。並透過不斷規訓的方式，進一步讓管控鑲嵌在日常生活當中，迫

使人們去適應「新村」的日常，造就一種不同於他人的日常性。 

但是當管控漸漸鬆綁甚至解除，新村的居民獲得自由之後，過去所被迫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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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變成了新村居民第二個家。而新村居民對於家有了新的想像，開始有著新的生活，並隨著人口

密集所伴隨著商業模式的進入，新村的客家華人也慢慢地形塑出族群認同與對於家族、新村作為

想像與記憶的共同體。不過就當代客家新村的變遷、土地權與文化保存，乃至於更加細膩的，親

屬與性別上面的比較，有賴之後更多的田野調查，去探究群體下新村居民當中互動的過程。另外，

在這樣的群體當中，有不同的次群體存在。我們從捐贈廟宇的芳名表當中可以看到，在華人新村

當中同姓氏上面分布的關係，乃至於不同的公司行號等，不同姓氏的群體與商業組織，怎麼樣去

實際的去支助儀式性活動的舉辦與傳承並維繫整個新村當中，在深層的情感上有著共同的連結。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執行情形，人事與業務皆依計畫預訂辦理且執行完成。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原預計於一年的研究當中，依序完成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村落發展、社運、百年義山與

老教堂的觀察與訪問。並就整個客家新村的發展史、當代變遷、土地權與文化保存，進行描述與

討論等口說與文書資料的發掘、蒐集、整理與分類。透過相關空間地景之變遷的記憶與敘事，及

其所再現的日常，藉此探討新村作為了解馬來西亞客家華人社群之形成與變遷的描述與分析的關

鍵場域。然而今年由於筆者於六月底身體微恙，因而調整民族誌田野的日期與長度。因此今年主

要完成馬來西亞新村親屬相關民族誌與田野的對話與分析，以及馬來西亞客家新村廟宇之宗教與

經濟，初步的闡述與分析。這兩批材料的整理與分析，期望未來可銜接本院中長期規劃中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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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客家文化研究資料庫中〈親屬與性別及亞洲南方區域性〉等專題項目之建置的基礎內容。 

與本研究的推動相關，有關北臺灣客家女性生命口述史材料的分析與探討，筆者有一篇英文文

章，2015 年在國際期刊 Asian Ethnology Volume 74 (1): 37-62 發表。Mei-Ling Chien (2015) “Leisure, 

Work, and Constituted Everydayness:  Mountain Songs of Hakka Women in Colonized Northern Taiwan 

(1930-1955)”。另有一篇客家女性對家族之想像與再現的期刊論文，出版於 2015 年 《全球客家研

究》第四期(頁 63-112)<性別化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以北台灣兩個客家菁英家族為例>。 

二、建議事項： 

本研究最後結果將對客家文化知識體系的建構、研究以及教育(學院學生的培養與大眾)，能有

具體的貢獻。再者，這個子計畫與其所屬的馬來西亞新村研究的整合型計畫，也將延續過去

2008-2010 已執行完畢四溪研究計畫(<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

港、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相關資料，以及客家知識體系天弓計畫

(2012-2015) ，並經由持續有系統的分析、書寫、出版與數位化典藏，以此再現跨區域、時間等不

同面項下的客家特性。以期完備我們對全球客家知識體系之傳統建構與當代再現的理解。以此為

基礎，將可望對「客家文化復興運動、整體社會多元文化的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深盼學

界及客委會持續支持。 

三、結論： 

今年主要完成馬來西亞新村親屬相關民族誌與田野的對話與分析，以及馬來西亞客家新村廟宇

之宗教與經濟，初步的闡述與分析。這兩批材料的整理與分析面對敘事和田野材料，不管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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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還是生命史，亦或者是整體村落宗教與經濟的關係，本研究並不只把敘事當作主體單純對事

件與歷史的再現；相反的，從主體如何說、用什麼方式以內容來說，甚至主體所記錄下來的文字，

也反映了村落當中人與人，乃至於不同群體之間怎麼樣去互動的關係。此外，本研究也認為敘事

者如何編織與意義化之過程，亦即主體如何構築其所認同與歸屬的群體想像（如 Broga 的華人新

村史），又或者，敘事者怎麼樣去維繫自身與宗教信仰層面之間的連結，甚至是與其它的敘事者以

及其他在當代商業模式下的組織與團體之間，面對著共同的宗教信仰，怎麼樣去支持並維護對於

敘事者來說最高的精神價值所在。於是乎，本研究期望在未來階段，進而梳理行動者與其述說的

歷史與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言說者(性別、地域、生長背景)所構成敘事上的異

質性，乃至於他們在敘事樣態上又投射出何種族群或文化的圖像；從而未來的研究展望上，進一

步地朝向更比較性的、跨地域的分析。我們期待通過此理論的視角，能將地方社群當如何透過敘

事，並從一個日常生活的視角，去帶出客家新村的族群認同，乃至於宗教與經濟之間的交流與互

動，等幾個面向的客家地方社會與知識體系的描述，分析與闡述，有著更深的著力與對話的開展。 

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前言 

在今年度以華人新村為主的記憶、敘事與日常研究當中，主要有兩項重要的發現。其一針對西

馬 Broga 華人新村，進行了幾位老人家的生命史訪談，以及家戶、家庭生活、市場街庄、廟宇的

參與觀察。其二過去幾個月來，筆者同研究助理，一同蒐集、整理，並分析了兩部關於華人新村

重要的民族誌。因此本結案報告書將以筆者本次進行的民族誌田野研究當中的個案為主，並佐以

兩部華人新村的民族誌，三者之間進行細膩的對話與討論。此外，筆者也將延續過去親屬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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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研究，針對 Broga 華人新村的宗教與經濟進行初步的探討。 

二、文獻與田野的對話─華人新村民族誌與 Broga New Village 的異同 

潘婉明於 2004 年出版的《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集體回憶》一

書，以及陳敏萱在 2014 年所完成的＜「新生」的 17 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

憶＞，是兩部探討馬來西亞華人新村重要的民族誌。在潘婉明的書寫當中，想要重構馬來西亞新

村當中的集體記憶，並挑戰過往研究當中，一個新村，只有一種華人的集體記憶觀點與「殖民論

述」的論調，並藉由二個新村村民的口述歷史，來還原並提供多種「住民論述」的想像。而從潘

婉明細膩的描述與章節上的安排，可以了解到在被國家所管控與限縮的環境空間當中，被迫遷居

到此生活的新村村民，被政府採取半開放式的管理方式，是如何直接與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的生活。

甚至當事件發生時，村民更會被這樣的空間所限制住無法動彈，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直到事件

解除。在鬆與緊之間，甚至是更加監控與監視的氛圍，從這樣令人難以逃脫與喘息的緊張氣氛當

中，所交織出的日常性，讀者可以從潘婉明的文字當中，感受到村民怎麼樣在這樣的管控中游移，

試圖去適應並開展屬於他們的日常生活。即便這樣的生活，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對他們而言是相

當不便、緊張、恐懼、困苦、壅擠、尷尬等，感官與情緒上的交織，卻也為他們留下印象深刻與

難以忘懷，屬於這兩個新村村民的集體記憶。 

而陳敏萱的民族誌提供了另一種，相對於潘婉明來講，研究觀點上的不同，以及關注視角的延

展性。陳敏萱對於集體記憶與地方感的討論，乃至於整個新村的發展與變遷，確實也是本計畫所

關注的。這部民族誌，除了是以相對於西馬的華人新村，有所差異的東馬華人新村為主要的研究

地點外，也還帶有著相對於潘婉明針對過去管控下的新村的生活型態視角，再更加的延伸去爬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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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出更多新村在管制解除之後，新村的居民面對生活與未來，怎麼樣去形塑出屬於新村的認

同與建構所謂的地方感。而筆者也認為這對於本計畫想瞭解新村客家華人的族群認同與對於家

族、新村作為想像與記憶的共同體，地景與空間的記憶與敘事，與客家新村的發展史、當代變遷、

土地權與文化保存的敘事，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1. 華人新村殖民與動亂歷史裡的集體記憶與情緒 

新村（Kampung Baru）作為由當時政府透過國家力量，短時間內大量生產的，特殊且非自然形成

的聚落，其背景需追溯到馬來西亞獨立前的歷史。英國殖民時期的馬來西亞，其境內有一群共產黨(以

下稱為馬共)，因為 1945 年在太平洋戰爭中抗日有功而被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承認。然而馬共勢力逐

漸龐大，且放棄當時所採取的議會政治路線，改採武裝鬥爭，導致英國殖民政府備受威脅，並於 1948

年進行一連串剿共措施政策的一環。而 Broga 新村也是在這個時期所誕生出來的新村之一。 

 

圖 1  Broga New Village 的地理位置圖 (圖片來源：筆者自繪) 

武來岸華人新村(Broga New Village)位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Selangor)與森美蘭州(Sembenan)交界

的茅草山區。而潘婉明書中的兩個個案：兵如港新村（Kampung Baru Pasir Pinji）和丹那依淡新村

（Kampung Baru Tanah Hitam），則是位於西馬來西亞北部霹靂州(Perak)的怡保(Ipoh)附近。兵如港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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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丹那依淡新村最早在 1949 年就有居民遷入，而大部分的居民則是在 1951 年才陸續遷入。（潘婉明，

2004：68-69；117） 

 

圖 2 兵如港新村與丹那依淡新村地理位置圖 (圖片來源：筆者自繪) 

而東馬新村形成的歷史脈絡，又與西馬不同，但也是由政府所主導的政策。1965 年因為當時的左

翼分子攻擊的事件，使得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對於當地進行大規模的戒嚴管制，名為「鐵鎚行動」

(Operation Hammer)。而鐵鎚行動當中的政策之一，便是在當地實行戒嚴，並進一步成立新村： 

其中，15 哩至 18 哩範圍內的華人被遷入 17 哩的新生村(Siburan)；19 哩至 21 哩的華人集中到 21

哩的來拓村(Beratok)；22哩至 25哩，以及靠近北印邊界打必祿(Tebedu)地區的華人則遷到 22哩的大富

村(Tapah)(林煜堂 2009；盧友愛 2012)(陳敏萱，2014: 32) 

怡保市 

丹那依淡新村 

兵如港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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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東馬三個新村地理位置分布圖(陳敏萱，2014: 16) 

新村的公共基礎建設與土地的規劃，雖然是由(殖民)政府提供，但是基本上生活當中最重要的

住所，卻是由村民自行將由政府那邊得到的土地上的作物、叢木清理之後，重新建立新的家園。

在這當中政府提供卡車協助村民搬運，載運物品至新住處，不過由於人數眾多，也有人沒有得到

這樣的協助，反而需要自行雇用推車在泥濘路上面來回的搬運家當。甚至在當時如果還遇到下大

雨的狀況，搬運的過程就變得更加寸步難行。（潘婉明，2004：72）像是在西馬北部的兵如港新村，

幾乎所有受訪的居民都一致表示，他們原居處的財物器具全部都能搬運到新住處： 

有兵車來班的，從早班到晚，甚麼都可以搬，雞籠什麼的，總之你搬得走的都能搬。你搬不完

改天再去，可以的，那個地方你可以再去。(林女士口述，2001.06.19)(潘婉明，2004:72) 

然而在丹那依淡新村，透過訪談所書寫出來的文字，卻給人一種緊急、快速，似乎講求效率的

搬遷： 

一天兩天內就幫你搬完的了。以前的房子這麼大間(按：語帶反諷)，一兩輛卡車就載完了，一

天就搬完了，搬過來就自己搭(房子)。(陸女士口述，2001.06.13)(潘婉明，200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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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一般的居民來說，影響他們最深的就是成立管制區，與成立新村的政策。而這樣子

計畫的成立，過程也是相當倉促，迫使許多的居民在短時間之內，可能還搞不清楚狀況，許多

家當或者財產來不及搬遷，就要遷居到特定的地點。像是在東馬的新村當中，陳敏萱所訪談的

報導人當中，便可以感覺到這種緊迫與恐懼的狀態： 

起初的時候，是有一點亂啦！講恐怖份子、共產黨...前幾天那飛機還沒來來的時候，就有聽到很多

消息了，講警方有開槍打死，他是講恐怖份子...那時候是有聽到這樣的消息啦！(但)還沒有通知，就還

沒有叫我們去禁區的時候，就有聽到這些消息了。(對於左翼份子)我們不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可以知道...

一開始就很平靜阿！後來他們共產黨的就是反政府的嘛！我們那時候就回家，那時候滿屋子的兵。很

多政府的兵！他叫我媽媽講說趕快收拾一些衣服、什麼阿！不可以住我們自己的家了。要搬去店那裡...

通通人都要搬去店，不是只有我們搬。只要是我們那個鄉村的人通通都要搬去店...因為他就投那個傳單

了...叫我們回家嘛！回到家就很多兵在我們家，大概有 20多個兵... (131008_001 官阿姨(約 70 歲)口述

訪談逐字稿，2013/10/8)(陳敏萱，2014: 60，底線為筆者自畫) 

你看這樣突然間叫我們搬走，離開我們的家...哪裡捨得...哪裡不哭啊！我媽哭喔！我們也哭....就收

拾那些重要的東西走囉！我們出就去我們比較認識的那裡....他沒有限制說我們要去哪一間店，沒有！

是我們自己去找的...那個店老闆也不能夠講什麼...就是誰來了就收...(當時)從園裡回家。就樹膠什麼就

先挑回家...(兵)幾時來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也沒有在家。這樣突然間叫我們這樣出，誰不嚇壞了...

而且後來去店的時候，拉子8和馬來人就沒有...就是這樣很不公平嘛！這樣原本我們園有種什麼東西...

我們就不能夠看守了。土人有幾種，有馬來人、土著他們...他們就自由跑，就只有我們華人給他這樣關，

算起來也是很不公平啊！ (131008_001 官阿姨(約 70 歲)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0/8)(陳敏萱，2014: 

60，底線為筆者自畫) 

而整個新村在搬運的過程當中，村民也必須同時將舊居拆除。從西馬北部兵如港新村的訪談當

中可以看到，有些居民認為搬遷的過程當中，並沒有甚麼重大損失；有些則覺得還必須購買新的

建材來做搭建，甚至還有些人提到會有遭到偷竊的情況產生。（潘婉明，2004：75-77）然而，除了

                                                 
8
 拉子為當地華人對原住民略帶有歧視性質的稱呼 (陳敏萱，201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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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住處需要這些材料來做搭建，在西馬北部的丹那依淡新村，還為了防止馬共運用，因此還必

須拆除房屋與相關的資產。甚至潘婉明還提到：「許多情勢吃緊的地區，民眾不不能返回原地耕作，

農地上尚待收成的作物和豢養的家畜，也通通被銷毀殆盡，以免落入共產黨手中。」（潘婉明，2004：

124）。因此可以看到在丹那依淡新村，村民的財產損失情況比兵如港新村更加的嚴重，但也因為

如此，在丹那依淡新村，也還有所謂象徵性的津貼賠償。 

但這樣的賠償並不足以補助，因為搬運還有搭建的費用，花費差不多約六、七百元之多，在當

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對一般民眾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村民遷入新村之後，往往會因為

環境的限制而被迫改行。(潘婉明，2004：75) 像在兵如港新村，有居民提到： 

不好的地方是你家裡種的農作物沒有了，你也來不及收成；膠園割膠(的工作) 也沒有

了。(筆者(註：作者)問可否返回工作？) 不讓你回去的。(筆者(註：作者) 問是否被迫改行？) 

都要改行阿，都要改行。(鍾先生口述)(潘婉明，2004: 75) 

因此有不少人因為這樣子投入搭建房屋的「新興行業」，因為在當時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蓋房子，

除了建材之外，工人也相當的缺乏，因此使得當時的人去做這樣的行業，又或者去從事其他的行

業。而在兵如港新村當中，村民除了從事割膠、採礦的工作外，也勇於開創新的行業，到處從事

各種商業活動，並到不少工廠從事不同的工作。而回到 Broga village 的脈絡，筆者詢問當時老人

家那時的生活情況，他們的回應都是「割膠」，「割膠」反而成為 Broga village 當中，大部分村民

從事的行業。筆者認為因為割膠的工作在當時世界的橡膠行情正好時，需要大量的人力去補充橡

膠產業的勞動力，因此在當時有相當多人從事割膠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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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Broga Village 往石拿督廟路途中的橡膠園  

情緒與情感的部分，筆者在 Broga New Village 的訪談當中，發現到與年老女性的敘事和談話

當中，較為凸顯。如哭與害怕的情緒，是最普遍被表述的。甚至在對於離當年事件已經多過半世

紀之久的當下，她們在述說 513 排華動亂時，老人家還會不自主的降低了音量。女性老人家也以

人與人的遭逢，來闡述她們對於他人的想像。如陳阿婆(1942-)說：「紅毛人對我們較好，因為他們

(指英國軍官)會對我們笑。」而雖然潘婉明與陳敏萱的著作當中，並未談到 513 排華動亂，但在各

自的書寫當中，可以感受到報導人對於事物感受的情緒。有的是對於管制與戒嚴下，若是沒有遵

守規定的時間，又或者是對於整個村落的肅清，甚至乃至於衝突的發生，那種恐懼、害怕的情緒；

有的則是最於整個新村的日常生活，帶有不同難忘、難堪，但現在回想起卻有點好笑的情緒，但

這樣的情緒，卻還是在被迫搬遷與管制的情況下，一種心情上的抒發，以及經過長時間後，再重

新回想起來的反應。 

2. 華人新村的日常與非日常的生活 

新村生活的空間被規劃，村民被迫重建與居住在此，並重新適應新村當中的生活。然而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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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處在一個被管控且監視的氛圍底下。雖然每個新村的管制情況，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而有所不同，但這樣的管制卻仍時時刻刻的存在，並成為新村生活的面貌。而本節將以筆者在田

野當中，訪談的一位陳阿婆的生命史為主軸，來探討新村當中的管制，怎麼樣影響新村居民的日

常生活，而由鬆到嚴這當中之間的差異，以及當殖民政府與馬共之間衝突轉變成為一種「日常」，

新村的村民怎麼樣去調整與適應，並轉化與形塑新村的日常性。 

圖 5  筆者在 Broga Village 與受訪的阿婆(aunty)合影 

 

 

陳阿婆(1942-)是筆者在 Broga village 進行生命史訪談的第一位年長女性。陳阿婆的祖籍是嘉

應客家，還有一個大姑姑住在在中國--由海南島搬到深圳，因為女兒嫁到有錢人。她記憶中緊急

時期的新村生活是屋裡的黃泥地板，食物不足，沒有牛奶，幼兒僅能以 Kang Chiang Sui (煮粥水，

客語發音)來餵食。在那個年代，她的父母帶著孩子，住過不少地方:新港(現在的諾丁漢大學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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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Ulu Beranang (十八碑)。那時他們一直住在外邊，而不是住在 Broga 村裡。因為陳阿婆

的父母不是 hong den gi (“紅登記”)，不是永久居民。後來是因為緊急時期的管制，才被逼迫，進

入新村。  

從陳阿婆的生命經驗，可以看到因為政策上的管制、迫遷，以及空間被限縮的情況。在西馬北

部兩個新村當中，報導人對於公共基礎建設的看法，可以看到公共基礎建設對於新村村民的影響。

像是水電，在新村成立初期並沒有水電供應。但是兵如港新村因為地質關係，地下水質豐沛，因

此幾戶家家戶戶都鑿水取用，除非遇到水質混濁的時候，才會去「公眾水喉」去取用自來水。然

而在丹那依淡新村卻因為地質的關係，而難以取得地下水，必須去公眾水喉取水。這樣排隊取水、

挑水的記憶，也成為丹那依淡新村村民的記憶之一。(潘婉明，2004：139) 因此從取水上可以看到，

因為環境而造成兩個新村在型塑記憶上的不同，也在這當中所展現。 

在電的方面，大多數居民對用電的概念也只著重在照明上面，甚至「在丹那依淡新村，起碼有

二十年的時間，人民是在沒有電力供應的情況下過日子。」（潘婉明，2004：140）。因此村民基本

上都利用「大光燈」、「臭電燈」或「火水燈」來照明，較少有其他的電器用品。（潘婉明，2004：

87）不過新村裡也並非沒有電可用，在街道上，政府至少會遷電線裝設街燈。 

另外在當時所謂的公共衛生設施，就是公共廁所，被當地人稱為「皇家屎坑」： 

大便呢，就要去上政府(蓋)的(廁所)。在一條街哩，就蓋三、四個所謂「皇家屎坑」在上面。(人

們)便在那些倒屎的「屎坑桶」裡。很邋遢的，你們現在看到都會害怕。(林女士口述，2001.06.19)(潘

婉明，200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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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廁所由於非常多人數使用，所以便又很容易損壞，因此也常令受訪者感到難為情。（潘

婉明，2004：89）而這些公廁是利用人工倒屎，在固定的時間來清洗處理，通常是新村裡的婦女，

用挑擔挑走，也有印度工人用腳踏車載走。（潘婉明，2004：89）而這些糞便的流向，同常是被附

近的耕種的人挑走做水肥，又或者在去他處製成肥料。甚至有些耕農還會趁糞便還沒運走的時候，

偷取作為肥料，在丹那依淡新村，還有人將這些倒入池塘，除了可以滋養蓮藕，還可以餵魚。另

外，訪談者還提到了這些運送糞便時的一些好笑的記憶： 

講起來很好笑，那些倒屎的人都是騎腳踏車的，常常走到市區都會打翻屎桶。你們見到這些人

不好走靠近，有時腳踏車走不穩就會倒瀉糞便，倒到滿處都是。(黃先生口述，2001.06.01)(潘婉明，

2004: 89) 

筆者認為，對於這些訪談者來說，這些過去的記憶是一種被迫的生活型態。即便受訪者能夠以

相對平淡的角度，去敘述這樣子的記憶，甚至這樣的記憶回想起來，還有點好笑。但不可否認的，

他們的生活起居被限制在一定的空間當中，甚至因為空間的侷限，沒有辦法規畫屬於自家的廁所，

而是必須忍受這樣充滿屎尿的氣味，才能解決生理的需求。且若從生理女性的角度，來去看這樣

子公共廁所的配置，其實是相當不便的。對她們來說除了基本的排泄需求之外，生理女性月事的

清理，對當時的新村女性而言，筆者相信那個公共廁所帶給他們的氣味，相對於生理男性來講，

一定更加的不堪、難忘。 

除了公共設施看到空間被限縮的情形之外，更多的是無形的，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像是生活

當中最重要的飲食，有許多物資在新村當中，是需要被管控與限制的。像是在兵如港新村，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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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購買各種物資，但在白米的部分，殖民政府限制了白米自由流通，因此村民若要買米，必須

要有「米牌」9，並到指定的雜貨店購買，而且還要看家中的人口數和年齡限量購買。（潘婉明，2004：

91）不過這只有在白米的部分，其他的物資沒有這樣的限制，而且村民還可以去村外購買物資回

來。然而，在丹那依淡新村，有著更嚴格的糧食管控的措施。舉凡各種生活上的物資，都會有數

量上的限制，而且當局還會不允許村民到新村外去購買物資回村里。甚至在丹那依淡新村，村民

還有著吃「大鑊飯」10的記憶，這樣的生活相對於兵如港新村來說，是更加集體式的生活樣態。 

 

圖 6  丹那依淡新村「鑊頭」(筆者翻攝自潘婉明，2004：137) 

談到整個新村管制上的措施，回到西馬南部的 Broga 新村，陳阿婆憶起新村的管制是配合割膠

時間，6:00 am 閘門開，就出門。割完膠 12:00 回來。新村的閘門關閉時間是不定的。對於那個

時期，在 Broga village 的生活與生產，就是橡膠的生產。阿婆用客語說 “手停口停”，意思是，沒

有割膠就沒買菜錢。對於生命史中所經驗的被管控與非日常的體驗，她對於 1969 年的 513 排華

暴動的發生，印象更為深刻。她指出因為丈夫出外工作，她一個人帶三個年幼孩子，“日夜都哭，

心情害怕”。 

在整個新村的管制上面，除了村民必須配合門禁時間外，也還有其他的管制措施。潘

                                                 
9
 米牌是一張黃色卡片，每隔一段日子就有官員上門檢查。如果家中新進人員尚未登記其中，就必須更改，以便

增加配糧。(潘婉明，2004: 92) 
10

 當年丹那依淡新村共有兩處公共廚房煮「大鑊飯」，每處各有兩個「鑊頭」，因此新村起碼有四個「鑊頭」。(潘

婉明，200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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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明在書當中提到的管制情況，其範圍界定在門禁、戒嚴、糧食控制、行動自由、管制手段(如臨

檢、清點人數、搜屋、訪客報備等)及圈進管制生活的感受等面向上。(潘婉明，2004: 105) 而在陳

敏萱的論述當中，也有提到關於東馬新村空間與管制上面的措施： 

在政府嚴密進出管制下，其將三個新村的周圍，皆用雙層的鐵絲網做成籬笆與外面隔絕。以 17哩

新生村來說，整個村子對外的聯絡通道只有在村子最外圍連接晉連路的大門。而政府在門禁管制上，

起初延續著在管制區階段的規定，即管制村民必須在每日的早上六點至晚間六點才能離開新村，且村

民離開或新村外的人要進來新村都需要被批准才能通行。(陳敏萱，2014: 65) 

  

圖 7  新村的鐵絲網(筆者翻攝自潘婉明，2004: 151， 

轉引自 Donald Mackay，1997，《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60》) 

當管制情況更加的嚴苛時，在西馬北部的丹那依淡新村，從圖 4 可以看到殖民政府其他更加規

訓的管制手段。同樣位於西馬北部兵如港新村，從潘婉明的描述當中，兵如港新村並未有過真正

的戒嚴，其只有針對新村的門禁管制措施，以及基本的人口控制措施，且未實施過嚴格的糧食管

制(潘婉明，2004: 105-107)。然而在丹那依淡新村，卻因為位於山區，和馬共的經常性接觸與衝突，

使得殖民政府必須採取嚴格的手段來進行管制。而這些管制上的手段，不論鬆緊，都成為了新村

村民重要且難以忘懷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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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丹那依淡新村「其他管制手段」一覽表(轉引自潘婉明，2004: 164) 

 

回到 Broga 新村，像陳阿婆這樣的年紀，在與筆者談話的生命史敘事過程當中，生動地流露

著與政治有關的諸多比喻。她說有一首客家打油詩描述，“船沒有風吹，錢幣沒人用，就沒用”。

還說“牛角刺穿帆船”。意思是馬來西亞的錢幣上有帆船，以 “帆船”來形容執政黨。反對黨旗的標

誌，有個牛頭，以牛頭來表示反對黨。打油詩以牛角會刺穿帆船，來形容執政黨會被取代。   

阿婆又以錢幣來表達英殖民與馬來西亞獨立後的轉換經驗。她說，英鎊比馬幣好用，可惜都

沒留。有如客家諺語說的，“顧的吃，顧不了穿”。無法存錢，英幣都用光了。如果有留，現在就

值錢了。   

在華人處於馬來人執政的政治情境裡，年紀大的阿婆也評論著，最好的是第一任首相(東姑阿

督拉曼)。他是國父，不分種族，較為公允。第二任 Tun Razak (敦阿督拉薩)和 513 排華事件可能

有關。第六任(現任) Najib Razak (納吉) 是二任 Tun Razak (敦阿督拉薩)的兒子，她們也略有微

詞。Broga 華人新村老年女性，對於政治、選舉等話題的孰悉與熱切，有別於華南或台灣的年老

華人女性，其間差異值得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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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陳阿婆時，我們遇到彩票公司的仲介騎著摩托車來阿婆家。詢問阿婆要買那些號碼。

這種彩票用客家話說是 “萬字票” (wan tzu piau)，而在地方上所流通的話，則是 “買四個字”。意

思是不要說太白。如阿婆會用家中的交通工具車牌號碼，作為下注的號碼。阿婆笑著調侃自己是“賭

鬼”。買了 40 年(彩票)。買少少中了開心，這是“小賭怡情”，阿婆以客語下了註腳。 

諸如此類 Broga 華人新村裡，老婦對於政治與賭錢的熱切，筆者還在村子裡的新悅香茶室，

看到相同的景象。中老年婦人以手指天，表達她支持反對黨 (513 之後，反對黨的符號，由牛頭

改成火箭)。也將她不用的昨天彩票，留給我做紀念。然後笑呵呵的離開茶室。  

圖 9  Broga Village 老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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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Broga Village 擺在家門口的菜攤  

而提到茶餐廳，除了日常的飲食之外，茶餐廳也是作為新村休閒娛樂的場所之一。另外，在潘

婉明西馬北部兩個新村的訪談當中，「皇家戲」也是常被提到的休閒娛樂之一。（潘婉明，2004：

92；144-145）皇家戲主要是當時殖民政府的一些政策與反共的宣導片，是殖民政府到各個新村所

放映的影片11。而在兵如港新村，還有開設電影院，可以觀看當時的電影，甚至除了電影之外，還

可以觀賞廟宇的戲劇，並參加廟會活動。（潘婉明，2004：93） 

然而，丹那依淡新村相對於兵如港新村來說，便少了許多休閒活動，甚至還有著許多管控上面

的不方便。像是在兵如港新村，各種婚喪與廟宇活動，以及各種節日，只要村民提出申請，基本

上當局都准許，並不會加以干涉（潘婉明，2004：95）；然而在丹那依淡新村，這樣的活動便會有

有管控與監視，像是辦理喪事要出村報喪時，除了必須申請同時報送喪的人數之外，活動當天還

會一一檢查隊伍，甚至還有士兵駐守在山上監視。（潘婉明，2004：149）還有像是清明節，當局

除了先部屬兵力在必要的地點之外，還會禁止人民攜帶食物上墳，嚴加防範各種物資流通的可能。

（潘婉明，2004：149）筆者認為，這兩個新村的不同，除了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還反映了因為

殖民政府的政策，防範馬共取得物資的機會，而管制並限縮村民原本的日常生活，進而形塑出不

同的記憶與日常性。 

                                                 
11

 很像是以前台灣在播電影之前，都會放一些愛國與反共的影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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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西馬北部兩個新村的脈絡，西馬南部的 Broga新村也有其特殊的節慶。像是筆者到 Broga 

的前一天是農曆 7 月 14 日。在 Broga 與芙蓉等同屬此山區範圍的客家村，都是在七月十四日普渡。

但離 KL 更近的 Cheras Chinese New Village(十一哩華人新村)的普渡，卻是在七月十七日。他們說

普渡正日在這一天。這與台灣普遍在七月十五日普渡有別，展現地方節日的時間與祭拜形式的多

元性。其實在 Broga，人們較罕說普渡。它們說這天是“拜街頭”。祭品就簡單的擺在店門口，或

居家附近巷口的地上或路邊。並且祭品是不收回，任其腐爛(而 Cheras 的祭拜形式，則擺放在

桌上，與台灣的廟會較為接近 )。筆者在七月十五上午到達 Broga 時，還見到四處是隨村民放置

的祭品。  

圖 11、12  Broga Village 農曆七月十四“拜街邊”(普渡) 

而這樣的祭拜形式，筆者認為與一個客家新村的複雜與多元性有關。其一的元素是 Oran 

Asli。作為 Broga village 的地理界線，除了通往鄰近的，在早期同屬山區村落的芙蓉  Mantin

等其他的客家村子，以及已有道路快速連接吉隆坡(KL)。但另一方面，在這個村子的中心，

也立牌標示著，通往與此華人新村接壤的 Oran Asli 所居住的生活領地，是不能隨意進入，

需要申請與批准。當地人提及，在這些交界地區，Broga village 的人，是不敢隨意搭屋居

住。在當前還存在他們所轉述的治安問題。而筆者在 Broga Village 所觀察到的「拜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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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南、越南的少民族，七月十四是大日子，而這樣擺放在地上的祭拜形式，都不禁讓人

聯想這與 Broga 與 Oran Asli 的接壤是否有關。  

再者，我所訪問的黃阿婆(1940-)，她所生長的家，在 Broga village 開了第一家悅香茶

室。她說年輕時她幫忙父親照顧店。山區的 Oran Asli 會帶著山產到 Broga village 進行買

賣。會到悅香茶室去買涼水喝。當時過年時，黃阿婆父親會擺一長桌，請 Oran Asli 來享

用。黃阿婆的生命史記憶中，生動的記下了 Oran Asli 與他們互動的過程與經驗。此外 Oran 

Asli 也因緊急法令時期，被遷到 Broga Village 附近，並因不適應山下生活，而有多人死

亡，後來他們又跑回山裡去。  

其二的元素是不同方言群之間的通婚。Broga Village 雖然被認為是以說客家話為主的

客家華人新村。但是由我針對深度訪談的研究個案，所進行的族譜關係紀錄，卻發現跨世

代的通婚裡，有相當的個案展現不同方言群間的婚配現象。如黃阿婆 (1940-)以客語說，她

的父親是“海南人說客家話”，母親則是惠州的客家人。她說父親是沿著海來做工，與海南

人一起來到南洋。在“公司做工”，學做麵包，做餅。所以來到 Broga Village，開了村子裡

的第一家茶店。像這樣的跨方言群的通婚，對於 Broga village 的族群特性與地方社會的複

雜性，都是值得進一步關注。再者 Broga village 不同世代的通婚區域，也是同時並置著小

範圍的村內通婚，與鄰近山區客家華人村子的通婚。並也有因為遷移或工作的城鄉移動，

而形成了更大地理範圍的通婚區域。這種婚域的多元與複雜性，也同樣是為 Broga village 

作為一個客家村子，所蘊含較多元的方言群與祖籍文化，語言的多元，不同地區的成長經

驗等。這些異質性對於描述與理解 Broga Village 的歷程，都是重要的部分。  

而在整個華人新村的日常與非日常當中，除了政府對於村民當中的管控的鬆緊，所造

成村民在日常生活與文化的轉變與再適應之外，還有各個新村當中，不同方言群之間的互

動，乃至於華人與其它族群之間的交流，都是成為華人新村日常生活的要素。而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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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更多的田野研究調查，才能夠探討更多關於華人新村的日常。  

3. 華人新村的變遷與當代性 

當新村不在管制，村民們終於可以「自由」的生活時，過去新村所劃定的空間，以及在這個空

間下的人們，有了可以享受與規畫空間的權利。此外，過去在特定空間生活的村民，彼此有著過

去對於政府管制的記憶，即便管制不再，但是村民們仍然可以從空間上，訴說著被管控的過去。

而這樣的空間乘載著新的村民，他們也在這樣的空間繼續生活著，進而形塑出屬於他們的記憶。 

在西馬南部 Broga village，三十歲左右的 Lee Wan，在她小時候，由 Broga village 街庄，走到

石拿督廟，仍要通過一大片森林與膠林。小孩若跑進森林玩，會遭家人責罵。但在這幾年隨著觀

光與附近房地產的開發，Broga Village 隨著觀光化的腳步，基礎設施有了許多的改變。街庄通到百

年古廟石拿督廟，已經開了一條筆直的馬路。沿路有大大小小餐廳、攤販、超商。每逢假日交通

十分湧塞，因為有很多觀光客開車來此度假，用餐。 

華人新村時期的鋅版屋子，有些閒置著沒有人居住，看來有些破舊。但更多是在原有的基礎上

重新裝修或重建。離新村街頭較遠的地方，則有建商，建了花園社區(Taman)。Lee Wan 的父母，

仍住在小學與警局附近的新村時期的房舍。但經過多次愛動手做的父親之改造，老屋子仍顯得寬

敞宜居。受過高等教育，且有不錯職業的 Lee Wan 與姊姊、姊夫，大哥、兄嫂，都在同一棟新建

的花園社區購屋。做鄰居，離父母家近。Lee Wan 開車到拉曼大學教書，也十分便捷。一個原本處

於山林之交的華人新村，已轉變為與吉隆坡生活圈，緊密關聯的華人新村，或者被稱為吉隆坡附

近的客家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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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子新村發展的過程，在東馬的新村當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發展。當整個新村管制日漸

鬆懈，直至解除管制。對於感受最為深刻的，除了新村的村民之外，在陳敏萱的論述當中，筆者

認為應該是過去有參與左翼運動的人。從原本參與運動的激情，試圖去改變現狀，到被關進牢房，

到後來被釋放出來，回歸日常生活，那樣的過往如同雲煙般，卻又難以忘懷，如同其中一個報導

人所說的： 

做自己工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囉！什麼都不理！每天就是跟妻子一起到園裡做工囉！店裡也

幫忙做囉...這樣子就是做平常的一個人了...什麼東西都忘掉它、不要管它了。因為那時候是已經很失望

了…怎麼可能不失望...搞到這樣久、這樣多年....付出這麼多心力...後來一點利益都沒有...反而還害到家

裡的人。害到自己的太太、兒女，讓他們沒人家照顧...那時候自己也是很內疚啊！ (130905_001 黃爺

爺(80歲)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陳敏萱，2014: 73) 

此外，在新村剛成立的時候，即便政府以低廉的價格，要將新村裡的地契賣個村民，但村民也不

接受，並期盼回到新村外原本的那個家。然而，隨著管制上面的舒緩，以及新村內部的基礎設施逐漸

建成，這時對照他們原本貧乏且可能杳無人煙的老家，許多村民才漸漸不抱回家的期望(陳敏萱，2014: 

81)，並買下地契，開始努力的工作，來將原本鋅板屋，重新改建成為更加穩固，不怕風吹雨淋的水泥

屋。如同幾位報導人所提到的： 

時代又變了，新村又給你水、電、電話....如果你倒回去，那邊什麼都沒有你願意嗎？人是...可能跟

時代脫不了關係，因為誰願意倒回去那邊沒水沒電。像我父親他口口聲聲也講說我有地方，我有屋子

為什麼我還要住你的地方。後來就住慣了，就沒有講了唷！可能是習慣...慣了...以前住在園裡面，你早

上直接起來就可以做工，不用像住在新村裡一樣，你還要跑路去做工，趕快要跑路回來，他們是這樣

不滿。 (130131_001 鍾先生(56 歲)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31) (陳敏萱，2014: 82，底線為筆者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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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可能是...剛剛從園裡出來，那時候的環境跟新村的環境完全是兩回事，可能那邊是一點封閉，

這邊是人多又不一樣。所以慢慢慢慢…人也是讓環境所改變了....因為原本不習慣也慢慢變習慣了。然

後你習慣了這邊的人多，你又要回人不多的地方你就怕了嘛！我們以前也是這樣....雖然開放了，可是

晚上我們還是不敢回園裡去喔！我怕....怕暗...晚上不敢出去喔！大了，現在一個人也敢回去了。以前我

不敢晚上回去.....怕暗....因為新村的時候，人很多，燈火很多。熱鬧...然後回去沒有人，很暗、會怕...

不習慣。人是給環境改變了...人受到環境的改變，人就改變了。通常是你改向好的那面，如果你倒回去，

你又不能夠接受了喔！時代是向前跑的....你的日子現在是怎樣過的，叫你倒回去過你以前的日子，哪

有誰願意？因為在剛開始的時候你其實不能確定你是不是可以長期住在這裡，還是...臨時住在這裡，沒

有人給你答案。(130131_001 鍾先生(56 歲)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31) (陳敏萱，2014: 82，底線為筆

者自畫) 

空間環境上的基礎設施的完備與自由管控上的解除，使得新村的人在思索日常生活上的可能與

發展性時，仍舊選擇新村做為他們此刻與未來所發展的住所。而這樣的住所，也由於人的聚集，

逐漸發展成各種多樣化的活動，來凝聚鄰里之間的情誼，進而形塑出整個對於新村的情感，以及

認同新村這塊土地的意識。 

而在當時新村成立時，政府規劃並補償一定額度的費用，來讓村民建立了許多鋅片木板的樣板

屋(如圖 10)，提供當時被政府強制搬遷至此的居民，一個能夠遮風避雨的場所。然而這樣的鋅板

屋卻未被村民所青睞，甚至是在後來將鋅板屋改建成水泥屋(如圖 11)，這是為什麼呢？陳敏萱有

提到當時的居民，遷居到新村時，認為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可能過不久就會回到自己的家園。(陳

敏萱，2014: 81) 因此即便當時的鋅片木板屋，居住的場所不大，且是臨時所搭建，不夠舒服，但

作為遮風避雨的場所也足夠了。然而村民們卻在新村當中度過了幾十年的時光，直至新村逐漸鬆

綁管制，一直到解除。原本不是她們的家園，如今卻再次變成了他們的家，因此許多人決定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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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契，並在此深耕，將原本居住的鋅板屋，改建為較為舒適的水泥屋。 

但這樣的論述，陳敏萱還是以人為主體，去敘述那個「家」的轉變。「鋅板屋與水泥屋」也只

是一個從暫時到穩定，從簡陋到穩固的一個敘述方式而已。但鋅板屋與水泥屋，究竟什麼樣的空

間？陳敏萱在此並沒有去強調與論述關於空間的轉變。雖然鋅板屋的建設與應用，已經有將近兩

百多年的歷史，並在當今是作為一種優秀的建材。12 但在當時建立的鋅片木板屋，除了建造的技

術沒有當代成熟外，且鋅板屋相對於水泥屋來講，筆者認為更容易受到環境的侵蝕，而有損壞的

情況發生。水泥屋相較於鋅片木板屋，就較為穩固，且比較不會有損壞的問題產生，因此若作為

長久居住的建材，水泥屋更容易受到人們的青睞。此外，雖然陳敏萱未提到整個政府所規劃的鋅

板屋，其平面空間樣板設計為何，但從她的敘述當中，可以了解到村民對於政府所規劃的空間不

甚滿意，認為這樣的空間居住起來相對不足。而這樣的空間規劃，也反映出國家體制如何透過空

間來壓縮限縮人民的日常生活。而這樣子空間的論述，正是陳敏萱所缺乏的，也是在之後探討新

村當中的空間人類學上，更多相關文獻上的爬梳，以及更多民族誌田野研究上的考察。不過這樣

的空間，雖然對於村民來說是相當的不便，但在這樣的空間下所進行的日常生活，卻也成為不少

居住在鋅板屋當中的人的過往記憶。13 

                                                 
12

 參考網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9B%E9%94%8C%E6%9D%BF (2017/09/20) 
13 〈老照片說故事：鄉間的鋅板屋〉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27374 (2017/09/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9B%E9%94%8C%E6%9D%BF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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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現在新生村當中未完全改建的鋅板屋(可看見上面仍有木板的痕跡)
14

 

 

圖 14  現在新生村的水泥屋15
 

當新村成為所謂「家」的地方時，新村的人在此扎根，並逐漸開展枝葉，到各個地方、國家工

作後，又再一次的因為對於家、對於新村的認同與情感，回到這個地方，形塑出作者所謂的地方

感。然而，在陳敏萱的論述當中，筆者認為，新村的居民在特定的場合，有了各種不同的團體(籃

                                                 
14 參考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3572025,110.4050873,3a,75y,233.68h,92.99t/data=!3m6!1e1!3m4!1sh7xnZ4PjiwpNPoyk3FUA

8A!2e0!7i13312!8i6656?hl=zh-TW (2017/09/20) 
15 參考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3567052,110.4048138,3a,90y,158.79h,86.61t/data=!3m6!1e1!3m4!1sY5S5ZTKWcNDaH4se-Ij

Fyw!2e0!7i13312!8i6656?hl=zh-TW (2017/09/20)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3572025,110.4050873,3a,75y,233.68h,92.99t/data=!3m6!1e1!3m4!1sh7xnZ4PjiwpNPoyk3FUA8A!2e0!7i13312!8i6656?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3572025,110.4050873,3a,75y,233.68h,92.99t/data=!3m6!1e1!3m4!1sh7xnZ4PjiwpNPoyk3FUA8A!2e0!7i13312!8i6656?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3567052,110.4048138,3a,90y,158.79h,86.61t/data=!3m6!1e1!3m4!1sY5S5ZTKWcNDaH4se-IjFyw!2e0!7i13312!8i6656?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1.3567052,110.4048138,3a,90y,158.79h,86.61t/data=!3m6!1e1!3m4!1sY5S5ZTKWcNDaH4se-IjFyw!2e0!7i13312!8i6656?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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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1 婦女土風舞社團、慈善組織等)，彼此之間舉辦活動，聯絡情感，空間在這樣的論述當中

被凸顯出來，而日常生活也在這當中所形成，並開展更多屬於新村的當代與未來性。 

4. 結語  

馬來西亞的華人新村與村人的社群與日常，深受的歷史過程所影響。這樣的歷史過程對於新村

的村民來說，是被迫的，因為政策的關係，村民們被迫離開家園，來到一個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

方，而過去的家產幾乎被摧毀，也很匆忙的將可以攜帶的家產帶入新村。而在重建房屋的過程當

中，雖然新村提供了基本的公共建設，但是這樣的公共建設功能並不健全，而且興建房屋需要的

費用，讓村民有著不小的經濟壓力。此外，在新村當中生活，還必須受到國家直接的管控與規訓，

這樣的氣氛瀰漫在整個新村當中，並提醒著村民不要犯法。這樣的精神狀態筆者認為，對村民來

講是不小的精神壓力。而且政府還會依照情況，而有管控上鬆緊的差異，當管控到最緊時，村民

必須時時刻刻提高警覺。在那種氛圍底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幾乎蕩然無存，進而造成新村日常

生活性的改變。 

而另一方面個人的記憶與敘事，提供了更多具主體性的日常、空間、時間的華人新村生活世界

的特殊性。即便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西馬南部、北部、東馬)，有著不同的歷史與環境的脈絡，而且

政府之間的管控也有所鬆緊。但是，新村的村民對於「新村生活」，我們可以找到共同對於新村生

活的描述。譬如對於政府管制上，對於人身自由以及空間上限制的記憶，以及在有限的空間上面

生活，人們怎麼樣去適應這樣子的環境。甚至是當政府對於新村村民的習俗，乃至於傳統文化等

有所規範時，村民又怎麼樣去在這當中，維持既有的生活，又能夠繼續著日常生活。而當新村日

常，這樣的特殊性被建構，即便政府在解除管制之後，這樣的特殊性被延續下來，進而形塑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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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認同感與地方感。筆者認為這對於我們描述與闡述馬來西亞客家華人新村的客家認同與族群

性，是一個極具意義的語境與社會、文化、歷史的脈絡。 

三、宗教與經濟─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之初探 

筆者本次在 Broga New Village 所探訪的廟宇，主要有三處：六壬先師爺廟、觀音與石拿督。

這三處廟宇對於 Broga New Village 的村民來說是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其中觀音與石拿督在當地

已經有百年的時間，除了新搭建的廟宇與其他吸引觀光客的園區，也保留了石拿督廟與觀音像早

期的神祉。相較於六任先師廟來說，早期傳下來的石拿督與觀音像，相對的樸素、簡單。筆者隨

著報導人到六任先師廟時，主要記錄了今年六任仙師的樂捐芳明表，下文為對這批材料的分析。 

圖 15、16  Broga Village 百年的信仰中心 :

石拿督(圖左)與觀音(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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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 

筆者本次針對「2017 年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總共拍了六張圖。而這些圖呈現出武來岸

華人新村(Broga New Village)當中一項傳統信仰。首先要談到六任先師。六任先師為道教當中一個

分支：六任神功，所奉祀的主神。而六任先師主要流傳在中國大陸廣東客家人地區的廣西、香港

以及南洋等地。16 不過關於六任先師是否為華人新村華人共有的信仰，還是屬於一個地區性的信

仰？在此筆者尚無法判別。但可以確定的是 Broga village 的村民，其祖籍主要為惠州與嘉應州的

客家人，而且客家話也作為村內主要流通的語言。因此六任先師的信仰主要流傳在客家人的地區

也可以印證。而從整個樂捐芳名表當中，筆者想要探討在 Broga New Village 當中，信仰與物質經

濟，乃至於村民與信仰之間的關係。 

 

圖 17：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之一 

                                                 
16六任神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A3%AC%E7%A5%9E%E5%8A%9F (2017/10/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A3%AC%E7%A5%9E%E5%8A%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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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之二 

 

圖 19：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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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之四 

 

圖 21：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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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六壬仙師千秋樂捐芳名表之六 

在樂捐芳名表當中，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先寫上，一個是後寫上的。先寫上的是用

毛筆書寫，且在金額的排序當中相對整齊，由上至下，由右至左；而後寫上是用簽字筆所書寫，

相對於先寫上的來講，金額就沒有排序整齊，且金額的寫法當中，並不是以繁體的寫法去做書寫17。

因此筆者推估本次的樂捐當中，主要分為兩次(或多次)的捐獻，因此造成後面寫上來的金額的表述

有所不同。 

在金額的捐獻上面，金額從四千元到十元不等，可以看到捐獻的差距是相當大的。此外，除了

金額的捐獻以外，可以看的到有物資上的捐獻，這些物資包含：金豬18、食油、龍香19和礦泉水，

                                                 
17

 譬如說：前面的部分寫到「柒拾元」，後面的部分會簡寫成「七十元」 
18

 為烤乳豬。因為表皮呈現焦黃色，因此也被稱為金豬。 
19

 作為祭祀當中的一種香木。其製作過程之繁複，使得龍香的價格一般來說相對昂貴。而龍香有不同的尺寸，有

4、5、6、8 及 12 尺的小龍香，以及 16、18、24、28、32，甚至是 52 尺的大龍香。 

參考報導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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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樣物資。而在捐獻的金額當中，以捐獻 20 元為最多數，有 60 個，其次為 60 元，有 48 個。

再其次為捐獻 10 元，有 47 個。如下表： 

金額類別  

四、三、二千 各一 

一千多 兩個(1300、1050 元) 

一千 十八個 

七百、八百多

(含七、八百) 

十個 

六百多 十五個 

六百 八個 

五百 十八個 

四百、三百多

(含三百) 

一個(450 元)、十六個 

兩百多(含兩

百) 

二十二個 

一百多 三十五個 

一百 二十三個 

八十、七十 十個(兩個 80、七個 70) 

六十多(含六

十) 

四十九個(一個 65 元) 

五十 三十一個 

三十 十八個 

二十多(含二

十) 

六十個(一個 28 元) 

十 四十七個 

五 三個 

特殊物品 龍香(十二尺 1000 元、三個 650 元、一個

20 元、一付價格未知) 

金豬、食油(兩箱)、礦泉水(一箱、十箱)、

                                                                                                                                                                    
http://supardi.blog.sohu.com/306929591.html (2017/10/11) 

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70905/%E9%91%BE%E5%A4%A7%E5%A3%AB%E7%88%BA%E5%85%AC%E

8%8F%A9%E8%96%A9%E5%BB%9F-36%E5%91%8E%E5%A4%A7%E9%BE%8D%E9%A6%99-%E5%89%B5%

E7%B4%80%E9%8C%84/ (2017/10/11)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110/%E3%80%90%E4%BB%8A%E6%97%A5%E9%9C%B9%E9%9D%82%E9

%A0%AD%E6%A2%9D%E3%80%91%E9%BE%8D%E9%A6%99%E6%BC%B2%E9%80%BE10%E9%9C%80%E6

%B1%82%E4%BB%8D%E5%A4%A7-%E9%A6%99%E8%A1%8C%E7%9C%8B%E5%A5%BD%E5%B8%82/ 

(2017/10/18) 

http://supardi.blog.sohu.com/306929591.html
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70905/%E9%91%BE%E5%A4%A7%E5%A3%AB%E7%88%BA%E5%85%AC%E8%8F%A9%E8%96%A9%E5%BB%9F-36%E5%91%8E%E5%A4%A7%E9%BE%8D%E9%A6%99-%E5%89%B5%E7%B4%80%E9%8C%84/
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70905/%E9%91%BE%E5%A4%A7%E5%A3%AB%E7%88%BA%E5%85%AC%E8%8F%A9%E8%96%A9%E5%BB%9F-36%E5%91%8E%E5%A4%A7%E9%BE%8D%E9%A6%99-%E5%89%B5%E7%B4%80%E9%8C%84/
http://johor.chinapress.com.my/20170905/%E9%91%BE%E5%A4%A7%E5%A3%AB%E7%88%BA%E5%85%AC%E8%8F%A9%E8%96%A9%E5%BB%9F-36%E5%91%8E%E5%A4%A7%E9%BE%8D%E9%A6%99-%E5%89%B5%E7%B4%80%E9%8C%84/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110/%E3%80%90%E4%BB%8A%E6%97%A5%E9%9C%B9%E9%9D%82%E9%A0%AD%E6%A2%9D%E3%80%91%E9%BE%8D%E9%A6%99%E6%BC%B2%E9%80%BE10%E9%9C%80%E6%B1%82%E4%BB%8D%E5%A4%A7-%E9%A6%99%E8%A1%8C%E7%9C%8B%E5%A5%BD%E5%B8%82/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110/%E3%80%90%E4%BB%8A%E6%97%A5%E9%9C%B9%E9%9D%82%E9%A0%AD%E6%A2%9D%E3%80%91%E9%BE%8D%E9%A6%99%E6%BC%B2%E9%80%BE10%E9%9C%80%E6%B1%82%E4%BB%8D%E5%A4%A7-%E9%A6%99%E8%A1%8C%E7%9C%8B%E5%A5%BD%E5%B8%82/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60110/%E3%80%90%E4%BB%8A%E6%97%A5%E9%9C%B9%E9%9D%82%E9%A0%AD%E6%A2%9D%E3%80%91%E9%BE%8D%E9%A6%99%E6%BC%B2%E9%80%BE10%E9%9C%80%E6%B1%82%E4%BB%8D%E5%A4%A7-%E9%A6%99%E8%A1%8C%E7%9C%8B%E5%A5%B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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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電子樹(三千一個、兩千四個) 

總計 總數 404 個，共 98593 元 

表 1：六壬仙師千秋樂捐金額統計表 

在這當中，筆者想要提到兩個捐獻的特殊物品：龍香與電子樹。龍香在台灣的傳統民間信仰當

中，被稱做是「大支香」20。其製作的方式，在詢問過陳韋誠21後，大概了解到龍香的製作跟一般

的香是不一樣的，龍香是由木柱沾滿香粉之後，壓縮而成的，所以相對於香的製作上面更加的費

時且複雜。但龍香其燃燒所釋放出來的氣體，相對於一般的香來講，並不好聞，一般來說龍香還

是作為一種展示信徒相當虔誠的方式。 

而在捐獻的名字當中，個人捐獻的部分，從姓氏的統計上面來看，可以知道在此華人新村當中，

以「黃」姓為主要的大宗，總共有 31 位，其次為「吳」，再其次為「李」。不過除了這幾個姓氏人

數較多之外，其實整個捐獻的姓氏多達 57 個。因此可以看到此華人新村仍是以多姓村為主，但筆

者也不排除「黃、吳、李」這三個姓氏在當地的影響力。 

數量 姓氏 

20 位以上 黃(31 位)、吳(25 位)、李(22 位) 

20 位以下，

15 位(含)以

上 

陳(18 位)、劉(17 位)、曾(16 位)、張(15 位) 

15 位以下， 

10 位(含)以

上 

林(14 位)、羅(14 位)、楊(13 位)、丘(12 位)、

葉(12 位)、鄭(11 位)、粱(11 位)、蕭(10 位) 

10 位以下， 

5 位(含)以上 

何(8 位)、王(7 位)、卓(7 位)、顏(6 位)、

康(6 位)、辜(6 位)、郭(5 位) 

5 位以下， 

2 位以上 

周(4 位)、鍾(4 位)、宋(4 位)、伍(4 位)、

胡(4 位)、莊(3 位)、潘(3 位)、謝(3 位)、

                                                 
20參考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1000613-260107 (2017/10/26) 
21

 交大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學生，研究興趣在台灣傳統民間信仰、廟宇文化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1000613-2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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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3 位) 

2 位 邱、許、雷、朱、關、溫、賴、藍 

1 位 薛、孔、鄧、柯、魏、官、韓、池、嚴、

方、程、惠、盧、詹、姚、符、唐 

總數 總共 57 個姓氏 

表 2：六壬仙師千秋樂捐姓氏統計表 

而除了個人捐獻外，也有多個人共同捐獻，甚至還有多個公司行號、餐飲服務業、寺廟等特殊

的捐獻者在捐獻的名單當中，如下表： 

 特 殊 捐 款 名 

公司行號/

英文 

Yee Hup Conitruction、Hitec Metel Sdn Bhd、yEE Horp Sdn Bhd、

Vsatla Sofa DeSinga S/B 

KL LEIW CO、4O A、INSTiTuT MEMADu MEGAH WANGSA SDN 

BAD、 

Foo Sin Timber Sdn Bhd
22

 

無法分辨、

姓氏/英文 

RojAN K/C LoTc Hiemmean 

Mr. Teh、WONG Khi LeiK 

BeSen TaN、Hopl FoH Ulcss 

JoHN LEE N TAN 

SAKURA 

餐飲服務業 男朋友椰沙冰、同春堂、豐？粥食、亞 Boy 迷你市場、亞葉烧？、

好朋友餐館、亞廖茶室、新民眾美食中心、發記飯店、竹簡燒？合

家、竹簡海鮮飯店、美日茶室、武來岸生菓店、悅香茶室、ETHAN 

CAFE、品豐茶室 

公司行號 222 公司、展源藥行(有兩個，一個捐食油兩箱，一個捐 60 元)、「月

毛士」袁五金有限公司、上官 18 号、士毛月 B H P 油站、武來岸

貿易公司、合力五金、武來岸民宿、康泰食品有限公司、高雅傢俬 

宗教廟宇 武來岸石拿督公庙、南海覌音神仙(有兩個)、武來岸佛教会 

拿督 金山拿督 

拿督 韓春錦、拿督 斯里李曲勝、拿督 林联勝合家 

特殊 無名士(有兩位)、勇發摩灵 

表 3：六壬仙師千秋樂捐特殊捐款名表 

                                                 
22

 Sdn Bhd 為馬來語的私人有限公司的意思。Sdn 為 Sendirian 的縮寫，意為「私人」；Bhd 為 Berhad 的縮寫，意

為「公司」。 

參考資料：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8110023.html (2017/10/18)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8110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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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當中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公司行號、餐飲服務業，甚至是廟宇，會參與本廟的捐獻活動。因

此可以了解到現代的經濟商業活動，怎麼樣華人新村在地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連結，甚至是廟宇

與宗教之間，還會互相的幫助，因此當地的社會關係網絡是相當的緊密。而且當地的具有聲望的「拿

督」，可以看到也是有華人所擔任，而這似乎替換了漢人社會仕紳的角色，變成是有拿督稱號的人所擔

任。另外，筆者對於英文上面的書寫也感到相當的疑惑，為何英文書寫上面，一個單字上會有大小寫

的差異？這或許可以在之後的田野調查去做詢問。 

而從金錢上的捐獻，捐獻人上姓氏的分布，乃至於特殊捐款名，可以了解到在 Broga New Village

當中，村民與商業活動，再者是村民、商業活動，乃至於廟宇之間的關係，又或者廟宇與廟宇之間的

關係等等，整個 Broga New Village 社會關係網絡是相當緊密連結的。甚至我們也還可以看到，現今移

居至外地的人，仍會回來捐錢，顯示在 Broga New Village，已經產生了對於新村情感上，乃至於認同

上面的連結與型塑。廟宇除了作為一種當地信仰的中心，還作為一種寄託認同的象徵，而這樣的象徵

是多點式，不同的廟宇之間關係的緊密連結，構築了整個 Broga New Village 的地方與認同感。 

四、結論 

從文獻與田野上面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新村的地區性不同、成立的脈絡不同，但是新

村之間仍有些共同面對殖民、國家、族群治理的記憶與態度，而這些也直接或間接影響著新村村

名的日常生活，構建出屬於新村村民的記憶。但是我們也必須理解到，「新村」並不是一個單一的

圖像，新村在不同地方，面臨著不同政府的管控、鬆緊，乃至於新村當中族群間互動，都各自型

塑出屬於當地新村的記憶與文化，這些再再強調了新村的獨特性。而當代新村的發展上面，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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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是充滿著被控制的氛圍，又或者，這些被管控的過往是作為一種消逝的過去。新一代的新村

人，很難去感受或知曉過去新村的歷史，但是藉由空間上面的改造，乃至於文化上的再延續與再

生產，新一代的新村人仍舊惦記著新村，不斷地給予回饋，因而更加強化了新村作為一個想像的

共同體的圖像。而這些，對於新村作為探討不管是客家華人的族群認同與對於家族、想像與記憶

的共同體，地景與空間的記憶與敘事，甚至是整個馬來西亞族群之間，乃至於馬來西亞國族主義

上的探討，都有著重要的參考點。 

參考書目 

陳敏萱，2014，《「新生」的 17 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國立交通大學族 

      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 

潘婉明，2004，《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集體回憶》。馬來西亞： 

      大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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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地方、社群與族群： 

馬來西亞金寶地區客家華人新村聚落的形成與變遷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計畫主持人：羅烈師 

聯絡人：羅烈師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日    期：106年 1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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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赴馬來西亞金寶地區執行田野研究，計畫主持人長期研究臺灣客庄，以漢人地方

社會理論及跨區域比較研究為視角，聚焦於金寶周邊各新村之聚落史與族群關係，並特別鎖

定各祖籍客家聚落與人群。本（2017）年度三度前往金寶地區田調及移地教學工作，已依據

所蒐集廟碑及文本等資料，完成一篇會議論文並修改投稿期刊（詳後附件）以及另一篇會議

論文初稿；同時指導兩位碩士生進行碩士論文研究；並且配合本校相關計畫，持續進行移地

課程與國際志工課程；更同時強化本院與當地拉曼大學之學術交流。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計畫執行以來，三次前往金寶地區進行調查研究，藉由實地踏查及隨機訪談，又綜合相

關既有成果，已能掌握金寶新村的一般概況。同時又置重點於雙溪古月與萬邦刁灣兩新村，

取得當地刊物、廟碑等文本資料，進行三場主題式口述訪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報刊資料的

蒐集，《南洋商報》的重要性極高，目前已蒐集萬邦刁灣有關報導近一百筆，是本次最大的收

穫。 

在論文寫作方面，有二： 

其一為〈河婆認同之形成：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溪古月新村華人的方言群與信仰〉，已投稿

《全球客家研究》期刊，其文以聚落史、三山國王信仰與社群交流等面向，討論馬來西亞霹

靂州雙溪古月新村華人的方言群認同意識之形成。首先，19世紀末的蔡姓移民以其血緣組織

嵌入錫礦開採生產模式，而建立聚落。其次，20世紀中期的遷移集中新村計畫，擴大了河婆

人的聚落，居民依靠三山古廟的異地重新擴建，連結了新村建立前後的兩段聚落史。最後，

相對於周邊以觀音為主要信仰的廣府語人群，雙溪古月的三山國王信仰顯得十分獨特；相反

地，卻又藉由每年祭典與跨區域的河婆人交流。以上歷史、信仰與族群區位等三因素，形成

了河婆方言群認同。 

其二為〈信仰與地方政治：萬邦刁灣新村早期村落史研究〉會議論文初初稿，將於本（2017）

年度於「106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學術發展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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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支用情形： 

皆依規定核實支用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本年度投稿期刊論文一篇〈河婆認同之形成：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溪古月新村華人

的方言群與信仰〉，會議論文兩篇，其一為〈觀音娘娘和她的拿督公們：馬來西亞萬邦刁灣新

村的信仰生活〉（發表於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017 年會，2017.10.21-22，國立臺灣大學

文學院），其二為〈信仰與地方政治：萬邦刁灣新村早期村落史研究〉，亦將發表於本計畫成

果發表會中。 

（二）本人先前已發表〈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2016，

《全球客家研究》，6：179-252），持續累積此一研究成果後，預期將於 2019 出版馬來西亞新

村研究之專書。 

（三）研究計畫進行期間，同時執行「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移地課程，藉由九週（三

週國內＋三週金寶＋三週國內）的訓練，指導了十四位臺聯大系統的研究生及高年級大學生，

完成調查工作，並各撰寫課程期末報告一篇。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計畫提案之初，原擬兩年甚至三年計畫，以便針對金寶地區所有新村有較完整的研究，

其中第一年的重點是各新村普查式的調查工作，以作為第二年研究之基礎。然而，由於計畫

僅核准一年，因此為求有效地執行計畫，且獲得足夠的論文寫作資料，於是普查方面沒能徹

底進行，僅到每一個新村一般性參訪，對新村概況略有理解，調查工作聚焦於雙溪古月與萬

邦刁灣兩新村。 

三、建議事項： 

（一）新村是馬來西亞華人史特殊的篇章，在「地方、社群與族群」等面向上，皆有值

得討論的議題，且其本地學者與文史工作者之研究亦已逐步展開，建請配合「新南向計畫」，

支持多年期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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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一研究並非馬來西亞客家華人之研究而已，實際上仍然可以放在「區域研究」

的視野下進行，例如北馬及中馬的錫礦產業是客家移入馬來半島之關鍵，以錫礦業、新村、

客家為主題，可以成為與臺灣水田小農型態客家社會的適切比較研究。 

四、結論： 

（一）金寶地區之街鎮聚落在二戰後之英國殖民時代，政府為對抗馬共乃對華人採取集

中與隔離的方式，形成許多新村，包含新咖啡山、拉灣古打、雙溪古月、也南、石山腳、萬

邦刁灣、東興港等。這些新村在社會經濟方面雖有差異，但共同現象是青壯人口外流，聚落

活力漸弱。在語言與認同方面，調查發現這些新村居民以客家為多數，但目前其通行語言則

廣東話（廣府）及客語並行，且前者更傾向於公共語言。也因此客家認同在馬來西亞國族認

同、華人認同及各方言群認同的包圍下，有逐漸勢微的趨勢。 

（二）雙溪古月的河婆客家在前述趨勢下顯得十分特殊，在歷史、信仰與族群區位等三

因素影響下，強化了河婆方言群認同。 

（三）萬邦刁灣相對於雙溪古月新村，其居民之集中遷徙經歷三階段，形成五個分區，

在 1950-1970 年代地方政治之不安定表現為「新村委員會」成員之變動，相對的其共同的歡

音信仰組織卻始終穩定。 

（四）本研究預期未來三年內仍將持續前往金寶地區，持續進行新村研究。 

肆、研究成果全文：（下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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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婆認同之形成： 

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溪古月新村華人的方言群與信仰 

摘要 

本文以聚落史、三山國王信仰與社群交流等面向，討論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溪古月新村華

人的方言群認同意識之形成。首先，19世紀末的蔡姓移民以其血緣組織嵌入錫礦開採生產模

式，而建立聚落。其次，20世紀中期的遷移集中新村計畫，擴大了河婆人的聚落，居民依靠

三山古廟的異地重新擴建，連結了新村建立前後的兩段聚落史。最後，相對於周邊以觀音為

主要信仰的廣府語人群，雙溪古月的三山國王信仰顯得十分獨特；相反地，卻又藉由每年祭

典與跨區域的河婆人交流。以上歷史、信仰與族群區位等三因素，形成了河婆方言群認同。 

關鍵字 

河婆 客家 新村 方言群認同 民間信仰 馬來西亞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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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Hopo Hakka Identity: th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and Belief of 

Malim Nawai New Village in Malaysi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of 

Malim Nawai New Village, Perak, Malaysia. This process is based on the local community, while 

combining the cross-regional exchange of people, and thu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alaysian Hopo 

Hakka's identity.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blood group that was embedded in the early tin mining 

production mode, and latterly the new village project which forced the population to concentrate 

and expanded the settlement of Hopo. The latter manifested on the one hand its very unique Three 

Mountain King belief, on the other hand, along with its cross-region interac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temple history and the annual festival. 

Key Words: 

Hopo Hakka, Ethnic Identity, New Village, Dialect Group, Popular Belief, Malaysi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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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霹靂州雙溪古月新村的華人方言群與信仰23
 

羅烈師、徐靜蘭 

 

客話我們不會講，我們講河婆。 

～蔡明星 2014 

一、前言 

2014年8月7日午后，筆者第一次到雙溪古月（Malim Nawar; Sungai Kunyit），那是熱心

於社區實踐的在地大學黃教授安排的參訪與交流活動，在主祀三山國王的「三山古廟」前廣

場下了巴士，迎接我們的是四、五十位鄉親，還有戲臺前廣場的擂茶。我們參拜三山國王並

聽取古廟的導覽後，也就是交流會進行前，先被熱情地引導到擺設妥當的自助式擂茶午餐桌

前，與黃教授被奉為上賓，接過大碗，添了飯，配上五六樣菜色，再舀一大杓茶湯，然後坐

上主桌享用。黃教授為我介紹同桌的村中領袖，也把我介紹給大家，並強調我也是「客人」

（Hakngin）。黃教授說自己是惠州客；我則是陸豐客；主人蔡明星隨即說道：「客話我們不

會講，我們講河婆。」於是，三山國王、擂茶與河婆成為這一趟雙溪古月參訪，最鮮明的印

象。 

河婆祖籍人群被認定為客家族群是一般的常識，河婆人本身亦然，即如馬來西亞著名之

河婆身份的知識份子張肯堂在其編著之《河婆鄉土情》書中，幾乎開宗名義就說：「河婆各

姓原是中原的客族，是中原民族中最優秀的一族，因受異族的入侵，導致五次大遷徙」（張

肯堂 2001:7）。而且當天參訪交流的場合中，主人還特意請來村內唯一會唱客家山歌之「雙

溪古月嘉應鄉誼會」的村民，即席表演了梅縣的客家山歌。換言之，主人並非認定河婆話不

屬於客家話的一種，當然也不是主張河婆非客家。「客話我們不會講，我們講河婆。」所傳

達的是對河婆語言特殊性的強調，它和其他腔調的客語，例如嘉應客或惠州客，就是不同。

對於雙溪古月河婆人而言，突出的河婆認同使得人們認為河婆話不等同於客話；河婆是河婆，

客家是客家，顯然仍有細微而必須區分之處。那麼，這一突出的河婆認同的來源為何呢？這

成為本文的根本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已有研究者以整體星馬地區的三山國王信仰為研究對象，認為在馬來西亞

多元種族社會裡，華族，尤其是屬於弱勢次群體的河婆人，不斷面臨強勢群體的文化壓制消

音，河婆社群乃以「霖田祖廟」三山國王信仰，作為人群自我認同的文化載體，維繫與凝聚

了人群，形成自我身份屬性的文化象徵；而且，這一過程係因為英殖民時代反共的新村政策

偶然地集中了河婆人群，於是新村環境正好提供了這一文化形塑的場域（李秀萍 2015:180）。

這一成果雖因牽涉區域龐大而難掩粗疏，然而卻提出了族群互動、特定主神信仰與新村聚落

                                                 
23

 本文第二作者於 2015 七八月間，在雙溪古月進行三週田野，完成調查報告，並於 2016 四月以〈霹靂州雙溪

古月的祖籍人群與信仰〉為題，初次發表於「2016 年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友好大學研究生國際學術交流會議」

（4/9-4/10，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學會舉辦，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金寶校區 IDK6 室）；

後續由第一作者於 2016/7/20-8/10 前往當地補充調查，並實質改寫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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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等三點洞見，值得進一步探討。 

乍聞雙溪古月突出的河婆認同，似乎並不符合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研究的一般結論。在東

南亞的整體公共生活領域裡，客家的語言與文化特色的確未被彰顯，客家認同受到國家認同

與整體的華人族群認同之「雙重隱形」的壓制（蕭新煌 2011:24）。如果客家認同尚且受到

這種雙重壓制，遑論居於客家之下的河婆認同？然而仔細爬梳其他地區的調查報告，卻赫然

發現類似雙溪古月這種「次方言群認同」的現象並非特例。南馬柔佛複雜的客家屬性就十分

類似。新山市區的客家多為大埔與梅縣，內陸則以河婆、惠州及豐順客為主，這些客家人的

祖籍地緣認同非常明顯；而且這種客家內部分立的現象，更反映在客家人比較集中又都市化

程度高的古來地區，區內幾個新村很多時候並不強調其「客家色彩」，反而似乎形成了某種

在地認同（安煥然 2011:214-215）。中馬雪蘭莪的沙登早年的客家錫礦工人形成了聚落的雛

形；新村建立後，集中了客家居民，形成了客家聚落。沙登客家人的祖籍有惠州、赤溪、梅

縣、河婆、東莞和大埔等，其中又以惠州為主，惠州客家人便在沙登新村組成龐大的社群，

保留其語言文化，連帶使得其他客家人也使用惠州腔的客家話（張曉威、吳佩珊

2011:158-160）。換言之，馬來西亞客家華人之認同實際上是馬來西亞公民、華人、客家、「祖

籍地次方言群」（如河婆、惠州、嘉應等），多重並存且相互競合的關係；此外，一如新山

古來之研究果所暗示，尚有某種在地認同，也同時在這競合關係中。 

這些多重認同之間的競合關係，並非新的研究議題，在方言群的研究中，早已展開十分

細緻的討論，其中又以麥留芳之《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為代表。麥留芳

依據星馬十九世紀的碑文資料，發現當時的方言群認同的現象。所謂方言群指的是比人口普

查華人既定分類「廣府、客家、海南、潮州、廣西及福建」範圍更狹小的人群單位，這一人

群通常只包括操相同或相近方言的祖籍人群。這種方言群認同與星馬多元的勞動力需求以及

頻繁的方言群社會接觸為背景，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分類法則（麥留芳 1985:181-198）。依

麥留芳的理解，華人的人群分類法則是以方言群作為一個實體而展開的；方言群以上的會館、

業緣、書院、會黨與廟宇等不同開放程度的人群類屬，則可以用方言群實體之認同強弱有別

而加以解釋（麥留芳 1985:148）。相對於這種實體觀的人群分類法則，吳龍雲以同為三州府

的檳城二十世紀初期報刊資料為分析內容，則主張華人分類之「幫」，是一種自我保護與自我

鞏固的概念，並非實體；而且幫必須是具有可觀數量與規模的人群結集，同時對於二十世紀

初期的檳城而言，就是福廣二幫分立的華人分類架構（吳龍雲 2009：5-10, 221-223）。24本

文所關切的河婆認同，依麥留芳理路，正是方言群認同的一個典型；雖然視方言群為實體，

但強調勞動市場與族群互動，在族群理論上，屬於情境論／工具論。至於吳龍雲的幫群概念，

則毋庸置疑完全是情境論與工具論的立場。在二者的研究脈絡下，提醒吾人對於雙溪古月河

婆認同源頭的討論，必須考慮周遭的人群互動態勢。 

然而本研究認為，雙溪古月作為一個新村，相較於麥與吳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

市街研究在生活型態上，畢竟有別。同時前述南馬與中馬的研究成果，也相同地來自新村，

皆反覆提及新村之遷徙集中，意外地導致方言群認同之形成。只是新村遷徙集中的歷史經驗，

究竟如何塑造方言群認同呢？前述研究者並未深究。一般對於新村的歷史圖像呈現官方績效

                                                 
24

 儘管吳龍雲以福廣明確的區隔指稱人群類屬，似乎又有實體觀的味道；然而，這是受限於二十世紀檳城華人

這一研究範圍所致，係強調在福幫獨大的態勢下，非福幫只得以廣幫集結，從而相互拮抗，本質上仍視幫為概

念而非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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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住民傷痛兩個極端，然而眾多新村在地理位置、背景、人群組成或經濟生活等，存有極大

的個別差異，絕不能視「新村」為一單一形態，甚至過度的象徵化（潘婉明 2005:196-197）

東馬砂拉越新村的研究成果即顯示，新村集中前的聚落史，對新村歷史有重要影響。新生村

存在著種「地方感」，而影響地方感變遷的力量不僅是冷戰時期的政治力，尚包含早在上世

紀初期即已展開的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從長期變遷看來，後者影響力是超越前者的。

其次在集體記憶方面，即使國家政治力影響鉅大，地方仍然具有重新建構集體記憶的某種可

能性（陳敏萱 2014:137）。簡言之，新村研究不應將研究斷限之始設定於被迫反共隔離的年

代，實際上幾乎所有新村在集中之前都有其聚落史脈絡。於是這牽涉到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研

究理論典範轉移的討論，亦即以聚落、社區或者地方的視角，觀察華人社會。這一主張並非

僅僅呼應資深研究者王賡武提醒研究者在面對華人居多數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時，不宜過份關

切各地華人文化之共同性，應多注意其獨特性（劉宏、黃堅立 2002:350-353），更牽涉到馬

來西亞華人社會構成之本質。而關於這一社會構成的本質除了長久以來針對市街之會館幫群

成果豐富的社群性研究之外，藉由新村展開的地方性視野，則是最新的趨勢。 

回顧至此，關於「客話我們不會講，我們講河婆」這一張力十足的人群細微界限區分，

我們找到了兩帖理論工具，亦即人群互動（社群性）與聚落史（地方性）。因此，下文首先

簡介雙溪古月的聚落史，其次說明華人信仰概況；再其次從信仰主題討論其對外關係；最後

提出本文主張，亦即地方社會的基礎，結合跨區域的人群交流，成就了馬來西亞河婆人的認

同。 

二、雙溪古月的聚落史 

雙溪古月（Malim Nawar）為馬來西亞霹靂州（Perak）金寶縣（Daerah Kampar）所屬小

鎮，位於金寶山（Gunung Bujang Melaka）西側之近打河谷（Kinta Valley）中段，這段河谷有

幾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小河流入近打河，古月河（Sungai Kunyit）即其中之一，而雙溪古月之

華文地名即據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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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霹靂州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0:347. 

金寶縣為霹靂州十個行政區域之一，人口不及十萬，在近 200 萬人口的霹靂州中，是後

起而偏小的行政區（參見圖 1）。金寶縣下轄金寶（Kampar）、務邊（Gopeng）、也南（Jeram）、

新咖啡山（Kopisan Baharu）、哥打峇魯（Kota Baharu）、甘榜瓜拉米棚（Kuala Dipang）、拉灣

古打（Lawan Kuda Baharu）、雙溪古月（Malim Nawar）、萬邦刁灣（Mambang Di-Awan）、石

山腳（Sungai Siput Selatan）、東興港（Tronoh Mines）等 11 個街鎮。除 Kota Baharu 與 Kuala 

Dipang 為馬來聚落外，其他 9 個街鎮華人的人口都是壓倒多數（參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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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金寶縣所屬行政區域人口統計表       單位：人 

行政單位 馬來 土著 華 印 其他 外國 合計 

務邊 586 52 1,313 511 7 24 2,493 

也南 20 8 1,253 - 1 14 1,296 

金寶 2,426 280 10,008 2,106 38 216 15,074 

新咖啡山 98 4 1,761 469 - 13 2,345 

哥打峇魯 123 1 9 3 - - 136 

瓜拉米棚 250 - - - - 1 251 

拉灣古打 177 11 2,750 351 6 38 3,333 

雙溪古月 401 8 2,103 364 5 37 2,918 

萬邦刁灣 197 22 4,191 606 8 79 5,103 

石山腳 13 2 186 6 - 5 212 

東興港 - 3 456 1 - 1 461 

其他 22,813 1,239 25,390 5,919 83 1,247 56,691 

總計 27,104 1,630 49,420 10,336 148 1,675 90,313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0: 100. 

馬來半島的錫礦開採史素有淵源，但 1847 年拉律（Larut；後來改名為太平 Taiping）發

現豐富的礦脈後，才開始吸引大量華人前來採礦。1880 年霹靂之近打河谷（Kinta Valley）14

英里寬、25 英里長的平原，發現舉世聞名的錫礦藏量，近打的錫礦產量隨即超越太平，成為

馬來半島最重要的錫礦產區（馬來西亞華人礦務總會 2002:12）。雙溪古月即因錫礦開採而形

成的街鎮，依《霹靂憲報》，1916 年 9 月 21 日，霹靂州參政司（The Resident of Perak）在憲

報上宣佈：「根據 1911 年的土地法令，雙溪古月正式成為鄉村（Village of Malim Nawar）」。

街鎮位於首府怡保（Ipoh）南方約 27 公里處，沿鐵路東南下金寶（Kampar）則約 6 公里；所

轄面積約 40 平方公里，依 2010 人口調查數據，其街鎮人口約 3000，其中華人佔了 72%，馬

來人及印度人各約 13%，其餘則為少數外籍勞工（亦參表 1）。雙溪古月華裔居民當中，河婆

人在此不同省籍華裔人口結構中占了極大的比例；若依姓氏來看，蔡姓的居民當中有 90%以

上為河婆籍同鄉，這呈現出雙溪古月是蔡姓河婆同鄉相當集中的聚落，堪稱「河婆村」與「蔡

家鎮」（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管委會 1996:42）。河婆話在此條件下，自然成為當地的優勢語言，

同時也影響了本地其他各籍人士，均能操河婆話。 

雙溪古月高比率河婆蔡姓人口導因於華人開埠史，依新馬地方文史學者張肯堂的調查，

係中國廣東省揭西縣河婆鎮之資本家召集同鄉開發錫礦而促成。資本家之南來投資開礦，可

能與同鄉「秘密會社」首領之先來避難及探路有關；同時，資本家在抵雙溪古月前，曾輾轉

於附近之東興港及古背25開礦，盈不及虧，返鄉增資再來，才開礦成功。 

1880年代，河婆蔡聘、蔡指等，因係三點會首領，逃避清政府緝捕，先來金寶謀生。

後來，井下樓村蔡子筠……家裡有錢，也是書香門第，年約三十歲時，帶來許多錢

                                                 
25

 古背係聚落舊地名，位於今也南新村附近，今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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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同鄉來金寶創業。先開設發祥雜貨店，繼繳吧叻（開錫礦）26……他在東興港繳

的吧叻，賺了一些錢；及後遷到古背，開廣榮泰並繳吧叻，卻虧蝕了……。又回鄉

變賣田產，再來金寶重振旗鼓。（張肯堂 2001:72；以下同，不贅） 

資本家不僅投資開採礦場，同時經營具有金融性質的雜貨商，因此很可能也從事僑批事

業。27
 

1890年代（他）申請到雙溪古月上港與下港一帶開採錫礦，同時經營廣南興雜貨店。

那時一般繳吧叻的頭家附帶開雜貨店，一是方便工人作取伙食，二是方便工人寄存

工資。 

由於礦藏豐富，開礦事業順利，且必須增加礦工。資本家的辦法是透過仲介人力之「客

頭」，回鄉招募人力。於是與資本家同鄉與同姓之礦工，大量南來。 

蔡子筠以礦床豐富，大事開採，工人不足，於是叫客頭在原鄉招請大批新客前來做

吧叻，其中以蔡姓同鄉最多，劉、張、黃姓較少，由是雙溪古月礦場匯集了很多河

婆同鄉和少數各籍人士，變成一個小市鎮了。 

此一成功的錫礦事業進一步吸引同鄉同姓資本家前來，於是經約一世代之經營，雙溪古

月的錫礦由四位河婆同姓資本家掌握，可能僱用了約 6000 名同鄉且大部份同姓之礦工。同

時，關聯於礦工傷病之藥材也出現，也相同地掌握在河婆同姓資本家手上。 

1920年代，同鄉在雙溪古月開吧叻的有廣南興（井下樓村蔡子筠）、永美興（神前

村蔡美俊）、源泰（井下樓村蔡畢）、蔡檢合（湯壩村蔡檢）等。藥材店有廣生堂（樓

秀之子蔡積熙）、廣濟堂（井下樓蔡月之子）等多間。依據蔡傳慢先生記憶，當 1925

年開採錫礦最盛的時節，永美號在上港地方有大小坭溝 400條，繼而廣南興在下港

一帶也有坭溝 500條，全用人工開採，一條坭溝用工人六人，依此計算，當時河婆

同鄉人約有六千人以上，每年出新丁 120人。 

伴隨著聚落的形成與人口增加，礦業生產與商業之外的社會體制，也勢必出現。前述 1916

開埠之說，對應於 1890 年代開始採礦的調查報告，顯得略晚。關於這一時間的差距，吾人可

以推想開礦之初，工人的居住環境必定從臨時的工寮，到確認礦脈豐富而建築較正式的共同

宿舍；女性移民人口增加後，婚姻與定居逐漸成為趨勢，才以個別或集體的方式，取得官方

同意證明，建立家戶為單位的家屋群。這些宿舍、家屋群與礦場、提供飲食的雜貨店、藥材

店，乃至其他理當存在的休閒娛樂場所，構成了一個新街鎮。從開礦的 1890 年代到 1916 年，

                                                 
26

 吧叻一詞亦見於《清稗類鈔．鄭十六舍身救同胞》：「鄭十六者,粵西盜也……祕密社會中人……推為黨

魁……，然以武犯禁，不容於內地，於是率其徒投身海外。至荷蘭屬地文島，傭作於吧叻工場（徐珂 

1916：）。」 
27

 僑批即僑信，係福建或潮汕語，俗稱番批或銀信，專指海外華僑通過海內外民間機構匯寄至國內的匯款暨家

書，是一種信、匯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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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20 餘年間，正是聚落形成的長期過程。新生兒成長之後的教育問題以及老病亡故的安葬與

祭祀的需求，也接踵而來，於是必然有學堂及宗祠的建立或規畫。 

井下樓蔡高日秀才於 1923年南來教書兩年，那時港主是蔡聘，因此有人建議建蔡氏

宗祠，藉以飲水思源，後以不景氣來臨，致未成功。 

蔡高日在此辦理學堂教學只有兩年；現代式教育體制引入，1926 年應新華小創立了，至

今（2016）已 90 年。雖然宗祠之類血緣性組織並未形成，但是後來河婆信仰三山國王則成為

聚落的信仰中心。 

錫礦帶來的繁榮形成了筆直大路（Jalan Pasar）兩旁的街場（Pekan），也稱為舊街場（Pekan 

Lama），警察局、郵局、酒樓均設於此；另一曰下街場或新街場（Pekan Baru)，而隔開新舊

街場的是馬來半島南北火車路。在這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新村計畫雖然充滿政治的暴力，附

近人群也因此集中在也南或雙溪古月幾個新村（陳川興 2000:87），但是聚落長期的發展仍是

在舊有的軌道上進展，並未被新村打斷。後來錫礦開採沒落，雙溪古月的礦湖與砂地轉型為

農場與魚塘；而且，其實在錫礦盛產的年代，雙溪古月已經是果菜生產地，成為當地重要的

產業（蔡嘉欣 2015:203-204）。 

這樣的聚落在醉心於傳統河婆文化的知識份子眼中，雙溪古月地方色彩至今仍相當濃

厚，在地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語言等，都充滿河婆原鄉的文化（張肯堂 2001:72）；這

樣的判斷或許太過，但是「河婆」作為這聚落的人群與文化象徵，確實是不可忽略的。 

三、信仰與人群 

雙溪古月一如諸多馬來西亞華人聚落，除了華人廟宇之外，亦有馬來人的伊斯蘭教堂、

印度人的興督廟、錫克人的錫克廟等，這些教堂與神廟位於新街場；而華人之三山古廟、白

觀音廟及何仙姑廟則位於舊街場（街場）新村一帶；此外，尚有位於新街場主祀三太子的蓮

花廟，舊街場則有天主教堂。三山古廟與蓮花寺在雙溪古月具有類似公廟的地位，白觀音廟

與何仙姑廟則較近於私廟性質。28以下就三山古廟與蓮花廟的廟史、祀神與祭祀活動、廟務

組織及社區福利慈善事務等，進一步探討兩大公廟與祖籍人群之間的關係。 

（一）三山古廟 

雙溪古月之三山古廟可能在華人移民初期即已攜來，目前規模建成於 1971 年，設有管理

委員會經營廟務，農曆正月、二月及九月各有祭典，並辦理幼稚園等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 

根據老一輩河婆人的口述，雙溪古月三山國王香火是由已故蔡定來叔公從中國河婆

                                                 
28

 兩廟除保佑信眾闔家平安外，還有「落童」為人解答問題，目前兩神廟主持人均為女性，前者的主持人是拜

師學成後，自行創立神廟的；而後者則為家屬一脈相承，婆婆先傳子，子歿再傳媳婦。以上係由本文第二作者

於 2015 年 7 月 28 日，訪談何仙姑廟之主持人黃翠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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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帶入本地，最早的廟址是在山番港，所謂山番港即是山番（原住民）聚居之地……。

據已故蔡定來的兒子蔡景奪的口述，他父親在中國霖田乃是抬大廟爺出遊「六約」

的轎夫，29對於廟務頗為熟悉。因此，當他移居到山番港時，從中國帶來三山國王靈

符，作為奉祀。初時，山番港尚未搭起廟祠，作為奉祀，一般人只在家當天朝拜而

已。（蔡民雄 1996: 34-35）30 

移民之初，在原鄉即熟稔三山國王信仰者，攜帶原鄉香火到馬來西亞。移民之初，尚未

建有廟祠，社區型的共同祭祀亦未形成。這段期間可能整整維持一個世代，隨後正好遭逢二

次大戰日人佔領馬來西亞，信仰也隨之轉型。 

在日軍統治馬來亞時期，據說一批抗日軍在山番港附近偷襲日軍，以致很多日軍被

打傷而逃遁。由於擔心日軍會對山番港採取報復行動，因此全部年輕人逃離山番港

至河背和大南背，而老一輩的則留在山番港。當時，蔡定來先賢與十多戶山番港住

家向天許願，如果三山國王能大顯威靈而保佑眾人平安，使日軍不會到此蹂躪當地

居民，則會還神起福。果然在三山國王庇護下，山番港免去了一場劫災。 

這段建廟前近乎傳說的歷史故事，不只是人神之間的許諾而已；它的氛圍像極了三山國

王協助帝王，平定亂事的歷來神話，於是建廟勢屬必然。 

經此事件後，激發眾人在山番港興建三山國王廟的決心。當時只是一座小木寮，然

而香火旺盛，遠自雙溪古月附近地區的河婆人皆來膜拜。當時三山國王只是一座神

龕而已，還沒有三神塑像。據劉天崇與蔡家挽兩位老前輩的回憶，昔日山番港三山

國王每逢神誕時，神廟負責人會搭起一座臨時戲棚，供做木偶戲的演出。舉凡在雙

溪古月近居住的華人如古背、河背、石頭港、雙溪羅格、下港，遠至石山腳等地，

皆不約而同前往山番港觀賞木偶戲，場面頗為熱鬧呢！ 

這應該是 1946 年農曆二月戰爭結束後開始的神誕祭典活動光景，木寮小廟的祭典已經吸

引河婆人前來歡聚。值得注意的是祭典後的宴會： 

同時，[祭典後]亦舉辦千秋聖宴會，每位席金二元正（和平後，當時雜工工資每天

約七五仙，鐵船工友一天一令吉五十仙），每年都開十多席，但參加者都席地而坐，

不像現在有桌椅這麼方便。 

宴會席金是一天工資的兩三倍，自然足以支付宴會經費，結餘則可以充作祭典費用，多

少看得出來廟務運作的片段。才不過兩年光景，遽變發生： 

                                                 
29

 所謂「六約」之約即鄉約之「約」，傳統中國地方社會自治的成分居多，因此而有鄉約，而此鄉約大抵與治

安有關，由地方菁英共同議定，各村頭人簽署遵行。行之既久，約乃逐漸成為共同簽署之各庄的代稱。河婆三

山國王之霖田祖廟年初出遊六約境內，這六約包含象門約，園埔約、馬路約、南山約、龍潭約、獅頭約（不著

撰者 2009）。 
30

 以下建廟歷史全文節錄自蔡民雄（1996: 34-35），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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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1948年英國政府由於實施緊急法令，推行新村計畫，因此在移民期間把山

番港的三山國王廟拆除了(有道被燒毀)，雖然如此，但該廟址尚存。相傳廣南福錫

礦公司曾在廟址附近采錫，但所采的錫苗甚少。某一天晚上，錫礦公司頭家曾跑到

金山溝視察，看到不遠處有青色燈在閃爍著，同時也瞧見三人出現。在驚訝中，第

二天早上就詢問一名礦工張社。張社因昔日為三山國王廟童身，毫不猶豫地指出該

地點為舊時的三山國王廟址，而所瞧見之三人為三山國王也。頭家聽後異常歡欣，

就前往該地點建起一坐簡單的廟祠，每日準時奉祀之。由於獲得頭家之奉祀，以致

不久後，該錫礦公司錫產豐富，賺了大錢。 

新村的成立雖然中止了社區的信仰活動，但是後來的發展顯示，社區信仰復興了，甚至

規模更大。而推動重建的力量仍然來自靈驗故事，而且有意思的是三山國王的神格屬性改變，

從解救戰事苦難，變成福神。山番港的河婆人將三山國王帶到新村，於是山番港的三山國王，

變成雙溪古月的三山國王，擁有更多的河婆居民。 

其後，雙溪古月新村有四人即張勝利、蔡托、蔡汀和蔡高俊等四人前往山番港該神

祠膜拜求神，被三山國王告知一定要協助神明移出山番港。因此，彼等四人就將三

山國王移至路口，31並搭建一座簡陋的白鋅寮寮祀之。當時香火更加鼎盛，因為當

地河婆人深信三山國王的威靈，能庇佑當地人民。 

鑑於三山國王的善信日益增加，以致眾人咸認該間白鋅寮不再適宜供奉三山國王，

因此當地華團領袖如蔡明局紳、蔡傳產 PJK、蔡訪、蔡高克、蔡坎及古潮輝等人毅

然在 1964年 9月 21日雙溪古月地方議會禮堂召開一項籌建三山古廟村民代表大

會。出席村民頗眾，在席間即選出以蔡明局紳為首的建廟委員會，負起策畫興建一

座巍峨的三山國王古廟之使命。 

在建廟委員會同人的努力下，覓得一英畝空地，並獲得當時馬華國會議員杜添福律

師特地撥款一萬五千元下建造廟宇。廟宇前座於 1971年建成，並於同年 11月 18日

舉行開幕典禮……。作為奉祀三位王爺夫人，俗稱「後堂阿奶」的廟宇後座，則於

1974年 11月 14日建成。 

實質建廟過程當然曲折許多，1964 年籌委會成立時，這批未滿 40 歲的年輕人被譏為「初

生之犢」。當時經濟非常拮据，會長蔡明、總務蔡高克、財政蔡傳產及各理事四處奔波達七年，

直至金寶區國會議員杜添福爭取到國會 15,000 令吉，建廟才有眉目。既有前座，後座就順利

得多。後座須經費至少 20,000 令吉，委員會經三年奔走，達成此任務（梁吉雲 1996 :9）。這

一建廟歷程，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地方社會菁英的世代移轉過程，一群未滿四十歲的新

一代，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對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 1948 年被集中的一群河婆人，在一個

世代間，將山番港聚落的三山國王木寮小廟，建成數個河婆聚落遷移集中之雙溪古月新村的

三山古廟。 

                                                 
31

 依本文第二作者於 2015.7.27於三山古廟訪談梁吉雲，此路口即現今廟前的入口處，當時搭建了一座高約 4、

5 呎的白鋅寮，寮內奉祀一只香爐及一方木製神明牌位，牌上刻有「三山國王」四字供居民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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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三山國王在雙溪古月是一座堂皇的廟宇，香火鼎盛。隨著時代的變遷，三山

古廟不只是河婆人奉祀的三山國王或大廟爺，各籍貫人仕都來虔誠膜拜，可以這麼

說，膜拜三山國王是雙溪古月當地
。。。。。。

人民特有的信仰。 

廟內正殿尊祀三尊主神，黑臉三王爺居中、白臉大王爺在左、紅臉二王爺在右；此外，

正殿左側奉祀地主龍神，右側崇祀財神爺白無常，而後殿則尊祀三尊「三山王后」。年度三大

慶典分別為農曆新年、三山國王千秋寶誕以及週年紀念宴會。三山國王千秋寶誕以及週年紀

念慶典期間信眾們都會敬奉「潮劇」酬謝神明。關於神誕慶典活動，古廟公佈欄上一有告示：

2015 年三山國王千秋寶誕於農曆 2 月 23 日至 3 月初 6 舉行，為期 14 天的慶典活動中，前 8

天每天各有一本潮劇演出，後 6 天則為每天一本歌劇。32
 

目前的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的祭典活動現況，當年二戰後山番港三山國王恐難比擬，但是

單就「祭祀、演戲酬神、宴會」這三項祭典及活動而言，則並無二致。從山番港到雙溪古月，

我們相信這一三山古廟建廟過程與地方社會之形成過程密不可分，那麼這信心來自哪裡呢？

答案在於廟務組織與廟成之後的廟史發展。 

三山古廟於 1964 年 9 月 21 日，成立籌備委員會，至 1965 年 5 月 19 日獲得政府社團註

冊局正式批準成立「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委員會之職掌分工包含會長、副會長、總務（正

副）、秘書、財政、查數、33理事等，而擔任這些職務者皆為管理委員會之委員。自第四屆 1978

年以來，委員皆 27 名，任期二年，並由會員選舉產生。有關該廟的會員資格，根據組織章程

規約，會員必須正式提出申請入會，經認可後方具會員資格。入會規約訂定如下：基本條件

須具備華人身份，居住本村一年以上；再透過介紹人提出申請加入，且至少一人附議；最後

經由理事會審核通過，始得成為會員。當時的會員入會基金訂為一令吉，並徵收年捐二令吉。

具會員資格後，每年徵收年捐二令吉，並擁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根據入會名冊登記，目前會

員人數近千人，扣除歿者今會員尚有六百餘人。第一屆至第十屆會長為蔡明，第十一屆後由

其子蔡明星擔任會長，蔡明星任會長前亦曾擔任第六、七屆副秘書，第八、九屆副會長，自

第十一屆起至今擔任會長一職。（參見附錄一、二）。34三山古廟婦女部 1980 年創立，其組織

架構相同，其成立宗旨為「聯絡感情和團結婦女力量，以便推展廟務和從旁協助千秋寶誕等

工作，婦女部同人也不時到本地老人院施贈恩物」（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 

1996:21-23）。從穩定的會長與幹部人選看來，地方社會之維繫基本上仍依靠這些傳統的地方

菁英人士；同時，從會員必須在雙溪古月定居一年的資格限定看來，委員會的地方性是十分

明確的。 

在地方福利與慈善事業方面，更可以看出雙溪古月管理委員會與地方社會的緊密關係。

1976 設立會員子女學業優秀獎勵金，運作至今；更龐大的事業是 1979 年開辦的「雙溪古月

                                                 
32

 2016 年神誕祭典活動也是從農曆二月廿三起，為期兩週。關於三山古廟的酬神戲，長期以來一直由礦家張

緯灘大力支持，每年報效潮州劇一本，凡三十多年，直至年邁才停止敬奉（本文第二作者 2015 年 7 月 27 日於

三山古廟訪談梁吉雲）。又依照片資料，除潮劇外，知名的怡保艷陽天粵劇團亦曾在雙溪古月神誕祭典演出（雙

溪古月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 1996:26）；歌劇團方面，前述影像資料即有靂霹州歷史悠久的「紅土坎歌劇團」表

演的劇照，其表演內容以歌舞為主，穿插短劇，從 1970 年代至今，歷經表演形式與內容的重大轉變，至今不

衰（高寶麗 2011）。 
33

 「查數」即河婆客語查帳，大部份客語亦使用本辭彙。 
34

 以上廟務組織相關資訊係本文第二作者於 2015 年 7 月 27 日在三山古廟訪談梁吉雲及蔡明星所得。 



114 

 

三山古廟幼稚園」，由古廟管理委員會資助，以低廉乃至免費的方式辦學（雙溪古月三山古廟

管理委員會 1996:24, 29-3），1990 年代高峰期學生多達 110 餘人，目前則仍有廿餘學生；此

外，義山之管理與規畫，也由古廟管委會負責。 

（二）蓮花廟 

位於新街場的蓮花廟史，相對於雙溪古月新村三山國王廟史論述之源遠流長，顯得單薄

不少。 

蓮花廟於公曆 1966年在瓜拉甘巴新公司上演木偶戲，慶祝蓮花三太子寶誕，1967

年則改於雙溪古月獨立球場演出。本廟於 1966前原是個礦湖，且設備欠完善，於是

一群熱心人士有意擇地另建廟宇，並成立籌建委員會，其委員包含……，35在 1967

年 1月初，此籌委會首次開會，議決定名為「雙溪古月蓮花三太子廟籌委會」。當時

廟址之地主原是鐵船公司，該公司經理捐出該地予廟址，於是籌委會便向政府土地

局申請廢礦湖為建廟地點，經過籌委會主席蕭錦的一番努力之後，終於獲得土地局

批准發予臨時地契。（黃春光 1999:17） 

究竟此時所謂蓮花廟已有小廟，或只是私人供奉性質的香火，不得而知。只是從 1966 與

1967 兩年異地舉行祭典及演戲酬神，尚未有廟宇的可能性較高。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此時

三山古廟興建籌備會已成立，而蕭錦本人更是籌委會的秘書。此時蕭錦擔任蓮花廟籌委會主

席，顯示蓮花廟之興建應該受到三山古廟的鼓舞。 

籌委會隨即籌資填平廢礦湖後，在 1969 年底建成廟宇，並於 1970 年 7 月 17 日舉行蓮花

三太子廟落成開幕典禮，甚至比三山古廟更早完成。廟宇建成後，籌委會改組成為雙溪古月

蓮花三太子廟管理委員會（黃春光 1999:17-18）。 

蓮花廟殿內除尊奉主祀神三太子外，尚有觀世音菩薩、天公、大聖爺、財神爺、關聖帝

君、濟公、太歲爺、財神爺、地主公、虎爺等眾神。年度最大祭典為農曆六月十五的三太子

千秋寶誕，慶祝活動為期約八天左右，除派齋、開放膜拜及問事外，也邀請粵劇團演出。該

廟另有爐主制度，採輪流管理方式。每年農曆六月十五日三太子神誕日，正、副爐主將奉祀

在家的三太子及 14 位頭家奉祀的令旗請回宮廟參加聖誕慶典活動，正、副爐主以擲筊的方

式選定，由聖筊多者 出任。36此外，廟內眾神也都各有其神誕慶典活動（參見表 2）。 

表 2：蓮花廟三太子廟常年行事曆表 

正月初九 天公誕 

正月十六日 大聖爺誕 

正月十九日 大伯公誕 

正月廿六日 財神爺誕 

二月十九日 觀音誕 

                                                 
35

 暫略，詳後。 
36

 本文第二作者 2015 年 7 月 30 日訪談陳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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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 三太子誕 

六月十九日 觀音誕 

六月廿四日 關聖帝誕 

七月十五日 濟公誕 

七月十九日 太歲誕 

七月廿四日 拿督公誕 

九月十五日 三太子誕 

九月十九日 觀音誕 

說明：蓮花三太子廟管委會張貼於公佈欄的行事曆 

資料來源：本文第二作者於 2015.7.30 三太子神誕活動期間現場拍攝 

與三山古廟相比，蓮花廟除了祀神眾多外，最特殊的是問事。蓮花廟平日也開放膜拜及

問事，廟內牆上告示牌標示「開放膜拜及問事時間表」：除早上八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到

五點，晚上七點至九點外，每逢初一、十五晚上七點開始，並延長至九時半。問事創始人為

陳振龍，乃雙溪古月蓮花廟籌建廟宇委員之一更是第一屆副主席，曾任廟務顧問及酬神接戲

工作乩童組，目前由二名弟子承其衣缽（雙溪古月蓮花廟管委會 1999 :16-17）。 

（三）河婆與福建 

回顧前述兩廟廟史，1964 年三山古廟成立籌備委員會，蓮花廟則於 1966 年成立；隨後

兩廟也先後建成。三山古廟是以河婆人為主，而蓮花廟則是以福建人為主的廟宇，分居鐵道

兩側與新舊街場的兩廟之間不同的祖籍人群存有微妙的仿效與競爭的意味。以下就兩廟的祭

祀組織，進一步分析兩者間的關係。 

三山古廟之 22 位籌備委員中，河婆人有 17 名、福建人有 3 名、廣府人及客家人各有 1

名。河婆人高達 77.4%，佔絕對多數，三山古廟呈現出，是以河婆人為主的一個神廟祭祀組

織（參見表 3）。 

表 3：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籌備委員一覽表 

祖籍別 委員姓名 人數(人) 
比例

(%) 

河婆人 

蔡明、蔡志明、蔡傳產、蔡高克、蔡(高)訪、 

蔡(美)坎、蔡樣、張陣、蔡棠、蔡銘、蔡洲、蔡果、

蔡壇(檀)、蔡(細)道、劉中和、蔡玉才、蔡頓(蔡旭臨) 

17 77.4 

福建人 蕭錦、方亞九、周清保 3 13.6 

廣府人 梁(瑞)初 1 4.5 

客家人 梁吉雲 1 4.5 

說明：河婆人、客家人分開係依照當地人的分類；各委員祖籍係根據本文第二作者 2015 年 7 月 30 日訪談資料

整理，報導人為三山古廟主席蔡明星；括弧內呈現資料為廟內牆上碑文「1965 年 9 月 7 日三山古廟募建

委員會職員表」所示。 

資料來源：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1996: 15）；廟內牆上碑文「1965 年 9 月 7 日三山古廟募建委員會

職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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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古月蓮花三太子廟籌建廟宇委員會於 1966 年成立，籌建委員共 23 名。其中福建人

有 13 名、廣東人 7 名、河婆人 2 名及客家人 1 名（參見表 4），其中福建人約佔了 56.6%，有

超過二分之一的福建人，顯然這是一座以福建人為祭祀主體的寺廟。 

表 4：雙溪古月蓮花三太子廟籌建廟宇委員一覽表 

祖籍別 委員姓名 人數(人) 比例(%) 

福建人 

蕭錦、林春、陳振龍、楊棉安、謝德美、 

嚴寶利、周明仕、周清寶、鄭來、王子文、 

陳境波、李亞才、李伙吉 

13 56.6 

廣府人 
林省、彭劍峰、梁東棋、楊發、江信、 

郭海初、謝德榮 
7 30.4 

河婆人 羅木華、蔡成就 2 8.7 

客家人 胡金發 1 4.3 

說明：河婆人、客家人分開係依照當地人的分類；各委員語言別係根據 2015 年 7 月 29 日訪談資整理。報導

人：本廟廟務顧問陳振龍先生，曾任副主席等職務。 

資料來源：雙溪古月蓮花廟管理委員會，1999，頁 17。 

我們可以進一步根據三山古廟籌委會、管委會歷屆理事名表（參見附錄一、附錄二）及

蓮花三太子廟籌委會（參見表 4)、第十五屆理事（雙溪古月蓮花三太子廟管委會 1999:8）及

1989 年第一次巡遊暨酬神街戲工作小組委員會名表（雙溪古月蓮花三太子廟管委會

1999:16），我們發現兩廟在籌備興建廟宇與廟宇興建完成後，兩廟的籌備委員及管理委員於

兩廟之間的微妙關係（參見表 5）。 

表 5：跨廟擔任職務人員年表 

委員名 三山古廟職務 蓮花廟職務 

福建人 

蕭錦 

1964 年至 1971 年，擔任籌委會

秘書。 

1972 年至 1977 年，擔任管委會

副秘書。 

1966年至1969年，擔任籌委會主席。 

1970 年，擔任管委會主席。 

1989 年，擔任第一次巡遊暨酬神街

戲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 

1999 年至 2000 年，擔任主席。 

河婆人 

蔡成就 

1974 年至 1997 年，擔任管委會

理事。 

1966 年，擔任籌委會委員。 

廣府人 

郭海初 

1976 年至 1977 年，擔任管委會

理事。 

1978 年至 1979 年，擔任管委會

查數。 

1980 年至 1985 年，擔任管委會

理事。 

1966 年，擔任籌委會委員。 

1989 年，擔任第一次巡遊暨酬神街

戲工作小組委員會副秘書及文書。 

河婆人 

羅木華 

1972 年至 1983 年，擔任管委會

理事。 

1966年至1969年，擔任籌委會委員。 

1970 年，擔任管委會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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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至 1989 年，擔任管委會

副總務。 

1990 年至 1993 年，擔任管委會

理事。 

1989 年，擔任第一次巡遊暨酬神街

戲工作小組委員會財政、募捐主任

及執行小組。 

廣府人

羅建昌 

1990 年至 1993 年，擔任管委會

副祕書。 

1994 年至 1995 年，擔任管委會

查數。 

1996 年至今，擔任管委會副祕

書。 

1999 年至 2000 年，擔任管委會副秘

書。 

資料來源：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 1999:15,16；雙溪古月蓮花廟管理委員會 1999:8,16,17。 

根據表 5 分析如下三種類型： 

甲、離開三山古廟往蓮花廟 

兩廟在籌備興建廟宇期間，蕭錦同為兩廟的籌備委員會成員。按蕭錦是福建人，於三山

古廟籌建期間任秘書一職，待建廟成功後連任三屆副秘書，1978 年之後未出現在該廟歷屆理

事名冊上。但有趣的是，在河婆人的三山古廟任職期間，赫然發現蕭錦於 1966 年至 1969 年

擔任蓮花廟籌委會主席，並努力促使蓮花三太子廟興建完成。綜合上述分析，這是否意謂著，

蕭錦原任三山古廟秘書後任副秘書一職，留下了為蓮花三太子廟興建奔走的伏筆；又或者身

處河婆客家人的三山古廟秘書，喚起自己福建人的意識，頗值得玩味。 

乙、離開蓮花廟往三山古廟 

蔡成就河婆人，是蓮花廟籌建廟宇委員，但自 1974 年起擔任三山古廟第二屆理事，至

1997 年第十三屆止。離開蓮花廟往三山古廟的原因，可能是河婆人身分、祖籍及信仰的認同。 

丙、往來蓮花廟與三山古廟之間 

郭海初廣府人，於 1966 年擔任蓮花廟籌建廟宇委員；1976 年擔任三山古廟第三、五、

六、七屆理事及第四屆查數；1989 年再度擔任蓮花廟第一次巡遊暨酬神街戲工作小組委員會

副秘書及文書職務。知名礦家羅木華河婆人，自 1966 年起擔任蓮花廟的籌委會委員，1970

年擔任管理委員會第一屆財政；1972 年起擔任三山古廟理事，連任六屆之後，改任三屆的副

總務至 1989 年止，1990 年起再改任兩屆的理事至 1993 年止，之後未再出現歷屆理事名冊上；

期間於 1989 年擔任蓮花廟第一次巡遊暨酬神接戲工作小組委員會募捐主任。羅建昌廣府人，

自 1990 年起即擔任三山古廟副秘書至今，1994 年為第十二屆查數；1999 年至 2000 年則擔任

蓮花廟第十五屆副秘書；或許縣議員的身分，以及在地英華酒樓的經理職務，促使他往來於

兩廟之間。 

以上三種類型：甲、原是三山古廟成員，而後離開三山古廟往蓮花廟；乙、原是蓮花廟

成員，而後離開蓮花廟往三山古廟；丙、往來蓮花廟與三山古廟之間等三類型。這大致呈現

河婆人群與福建人群分立的趨勢，而且又因為河婆人數居多，具有較長期的聚落論述傳統，

也較早籌建具祖籍意識的廟宇，這使得少數的福建人也因此熱衷於建廟以區隔彼此。值得注

意的是，這種藉由建立廟宇以延續新村建立之前與之後的兩段聚落史，則河婆人與福建人並

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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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流 

為什麼以河婆人口為主的聚落，會突顯自己的河婆身份認同？這並不符合一般常見的族

群現象，亦即族群認同通常只會表現在社會少數群體的人們身上。我們只能離開雙溪古月，

才能找到答案。 

（一）周邊聚落信仰 

站在雙溪古月的農園與礦湖東望，金寶山（Gunung Bujang Melaka）巨佛般趺坐大地，祂

的東麓由北而南幾個大大小小聚落群，分別為務邊、石山腳、也南、金寶、萬邦刁灣。務邊

及其附近的咖啡山與拉灣古打，以觀音古廟為信仰中心，目前規模創建於光緒 18 年（1892），

而且此廟之前身為他地且規模較小的水月宮；六月十九觀音生是年度最大祭典；有委員會組

織管理廟務（務邊觀音古廟義山委員會 2014）。從務邊沿大道南下，至也南新村，村內有觀

音宮，是新村最主要的信仰（Wong Chu Kiong 與 Ooi Soo Thong 2010）；建廟年代有廟匾可證，

為光緒 33 年（1907）；唯其餘細節暫未能詳。再往南行，再東向切入金寶山西北餘脈，進入

石山腳新村，村外有壽仙岩觀音廟，建於光緒 14 年（1888）；一年三次觀音生亦即二月、六

月及九月的十九日，皆有祭典；有理事會管理廟務（Wong Chu Kiong 與 Wong Qui Ling 

2010:7-11）。離開石山腳，南下進入縣治所在地金寶，金寶古廟創建於光緒 30 年（1904），係

在更早的水月宮、玉虛宮與三山國王信仰的基礎下，擴大改建；有金寶古廟義塚華人聯合會

組織管理廟務；是金寶街區的主要信仰（許文杰 2012:1-2）。從金寶再南下，至萬邦刁灣新村，

有觀音廟，其切確創建年代暫未能詳，但二次戰前已有觀音亭，目前規模係 1957 年所築；九

月十九觀音生是年度最重要祭典；有理事會管理廟務，是新村及周邊聚落的共同信仰（Yap 

Hong Ming 等 2009: 19-22）。即使離金寶山麓最遠，位在金寶縣最南端的東興港，雖以八仙

堂為主要信仰，並有理事會管理廟務（Yeong Shee Leng 等 2010: 22-23），但是也於 2012 年

新建落成相當宏偉的觀音廟（不著撰者 2012）。 

從以上概覽可以得知，金寶縣下各聚落皆以觀音為主要信仰，在這樣的氛圍下，雙溪古

月三山國王信仰可謂獨樹一幟。觀音信仰並不局限於某一省份的籍貫群，是一個團結某籍貫

群而又是超越某籍貫群的民間信仰，最具代表性的是麻六甲青雲亭或檳城的廣福宮；相同地，

霹靂州近打縣之觀音廟如金寶古廟等，則是超越籍貫，凝聚、團結或「平衡」廣東省各籍貫

群及反映各別同鄉會社會地位的廟宇（陳愛梅 2013:111，黃文斌 2014）。觀音信仰的這一跨

越人群的特性自然無庸置疑，然而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在特定社會裡，到底觀音會跨越多少人

群呢？反之，那些沒被跨越的人群不就意謂被排拒或者無意加入？到底又是什麼力量移動著

這人群的界線呢？吾人如一一仔細地端詳金寶古廟內的匾額等文物，就會發現箇中蹊蹺。 

踏入金寶古廟，從門口至正殿，屋樑上依序懸著 「海禺沐德」、「威靈顯赫」、「赫聲濯靈」、

「壯麗規模」、「祐我高高」、「澤被潮黎」（正殿虎邊）、「從今顯赫」（正殿龍邊）、「澤及同人」

（正殿主神上方）八塊匾額，而這八塊匾額中有六塊獻匾者的題名落款與祖籍人群有關，這

些祖籍人群分別為「南番順」、「清遠」、「瓊州」、「要明」、「從邑」、「韓江」（參見圖 2 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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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7六者皆位於中國廣東省，說明如下： 

 南番順又名三邑，即南海縣、番禺縣以及順德縣的合稱，亦是廣州市本地居民的來源地。

獻匾者題詞曰「海禺沐德」，字面的意思為縱使遠居海邊，仍沐浴在神明聖德中。其中「禺」

字即番禺之禺，一語雙關。 

 清遠即清遠縣，東南與南邊與廣州及佛山交界； 

 瓊州即海南島； 

 要明兩邑即高要縣與高明縣，位於廣東中部偏西，並未與廣州毗鄰；題辭曰「祐我高高」，

字面的意思就是神明庇佑我們獲得高又更高的福址；同時也可以解釋為神明庇佑我們高

要與高明兩縣的人們，一語雙關。 

 韓江為潮州主要河流，由廣東梅江、汀江及梅潭河匯流，在此應指潮州；題辭「澤被潮

黎」，意謂神明的恩澤覆蓋著潮州的人們，刻意將「潮」字嵌入題辭中。 

                                                 
37

 以下關於六處祖籍之討論，均參考毛鴻賓、郭嵩燾、桂文燦等（1967:10-14），不一一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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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廣府周邊縣份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 Li, Henry, 2007 

 從邑即從化縣，即廣州北邊；題辭曰「從今顯赫」，字面的意思是得到神明的眷顧，從此

聲名顯赫；刻意將「從」字嵌入題辭中。 

這六塊匾額標示了廣府及周邊人群在廿世紀初，獻匾支持了金寶古廟的創建。而正殿上，

也就是全廟最重要的一塊匾額係由 38 個商號以「建廟值理衆等」的身份，拜題「澤及同人」

四字，更是表明這一群商人超越了祖籍人群之認同，祈求神明將德澤普及於所有人們。再加

上金寶古廟三尊主祀與同祀神明，亦即觀音、玄天上帝及三山國王，係由原已存在之水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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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玉虛宮兩廟，或許三山國王亦有原廟，那麼三間廟宇係搬移並整合在一間廟中。38這些線

索幾乎讓我們確認觀音信仰整合了金寶地區不同祖籍，操廣府、客家及潮州語的人群。 

然而，這些祖籍以外的人群呢？來自於嘉應州屬，亦即組成梅江會館的人群，不在其列；

遑論早在金寶市區立足，並且創辦培元中學前身福建學堂的福建人。同時，與前述六塊匾額

所顯示的祖籍人群毗鄰的惠州人，在建廟過程中的角色也頗費思量。惠州人與金寶古廟關係

的討論有幾條線索，其一，金寶古廟廟內未見惠州人獻匾，但廟外廣場則有一對石獅，刻有

「惠州十屬弟子敬送／光緒甲辰年重冬月立」，這或許可以詮釋為惠州人未參與建廟，但以石

獅為賀禮；其二，金寶尚有譚公廟，依廟匾可知係建於光緒 23 年（1897），亦即金寶古廟以

水月宮為主納進各人群信仰時，與惠州人素有淵源的譚公信仰不在其列；其三，增城人王龍

元在建廟時所送天公爐則立在廟內入口三川殿中，這王龍元與海山公司要角鄭景貴的相片目

前仍高懸於廟左近增龍會館之大廳上，而海山公司與惠州十屬的義興公司十九世紀中期在馬

來西亞錫礦的競爭曾爆發多次戰爭。另外，在鄰近金寶與雙溪古月的督亞冷，也以譚公廟為

主要信仰。彙集這些線索，雖不能盡脫譩測之嫌，但是大致可以論斷惠州人不在金寶古廟所

凝聚的人群中。 

換言之，在清代廣東省廣州府、肇慶府、惠州府、潮州府（後分出嘉應州）、高州府、雷

州府、廉州府、韶州府、瓊州府等州府中，金寶古廟所凝聚的人群以廣州府為主，旁及潮州

府與瓊州府，但是惠州、嘉應州與福建省等則在界線之外（參見圖 3）。 

 

圖 3 清代廣東州府圖 

資料來源：客家人 2014。 

綜上所述，在整個以觀音信仰為主流的金寶華人社會裡，確實超越了相當程度的祖籍人

                                                 
38

 關於金寶古廟建立前，是否已有三山國王為主神之神廟，陳愛梅（2013）與宋燕鵬（2016）有所推測，唯目

前並無完整資料可以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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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然而如果據此認定金寶華社在 20 世紀初就已經打破了方言群的藩籬，用金寶古廟團結了

廣東社群，進入籍貫認同的新階段（宋燕鵬 2016:71），應該是過於樂觀的推論，實際上各方

言群之互動係在有分有合的競合關係中。 

（二）跨區域交流 

相對於在金寶某種程度的「區隔」特徵，雙溪古月的三山國王信仰卻另有跨區交流的特

徵，這在慶典裡清楚呈現；而這種慶典裡的交流關係又源遠流長於河婆同鄉之交流關係。 

每年二月廿三日起，雙溪古月三山國王神誕慶典活動期間，吉隆坡蕉賴的三山國王廟便

約三四十人共剩一輛巴士，前來參拜；而每年農曆六月，吉隆坡三國國廟祭典時，雙溪古月

也有一輌巴士的村民前往該廟參拜。至於農曆十月初二舉行的國王登龕週年祭典與紀念宴

會，則甚至有遠從新加坡前來參拜者，他們大都是河婆人，一行約 30、40 人乘著一輌巴士車

前來參加慶典活動。每年這兩次慶典宴會往往席開百桌，千人以上與會。39
 

這種跨區域交流的現象早在建廟之初即已開啟，1964 年 9 月雙溪古月籌建廟宇之始，籌

備會的理事們便多番前往柔佛州士乃三山古廟取經，參考廟宇建造、簽詩、神像真身等事務

（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 1996: 8）。同時，這種跨區域的河婆同鄉交流頗為源遠流長，

1958 年馬來西亞最早的河婆同鄉會成立，正是雙溪古月所在之霹靂州；十一年後（1969）吉

隆坡河婆同鄉會成立。吉隆坡河婆同鄉會的前身為和平俱樂部，早在 1945 年 10 月間，亦即

戰後不久便成立。40在吉隆坡河婆同鄉會尚未成立前，已有霹靂河婆同鄉會拜訪和平俱樂部

的紀錄（張肯堂 2001:16）。1979 年前後，霹靂州的河婆同鄉還在各村鎮成立了七個河婆互助

會，雙溪古月河婆同鄉互助會即其一。至 1986 年「馬來西亞河婆聯合會」註冊成立，1998

年 8 月易名為「馬來西亞河婆同鄉會聯合總會」，簡稱《河總》（張肯堂、李富安 不著日期）。

河總由六州屬會所組成即柔佛州河婆同鄉會、霹靂河婆同鄉會、吉隆坡河婆同鄉會、美裡河

婆同鄉會、森甲河婆同鄉會以及砂拉越河婆同鄉會，兩年輪值辦理一次大會（馬來西亞河婆

同鄉會聯合總會 不著日期）。 

這種同鄉會性質的組織體制，至近十餘年間，更創辦了全國性的河婆節慶活動，以擴大

影響力。2004 年河總在砂拉越砂拉越古晉河婆同鄉會召開的河總執委會議，決定以五月一日

為全國河婆擂茶節，並在古晉辦理第一屆擂茶節（砂拉越河婆同鄉會 不著日期；不著撰者，

2014），並且持續至今。2016 隆雪河婆同鄉會會長蔡文洲在全國河婆擂茶節的會場上，即倡

議 2017 年 11 月初舉辦第三屆世界河婆同鄉聯誼大會，同時籌組成立世界河婆聯誼總會，要

把馬來西亞河婆同鄉會帶入世界舞台；同一個場合，其他貴賓致詞則提及全國華人文化節（不

著撰者 2016）。 

換言之，從戰後與新村集中計畫年代的和平俱樂部，中經河婆同鄉會，一直到晚近的全

國河婆擂茶節，70 年來，馬來西亞河婆人群的論述活動未曾停止，而雙溪古月 1970 年代建

廟之舉，可以看成是這長期論述的一環。 

                                                 
39

 本文第二作者於 2015.7.27 在三山古廟訪談梁吉雲與蔡明星。 
40

 文獻資料所顯示之成立年代略晚，依吉隆坡同鄉會檔案資料，1949 年 9 月 30 日呈報社團註冊官的執委存

稿；1951 年起有會議記錄；1952 年 4 月 2 日獲准註冊，並經政府憲報公佈（蔡冠群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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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行文至此，吾人嘗試回想初履雙溪古月即感受到突出河婆認同，其來源究竟為何？經由

聚落史、三山國王信仰與社群交流等面向的討論，在此提出解答。雙溪古月建廟的故事意謂

著以地方社會為基礎，結合跨區域的人群交流，成就了馬來西亞河婆人的認同。前者指的是

始於 19 世紀末，將同姓（蔡姓）血緣組織嵌入錫礦開採生產模式的河婆移民，在山番港所建

立的聚落；隨後的新村計畫所造成的強迫人口集中，係在這聚落發展的軌道上持續前進，並

且擴大了河婆人的聚落；雙溪古月正是依靠三山古廟的異地重新擴建，連結了新村建立前後

的兩段聚落史。後者包含兩個層次，其一為雙溪古月的河婆人並未被納入以金寶為中心的跨

祖籍人群整合，這種整合顯現為金寶縣十分普遍的觀音信仰，而雙溪古月的三山國王信仰顯

得十分獨特；其二則為二戰之後馬來西亞長期的河婆認同論述，而且這實際上表現在雙溪古

月建廟歷史與每年祭典的跨區域的河婆人群交流活動中。簡言之，雙溪古月突出的河婆認同

係源自聚落歷史、信仰與方言群區位。 

在這樣的態勢下，雙溪古月福建人的建廟活動可以看成是與河婆人既仿效又競爭的結

果。占優勢的河婆人帶來了原有的三山國王信仰，並建立三山古廟作為自己社群的象徵；而

原居於此的福建人，則據此也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中心─蓮花廟，於是一個社區形成了兩個不

同的信仰單位。只是儘管二者相同地被排除在金寶跨祖籍人群的界限外，但欠缺跨區域人群

聯結的福建人，在雙溪古月就顯得相對弱勢。41這種彼此競爭又相互區隔的現象，使得居優

勢的河婆人以三山古廟作為信仰中心，並取得公廟的位置；而蓮花廟是福建人的，沒有公廟

的位置，因此其信仰氛圍走向問事之類，相對地較為個人功利的取向。 

最後，在結束雙溪古月新村的聚落史與信仰之旅前，我們再度玩味當地「河婆非客家」

這一命題。蔡明星的父親蔡明（1924-1992）在四十壯盛之年與同儕籌畫又創建了三山古廟，

並且擔任十屆（1972-1991）管委會主席，直至過世；那時已經擔任秘書及副會長的明星，隨

即被推選為主席，並續任至今。他生活在河婆人佔多數且高比例的蔡姓人口的聚落裡，面對

廣府話為主的金寶市，在河婆認同論述長期發展下，與區域外的河婆同鄉交流，當他說「客

話我們不會講，我們講河婆」時，等同於呼應了麥留芳（1985:197）對於方言群之真實性的

主張。這一真實性即操雷同或相近方言者的群體意識，麥留芳同時判斷在馬來亞二十世紀中

期的街市它已式微，但在雙溪古月這一類的新村，直到此刻二十一世紀，仍然那麼真實。

                                                 
41

 金寶福建人屬相對少數，但培元學校之建立卻與福建公會息息相關，這是本文未多做發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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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歷屆理事 1964-1983 年 

資料來源：

雙溪古月三

山古廟管理

委員會

1996:15。 

 

年份 
1964.9.21~ 

1971.1.31 
1972~1973 1974~1975 1976~1977 1978~1979 1980~1981 1982~1983 

屆數 

職位 
籌委會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會長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副會長 
方亞九 蔡家松 蔡家校 蔡家校 蔡家校 蔡家校 蔡家校 

蔡志明 蔡志明 蔡家松 蔡家松 蔡家松 蔡家松 蔡家松 

總務 蔡高克 蔡高克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副總務 
蔡訪 蔡傳產 蔡志明 蔡訪 蔡訪 蔡訪 蔡美店 

蔡坎 蔡興行 蔡興行 蔡美店 蔡美店 蔡美店 蔡訪 

秘書 蕭錦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副秘書 
梁吉雲 蕭錦 蕭錦 蕭錦 蔡甘 蔡甘 蔡明星 

周清保 周清保 周清保 周清保 周清保 周清保 蔡國昌 

財務 蔡傳產 張順 張順 蔡高橫 蔡高橫 蔡高橫 蔡高橫 

查數 
蔡樣 蔡高橫 蔡高橫 蔡訪 蔡樣 蔡見 蔡樣 

蔡頓 蔡訪 蔡美店 蔡志明 郭海初 梁池根 梁池根 

理事 

張陣 蔡玉才 羅木華 羅木華 張順 張順 張順 

蔡棠 梁池根 梁池根 蔡甘 羅木華 羅木華 蔡銘 

蔡道 蔡坎 蔡甘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銘 蔡銘 蔡成就 張順 蔡志明 蔡志明 羅木華 

梁初 羅木華 賀福 蔡銘 蔡銘 蔡銘 黃學為 

蔡果 蔡甘 蔡銘 蔡明苟 梁池根 蔡樣 蘇玉培 

蔡壇 蔡壇 蔡樣 蘇玉培 蘇玉培 蘇玉培 蔡志明 

劉中和 蔡棠 蔡訪 郭海初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洲 蔡美店 蔡永安 黃學為 黃學為 黃學為 蔡明苟 

蔡玉才    蔡明苟 蔡明苟 蔡見 

    蔡興行 蔡興行 郭海初 

    蔡高克 郭海初 蔡國裕 

    蔡國裕 蔡國裕 何啟年 

    蔡見 何啟年 蔡美榮 

    賀福 賀福 蔡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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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歷屆理事 1984-1997 年 

年份 1984~1985 1986~1987 1988~1989 1990~1991 1992~1993 1994~1995 1996~1997 

   屆數 

職位 
第七屆 第八屆 第九屆 第十屆 第十一屆 第十二屆 第十三屆 

會長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星 蔡明星 蔡明星 

副會長 
蔡家校 蔡明星 蔡明星 蔡明星 蔡訪 蔡見 蔡見 

蔡美店 蔡美店 蔡美店 蔡美店 蔡美店 蔡美店 蔡訪 

總務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蔡傳產 

副總務 
羅木華 羅木華 羅木華 蔡保福 蔡保福 蔡古明 蔡古明 

蔡訪 蔡訪 蔡訪 蔡訪 蔡永平 蔡富財 蔡錦洲 

秘書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梁吉雲 

副秘書 
蔡明星 陳亞友 陳亞友 陳亞友 陳亞友 陳亞友 陳亞友 

蔡國昌 何啟年 何啟年 羅建昌 羅建昌 蔡明雄 羅建昌 

財務 蔡高橫 蔡高橫 蔡高橫 蔡高橫 蔡高橫 蔡美榮 蔡高橫 

查數 
蔡樣 蔡樣 蔡樣 蔡樣 蔡樣 蔡見 劉泗 

梁池根 梁池根 梁池根 蔡美榮 蔡美榮 羅建昌 蔡錦新 

理事 

張順 張順 張順 蔡明雄 蔡明雄 蔡保福 蔡明雄 

蔡銘 蔡銘 蔡銘 蔡銘 蔡銘 蔡宜廷 蔡宜廷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成就 

蔡家松 蔡國昌 蔡國昌 何啟年 何啟年 何啟年 何啟年 

黃學為 黃學為 黃學為 黃學為 黃學為 黃學為 黃學為 

蘇玉培 蘇玉培 蘇玉培 蘇玉培 蘇玉培 蔡訪 蔡美店 

羅生 羅生 羅生 羅生 羅生 羅生 羅生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永安 

蔡明苟 蔡明苟 蔡明苟 蔡明苟 蔡明苟 蔡明苟 蔡明苟 

蔡見 蔡見 蔡見 蔡見 蔡見 蔡樣 蔡樣 

郭海初 房孟強 張貴仔 張貴仔 張貴仔 張貴仔 張貴仔 

蔡國裕 蔡國裕 鍾棠 鍾棠 鍾棠 鍾棠 鍾棠 

何啟年 劉泗 劉泗 劉泗 劉泗 劉泗 蔡富財 

蔡明榮 蔡美榮 蔡美榮 羅木華 羅木華 蔡永平 蔡永平 

蔡明瑞 蔡明瑞 蔡明瑞 蔡明瑞 蔡明瑞 蔡明瑞 蔡明瑞 

資料來源：雙溪古月三山古廟管理委員會 1996:16。 

 

附錄三：金寶古廟匾額一覽表 

南番順三縣敬送 海禺沐德 光緒 31 年乙巳孟秋（七

月） 

清遠闔邑敬送  朱汝珍書 威靈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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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州眾等敬奉 赫聲濯靈 光緒三十年仲冬吉旦 

弟子北城行等敬送 壯麗規模 光緒甲辰年仲冬榖旦 

弟子要明兩邑等敬送 祐我高高 光緒甲辰年仲冬吉旦 

韓江衆等敬送 澤被潮黎 光緒乙巳年春題 

從邑衆弟子敬送 從今顯赫 光緒歲次甲辰冬月吉旦 

生和號  日昇號  阜昌號  廣東棧  

廣利棧  廣昌棧  福昌號  祥華號  

公源號  永豐棧  致祥號  協和號  

冠珍樓  潘義合  萬德隆  成茂春  

利昌號  東盛號  泰和號  仁德號  

岐興號  友昌號  怡德號  益壽堂  

萬生號  成興號  陳昌記  錦安號  

萬興號  公興號  兆榮號  泰興號  

梁釗記  何榮利  恒裕隆  南美號  

廣仁堂  寶源號  建廟值理衆等拜題 

澤及同人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仲

冬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並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