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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活動報告參加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活動報告參加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活動報告參加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活動報告 

壹、 前言 

除了海峽兩岸之外﹐馬來西亞是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

區﹐估計約有 150 萬人﹐在客家冒險精神的拼搏奮鬥下﹐客

家人在文、教、政、經等各領域都有超凡的成就與貢獻﹐為

了進一步傳承與提昇客家文化﹐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規

劃了「第一屆客家文化節」﹐自 2004 年 10 月份開始，由全

國各屬會分別在各地輪流舉行﹐希望這是一個起始，往後藉

由每年文化節的舉辦，能將客家文化推廣到馬來西亞全國，

並達到團結鄉賢﹐促進文化交流的崇高目的。 

主辦單位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簡稱客聯會)成立

於 1978 年 1 月 1 日﹐現任理事長為拿督吳德芳，該聯合會

是馬來西亞全國性的社團組織﹐旗下有 66 個組織單位(分

會)﹐在各地有超過 134 個以上的公會、會館或同鄉會外圍

組織﹐係屬於傳統僑團組織﹐活動力甚強﹐與海峽兩岸客家

組織均有互動。在台灣與世界客屬總會﹐台北市客家自強

會、台南市客家協會等社團組織均有往來，該聯合會於 2002

年辦理亞細安客家第三屆懇親會時﹐我國台北市政府民政

局、台北市客家自強會、台南市客家協會、台灣寶島電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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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衫樂舞團均派員與會，雙方互動尚屬緊密。 

客聯會屬馬來西亞全國性社團﹐具有強的動員及良好的

經濟實力﹐加以主事者對客家文化推動具有積極之使命感﹐

是以該會所辦理之活動除獲得當地政府高度重視外(如 15 屆

懇親大會及第三屆亞細安懇親會﹐馬國總理均親臨參加)﹐

國內、外媒體亦多所關注及報導，本次辦理第一屆客家文化

節活動，除當地社團積極動員參與外﹐亦廣泛邀請台灣及他

國客屬社團，包括大陸廣東、福建等地區之客屬團體參加，

規模十分盛大，據此「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活動﹐未來或有

機會成為該國最重要之客家文化活動﹐基於建構台灣成為客

家文化中心之目標﹐本會乃派員與會﹐俾有助於國際客家文

化交流之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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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安排 

由於本會於十月份業務繁忙，李副主任委員永得於馬來

西亞停留的時間有限，在短短的三天內，除選擇性參加客聯

會主辦的活動外，亦前往沙巴與當地客家社團會晤，增進彼

此交流，在行程安排上十分緊湊。 

參加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活動行程表 

月 日 星期 起訖地點 工作內容 

10 22 
五 台北—吉隆坡 一、 搭機赴吉隆坡 

二、 抵達雙威（sunway）飯店，參

加歡迎晚宴活動 

10 23 
六 吉隆坡 一、 參加客家學術研討會 

二、 參加中原之夜聯歡晚會（民政

大廈宏願堂） 

三、 會見當地客家社團 

10 24 
日 吉隆坡—沙巴 

—台北 

一、 搭乘馬航 MH-2604班機赴沙

巴，拜訪沙巴洲客聯會 

二、 搭機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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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際執行情況 

民國 93 年 10 月 22 日由李副主任委員永得率陳祕書瓊

華及綜合處負責海外業務科員范娟華小姐，搭乘中午班機飛

往吉隆坡，於晚間 7 時許抵達吉隆坡機場，客聯會羅副會長

金德及李德英先生會同僑委會林祕書渭德前來接機，一行人

隨即趕赴參加該日於雙威旅館舉行的歡迎晚宴，惟在機場略

有耽擱，且機場至會場仍有一段距離，是以趕赴現場時，晚

宴已近尾聲，於是在晚宴結束後與吳拿督德芳及當地客家社

團人員小聚，就推展客家文化、語言及進行海外客屬團體合

作交流等多方面交換經驗及心得。 

客聯會為打響第一屆客家文化節名號，除邀請亞洲各國

客屬團體參加外，在整體活動安排上亦儘量豐富多元，整個

活動自 9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5日止在各地都有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靜態的文物展：如中外客家名人傳略展、客家人中原南

遷風情圖片展、馬來西亞客家歷史文物資料圖片展、馬來西

亞客家藝術作品展及客家民俗風情圖片展等；在動態的活動

上則安排有：客家美食品嚐會、第一屆客家學術研討會、客

家山歌巡迴義演、客家山歌交流會及中原之夜聯歡晚會。在

靜態方面，本會提供台灣客家風俗圖片 100張，提供當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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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在動態活動方面，則選擇參與次日 10 月 23 日上午於民

政大廈辦理之「客家學術研討會」，期望能透過研討會各項

議題，更深入了解馬國客家文化的發展遞嬗。該會邀請到同

為客家子弟的教育部韓副部長春錦主持開幕儀式，其後分二

階段進行研討，第一階段由楊天德博士主持，第二階段由熊

遠賓先生主持，討論的議題包括： 

1、 孔永松教授：論羅芳伯的偉大歷史貢獻。 

2、 梁純菁教授：經濟全球化與客家族群—機遇與挑

戰。 

3、 陳崇傑先生：森美蘭州客家人開拓史。 

4、 張侃教授：胡文虎與馬來西亞客家社團關係初

探。 

5、 李純恩先生：探討台灣客家生命力的轉型。 

6、 陳劍先生：客家人與抗日運動。 

7、 鄭赤琰教授：士乃客家小鎮半世紀。 

8、 賴觀福先生：緊急狀態時期的客人。 

9、 劉崇漢先生：從歷史深處走來—探尋布賴客家歷

史文化。 

10、 鄭永美先生：檳城客家人給孫中山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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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琛發博士：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天主教信仰特

色。 

12、 蘇慶華副教授：客家人與媽祖崇拜。 

13、 田英成碩士：廉律—一個沙勞越客家鄉鎮的社會

變遷。 

由於李副主委身體微恙，並未全程參與即先行返回旅館

休息。中午，與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吳代表文雅

等人小聚，了解本地社團活動梗概。下午，在李副主委略事

休息之後，沙巴客聯會鄧會長福恩率領的一行人前至飯店與

李副主委會晤，在短暫的意見交換之後，並報告明日沙巴參

訪行程。 

晚間的中原之夜係本屆客家文化節的重要活動，所有來

自國外的客家團體代表均受邀參與該項晚會活動，預計有六

百人的規模。由於客聯會舉辦本次活動，強調不涉及政治立

場，因此晚會只安排該國部長、及吳德芳發言，不擬邀其他

單位致辭，然而據了解中共駐外代表受邀在內，我方代表則

未被邀請；且在幾度與主辦單位聯繫之後，確定李副主委未

被安排致詞，且桌次落於第 5桌，顯然在中共多方「關注」

之下，李副主委代表客委會的官方身份未受重視，為避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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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化，我方決定拒絕出席。 

10 月 24 日清晨搭 7 時 15 分的馬航班機前往沙巴，9 時

50 分抵達亞庇機場，受到楊拿督德利（沙巴前首席部長、全

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亞細安客屬公會聯合總會、馬來西

亞客家公會聯合會榮譽會長）、譚拿督業成、鄧拿督福恩（沙

巴暨納閩客家公會聯合會會長）以及沙巴客聯總會等人士的

熱列歡迎。 

沙巴位於東馬來西亞，位於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島的

北部，是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市，其首府亞庇市，又名「可打

京納巴魯」，現有華人 34 萬多人，客家人約佔華人總人數的

百分之 70，客語幾乎已經成為當地的「國語」，凡從事大型

貿易或小本買賣者，如不懂客語即無法經營。客家人勤苦、

耐勞的特性，使得客家人在當地出人頭地，多年來出現許多

優秀的人才，無論在政經、文教、社會福利方面均表現不俗，

貢獻卓著。 

在拿督楊德利等人陪同下，先前往沙巴客家大廈地基參

觀並聽取簡報，該客家大廈係以客家古傳統圓土樓造型而設

計，預計整體計劃完成後將是東南亞最大的客家建築；隨後

轉往沙巴崇正中學參觀訪問，該中學係由客家人創辦，亞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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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公會承辦，是東馬最大、且為全國著名的民辦獨立中

學，客家人在當地的力量由此可見一班。之後抵達雲華酒店

共進午餐，並交換意見。 

席間，李副主委以客語作簡短的致詞，首先感謝楊拿督

德利、沙巴及那閩客家公會聯合會、沙巴崇正中學等人士的

熱情接待，對於客家語言及文化在沙巴能夠如此完整的被保

存印象深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其中的首要任務即

為挽回逐年流失的客家語言及文化，根據調查，在台灣 13

歲以下會說流利客語的客家後生，僅 11.7%。換言之，每十

位客家家庭 13歲以下的小孩，大約只有一人會講客家話。

依照這種流失速度，客家話不出二十年，就會在這塊土地消

失，因此客委會透過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協調教育部加強鄉

土語言的客語教學、公共領域推廣客語計畫、強化客語傳播

計畫等方式，積極推動客語的復甦，尤其在 2003 年 7 月 1

日開播的客家電視台，開啟了全天 24小時客語播出的新紀

元，不但對客家鄉親提供多元的娛樂、資訊等功能，更重要

的是對客語的尊嚴與自信之提昇有顯著功能，催化客語的傳

承，也成為各族群朋友學習客語的重要管道，根據最近的調

查，發現 13歲以下會講客語的客家後生為 13.8%，比 2003



 10

年的 11.7%，上升了 2.1%，雖然回升幅度不高，但這是幾十

年來「止跌回升」，扭轉了下降趨勢，這些成果令人欣慰與

鼓舞。 

自羅主委上任後，特別著重客家青年之培育與發展，為

讓更多後生青年參與客家、認同客家，規劃辦理暑期營隊—

「後生新聞營」及「客家棒球營」，獲得許多年青學生的廣

大迴響，同時亦推出「築夢計畫」補助方案，協助客家青年

出國吸收新知，增廣見聞，為客家發展注入活水，並奠定客

家文化往下紮根的基礎。 

未來，客委會將持續以服務客家、行銷客家及向下紮

根、培育人才等方式，來達成延續並復興客家文化、建立客

家人的自信與認同感、提昇客家鄉鎮生活品質等三大願景，

在推動客家文藝復興運動的同時，形塑快樂、健康、有尊嚴

的客家群體，實踐台灣多元文化的理想。 

在餐會結束後，李副主委接受當地記者媒體的訪問，隨

即趕往機場，搭機返國，結束本次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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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檢討與建議 

據主辦單位吳拿督德芳表示，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

節原規畫以當地客屬社團為主，並不主動邀請國外朋友，由

於「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多年來在客家事務上的用心

經營，與新加坡、汶萊、印度等國家之客屬團體建立良好關

係，因此周邊國家之客屬團體均表達高度參與之意，於是主

辦單位也印製邀請卡，分邀有意與會之團體，包括中國廣

東、福建等地之客屬團體，期望能凝聚客家共識，發揚客家

文化。 

由於中共近年來的對客屬鄉親統戰日亟，一方面藉以民

族情感與經濟利益，有系統的加強對海外僑團進行聯誼，一

方面逐年擴大舉辦懇親會，企圖以文化尋根為手段，積極拉

攏海外僑胞，客聯會成員大多經商，礙於經濟考量，不免受

制於中共，在「中原之夜」我方代表未能被重視，讓人深表

遺撼，然該地重要客籍領袖許多為留台人士，對台灣有著十

分濃厚的感情，至於東馬—沙巴更是如此，對台灣十分友

善，且客家人在沙巴當地影響力極大，目前尚未受到中共勢

力入侵與干涉，是未來可經營之地。 

本次出訪，雖然行程匆匆，然與沙巴之間建立良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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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對未來客家業務推展具有良善的作用。因此，建議未來

努力方向如下： 

一、 持續支持各項國際客家會議之辦理，以加強海外客

家社團與本國的聯繫 

「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文化節」是馬來西亞的

客家人為傳承客家文化而舉辦的大型國際會議，對

其維護客家文化並加以發揚的精神，我們抱持肯定

的態度，本會為全世界第一個中央部會層級的客家

事務專責機關，對於海外各客家社團應予以協助推

動其會務，使客家文化以在異鄉生根結果，至於此

次客聯會未能做好妥善規劃，以擺脫政治力介入深

表遺撼，未來，我們除了對國際性的客家會議持續

支持外，對於參與此等活動的方式與型態也將全面

檢討，務求國家立場以及推展客家事務上之兩全。 

二、 補助展演團體參與海外客家社團所舉辦之活動 

為傳揚客家文化，客委會於成立初始即秉持傳

統與創新的理念，培育國內客家藝術表演團體，並

每年舉辦客家文化藝術節，將培育及創新的成果展

現於台灣各地，並獲得大眾的肯定與認同，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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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優秀藝術團隊，可適時舉薦與補助其參與國際型

客家活動，一方面可表達我政府對海外客家社團及

鄉賢關懷之意，同時亦可宣揚台灣本土在客家文化

的深耕與努力，促進文化交流。 

三、 舉辦國際型活動，邀請海外人士回國參與 

例如定期舉辦「全球客家文化會議」，邀請世界

各地客屬社團代表回國，以促進全世界客家人凝聚

向心力；又如辦理「世界客家青年文化夏令營」，結

合世界各地優秀客家青年，共同研習並發揚客家文

化，使得客家文化得以傳承並更加豐富而多元；此

外本會正積極規劃於 2005 年 10 月舉辦「客家文化

產業博覽會」，除作為客家特色文化及產業整體對外

展示銷售的平台，讓本會歷年來在產業輔導的成果

得以展現外，也讓海內外民眾體驗新客家文化的嘉

年華。 

四、 利用媒宣，推展客家文化 

本會為承傳並宣揚客家文化，於 2003 年 7 月 1

日開播的客家電視台，提供豐富客家文化，不僅是

文化承傳的工具，亦是建立客家與其他族群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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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窗口，未來，更期待能透過活潑多樣的優質客

家電視節目與世界接軌，向全世界發聲，朝建構本

會成為世界客家文化中心的樞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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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客家人在馬來西亞駢手胝足，以勤苦耐勞的特性，終於

經營出一片天地，並在政治、經濟地位上有傑出的表現，如

今更以自身力量舉辦客家文化節，期待透過一年一度的文化

盛會，將客家文化的火種散播於馬來西亞各地，其積極維護

並傳揚客家文化的精神，令人敬佩，尤其在沙巴地區，客家

語言保存十分完整，加上客家人的團結一致，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創辦客家學校、興建客家文物館，成績斐然，更是

值得學習。 

此次活動因未能全然避免政治力的介入，使活動美中不

足，殊為可惜，值得欣慰的是此行與東馬—沙巴客屬團體建

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為未來客家文化活動的合作與推展奠

下良好基礎，因此對於此次出訪馬來西亞活動，我們仍抱持

正面肯定的態度，同時深信，唯有全世界客家人共同一心，

敞開胸襟，為維護客家而努力，客家文化才能歷久不滅，更

加豐富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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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第一屆客家學術研討會—韓副部長春錦致詞 

 

亞庇機場受到楊拿督德利及沙巴客聯總會等人士的熱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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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沙巴客家大廈地基 

 

聴取沙巴客家大廈地基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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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沙巴崇正中學 

 

沙巴崇正中學致贈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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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副主任委員於餐會中致詞 

 

李副主委致贈沙巴及那閩客家公會聯合會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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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及那閩客家公會聯合會致贈本會匾額 

 

李副主委介紹贈本之一：客家陶燒小水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