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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由微觀描述來理解與闡釋區域脈絡下客家與族群經驗的形成與變
遷，是探索全球客家概念的一種路徑與註解。本期專號 〈砂拉越客家
研究〉，從民族誌田野、文獻檔案，以及田野語言學材料的描述與解釋，
提供一個細緻的觀點來討論砂拉越地區客家族群變遷的複雜歷程。
誠如本期專號主編徐雨村所提到「以南砂古晉一帶的客家人為核
心，這個地區向來是砂拉越客家人的最大集中區，也是砂拉越客家源流
及發展論辯的發生地」。本期專號四篇文章聚焦在此重要地區之客家與
族群經驗的理解。林開忠的〈砂拉越新堯灣周邊客籍華人與達雅族的異
族通婚家庭〉一文，提供了從婚姻與親屬的場域，面對砂拉越華人在地
化的族群經驗。Daniel Chew 的文章 “A Hakka Civil Servant in Sarawak ”
是一篇相當特別的文章。作者通過描述父親在英屬馬來亞殖民時期擔任
公職的生命史經驗，討論國家、教會等不同勢力，對砂拉越客家移民教
育與身分轉變的影響。吳中杰與陳素秋合寫的〈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
客語音韻及詞彙調查與比較研究〉，提供基礎且紮實的田野語言材料。
砂拉越客家文化多元、混陳的族群現象，通過古晉地區所使用的客家語
言裡大量借入的詞彙，得以顯現。專號的第四篇文章羅烈師與陳敏萱合
著的〈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 1974）〉，主要
通過了古晉地區華人新村老人回溯的生命史訪談敘事，討論困頓與壓抑
的情緒與情感，如何形塑著當地新村華人面對祖國、國家、殖民，與家
園之認同經驗的複雜性。
與專號的文章所提供的砂拉越客家族群經驗在地化的動態與複雜性
相呼應，本期的研究論文，張鳳英的〈明中葉以來閩西地區羅祖教的宗
族化與地方化：以《大乘家譜》為中心〉，面對了宗教與宗族兩種場域

vii

間相互的作用力。本文由流通在閩贛邊界客家地區的羅祖教信仰的文本
內容，闡述自清代以來在地區結群展現的宗族化與在地化傾向。
除了前述的專題與研究論文，本期田野紀要、書評與影評，也提供
正在開展中的研究議題與多元角度下的臺灣與海外客家族群、歷史與區
域經驗的書寫紀錄的介紹與評論。莊仁傑的〈柔佛古廟遊神中的新山客
家公會與感天大帝〉與黃信洋的〈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
尋蹤」夏令營紀要〉，一者提供了對於馬來來西亞柔佛地區族群團體與
民間信仰的關聯；一者提供了在學術機構的場域裡，台灣年輕學子探訪
華南客家文化的學習經驗。本期書評洪馨蘭評論鍾秀梅、宋長青撰述的
《臺灣客家婦女研究：以美濃地區鍾、宋兩屋家族婦女 生命史為例》。
值得留意的是，除了評論者提出女性生命史敘事，公共參與女性主義觀
點的論辯。三位女性書寫者與參與本書的已故社會寫實攝影記者李文
吉，都擁有深耕美濃社會多年的經驗，與美濃在地的生命史歷練。延續
上期的非書籍評論，李宇昇與徐智俊由對〈金曲獎頒獎典禮〉的觀察，
提出客家與主流的跨文化溝通。客家研究相關機構的介紹與書目彙編，
是本刊提供讀者論文外的客家與族群研究的延伸訊息。感謝蔣絜安介紹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以及官武德協助整理 2003-2014 年客家委員會獎助
客家研究計畫書目彙編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計畫書目彙編。
最後，衷心感謝本期每位作者、審查委員、編輯委員，與編輯部每
位協助的同仁。因為您們的奉獻與耐心投入，才有本期刊物順利出版。

執行編輯

簡美玲謹誌

2016 年 4 月 24 日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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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馬舞起源於 700 多年前的中原地區古越族，明末時期成為客家人
祭祀三山國王的儀式，進而流傳到廣東饒平地區，在農忙後，村民以布
馬舞慶豐收與除妖避邪。而中壢區過嶺地區是饒平客家先民在臺的聚居
處，至今仍保有部份古老的饒平聚落和建築，諸如許信良家、劉家老
屋，邱家、陳家祠堂等，皆可看到饒平客家文化的影子，唯獨源自原
鄉的「布馬舞」文化已消失多年。為傳承客家文化，桃園市客家事務
局打造高 6 公尺的 Q 版大型布馬燈做為園區意象。此大型布馬花燈係
為狀元郎身騎布馬，以客家布馬陣傳統藝陣為主軸，裙擺處以客家花
布為設計，狀元郎駕馬所經之處，象徵「行行出狀元，馬到成功」。
（文 ‧ 蔣絜安／圖 ‧ 張維安）

全球客家研究，2016 年 5 月
第 6 期，頁 1-32

1

明中葉以來閩西地區羅祖教的宗族化與地方化：
以《大乘家譜》為中心
張鳳英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民國 13 年（1924）閩西羅祖教徒編修了教譜《大乘正教宗譜》，
譜共三卷四冊，涉及福建省、江西兩省 4 縣的 20 餘所經堂，其中詳細
記載了 16 個主要經堂的師承關係，經堂附有經堂圖、墳地圖，部份經
堂還有清至民國的土地記錄。利用《大乘正教宗譜》、閩西羅祖教科儀
文書、地方傳說和口述材料，本文將討論明清以來羅祖教在閩贛邊界客
家地區的發展。羅教在明末進入閩西，經歷過乾隆時期的打擊而沉寂，
道光之後復興的羅祖教努力用儒家正統話語來洗白自己的歷史，又與地
方信仰和傳說 ── 大聖信仰、地方名人傳說 ── 雜糅融合。宗族化和在
地化成為羅祖教在閩贛邊界客家地區自清代以來的重要生存法則。

關鍵字：羅教、閩西、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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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ge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Patriarch Luo in western Fujian from Mid-Ming: A
Study of Genealogy of Great Vehicle Teaching
Fengying Zhang*
Ph. D. Candidat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ciples of Luo teaching compiled their sixth genealogy in 1924; it
recorded over 20 temples of Luo teaching in western Fujian and eastern
Jiangxi, especially in Ninghua, Qingliu, Mingxi and Shicheng county.
This paper addresses questions of why they compiled their own genealogy
in a Confucian way. Based on historical, textual and field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Luo teaching from the mid Ming Era to
1924.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uo was an action of
survival strategy, aiming to challenge traditions through religious and social
empowerment.
Keywords: Teaching of Patriarch Luo, Western Fujian, Line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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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藏於福建省寧化縣檔案館所藏《大乘正教宗譜》（以下簡稱《譜》）
是閩西羅祖教徒模仿家譜形式編修的教譜，《譜》共三卷四冊，涉及
包括福建省寧化、清流、明溪和江西石城等 4 縣的 20 餘所羅教經堂。
該譜按照經堂出現的先後順序，以「某山某支系」的格式，分支記載
了 16 個經堂內的師承關係，並有經堂圖、墳地圖，部份經堂還有土地
買賣記錄。該譜記載，閩西羅教徒曾於康熙癸未（1703 年）、嘉慶乙
丑（1805 年）、道光庚子（1840 年）、同治庚午（1870 年）、光緒 27
年（1901 年）、民國 13 年（1924 年）6 次修譜，除康熙譜外，歷次修
譜或存序或存跋，或序跋並存。民國《譜》共修 16 部，各經堂以「一
性圓明，渾然天理，品物咸亨，萬古長存」為領譜字派。
《譜》體例完備成熟，為考察閩西羅教的發展形態提供了很好的觀
察材料。目前學界利用《譜》發表的文章有李志鴻（2010：85-97）的〈南
傳羅祖教初探〉，該文主要考察了羅氏家族、異姓弟子在閩西的傳教情
況。李文認為，《大乘正教宗譜》的系章中前二十四字派與漕運水手的
字派十分接近，證明青幫與羅祖有關；李文還將《譜》與臺灣的羅教五
部六冊對讀，認為臺灣龍雲堂所藏五部六冊當出自閩西羅祖教徒之手，
而後流入臺灣。
筆者認為，青幫與羅祖之間存在聯繫是學界關於羅教的主要觀點之
一，但閩西羅教與青幫、臺灣羅教的關係尚不明確，期待有更多的資料
給予證明。馬西沙、韓秉方（1992：191-199）的研究認為，羅教支派
及再生教派遍佈中國底層社會，其組織系統大致有 4 支：一是羅氏家族
依照血統時代相傳；二是外姓弟子衣缽授受；三是通過大運河運糧軍工，
由北向南傳播，是為「青幫」前身；四是在浙閩贛等省形成的江南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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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 Seiwert（2003）在研究羅教時談到羅教與宗族觀念之間的關係，
但並沒有給出更多的例證。梁景之（2004）在閩西長汀縣發現了羅祖教
的念經活動。陳進國（2006：327-346）在閩西發現當地誦念《大乘經》
的羅祖教實為於咸豐 2 年（1852）由浙江傳入該縣的先天道支派──歸
根道。學界關注到羅教及其衍生教派在福建的傳播，但是對於羅教傳播
的具體過程、表現形態等尚待更深考察。筆者自 2012 年起關注到閩西
鄉村社會中的羅教，在這一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了數種羅教的
「五部六冊」和一種羅祖教徒入教科儀，然惜尚未發現更早的《譜》本。
本文從文本分析出發，嘗試追究《譜》所反映出閩西客家地區羅教發展
歷程和生存法則。

二 、閩西羅教的傳入和發展
大乘教又稱羅祖教、無為教，簡稱羅教，問世於明成化 - 正德間
（1465-1521）。《大乘家譜》以羅祖為一世祖。羅祖即羅清（14421527），山東即墨人，原為軍戶，後苦修悟道，於成化 18 年（1482）
明心悟道，創羅教，正德 4 年（1509）刊行《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寶卷。1
《譜》認為，羅祖教從佛教臨濟宗而來，東土一世祖達摩傳至「十一世
臨濟玄大師號臨濟宗」，再傳至「二十五代鵝頭山李祖無名禪師」，傳
1 《羅清庵公事蹟》「譜中所記載的羅祖生平，稱「祖生於大明正統七年壬戌歲十二月
初一日子時，先祖羅應魁，父登籠，母顏氏淑登，恩叔嬸聶氏妙祥，三歲母去世，
養育於嬸氏，長成十六歲，代叔于密雲衛當軍，十九歲往北京金穀寺參無影禪師，觀
藏經六載。二十五歲往雲南集賓禪院參五空禪師，講宗三載。二十八歲往湖廣黃州府
臥龍山參天員祖師開通心性，三十歲往南京九華山白雲洞參李頭陀無涯禪師得禪師印
證纔頂大乘之宗，聽其遍遊救度，三十三歲往雲南雞足山張法師處印證，三十四歲有
妻王氏，三十八歲生子，名佛正，女名佛廣，四十一歲成道，成化十八年壬寅歲十月
初八日上堂說法，五十六歲棄家雲遊，過北京寓劉本通家，大闡宗法，六十八歲正德
四年巳巳奉敕往霧靈山，敕封齊天大德禪師護國羅法王，八十六歲嘉靖六年丁亥歲
正月廿九日午時入涅槃。蒙恩賜寶塔大小五座於本山，順治十六年續入五燈會元纘續
錄內」（謝家炳等 1924：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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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6 世大乘初祖羅公諱孟鴻字清庵法號悟空。《中國民間宗教史》認
為，羅教前三代的譜系是「創教祖師羅夢鴻，一代傳燈李心安（李祖），
二代傳燈秦洞山（秦祖），三代傳燈宋孤舟（宋祖）」（馬西沙、韓秉
方 1992：186）。
表 1 《譜》所見閩西大乘教發展史簡表 2
經堂字號

所屬世系

開創時間

地點

隆興山

必勝公

萬曆（約）

歸化縣

大靈山

必勝公

萬曆（約）

歸化縣

德靈山

萬曆 42 年
（1614）

寧化縣招
賢里

觀音山

順治 17 年
（1660）

寧化縣招
賢里

康熙 35 年
（1696）

寧化縣招
賢里

清湖公

民國領譜
經堂字號

民國《譜》
領譜字派

領譜
排序

大靈山

品

9

慧靈山

一

1

性

2

圓

3

第一次修譜（康熙 42 年癸未）（1701）

聚靈山

來顯公

乾隆癸未年
（1763）

寧化泉下
里石寮

來顯公

乾隆年間
（1736-1796）

歸化縣
覺里

通靈山

乾隆 13 年（1748）打擊羅教
來顯公

嘉慶 2 年
（1797）

寧化泉下
里石寮

大靈山

來顯公

嘉慶年間
（1796-1821）

歸化縣覺
里鰲坑

華寶山

來顯公

嘉慶年間

歸化覺里
鰲坑

顯靈山

第二次修譜（嘉慶 10 年乙丑）（1805）

2

表格說明：該表根據民國 6 年（1917）修的《譜》所作，歷次修譜時間根據《譜》中
序跋時間推算。表格中「經堂字號」表示該經堂建立時的字號，「所屬世系」代表在
《譜》中所用的世系；民國 13 年（1924）《譜》共修 16 冊，以「一性圓明，渾然天理，
品物咸亨，萬古長存」為領譜字派，有無「領譜字號」，表示該經堂在六修時是否領
譜以及領譜的順序。從表中可知閩西羅教經堂的修建情況、歷史變遷，也反映出民國
譜編修時，經堂的實際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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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年間
（1856-1861）

寧化縣
招賢里

萬靈山

明

4

第三次修譜（道光 20 年庚子）（1840）
天臺山

來顯公

同治年間
（1862-1875）

歸化縣
覺里鰲坑

第四次修譜（同治庚午）（1870）
來顯公

光緒年間
（1875-1909）

寧化縣
泉下里

鷲靈山

渾

5

來顯公

光緒 9 年
（1883）

寧化縣
南閣外

復靈山

然

6

來顯公

光緒乙未年
（1895）

寧化縣
泉下里

妙靈山

天

7

來顯公

光緒年間

江西石城
柏中里

盛靈山

物

性賢公

光緒年間復建

寧化縣永
豐里三都

永靈山

咸

11

盛靈山

物

10

來顯公

光緒年間

寧化縣泉
上里鄧坊

南山庵

亨

12

來顯公

光緒甲午年
（1894）

寧化縣泉
下里彭高

進湧靈山

萬

13

來顯公

民國辛酉年
（1921）

金瓶峰

古

14

隆興山

長

15

大靈山

存

16

來顯公

第五次修譜（光緒 27 年）（1901）
寧化泉下
里九積坑

第六次修譜（民國 13 年）（1924）
資料來源 : 作者根據 1924 年《大乘正教宗譜》整理

從《譜》的編修時間來看，從康熙至嘉慶百年間僅修譜一次，大概
與清雍正、乾隆年間對羅祖教的大力查抄有關；嘉慶至民國每隔 30 年
修譜一次，每次修譜都有新的經堂加入，1924 年第 6 次修譜時共有 16
所經堂參與分譜，並且在譜中出現的經堂名稱卻遠遠不只 16 個。《譜》
在記錄的發祥階段的承繼關係時是非常清晰的。與此不同，《譜》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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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為羅祖法嗣李太寧和蘭風，第 3 世只記錄了太寧的法嗣黃春雷。3 第 4
世為黃春雷的法嗣鍾半圓、陳道真，第 5 世為陳道真的法嗣葉元祖，第
6 世為葉元祖的法嗣謝英和。第 7 世為謝英和的法嗣陳清湖，第 8 世為
陳清湖的法嗣陳應德、官法明。陳應德 4 於 1614 年在寧化創立德靈山（今
寧化縣水茜鄉上謝村），建有上謝塔，設春雷祖靈位，每年春秋二祭，
且設有田片、山場做為祭產。《譜》中專門對黃春雷的祭產「上謝塔」
的管理方式做了說明：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九日捐貲建塔，剩銀十二兩，眾存貯靜隱
山，眾議每年出利錢一千貳百文。又於乾隆廿八廿六月十一
日未時重修，又長銅錢一萬五千文，買山子峽經堂門口土田
一處，原載租谷一石五斗，契存靜隱山，其穀照每年七月時
價。凡各坊師友謁祖者，親到淨隱山收領，以作祭儀之需。
又買各山租列明：大峰山每歲出租錢貳千文，狐狸祭磅每處
上納租錢八百文，新橋西峰每歲上納租錢貳千文，祭磅口大
燕堂每歲上納租錢八百文。各鄉師友謁祖者，親到各山收
領，以作春雷祖春秋祭掃之需。瑞金縣下堂助租。（謝家炳、
黎遠溶、張國泮 1924：60a）
雍正 11 年（1733）9 月 19 日各山經堂捐資建塔祭祀春雷祖，並捐
助山片、田產為春雷祖位下祭產，將地契以及所剩錢銀分存觀音山、靜
隱山、新橋大豐山等經堂，每年分春秋二祭，祭祀春雷祖，瑞金縣各山
3 《譜》，第 2 卷，「春雷字雲響，姓黃，江西興國人，葬瑞金縣」（謝家炳、黎遠溶、
張國泮 1924：2a）。
4 《譜》，第 2 卷，「姓陳，建寧縣人，於明萬曆 42 年甲寅肇基於寧化招賢里劉家源德
靈山經堂」（謝家炳、黎遠溶、張國泮 192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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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堂也捐資「助租」，到了乾隆年間，寧化縣境內的德靈山、新靈山、
慧靈山、靜隱山等都崇祀春雷祖。
陳應德有「法嗣」3 人，「在家法嗣」12 人。陳應德的再傳弟子第
9 世余顯澤。5 第 10 世朱道性於 1653 年創寧化縣招賢里雙溪口社塘隔墳
觀音山，葬朱道性、6 朱智行。7 朱智行的傳人比較複雜，分為「法嗣」
12 人，「在家法嗣」13 人，「住本山佛嗣」14 人，且各有田片作為祭產。
其中 13 世的朱傳宗 8 是重要的人物，他記錄在譜的「法嗣」有 32 人之多。
其弟子 14 世王頂明、9 吳來顯 10 又將羅祖教開枝散葉，特別是來顯，譜
內世系絕大多數都屬「來顯公世系」，主要集中在清代寧化縣的泉下里，
此外也傳到明溪縣夏坊鄉及江西石城縣。
從「必勝公世系傳圳背隆興山」，看出大乘教在明溪的另一支派，
它從第五世文字派吳必勝，寧化縣雙圳上人，約明萬曆年間歸化覺里供
巫川山金身塑像。必勝的發衍情況是：第 9 世，能字派，湯鏡明，寧化
縣烏村石下人，創揮株山；第 10 世，仁字派，賴智通，住王坊，創天
意山；第 18 世，明字派，揭家壽，建寧焦坑人，新建五靈山經堂，即
五雷峰；第 25 世，悟字派，李悟俊，字天俊，歸化覺里黃地人，同治
戊辰年（1868）9 月 10 日卯時生，開創歸化覺里黃地隱靈山。但這些
經堂在譜中都沒有單獨的世系。
5 《譜》，第 2 卷，「姓余，住寧化招賢里上謝德靈山，生歿葬未詳，法嗣朱道性、吳尋宗、
蕭妙明支存老譜未錄、余明環、謝性助、邱大胡、廖伯量」（謝家炳等 1924：3a）。
6 《譜》，第 2 卷，「姓朱，寧化招賢里雙溪口林家坳人，於順治十七年庚子肇衍觀音山，
法嗣朱智行，在家香嗣張仲琪」（謝家炳等 1924：4a）。
7 《譜》，第 2 卷，「姓朱，寧化招賢里雙溪口林家坳人，生於明崇禎五年壬申七月
廿七日寅時，住觀音山，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肇基建造慧靈山，歿未詳，附葬道性公墳
右畔」（謝家炳等 1924：4a）。
8 《譜》，第 2 卷，「姓朱，招賢里林家坳人，住泉下里城門通靈山，生歿未詳，葬新
靈山經堂背」（謝家炳等 1924：7b）。
9 《譜》，第 2 卷，「姓王，泉下里楊家坊人，住招賢里雙溪口新靈山經堂，生於雍正
壬子六月，葬新靈山背。」有女性法嗣、香嗣（謝家炳等 1924：8a）。
10 《譜》，第 2 卷，「姓吳，福建寧化縣泉下里石寮人，住城門通靈山，生歿未詳，
葬上謝塔」（謝家炳等 1924：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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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依據《譜》的世系推測，羅教在明萬曆年間已經在閩西出現。
但早期傳播羅教的閩西教徒的身份並不明確，《巫川山公紀》對閩西羅
教的傳入時間以及《譜》的世系都提出疑點。

公諱道成，清流石下巫族也。生於明嘉靖二十一年，父伽生，
母顏氏，父母早喪，持齋報親，往瑞金胡橋坑揚樂軒家向上
修真，苦功精進，三十餘年頓悟無生，普度十方士女，參拜
有渝千指。萬曆二十六年，公示寂，享年五十有七。巫族迎
柩回鄉，瑞金法徒楊梅溪、楊希太等謂公離族年遠，恐有假
冒，禱祈靈前，筶示無欺。法眷親族平分畜產，一分為胡橋
坑奉祀香火，一分為盤柩資斧，焚香護送者二百餘人，其生
前死後傾動一方如此。停厝神龕五載，皮骨不腐，香風蒲室，
授教弟子羅南泉、南松李德山諸居士感慕靈異，募塑金身建
祠崇祀。（謝家炳等 1924：17a）
巫川山於萬曆 26 年（1598）圓寂，此文雖然沒有說明與羅祖的關
係，他的活動時間非常接近於羅祖所在的萬曆年間。以敘述的內容本身
來看，巫川山修真之地在江西省瑞金縣，他長住瑞金，以致死後在法嗣
與親族之間，因為巫氏的財產分配問題產生了一次糾紛，結果巫氏肉身
由親族運回家鄉供奉。財產一份留在修行的經堂作為香火錢，一份歸親
族所有，被運回家鄉的巫川山肉身並沒有很快葬入墳地，而是在停厝 5
年之後由其弟子出資修祠專門供奉。《譜》將其傳列入，但在傳中沒有
說明巫公與羅祖的師承關係，從《譜》所列的世系中也沒有找到可能為
巫公的人物。筆者認為存在兩種可能：巫公為羅祖再傳弟子或將羅祖教
帶入閩西第一人，然而族譜沒有承認他得地位；或者，巫公可能與羅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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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聯繫，而其親族弟子為之所修建的經堂在之後成為羅教經堂。然而
經堂產業歸巫公親族所有，因此，當羅教教徒在編修家譜時，便將巫公
一併列入。
從各經堂的出現時間和師承可以勾勒出 16 個經堂內部的傳承關係，
也反映出羅祖教在四個縣閩贛交界地區的傳播，覆蓋的是寧化的水茜、
廟前、城區，明溪的蓋洋、楓溪、鰲坑等鄉，以及清流嵩溪等鄉。寧化
東部鄉村湖村、水茜、安樂、泉上為羅教主要聚集地，該地有二塊較大
盆地，土地肥沃，清初士人李世熊給同鄉好友寫的《丘君可行墓誌銘》
中曾描述了此地的富庶情形：「寧化東北之郷曰泉上下，風物開美，素
封子弟多遊南北兩雍，習京華風氣，遂有通俠慕交遊以自表異者。其學
文之士好議論，執臆見，短長人物，仕亦有為郡邑之長者。他或挾貲
為郎，邀恩贈，里咸榮之。大眀萬、泰間，俗益華侈，事聲伎，以嗇
樸為恥。陵遲而衰，詭並侵淩，即誶箕德鋤亦幾近之矣。」（李世熊
1683：294）。民謠言：「泉上田地好大坵，三年兩不收。一年得豐收，
有米下福州。」在寧化東部地區的墟市有泉上墟（農曆逢一三六八，每
旬四天），泉下墟（農曆逢二五七十，每旬四天），湖村墟（農曆逢四、
九），店上墟（農曆逢一、六）。在這幾個鄉鎮中，以泉上最為重要，
在地理上貫通三縣，趕集人除當地外，還有本縣的水茜、廟前、城區，
外縣有明溪的蓋洋、楓溪、鰲坑等鄉，以及清流嵩溪、拔口等地（劉善
群 2005：89）。光緒 27 年（1901）年的修譜人為陳悟性邀集同輩邱學傳、
邱金蒲、陳崇焰、鄧崇德、羅上順等人，均為泉下里人。1924 年修譜
人為城門通靈山的謝家炳、張國泮、黎乘空、李同興等諸人，也為泉下
里人。筆者推測羅教在閩西的發展是在這樣一個以泉上為核心的商業區
域內。
經歷了在明末清初在閩西的傳播之後，乾隆時羅教遭受打擊，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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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羅教曾出現與官府公然的對抗，結果當然以失敗告終。

乾隆十三年十月丁未二十六日，諭軍機大臣等總督喀爾吉
善、巡撫潘思榘奏稱：有已故羅教邪黨姚煥一之徒嚴友輝、
黃永喬，因江西石城縣關拿，黃永喬已經就獲。嚴友輝住寧
化縣龍上里地方，知縣周天福帶領民壯往緝，業經擒獲，並
於該犯家內搜出經、像、符、印。乃伊同教嚴玉等，糾眾百
餘人，持械圍房放火，拒捕搶犯，現委候補守備康信、千總
王軒，馳往督緝等語。閩省建寧府老官齋邪教黨羽，焚掠村
莊，拒敵官兵，甫經該督撫等弋獲首犯，分別正法完結。而
嚴友輝仍敢怙惡黨邪，嚴玉等復拒捕搶犯。閩省民風固屬刁
悍，亦由地方官於此等案件辦理草率、根株不淨所致。……
且寧化乃汀郡第一獷悍之區，民間惡習，目無法紀，必須極
力振刷，始得漸為悛改。況此案人犯眾多，該督等所遣僅守
備、千總微員，恐不足資彈壓，自宜選差大員，前往督辦，
庶官役不至懈馳，刁徒克期就獲。（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
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 1979：654）
乾隆 14 年（1749）正月初九日，閩浙總督喀爾吉又就此事進行詳
細報導：

當日周天福一接石城縣關文，因係邪教要犯，唯恐洩漏遠
揚，並不出票僉差，亦不通知營員，逕自帶領民壯、衙役，
親赴該處擒拿。寧邑民情蠻野，周天福全無安頓佈置，四更
到龍上里，傳喚鄉約劉瑞周，引往嚴友輝家，敲門直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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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拿獲友輝，復上樓搜其邪教經卷。友輝妻妾出外叫喊，稱
有鄉約劉瑞周帶人來拆齋堂，該村教黨及親鄰男婦，昏夜驚
起，齊赴哄鬧。有嚴玉、曾鐘吉等，指使鄉眾，圍繞房屋，
嚴玉倡言壅草放火，曾鐘吉聲言搶救嚴友輝。縣役告以知縣
在此，眾皆不信，將役逐毆，指為嚇騙。周天福於樓上對眾
曉諭，而嚴玉等復擲石上樓。周天福見鄉民眾多，即不復拘
拿，將嚴友輝及經像等物，交給眾犯而歸，……至抗官拒捕
各犯，除前奏已獲十九名外，陸續又報獲嚴顯、嚴遠、嚴邱、
賴三禾、賴哦、嚴養等六名，現在陸續提解赴省。（中國人
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 1979：
654）

從上所引材料可見，到乾隆時期，閩西羅教已經有很堅實的基礎，
有組織人員、一套完整的儀軌，此案的處理同時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在處
理此事中的問題。乾隆 13 年（1735），從寧化縣的羅教齋堂中搜出了
經、像、符、印等物，之後羅教轉入秘密傳教的方式。汀州府屬長汀縣
查出羅教、大乘門、一字門齋堂 14 處，寧化縣查出改供觀音的羅教齋
堂 13 處，清流縣查出各教齋堂 13 處，歸化縣查出大乘門齋堂 13 處，
連城縣查出觀音教、大乘門齋堂 2 處（莊吉發 1981：135-142）。至此
後，羅教沉寂，但是並沒有完全消失。道光 30 年（1850）之後，「咸
豐癸丑以來閩之上游疊遭寇擾，郡邑殘破，屯落邱墟學宮神廟梵刹寺觀
多成焦土」（謝家炳等 1924：24a），又說「惟尊奉祖教者，經堂累累，
屹然獨存」（謝家炳等 1924：24a），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並不存在矛
盾，鬆禁之後的重新整理、註名，其經堂當一直存在。從經堂的形制來
看，經堂記很少提及羅祖的塑像，唯一一次提到的是「羅祖真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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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皆為是如來、觀音、韋陀，特別是以觀音為最重要的崇拜對象。試列
舉《譜》第一卷中的各經堂記以做說明：

（同治乙丑之春）原請羅祖真經，裝塑觀音諸佛聖像，仍將
子明真骨鑵藏于左畔下廊，安奉金身於其間。（謝家炳等
1924：47b）
（民國 6 年）重新再造，……即塑釋迦如來、觀音大士、彌
陀菩薩諸佛。（謝家炳等 1924：19a）
鼎建靜室，奉迎大士於此。（謝家炳等 1924：27b）

堂之規制，坐艮兼寅，正龕晉祀觀音龍牌，接引廊下左祀地
藏右祀韋馱。（謝家炳等 1924：45b）

中建大廳，作申寅兼庚甲，門樓丁山癸向，塑祀觀音聖像。
（謝家炳等 1924：28b）

岩左開基建造梵堂，新塑三寶金身諸聖玉相，丙午復建觀音
堂。（謝家炳等 1924：54a）

水茜石寮顯靈山的謝治根（又名謝一龍）口述，「羅祖他一向就說
不要像，不要木像，雕的會燒掉，沒像就不會損壞，經上有說」（謝一
龍 2013）。塑像之外，羅教教徒常用的是羅祖畫像，筆者在上謝調查
時發現，在羅教弟子被邀請念誦五部六冊時會攜帶畫像同往主人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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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觀世音塑像前懸掛羅祖畫像。
《譜》第一卷中，道光序的作者是「恩進士候選州判明溪張進先永
肩氏」，他在序中所說，「予固儒者也，亦尊奉儒教者也，即三教中之
釋道尚未留心研究，而況羅祖之教，只屬耳聞，尤未見。」（謝家炳、
等 1924：5a）可見，羅教依然是隱而不宣的秘密教門。此次修譜，借
用士大夫之口，來闡述羅祖教與儒教之關係。

三 羅教入教儀式及在地化
《譜》中，羅祖教稱為「大乘正教」、「大乘羅祖正教」、「大乘
祖教」，教徒稱為「乘門佛弟子」。《譜》記錄了大量的教徒名字，教
徒與教徒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圖 1《譜》所示人物關係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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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男性教徒《譜》中的稱謂和他可能有的師承關係，男性稱「某
公」，「某」為其法號，道伴指該教徒的妻子，道伴、法嗣可以發展出
相同的關係圖，道伴、香嗣、在家法嗣都可以有自己的徒弟，但在《譜》
中記錄較少，香女、法男指該教徒的兒女，在家香嗣、香女、法男未見
有傳人記錄，男性教徒的法嗣、香嗣、在家法嗣、在家香嗣都可以為女
性。右圖為女性教徒在譜中的稱謂和她可能有的師承關係，雖為女性，
但在《譜》中當她有傳人時，仍以法號加「公」為稱呼，《譜》中記錄
女性的傳人比較簡單，未見「道伴」、「香女」、「法男」的名稱，女
性教徒的法嗣、香嗣、在家法嗣、在家香嗣，也並不僅限於女性。男性
教徒在譜系中多有明確的俗家名字，女性教徒、特別是在家法嗣和香嗣
的女性教徒約有半數是以「某氏」為名。筆者認為《譜》雖然寄予了女
性被記錄的權利，但仍體現出以男性為主的特點。
《譜》通過不同的稱謂，構建出閩西羅教枝葉分明的發展情況，筆
者認為這反映出教徒參與宗教生活的理想狀況，稱謂的多樣性本身即表
明了《譜》在容納不同人上的努力，即，嘗試用更包容的方法將更多人
融入在閩西羅教的體系中來。它與實際的宗教生活之間存在什麼關係，
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閩西羅教教徒入教需「受簽接派」筆者在田野中收集到福建省寧化
縣羅教「受簽接派」科儀《大乘祖教發香傳法用》。科儀的過程分為兩
個部份，第一部份略如下：

今日佛前頂禮一位善（男子 女人）手執信香，合掌當胸，
跪在佛前。所為何來 ? 答：只為生死。師云：生死事大。既
為生死，要明大道。明瞭大道，本無生死。先要請一位引進
大師報上姓名，大發宏願上來，帶你上靈山掛號。引進答：

16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引得一位善（男子 女人）在於千佛臺前祖師門下食起長齋。
受持五戒，信心久遠，自有一個好處。若是誑哄與你，引進
弟子身化血光。師云：大道門中本無血光，血光化做白蓮。
上請韋陀金剛戒神、菩薩、羅公祖師，將引進大師願力安在
空中掛號。眾云：地府除名。師云：依願受持。眾云：當願
眾生，依願成佛。眾云：阿彌陀佛。
引進大師請立如法壇，再請一位保管大師報上名姓，大發宏
願上來。保管弟子保得一位善（男子 女人）在千佛臺前祖
師門下食啟長齋，受持五戒，信心久遠。自有好處。若是誑
哄與你，保管弟子身化血光。
師云：大道門中本無血光，血光化做白蓮池。上請韋馱金剛
戒神、菩薩，將保管大師願力安在室中掛號。眾云：地府除
名。師云：依願受持，當願眾生，依願承佛。眾云：阿彌陀
佛。二位師傅不惜身命度眾生，廣化眾生成證覺，才能報答
無極恩。
你受香弟子信人不敢忘了二位師傅願力。他為爾吃齋，先要
願力與爾，爾要堅持戒律，不敢違背。你若違背他二人願力，
俱爾一人支當。不干他師傅之事。我祖師門下有四十八願度
眾生，不發弘願不信心。要你報上姓名，大發個願力上來。
答曰：受香弟子某某，大發願力上來祖師門下，食起長齋，
堅持三皈五戒，依師開示，不敢開齋破戒，若有開齋破戒，
弟子身化血光。師云：大道門中本無血光，血光化作白蓮池。
上請韋陀金剛、戒神菩薩、當權二十四位護法諸天菩薩，將
受香弟子願力安在空中掛號。眾云：地府除名。師云：依願
眾生，依願成佛。眾云：阿彌陀佛。（邱群正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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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部份材料中，由「引進大師」和一位「保管大師」為引薦人，
請入教的男性或女性在師父之前舉行儀式。兩位大師的法力在經過「空
中掛號」得以為新進弟子引路。儀式完成之後，入教弟子與兩位大師之
間的權利和責任關係完成，弟子需自行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之後儀式會重新進行一次。此次，「引進大師」、「保管大師」的
儀式部份與之前基本相同，以「引進大師」在前，「保管大師」在後，
兩者的部份完成之後，不需要再次強調新進弟子與兩位大師之間的責任
關係，轉而繼續進行另外兩位「中間人」的引進儀式：

再請一位元證盟大師大發宏願來。證盟弟子答曰：某某證得
一位善男子 女人在於祖師門下，承當法寶，普度萬人，乃
是一件大事，因緣非當小可。我證盟弟子下功，功德無量無
邊。弟子若是誑哄與你，證盟弟子身化血光。大道門中本無
血光，血光化作白蓮池。 上請韋陀金剛、戒神、當權二十四
位護法諸天菩薩，將證盟大師願力安在空中掛號。眾云：地
府除名。師云：依願受持。眾云：當願眾生。師云：依願成
佛。眾云：阿彌陀佛。
再請四位護法弟子。護法弟子現在祖師臺前。四位你等可甘
願護法持妙法否？護法弟子答曰：弟子甘願護持。師云：爾
既甘願護持妙法，各各報上姓名，大發弘願上來。答曰：護
法弟子某某乃是願力，護持師傅妙法。若不護持，弟子身化
血光。大道門中本無血光，血光化作白蓮池。上請韋陀金剛、
戒神菩薩、當權二十四位護法諸天菩薩，將護法願力安在空
中掛號。眾云：地府除名。師云：依願受持。眾云：當願眾
生。師云：依願成佛。眾云：阿彌陀佛。（邱群正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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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弟子在諸天菩薩的見證之下，法力在「空中掛號」，儀式最
終完成。儀式中又強調了羅教弟子的種種戒律：

一要慈悲戒殺斷食。
二要知因識果，堅持齋戒。
三要慈悲飲食，慈態接眾，慈悲施法。
四要早請早去，晚請晚行，不得催前頂後，誤人的佛事。
五要遵從祖教，將正法度人，普傳天下，不可以邪法誑哄迷
人。（邱群正 1981）

羅教入教儀式的形式類似於會員制，必須由會內的人員（引進大
師、保管大師、證盟大師、護法弟子）作為引進人和保證人，外人才能
進入羅教儀式。在入教的儀式中，只有在「引進大師」的部份，請到了
諸天菩薩和羅公祖師，而其後的各階段，都沒有再出現羅公祖師的名
號。從田野來看，目前筆者接觸到閩西地區真正接受過「受簽接派」的
羅教弟子極少，對於接受傳簽的理解：

佛門受皈，羅祖傳簽，簽像寶劍般，銅做的，傳簽後就是正
宗一脈相傳的傳法弟子。佛門剃度受大戒才能帶徒弟，羅教
傳了簽就可以帶徒弟，開始念經，開香要念「十王佛」，不
是其教徒沒資格喊。早晨開香，晚上報恩，相當於早課晚課，
宗旨是勸人為善。現在沒傳簽，現在念祖經都是野的。……
羅祖教的戒律非常嚴，傳簽時誓願：身化血光。傳簽時要兩
個護法，拿住手，老婆也可護法，護法的功德比傳簽的大。
正統佛教不念他的經，不傳他的簽。羅祖教不要剃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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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老婆。（雲慈法師 2013）

儀式對男性和女性同樣適用。在《譜》中女性與男性有同樣的繼承
地位。這不知是否與羅教本身的再傳弟子中包括羅祖本人的女兒有關，
甚至有可能與閩西女性的「接珠」活動有關聯。在確認為光緒修譜時修
改的《凡例》中有一條稱：「各堂主持只可男為男經堂，女為女靜室，
不得乾坤紊亂，惟恐世俗嫌疑，重結生死冤衍，喪失累劫德行，非出世
人之所為也」（謝家炳等 1924：10b）。
《譜》中可以發現有男性師傅傳授女性弟子，或女性師傅傳授男性
弟子，男性主持的經堂全部將住持的位置傳給男弟子，女性的經堂會將
住持的位子傳給女弟子。可以引為證據的是妙靈山的創辦者黎上昆。黎
上昆法嗣眾多，譜系中還記錄了他的道伴邱乘清 11（女性）（謝家炳、
黎遠溶、張國泮 1924：42a），為上昆本人的妻子，黎上昆所傳的法嗣
是黎乘空，從字輩上看，上昆的妻子和堂兄弟成為了他在教中的再傳弟
子。邱乘清以「乘清公」為稱號也入譜，乘清本人所傳下的弟子包括法
嗣余正增（男性）、邱正壽（女性）、鄧正興（女性），香嗣邱正蘭、
鄧正福、鄧正吉，均為女性（謝家炳、黎遠溶、張國泮 1924：46b）。
羅教所呈現出來的特性，讓它在接納教徒入教時，表現出矛盾的一
面，一方面是對入教者的來著不拒（如《譜》中所錄的各種稱謂）（羅
夢鴻 1930），一方面又將正式的教徒與普通的信眾區分得非常明確，
羅教是依靠「受簽接派」這個儀式來完成對不同人群的區隔。在田野中
尋訪到經過受簽接派的教徒有釋照香，尼德光等，兩人均為女性。羅祖
教徒若沒有經過「受簽接派」，都被稱為「野的」（釋照香 2013）。
11 《譜》，第 2 卷，「姓朱，招賢里林家坳人，住泉下里城門通靈山，生歿未詳，葬
新靈山經堂背」（謝家炳等 192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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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教亦融合在閩西社會的地方崇拜中，在田野調查中找到與之相關
的蛛絲馬跡。寧化縣老佛庵雲慈法師認為，羅祖與寧化縣的進士張顯宗
有關係。

相傳羅清庵跟張顯宗一起去考狀元，中了頭名，張顯宗第二
名，羅不做狀元，獨創一個羅祖教派，出家本來要剃度，他
不要剃度，可以不要度生，只要素食就行，帶髮修行，他沒
去當狀元，寧化有傳說「羅狀元跑了，張狀元撿到。」北京
霧靈山得道，他沒回來，進京中了狀元，狀元也扔了。（雲
慈法師 2013）

張顯宗是寧化縣石壁人，明洪武進士，歷官國子監祭酒、工部侍郎、
交趾左布政使等。顯然，張顯宗（1362-1409）與羅祖（1442-1527）不
可能一起參加科舉考試，且從《羅清庵公事蹟》來看，口述中的故事是
當地人對羅公信仰與地方名人信仰之間的一種嫁接。此外，在寧化縣泉
下地區，也流傳著羅祖與孫悟空之間關係的傳說。

泉下泉永村蓮華寺，原只稱「連坑經堂」，供齊天大聖。現
在供三寶如來、十八羅漢、四大天王、彌勒佛、齊天大聖、
羅公祖師等。十二月初一會期，為齊天大聖生日，前來朝香
的信眾人山人海，多數為求財求子，是日要做糍粑待香客。
「羅公菩薩是孫悟空（齊天大聖）的化身，住廟的婦女甚至
稱羅公就是他們邱崗山人，猴形地，昔日村中一老者夢見齊
天大聖，告知他經堂所在山坳有一種「冬經藤」，用刀削下
和水煎服，可以治病。村民依法而行，果然靈驗，於是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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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建廟供齊天大聖神像，以享香火。後又傳說羅公祖師是
孫悟空轉世，於是同祀羅公祖師。……以前未供三寶，經堂
只供羅公祖師，一個木牌，齊天大聖是他相貌。」（鄧春海
2013）

羅祖教與《西遊記》的聯繫，在羅祖的《嘆世無為卷》中說：

三藏師，取真經，多虧護法。
豬八戒，護唐僧，取了真經。
唐三藏，取真經，多虧護法。
沙和尚，護唐僧，取了真經。
老唐僧，取真經，多虧護法。
火龍駒，護唐僧，取了真經。（羅夢鴻 1930）

鄭振鐸先生和胡適先生曾發現羅教寶卷與《西遊記》存在聯繫，之
後不少學者也關注到明清秘密宗教與西遊故事之間的關聯，例如張培鋒
以寶卷故事出發，通過對羅祖封號和福建齊天大聖信仰的交叉考察，認
為《西遊記》可能是對羅教故事的一次總結（張培鋒 2010：39-48）。
在閩西寧化的傳承中，悟空的形象與羅祖的形象某種程度上發生融合，
同時也反映出閩西豐富的民間信仰形態對羅教發展的影響力。
閩西羅教在發展過程中融合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形象（張顯宗）
和本地信仰（齊天大聖），這兩者的糅合，這兩個趨勢明顯與之前所述
《譜》序中地方精英試圖將羅教與儒教類比將其正統化的努力不同，與
地方社會靈活處理方式密切相關，這種做法在不同的方向上增強了羅教
的生命力。羅教在明晚期進入福建，勢必會受到福建長期以來存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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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民間信仰的影響。如何一層層地剖分羅教在不同的時間段或在不同的
地域會受到當地什麽信仰的影響，這是筆者之後會繼續探尋的問題。
羅教在閩西的進入過程，經歷了對以「符、印、經、像」俱存的羅
祖信仰，在清代的打壓之後，轉而尋求正統佛教的遮蔽，而出現了大量
的以觀音為主要崇拜對象的經堂，以葉子明、12 巫川山 13 等弟子的肉身
崇拜，齊天大聖信仰和地域名人（如張顯宗）也不斷地融合在羅教和羅
公的傳說之中。正是如此，羅教不但不停地將自己正教化，也在不斷實
現在地化，從外來宗教變成地方信仰。

四 、來源與模仿：羅教與宗族的關係
華南的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明代以後中國東南鄉村的宗族化趨勢，
儘管對具體的宗族形成過程有不同的認識，但基本上都承認了宗族是明
代中期以後東南鄉村社會的重要力量。通過鄉村廟宇的研究說明村落內
部結構和社區整合機制以及村落之間的關係，是民間宗教研究中被最
多研究者重視的視角。大致從明代中晚期開始，閩西就出現了宗族，祠
堂已經成為鄉村地區的普遍景觀。羅教在閩西的宗族化傾向，一方面表
現為閩西羅教經堂本身與宗族密不可分，很多經堂在初期是有宗族出資
建造，之後又長期以宗族族產的形式存在；一方面，羅教向宗族組織學
習，以至能夠嫺熟地運用一套宗族的話語來闡述和處理教內人員之間的
12 《譜》，第 1 卷，「葉師子明者隱居於苦行修真，接羅祖之傳，徒眾日廣，後坐化於
茲山，真身崇奉於山堂」。又《永興山經堂圖》：「同治甲子三年 [1864] 被寇侵毀，
經堂棟宇什物燈等項皆為灰燼，獨存子明真骨不朽，…… 乙丑 [1865] 之春，…… 募
化十方善信捐貲建造，不日成，經堂齊振，佛法重興，原請羅祖真經，裝塑觀音諸佛
聖像，仍將子明真骨鑵藏于左畔下廊，安奉金身於其間」（謝家炳等 1924：47b）。
13 《譜》，第 1 卷，「停厝神龕五載，皮骨不腐，香風蒲室，授教弟子羅南泉、南松李
德山諸居士感慕靈異，募塑金身建嗣崇祀，本府刑廳李公准塑執」（謝家炳等 1924：
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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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從明中葉以後，閩西地區的宗族發展非常迅速，宗族勢力在經濟上
的支撐地位，使得很多羅祖教的經堂呈現出宗族自有家廟的性質，就是
將宗族與家廟放置在一處，而眾多的土地買賣記錄證明，家族在羅教發
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羅教依附於宗族來發展是羅教必然的生存
選擇。如前所述，清代乾隆年間出現的對羅教的打擊造成了寧化縣羅教
的沉寂，寧化縣泉上鎮的上官正熙在乾隆 38 年（1773）寫下《松野公
黃家山祠序》：

鄉西北三里許黃家山有經堂焉，蓋高祖道嚴公所旋者也。經
堂云何？茹齋之民居以演經者耳。高祖又助彭公坑香田貳石
四斗，齋民世食之。迨乾隆十三年，建寧齋民倡亂，經總督
喀、撫院潘諮部，凡屬羅教經堂逕行拆毀，鄰里知不舉報者
罪。熙不已，鳴之府縣。十七年，各憲檄縣，經堂田產變價
充公。熙念祖所施助之業，不忍付之他人。十九年八月，在
署寧化縣主耿具呈價買，其銀出自祖祭貲，其立名承買者乃
叔廷訪也。熙因歸買爰建祠焉。經始於乾隆二十年乙亥，落
成於次年丙子，而其買價並建祠費共用捌百有奇。上祀本支
十一世祖松野公、十二世祖潔如公、十三世祖永興公、十四
世祖益三公、位三公、德三公，旁祀配饗道嚴公、樂齋公、
德明公、禮和公、善和公、中和公，熙曾祖奉先公、祖栢生
公、考國元公。蓋建祠之日助嘗供祭者也。但祠寢以妥先靈、
必資修潔，香燈灑掃惟僧最宜，於是招僧以居，凡僧人衣食
器用取給於祠，其來也一絲不掛；其去也片瓦不攜，與世之
名祠實庵或半祠半庵者天壤矣。乾隆三十年，奉例寺觀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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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歸僧尼經營，不許施主霸佔。而熙之建祠宇置祭田，蓋為
祖非為僧也。招僧取修潔之義，並非崇佛福田之說，又與祖
施經堂助香田者截然不侔第。（官氏 1877）

此處清楚說明瞭羅教經堂的來龍。上官氏的經堂屬道嚴出資建設，
然而在經過乾隆 13 年（1748）閩北齋教鎮壓之下波及之下，寧化縣所
在汀州府也出現對大乘教和齋教的打擊。此文作者上官熙的做法，是主
動向官府報備。4 年之後，涉及在案的羅教經堂田產，上官氏出資承買，
之後再重修祠堂的形式重建，在祠堂內祀奉支祖以及建祠之時出資之
人，並僧人居住供養。有趣的在於上官熙對於祠堂的辯護，在乾隆 30
年（1765）重新審定寺觀田產，他反覆強調了祠堂的屬性而非廟的屬性。
在宗族的影響之下，羅教需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僅是教產和入教人員
的問題，也需要處理宗族財產的繼承權和如何來規範入教人員與宗親之
間關係的問題。可以說從巫川山開始，徒弟與嗣孫析分財產，成為一種
可以選擇的形式。在民國的修譜人中，「謝家炳」身為地方的甲董，又
是《譜》的主要編修人，修譜人員名義上為 6 人，實際上為 3 人，分別
用本名和道名來標註自己在俗世與教內的身份地位。
財產的來源有教徒自己帶來出家，如「一田野坑載穀陸擔正此田係
立跳大師帶來上山作養膳之貲」（謝家炳等 1924：30b），「溫門余興
發道本」（謝家炳等 1924：39a），最重要的家族出資「顯靈山」也在
同治年間的寇亂中被破壞，因此，當年秋天「其經堂于同治甲子之春被
寇焚毀，迨至於秋，邱朝爵、邱理芹、邱朝夥、邱朝佛、邱朝棟、邱理
琪、邱興照等，善募十方，重新建造，不日功成，裝塑觀音韋馱二位聖
像，崇祀大乘羅祖真經」，此處經歷一個從奉祀觀音到從祀羅祖的過程。
或者是之前為羅祖隱而不言？可見此次的重修，以邱氏為主，依然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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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顯靈山的族產的性質。正是由於家族的參與，羅教經堂在管理上是照
搬家族的運作模式，所以不僅在譜中詳細列載土地所在、買賣由來，也
在經堂記中強調了記錄資產的重要性，「爰立簿帙紀錄不至疏虞，謹將
常住產業什物器皿悉詳載于常住簿內」（謝家炳等 1924：29a），又對
經堂的傑出管理者表示讚許：

從游眾弟尊師者難記其人，甚至建造經堂，依然規模之崇
峻，經營田產，誠為阡陌之相連。正所謂富而不淫，固見求
之有道；貞而有守，足微明識不淆。此誠為修行內之豪傑，
持齋中之英流者矣。14（謝家炳等 1924：21a）

在經堂內部的繼承制度上出現同姓之間的傳遞，這也說明瞭選擇接
班人是爲了交替經堂的經濟管理權，而不是處於修行程度的考察。光緒
年間創建的妙靈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妙靈山在最初供奉大乘羅祖香火
在「先叔祖影堂」，後因「發逆之變」而改迎祀在家。光緒年間，妙靈
山新建，用於專祀羅祖（謝家炳等 1924：46a）。上昆為光緒年間黎氏
所建經堂「妙靈山」的主持：

崑年值頹齡，難於維持。不已，師曰：你家家業創成，其子
孫年皆已長婚，各俱成無事羈絆，可至祖堂苦行悟道修心養
性是耶！承師難諉，近前就接致管理，祀奉佛祖數年，重興
祖業，複修微華，再無異心。15（謝家炳等 1924：22a）

14 《譜》，第 1 卷，「石邑庠生界眉氏羅象春拜撰」（謝家炳等 1924：21a）。
15 《譜》，第 1 卷，《黎乘空序》（謝家炳等 1924：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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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堂的產業來自於家族，因此可以當做族產來看待，黎上昆和乘空
兩位有密切的血緣關係，因此，黎乘空成為上昆首選的接班人，而黎乘
空本人正是最初倡導修妙靈山的發起者（謝家炳等 1924：42a），據《湧
靈山經堂記》稱：

寧東泉下里彭高一鄉善士鄧崇德……募化各鄉檀越喜捐錙珠
鳩工建造，不日成之。不幸功成歸西，囑咐道伴余上傳督理
數年，增置業產，接眾慈悲。迄今年邁氣衰難以督理，二山
事務甚多。不已，甲子三月，當檀越將湧靈山家務一應交付
李正生掌管，分為男經堂，進靈山分為女淨室，所為男女優
分是也。（謝家炳等 1924：57b）

當然，這不是閩西羅教在繼承上的唯一辦法，但是從每座經堂的土
地買賣情況和內部繼承多以同姓（俗家姓）為主的情況來看，經堂被當
做家族產業來內部繼承是清代閩西羅教發展的特徵。
從《譜》來看，羅教內部的傳支開宗實際上與師傅的道義精深程度
基本無關，新經堂的出現往往是因為財產，《譜》中所記錄的經堂數量
遠遠超過以前。筆者認為，《譜》記錄的是羅教發展中一個瞬間，新的
經堂在不斷地生長出來，《譜》呈現出來的就是一系列羅教經堂的累
加，能夠長期維持的經堂才能在《譜》中得以記錄，側面回應了同治年
間 12 個經堂入譜，而在民國時則發展為 16 個。
以寧化縣泉下里城門通靈山為例。城門通靈山在民國 13 年領到的
譜是為「一性圓明」的「性」字號，在領譜順序中排名第二。乾隆癸未
年（1763）六月初六，陳悟行傳宗原住招賢里「爰立簿帙紀錄不至疏虞，
謹將常住產業什物器皿悉詳載于常住簿內，後之君子恢宏增續可得而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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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也。」通靈山位於寧化縣泉下里石寮，存乾隆至民國田片說明。通靈
山墳葬熊正顯等祖師。在第 20 世崇字派崇敬分衍出建寧縣西鄉就峰山，
第 23 世分衍出女靜室金靈山。第 23 世正輝先創紫靈山。第 14 世的吳
來顯（即城門山的開創者）和第 15 世的朱重選，葬入上謝塔，從第 16
世起，開始葬在「經堂背」、「本山左沙嘴」、第 23 世「正字派」的
劉乘雲「在家法嗣」正旺（道光乙未年生人），記錄其「剃髮出家」，
然其又有香嗣，劉乘雲的另一個法嗣陳正慎（道光乙酉年生人，西元
1825 年）則記錄為「出家鼓山為僧」。顯然在之後的族譜中並未將其
剔除。劉乘雲一系在道光至光緒年間的發展，新的發展是金靈山的創
建，創建者為周正晃、16 伍正道夫妻（謝家炳、黎遠溶、張國泮 1924：
27a）。記錄為「新建靜室一所金靈山，其堂基所原是自己續置，又買
土田數畝以為香火之需，左右菜園俱是自己續置，日後親房叔伯不得相
爭。」周正晃的法嗣賴學顯在光緒 16 年（1890）死後就葬入了「本堂
山」，即金靈山自己的墳地，而他的同門師兄弟姐妹們所記錄的絕大多
數為「生歿未詳」。本系在第 24 世「學」字派又有邱學蘭、賴學金、
賴學智等數人「徙居大靈山」，法嗣、香嗣二三十人，遠教同輩其他人
為多。
閩西宗族發展，使得羅教熟悉宗族的話語並借用。第一，宗派的使
用。閩西羅教以「大乘世系流派，清淨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來
自性圓明。興崇上乘正學，悟徹微理超群」為字派。第二，《譜》的編
纂者通過運用嫺熟的族譜敘事手法，以《凡例》的形式強調了對羅教徒
的要求。

16 《譜》，第 1 卷，「姓周字秉禮，道光甲申年（1823）生，光緒 19 年（1892）歿，
歿葬右沙手田堪上」（謝家炳等 1924：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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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譜詳查《續燈錄》中原系鵞頭宗派。今譜以一世祖羅公、
二世祖李公、三世黃公，嗣後法嗣繁衍難以從編，今分一支
為一編，支分條析，總歸一本，此析繁為簡之法也。
一 教中之人，雲水相聚，非若同戶同族世相親比也。今於
本名之下，詳載里居姓氏列於世系行派，若異里而同戶，異
姓而同派，不啻叔伯子弟親比一堂也。
一 經堂靜室募建何人，捐助何人，重修何人，皆有功於教
中者，載其人名紀其年月表有功也，並紀其山川名勝經始者
貽謀善也。
一 主持宗教之師，德行精進，登堂說法，刊佈經文，此超
越之賢不可泯沒者，述其言行以垂後人彰有德也。
一 法眷有邪淫、賭博、偷盜、飲酒、吃煙、五辛茹葷、遺
背佛願、悖逆師長、去正從邪、改入旁門外教者，摒斥不錄，
惡惡嚴也。
一 各堂主持只可男為男經堂，女為女靜室，不得乾坤紊亂，
惟恐世俗嫌疑，重結生死冤衍，喪失累劫德行，非出世人之
所為也。
一 先祖墳墓，紀其地名詳其山形坐向於墓。俾百千年後，
庶不沒於荒郊草莽者，孝思遠也。
一 譜襲歐氏式，分區定世，將諸師姓諱鄉貫生歿塔墓逐次
表而出之，所有嗣徒注明法嗣香嗣，以出家坐山者書明住某
山，井井不紊，繼脈傳燈以便稽查也。
一 宗譜重修于同治庚午，成譜十二部，每部上下二本，裝
成二四十本，以「佛法流通顯現、普遍十方揚名」一十二字
為號。（謝家炳等 1924：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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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的《凡例》的關注點非常明確地處理教徒之間的關係：首先肯
定了同教派之間的關係比擬於親屬宗族，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世派；其次
明確了男性教徒與女性教徒之間的關係；再次明確了後世的嗣徒與先代
師祖之間的關係，乃至於以孝道來稱。然而，並未稱必須在春秋之間
祭掃。羅教教徒與宗族之間的區別，在一系的教徒之間並非按照年紀大
小為排列，而是按照其入教的先後順序所排列，最為簡便的方法則是葬
在經堂之後，並且並非所有教徒都有資格葬，而一般以「法嗣」為主或
者是自己有資產的教徒。《譜》中也多次出現對「孝」的強調，如光緒
27 年（1901）的《序》中，「日後知某為某之師，為某處之所出，某
為某之徙，為某支之所分，我輩兄弟當之，所以親親也。後之侄亦知所
以尊尊追遠也。由本達支，派衍分明，親疏朗徹，可以盡孝思敦和好者
實在於茲矣」（謝家炳等 1924：6a）。

六 、結論
羅教在明末進入閩西客家地區，經歷過乾隆時期的打擊而沉寂，道
光之後復興的羅祖教努力用儒家正統話語來洗白自己的歷史，又與地方
信仰和傳說──大聖信仰、地方名人傳說──雜糅融合。從明中葉以
後，閩西地區的宗族發展非常迅速，很多羅祖教的經堂呈現出宗族家廟
的性質，民國譜本身就熟練運用了宗族的一套話語來解釋經堂的組織結
構和成員關係，教產本身就可能為宗族財產，處理宗族財產關係和規範
教徒與宗親之間關係，成為閩西羅教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與族譜不同
之處在於女性在羅教家譜中獲得的地位，反映出羅教在地方宗教實踐中
採取的策略。閩西羅教的發展，特別是到同治之後「正教」的強調，反
映出閩西羅教從明代到清代羅祖教在閩贛邊界地區的變化過程，這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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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過程與羅祖教在閩贛地區的傳播和禁止的歷史過程是相互呼應的。宗
族化和在地化成為羅祖教在閩贛邊界客家地區自清代以來的重要生存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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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砂拉越客家研究

徐雨村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本期《全球客家研究》的專題論文首次以區域研究為主題，先前的
徵稿範圍包括馬來西亞東馬地區，包括砂拉越州及沙巴州。但有鑑於砂
拉越部分已有四篇論文，因此本期先推出砂拉越客家研究專輯。本人擔
任本專輯之客座編輯，謹此首先簡要回顧砂拉越客家人的歷史發展脈
絡，做為讀者閱讀本專題論文之參考。
馬來西亞是在 1963 年，由先前於 1957 年獨立之馬來亞聯合邦，再
加上沙巴、砂拉越、新加坡所合組而成（新加坡旋於 1965 年退出）。
一般依據南中國海為界，區分為西馬及東馬。西馬即是馬來亞半島區
域，而東馬則為婆羅洲島北側的砂拉越及沙巴二州。東馬兩州在 1963
年參組馬來西亞之前，具有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跟政治經濟體系，發展
出有別於馬來亞半島的人文社會景觀及歷史發展過程。因此，對砂拉越
客家族群的研究，有必要從當地特殊的社會文化脈絡著手來呈現其獨特
樣貌。
就地理環境而言，砂拉越屬於婆羅洲的一部分，南臨印尼的加里曼
丹，北接汶萊及沙巴州。古晉一帶的客家人跟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具有歷
史關聯，在 1824 年英國荷蘭殖民勢力簽訂《英荷條約》畫定勢力之前，
這兩地的族群都是自由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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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經濟體系方面，在 19 世紀砂拉越（Sarawak）一詞所指涉的
地理範圍是砂拉越河周圍的一塊小區域，為汶萊蘇丹統治的屬國（Talib
1999: 3），現為砂拉越的古晉省及三馬拉漢省。1840 年 11 月，英國探
險家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協助平定了砂拉越河的馬來人對汶
萊蘇丹的叛亂，蘇丹為此在 1841 年將砂拉越的統治權交予布魯克，使
他成為白人拉惹（White Rajah，或譯作拉者）（Chin 1981）。砂拉越
王國從 1853 年到 1904 年歷經六次大規模領土擴張，面積廣達 124,450
平方公里，約為臺灣島（35,883 平方公里）的 3.47 倍。砂拉越王國在
1941 至 1945 年間遭到日本軍事占領，1946 年由英國殖民部接手治理，
1963 年短暫獨立後，隨即參組馬來西亞，成為砂拉越州。
砂拉越的客家人移民先驅可追溯至 18 世紀在西加里曼丹地區墾
殖的廣東客家人。當時西加里曼丹的數個蘇丹國招募華人開發金礦，
並開放土地供華人屯墾，吸引來自廣東的客家僑民群聚於此。當時的
人數推估約在 31,000 人到 15 萬人之間（Chin 1981）。他們依循在中
國的農村組織型態，各自建立十餘個自治團體「公司」以保障自身利
益，最重要的三個公司為大港公司、三條溝公司及蘭芳公司等（田汝康
2013[1953]: 167）。其中羅芳伯及蘭芳公司（或稱「蘭芳大統制」、「蘭
芳共和國」）的傳奇故事最為砂拉越客家人所津津樂道，視為他們的開
墾先驅（房漢佳 2004: 202）。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9 世紀初展開對西加里曼丹各公司的戰爭，其
中有一部分客家人遷往砂拉越河上游地區，1826 年汶萊蘇丹賦予他們
採礦權（Chin 1981）。1841 年布魯克在古晉建都時，在砂拉越河上游
約有 3 千名華人居住。拉者政府的政治穩定態勢，吸引了更多來自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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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洲各公司難民湧入此區域。先前幾個相互敵對的公司，最終在砂拉越
河上游整合成為「十二公司」之下，在石隆門附近形成一個客家社群圈
（Heidhues 2003: 89; Chin 1981: 26-29; 林開忠 2003: 27-52）。另有一批
來自西加里曼丹三發的客家人移往古晉北方的英吉利里建立「十五分公
司」。
然而，拉惹一向對石龍門附近的公司存有戒心，1856 年英國人籌
組的「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跟十二公司形成競爭態勢，1957
年拉惹以當地人口增長為由，片面決定增收鴉片稅，引爆潛存的緊張態
勢，十二公司籌組武力攻入古晉，拉惹設法脫逃，並在馬來人、伊班人
及古晉華人商家支持下反擊。最終在石隆門帽山的大屠殺致使數千人喪
命。有數千名難民逃離邊境到達荷屬東印度領土，此後有數百名回流到
砂拉越的礦場工作（Chew 2004 [1990]: 32-33; Heidues 2003: 102-103）。
1857 年的這場大屠殺之後，砂拉越經濟陷入停滯及政府赤字的窘
境。1868 年第二任拉惹查爾士布魯克（Charles Brooke）即位，積極策
劃移入來自中國的大批農業移民來改善經濟，但遲至 1890 年代末至
1900 年代初期才有具體成效，吸引數批客家人及福州人的集體移民，
分配土地給農民，也對於後到的各鄉屬個別移民給予類似優惠，吸引了
華人移入各地開墾。這股移民熱潮時興時歇，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立及翌年韓戰爆發而衍生的冷戰壁壘，致使中國移民除了極少數
依親者外，不再獲准移居砂拉越，才告一段落。
在這段由 19 世紀末延續到 20 世紀中的移民熱潮當中，客家人移居
幅員廣袤的砂拉越各地，開枝散葉之後，曾有數十年期間為砂拉越華族
人口當中為數最多的鄉屬。據 2000 年砂拉越人口普查，該州總人口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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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族 51.2 萬，約佔 25.4%。在華族人口當中，客家人有 16.2 萬人，
佔 31.5%， 僅 次 於 福 州 人 的 17.8 萬 人（34.8%）（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Sarawak [April 2011]: 20-21）。
依據房漢佳（2004: 207-9）的研究，砂拉越客家人的主要祖居地來
源及分布區域，大致依據歷史先後順序排列：
1. 18 至 19 世紀西加里曼丹一帶的早期客家移民的後裔，主要在石龍門
及英吉利里附近。
2. 1898 年來自中國廣東省惠陽、東莞與寶安三縣的客家人，一般稱為
新安客，陸續遷入古晉近郊的農業地帶。
3. 1902 年來自廣東省廣寧縣的客家人移居詩巫拉讓江上游南蘭到加拿
逸的廣東芭，一般稱為廣寧客。後因土產價格波動，有部分遷移到
美里。
4. 在古晉西連路 12 哩到 40 哩的西連鎮（Serian）沿途一帶，主要來自
廣東省河婆、惠來、嘉應州、陸豐等縣，時間較新安客稍晚，但人
數眾多，建立村莊與城鎮，其中以河婆客最多。在砂拉越的古晉省、
詩里阿曼省、美里省皆有分布，據估計占該州全部客家人的六成。
5. 砂拉越客家人的傳統生計多以農耕為主，亦有前往美里從事油礦工
人。但在古晉、詩巫、美里等地的城鎮區域亦有大埔、嘉應人從事
商業。

大抵上，砂拉越客家人傳統上以農耕與礦業為主要生業。鄉間客
家人的鄰近村落多為當地原住民，例如比達友族（Bidayuh）、伊班族
（Iban）。這有別於其他鄉屬群體多居住在城鎮而與原住民相區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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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在飲食及生活背景類同的情況下，客家人與原住民習慣於發生通
婚混血。
從 19 世紀至今，在通婚混血、殖民勢力、馬來國族主義可能會削
弱華裔文化傳承及認同的具體或潛在威脅下，砂拉越華人進行了多次的
再華化（re-sinilization），透過學校教育、社團組織及報紙媒體來強化
延續當地的華族文化。在 1930 到 1940 年代從中國來到砂拉越的教師當
中，不乏懷抱左派思想者，鼓吹共產主義新中國的理想。左派分子在
1949 年之後的慶祝新中國成立運動、反殖運動、反大馬運動，成為砂拉
越華人的重大事件。戰後統治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四邦的英
國政府，為了呼應民族主義者建立獨立國家的期望，並圍堵共黨力量擴
散，首先在 1957 年讓馬來亞聯合邦獨立，繼續策畫讓其他三邦及汶萊
加入大馬計畫。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於 1959 年成立，以追求獨立、議會
民主、各族經濟文化發展、種族和諧與團結為目標（Chin 1997: 49）。
反大馬運動在 1963 年三邦參組馬來西亞（汶萊最後決定不加入）之後
告一段落，馬國政府繼續鐵腕掃蕩在印尼暗助下壯大的砂拉越共產黨游
擊隊，並強迫古晉至西連公路沿線客家人進入新村居住，以斷絕砂共的
補給，直到 1973 年砂共與政府簽訂和平協定，動盪情勢才告一段落。
自從 197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而減損華人公民權
與經濟教育權，致使華人喊出大團結口號，組織華人社團聯合會。在此
同時，各個鄉屬認同也逐漸勃興，客家公會與各個分支同鄉會紛紛恢復
活力或創立。隨著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逐步解禁，砂拉越各鄉屬團體
陸續有機會前往祖居地，並建立跨國的經貿文化連結關係，砂拉越客家
人亦參與了世界客家組織的活動，增益其客家文化認同。此外，砂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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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路發展也改變傳統各流域船舶航行的貿易體系及人際互動，客家人
的新世代透過教育取得了許多專業工作或是出國，跟故鄉土地的連結逐
漸斷裂。客家人如何因應客家認同的流失危機，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本專輯共收錄四篇論文，深入探索砂拉越客家人的社會文化樣貌。
以下就歷史背景的先後順序剖面來看，依序介紹四篇文章。
首先是林開忠的〈砂拉越新堯灣周邊客籍華人與達雅族的異族通婚
家庭〉一文。作者延續對石龍門地區早年客家男子與當地土著女子通婚
的研究興趣，從歐洲人 19 世紀的種族觀切入，討論華人與土著族混血
人群為何受到當時統治者布魯克的偏愛。文獻所論及的通婚情況大致可
區分為兩種，一是來自從西婆羅洲移民過來的客家礦工，大多為礦工與
土著族女性通婚者或其後裔。由於沒有宗教障礙，也都食豬肉、飲酒、
賭博，所以雙方通婚沒有障礙。二是基於經商便利而娶達雅女子為妻，
但只能住在市集。這兩種婚姻所生子女在布洛克時代皆屬華人。
近年關於砂拉越華人社會的研究，華文作者鮮少著墨於華人與土著
族的互動。但英文作者因其接觸西方研究砂拉越各族群文獻資料之便
利，而對於這項議題有較多著墨。本文進一步從田野考察探究現有的通
婚型態，從男女雙方認識與結婚的過程、宗教安排、語言的習得、小孩
的教育等面向，探究當前的通婚情況、族群接觸、文化涵化及華人性的
保持等議題。
第 二 篇 是 集 體 移 民 新 安 客 的 一 部 生 命 史， 作 者 周 丹 尼（Daniel
Chew）依據家人記憶、口述歷史、文獻和相片等，書寫其父親周漢發
的傳記，具體而微的呈現了新安客家人遷移的背景，以及在殖民時期客
家人透過教育而轉變身份的歷程。作者的祖父母在 1900 年代早期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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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廣東東莞遷移到古晉的新安客家人，周漢發則於 1913 年出生於古晉。
新安客家人移民砂拉越始於 1898 年，在當時白人拉者的移民政策下，
希望引進勤奮的客家人從事農業生產，但新移民卻捨棄拉者所屬意的稻
作，轉而種植當地更合適的蔬菜。周漢發幼年受華文教育，在父母相繼
早逝之後，接受復臨安息日會的協助，轉而接受英文教育，因此兼備華
文與英文能力。周漢發先後在砂拉越司法部及碼頭工人聯合會任職，其
公職生涯適逢英國殖民時期。因此周漢發的生命史見證了政府、教會等
方面勢力對客家人的影響。周漢發本身對於客家社團的活動支持不遺餘
力，1968 年退休後，成為古晉新安客家人的惠東安會館發起人之一，
並於該會館 1971 年成立時擔任副主席。
第三篇文章轉向古晉的河婆客，吳中杰與陳素秋在〈砂拉越古晉石
角區甲港客語音韻及詞彙調查與比較研究〉一文中，呈現了甲港客家人
深受各族的影響，而借入更多的外來詞彙。一般來說，河婆客家人在古
晉某些客家人城鎮及鄉村具有人口優勢，成為當地的共通語。然而，河
婆客家話就如同華語及各種方言一般，皆受到當地族群、殖民勢力與當
代馬來西亞國族國家的影響，而帶有許多借入詞彙，本文即探討其中的
馬來語、英語、潮州話、粵語來源詞。本項語料亦與同屬河婆話系統的
印尼加里曼丹山口洋硬話與臺灣屏東林仔內河婆話做比較研究。作者從
語言學角度來找出族群互動的痕跡，亦可做為研究當地華語及其他方言
變遷的參考。
最後，羅烈師與陳敏萱合著的〈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
頓挫（1959- 1974）〉，針對幾位曾經參與左派運動者的參與者及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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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進行訪談，並引述當年的報紙報導，追溯了在古晉 17 哩地下武裝
反抗運動跟政府周旋的過程。在這個區域的華人多屬客家人，面臨著政
府的掃蕩、強制建立新村、關押思想犯等措施。本文從受訪者對整體砂
拉越政治地位的變遷、對於建立新國家想望的破滅，以及晚年回歸平淡
生活的景況入手。在來自中國的左派教師的積極引導下，1950 年代的
工運、學運興起，一度使得年輕學子充滿著華人建立主體政權的夢想。
1965 年 6 月 27 日在 17 哩爆發地下武裝運動者跟印尼軍隊串聯攻
擊警察署的事件，7 月 6 日政府展開「鐵鎚行動」展開肅清掃蕩及強制
遷村。繼之而來的是運動者走入森林持續抗爭，被捕者鋃鐺入獄，農民
因遷至新村後的戒嚴管制而放棄原本的割樹膠（橡膠）生業，言論自由
受到箝制等等。1973 年砂共與政府簽訂和平協議，使得前後長達 30 餘
年的左派運動告一段落。如今新村的客家人似乎「因禍得福」，享受著
繁榮景象，造就了當地河婆客家話的盛行以及客家飲食文化、宗教祭祀
的延續。運動者當年的夢想，似乎只能留待圈內人分享，或在口述或文
字的記憶當中。
總結來說，本集「砂拉越客家研究」的各篇論文，呈現了客家人在
砂拉越社會的幾個重要面向。首先，客家人因其生活領域及習慣跟土著
（原住民）互通的關係，自西加里曼開始即有通婚事例，但一向藉由教
育來讓子女保有華人性。其次，客家人在拓墾過程遭逢家變者，由政府
及教會提供生活及教育援助，致使部分客家人（如周漢發）有機會盡早
接觸英語教育，成為客家人與官方之間的文化媒介者，這也為日後的客
家社團籌組鋪好道路。第三，河婆客家語的語言學分析顯示，當地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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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受到族群接觸、殖民力量與國族國家的影響，這也是當地文化雜揉
各種文化色彩的寫照。最後，左派地下組織的華人政權夢想的形成與幻
滅，實質呈現在當時政經背景下，砂拉越客家人的命運受到國際政治現
實的擺佈，卻也因禍得福在新村保留了更大的客家群聚，維繫了客家文
化傳統。
本專題各篇論文多以南砂古晉一帶的客家人為核心，這個地區向來
是砂拉越客家人的最大集中區，也是砂拉越客家源流及發展論辯的發生
地。然而，就「砂拉越客家研究」這個專輯名稱而言，依然有遺珠之憾。
期盼未來再將視野延伸到砂拉越其他地區，進一步探索砂拉越客家人的
整體社會文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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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新堯灣周邊客籍華人與達雅族的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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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古晉省是客家人與達雅族聚集的省分，特別是在內陸的石隆
門與倫樂縣；在這些縣分裡，客籍華人占了大宗。本文即是以石隆門縣
的新堯灣周遭聚落的客家人與達雅族婦女通婚之家庭為研究對象。過往
的文獻中，不乏對砂拉越華人與達雅族婦女通婚的紀錄，特別是擅於執
筆抒發個人情感的白人統治者詹姆士布洛克，但他的描述都只是點到為
止，且更重要的是他對砂拉越人群的看法深受當時局勢的影響。後來的
學者也在這方面有所著墨，但也都只是佔其研究的一小部分，且多以公
共慶典活動為主，無法詳細描述與分析私領域的異族通婚家庭生活。基
於此，本文透過對客家人與達雅族婦女結合的通婚家庭，來瞭解影響異
族通婚的環境因素及他們在宗教與文化上的安排。

關鍵字：異族通婚家庭、達雅族

*

E-mail: ktlim@ncn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7 月 27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12 月 9 日

46

Global Hakka Studies, May 2016, 6: 45-78

Inter-racial Marriages between Hakka and
Dayak in Siniawan, Sarawak
Khay Thiong Lim**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Kuching Division of Sarawak is homeland for Hakka and Dayak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the interior areas of Bau and Lundu Districts; in these
inland counties, Hakka being the majority among the Chines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settlements around Siniawan where families
of Hakka and Dayak (mainly Bidayuh) families are interviewe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re were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and Dayak inter-racial marriages in the interior Sarawak, especially in the writings
of first White Rajah, James Brooke, but his descriptions were very sketchy
and his viewpoin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vents happened at that time.
Subsequent academic studies of inter-racial marriages in Sarawak tend to
regard it a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pi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public celebrations rather than the private field of
family life of these inter-racial marriag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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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inter-racial marriages and the
arrangements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heir respective family.

Keywords: Families of Inter-racial Marriage, Dayak, Biday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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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 19 世紀中葉之前，西婆羅洲是包含現今的西加里曼丹與目前的
砂拉越古晉、西連及三馬拉漢省的地方；當時的人們可以自由移動往
來，在族群及文化上也是相通的。一直要到 19 世紀中葉以後，才在大
英帝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協商下，將這地理文化區域劃分成隸屬於英
荷兩個不同殖民政權的領土（Irwin 1967 [1955]），並在獨立後成為馬
來西亞與印尼兩個不同國家的疆域。
砂拉越原是一條河的名稱，位於婆羅洲島嶼的西北邊。河的上游
與西加里曼丹接壤，是黃金、水銀和銻礦盛產的地方。早在 18 世紀時，
從中國招募過來的客家移民就已經在此進行經濟開墾。他們先在西加
里曼丹內陸礦區落腳，當客家礦工人口越來越多時，他們開始以股份
的方式形成「公司」。到了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荷蘭殖民政府鑒於
布洛克（James Brooke）受邀平定砂拉越內亂並從衰微的汶萊蘇丹手中
取得砂拉越河的治理權而造成的壓力；加上西加里曼丹的客家礦工「公
司」組織致力於其獨立自治的特質，使得荷蘭殖民者不得不開始介入
西婆羅洲的事務，對這一地區進行政治治理與經濟控制。於是造成西
婆羅洲客家礦工「公司」間的爭奪戰；許多敗北的礦工被迫往北移入
砂拉越河內陸，繼續從事礦產開採。
在西加里曼丹期間，這些客家移民跟當地達雅土著族通婚頻繁。1
許多來到砂拉越河內陸的華人後裔已是混血的下一代。但這些客家男性
1 基本上，砂拉越土著族的族群分類除了馬來－馬蘭諾（Melanao）穆斯林之外，非穆斯
林的土著可以被概分為兩大類：達雅（Dayak）族跟內陸民族（Orang Ulu）。達雅族
泛指伊班族（Iban，過去也被稱為海達雅）跟比達友族（Bidayuh，過去也被稱為陸達
雅）。本文在行文中除在特定情況下使用伊班、比達友等族名外，也會使用達雅族一
詞以泛指兩個族群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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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達雅族女性的通婚現象，並沒有產生如馬來半島、菲律賓與爪哇的華
人與當地土族通婚般的混合／混血社會（creolized societies）之結果。
在 James Brooke 筆下，這些華人－達雅人混血後裔：「是一支面貌
姣好及勤勉的種族，﹝他們﹞繼承華人多過本地土著的大部分特質」，
他進一步說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教育跟早期養成習慣」
的緣故；而且在宗教跟習俗上，這些混血後裔主要也是跟隨華人父親的
傳統（Keppel 1846: 66）。2 他認為這群混血後裔值得關注，因為他們很
可能就是婆羅洲未來主要的居民。可見從西加里曼丹遷移進來的華人基
本上有很多已經是跟當地土著混血的下一代，誠如 Ludvig Verner Helms
（1882）就提到華人與達雅人通婚的結果產生了一個新的種族；這種族
繼承了兩族的優良特質，並強化了華人的影響。
繼承 James Brooke 統治地位的是其外甥 Charles Brooke。基本上，
Charles Brooke 對砂拉越華人的看法與他的舅舅沒有太大的差別，他看
好不同種族的通婚混種論，雖然他的種族通婚理論主要針對歐洲人跟有
色人種的混合，認為這樣的混種是「比徹頭徹尾的歐洲人更有價值與更
好的人種」（Brooke 1866: 122），因為他相信純種歐洲人在離開自己所
成長的氣候下，他們的身體與心靈會產生退化。這樣的理論用在華人與
土著的通婚混血上也一樣，他如此敘述：

2 在這些早期歐洲人留下來的文字書寫裡，大多使用華人（Chinese）這樣的字眼，雖然
在礦區裡的礦工絕大多數是各個客家語群。因此，本文在行文討論時，將以這些早期
著作的用語為主，惟我們必須記得這些被描述的「華人」，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認知的
「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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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達雅人的混合就是一個對改良兩個種族的直接例子，
而達雅人與印度人的混雜會接近於亞利安種。……混雜所產
生的半有色人種，及循序漸進下導致的最終改變，因緣際會
地是最適應於東方國家的人種。但迄今由於土著跟歐洲居民
之間有著太大的差異以至於尚未形成可敬的結合。（Brooke
1866: 123）

對他而言，赤道殖民地的烈日是造成歐洲人身心退化的元凶，因
此，歐洲人若要長久定居在這地區，就必須進行混種，就如他對華人與
達雅人混血後代的讚賞一樣，以成為最適應於這些地區的新人種。但
Charles Brooke 也跟他同時代的歐洲人一樣，認為只有歐洲人與有色人
種的混血後裔才是最優秀，且可以成為統治殖民地的人種。
而華人跟土著族通婚下的後代，有以下兩種狀況：一，歷史上，很
多砂拉越河上游的華人都來自西婆羅洲，在 John Crawfurd 於 1856 年編
撰的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and Adjacent Countries
一書裡有著這樣的紀錄：

〔位於西婆羅洲〕Montradok 的居民來自中國廣東省，是一
群粗俗但勤勞的人，大部分為勞工階層。他們隻身過來，跟
原住民結婚，因此，Montradok 都是混血人種。他們保留了
母國的習俗、宗教與服飾，同時也維持他們省份的口語，很
少人懂得馬來語。（Crawfurd 185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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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從西婆羅洲移民過來砂拉越的客家礦工，大多為與土著族女性
通婚者或他們的後裔。在「公司」所管理的礦場裡生活的他們，由於
有著源源不斷的中國新移民加入；加上「公司」組織就是以來自同鄉
或相同方言亞群體為主的影響下，客家的社會文化得以被保留下來。而
在這地區的客家男性的婚配對象大多數是比達友（Bidayuh，一稱 Land
Dayak ﹝陸達雅﹞）的女性。誠如 Daniel Chew 指出的，兩個族群之間
的通婚基本上沒有任何宗教障礙，兩個族群也都嗜吃豬肉、飲酒及賭
博。這類的通婚比較穩定：華人男性通常會善待其土著族妻子，而後者
也相信這樣的婚姻能夠為她們或她們娘家帶來更好的物質生活。在這樣
的情況下，他們的後裔絕大部分是以華人身分成長（1990: 28）。
第二種情況是華人男性商人，他們可能是為了生意上的便利而跟伊
班（Iban，一稱 Sea Dayak ﹝海達雅﹞）的女性結婚。對伊班女性而言，
作為商人的妻子是具有吸引力的，特別是可以獲得世俗的物質。針對華
商與土著族通婚的情形，布洛克當局頗為在意，並立法禁止華商住進伊
班人的長屋，以免他們最後成為土著族的一分子。從官方的觀點來看，
華商之所以跟土著婦女通婚主要是為了擴展他們在土著社群的生意，所
以，為防止華人欺騙或壓榨土著族，布洛克當局規定這類通婚下的土著
女性必須跟隨華商先生住在市集裡。他們所生的孩子可以是華人或達雅
人，但就是不能成為混種的 Sino-Dayak。
無論是第一種或第二種華人：達雅人通婚的後裔，在布洛克的政權
下，他們都被歸類為華人，特別是當他們的父親是華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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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評述與研究範圍與方法

研究砂拉越華人的著作大多以華人的社團或鄉團為主。早期的先
驅著作如田汝康的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Tien 1953）一書，則是跳脫這種社團研究的窠臼，而是以華人方言群
為對象。田汝康一書的目的是探討砂拉越華人社群在面對全新的地理環
境、社會與經濟挑戰下如何適應的問題。他認為許多傳統的中國生活方
式都必須在新的挑戰下改變。田氏以為海外華人的文化變遷來自「新的
地理和經濟環境所施加於〔他們〕身上，以及〔他們〕從他人、土著或
外來文化採借」兩種途徑（Tien 1997: 12）。第一種文化變遷主要是地
理條件如氣候所造成的，換言之，新的氣候和地理環境需要新的衛生考
量，因而促成文化上的變遷。但他沒有進一步討論文化採借的第二種文
化變遷的途徑。
他發現在砂拉越的情境裡，經濟角色的不同常會反映在社會結構
上。在鄉村地區的華人移民，其社會經濟關係是透過宗族或擬宗族的社
會結構來進行的；而城鎮華人主要是以方言群壟斷或控制特定職業為其
特徵（Tien 1997: 61）。方言關係之所以成為城鎮經濟的基礎，據他的
觀察乃是因為城鎮裡的華人若「沒有私人的互信關係下，就沒有公平交
易的保證」（Tien 1997: 96）。換言之，不管是方言、業緣或宗族組織，
都滿足了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華人之經濟功能。田氏的論點嚴重地
忽略了砂拉越鄉區的華人移民乃是被土著族包圍的事實，他們不是移居
到一個無人的荒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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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當地寫作者，如劉伯奎（1990）、田英成（田農）（1999）、
劉子政（1992）與房漢佳（1992）等人都對砂拉越華人多所著墨，他們
的研究大多以華人的移居砂拉越歷史為主，尤其是有關早期華人移民的
遷徙過程，唯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的著作都欠缺有關華人跟土著族比較全
面或細緻的互動關係之討論或描述。在一些著述裡偶爾會提到族群互動
的結果，比如在撰寫《馬魯帝華人社會的變遷》一文中，田英成就有提
及「華族與各族之間一向關係融洽，商貿往來密切，有不少華裔更與土
著通婚」（田英成 1999: 61）。但是這樣的論述也只有點到為止，沒有
更深一層的分析探討通婚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再現問題。
其 實 研 究 18 及 19 世 紀 移 居 婆 羅 洲 華 人 之 歷 史 學 者， 早 已 覺 察
到這些移民跟其週遭的土著族有很密切的關係（Wang 1995；劉伯奎
1990）。西婆羅洲的「公司」由於盤踞該區達世紀之久，因此，華人礦
工跟內陸的達雅族之間有著很好的互動關係。西婆羅洲「公司」在 18
世紀晚期已將它們的兄弟情誼（brotherhood）延伸到包含在管轄領域內
的所有社群，包括達雅族人。所以到了 19 世紀上半葉，當頭家的勢力
滲透到「公司」的管理層，「公司」內的華人－達雅後裔礦工乃結盟起
來，進行反抗頭家的行動。不過很顯然的，在他們還來不及展開大規模
反抗時，西婆羅洲的「公司」已經逐一被荷蘭人擊破了。華 - 達混血後
裔通常是華人移民與當地「達雅」女人通婚的結果，居住在「公司」範
圍內的達雅人通常都跟華人礦工有良好的關係。「他們〔達雅人〕通常
是透過跟華人的通婚而被邀請為華人宴客的座上賓及因而精通華人的語
言」（Wang 1995: 59）。
華人與土著族的關係是晚近研究者關注的課題之一，如房漢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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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樂華社之今昔」（1992）一文觸及華人的遷移和發展，但除了在討
論倫樂（Lundu）的華文學校時，他發現有許多土著族學生就讀外，對
於華人與當地土著族的關係並沒有投注更多的注意力。再者，在他後來
出版的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jang Basin in Sarawak （見 Fong
1996）的研究中，也嚴重欠缺族群互動的資料。在該書中，他論述到這
些不同的族群似乎除了在經濟貿易，物品交換的場合裡才有所接觸（延
續了 Furnivall 的 plural society 的觀點），而且在這些接觸中，華人移民
永遠是帶來讓土著社會文化產生變遷的主要因子，至於華人移民似乎還
是保有原鄉的傳統文化與習俗，他們跟土著社會文化是沒有交集的。這
些蜻蜓點水式的描述對於我們瞭解華人移民跟土著的互動過程幫助並不
大，但它們皆點出了婆羅洲多元族群的社會性質。
晚近以華文書寫的砂拉越華人研究當推黃建淳的《砂拉越華人史研
究》一書（1999）。此書是華文書寫的砂拉越華人研究中的大部頭著作，
全書共 1,132 頁，是作者花了多年時間採訪、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的成
果。或許作者所處理的是全砂拉越的華人歷史，所以沒有投注焦點於族
群互動上。黃氏一書對土著的描述很少，有的話也是以華人移民的婆羅
洲是一片沒有人文的荒地，是華人把文明或文化帶進來。這樣的論調直
接杜絕了不同族群互動的文化雙向思考。
有趣的是有關砂拉越華人跟土著的互動關係，英文著作方面就有比
較多的著墨。誠如饒尚東在〈砂勞越華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一文
所 回 顧 的， 作 者 如 Daniel Chew、Richard Calvin Fidler、Craig Lockard
及 Vinson Sutlive Jr. 等的著作都提及華人與土族的互動關係（饒尚東
1992：15-17）。這可能是因為這些英文作品都完成於砂拉越與馬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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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合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後的時期，這時期正是砂拉越各族群的屬類意識
（ethnicity）風起雲湧，越發增強的時刻。而西方學術界歷經六零年代
的黑人運動、學生運動等思潮的衝擊，族群意識的崛起使得族群關係的
研究成為主流。更重要的是在布洛克統治砂拉越期間，西方學者「都把
精神集中在土著的研究分析上，華族史的研究也 [ 就 ] 被忽略了」（饒
尚東 1992：9），所以受英文教育者較使用華文寫作者更容易接觸到有
關砂拉越土著研究的資料，這大概是使得他們更能輕易思考族群互動過
程的一大利基了。
在砂拉越華人研究裡，Daniel Chew 在他的 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 (1990) 一書中，開宗明義地闡明其宗旨：即
研究砂拉越華人在四個領域（礦、商、種植與受薪工人）的 pioneering
experiences，透過對這些經驗的瞭解，將有助於釐清「海外華人」史和
編年史的兩大主題：華人－土著以及華人－殖民政權的關係（1990：
viii）。關於華人－土著關係，Chew 提到了不同族群之間及華人內方
言群關係的變化（1990：130），如潮州人跟福建人在商業上的競爭以
及馬來商人最終被華商取代的命運就是最好的例子（Chew 1990: 130134）。商業競爭的結果是造成一些地區華人－馬來人的關係緊張，但
對於廣大的伊班及其他的非馬來土著顧客，鄉下的華商就發展出「入鄉
隨俗」的特性，以討顧客的歡心。華商入鄉隨俗的特性包括熱誠款待土
著顧客、說土著的語言以及娶土著婦女為妻（Chew 1990: 135-138）。
Chew 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了移居時代的不同及從事不同的行業都會影響
華人－土著的族群關係，但是對於那些跟土著關係和諧的華人，Chew
並沒有進一步說明他們的社會文化是否有受到土著的影響？ Chew 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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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預設了在華人－土著互動過程中，華人的那一套商業的理性運作（如
賒賬、熱情款待和以小餌吊大魚）及文化邏輯（如華人－土著結婚以隨
夫居為主）還是主要的，但他並沒有進一步思考這一套商業運作的理性
是否為配合土著的文化邏輯？在他後來的文章裡，Chew (2003) 進一步
指出華人跟土著之間存在著社會互補關係（social complementarity），
這種關係一方面是相互的經濟依賴，另一方面則是華人涵化當地的風俗
與規範。
直接觸及華人跟土著族關係的研究當推鄭八和。鄭文指出在石隆門
（Bau）的華人與比達友族的通婚很普遍，雙方的文化障礙很少。他們
「沒有宗教信仰的障礙，華人與陸達雅人共具有吃食豬肉、喝酒及嗜賭
的社會特質。事實上，華人礦工善待土著妻子也使得這種跨文化婚姻為
礦業公司所鼓勵的。對土著婦女而言，嫁給華人也意味在物質上有更好
的生活水平，因為華人都以勤奮著稱」（Chang 1998: 94）。但是，這
些通婚的後裔一般上都被以華人的方式加以社會化，鄭氏認為這可能是
因為「公司」的影響所致，即「公司」保持華人的文化與社會價值以做
為政治權力的焦點。如果他的說法可以成立，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
在 19 世紀中當西婆羅洲的「公司」為頭家入據時，華人 - 達雅混血的
礦工為何會被排斥，並自覺地成立自己的秘密兄弟會。鄭氏一文也澄清
了華人—達雅互動的一些面向。其中最為表象的是語言的互為採借，不
過這在砂拉越是很普遍的現象。比較特殊的是鄭氏亦提到在內陸的新山
（Pangkalan Tebang）的比達友人參與當地大伯公廟的祭拜，而當地的
華人亦跟比達友人同慶 Gawai 豐收節（Chang 1998: 95-96）。在華人的
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裡，到底有沒有土著族的影響？就不在鄭氏的討論

砂拉越新堯灣周邊客籍華人與達雅族的異族通婚家庭

57

範圍。
更為晚近的著作如 Caesar Dealwins（年份不詳）在砂拉越三個都市
古晉、美里與詩巫進行印度裔與達雅婦女通婚及其後裔的社會認同研
究，他發現這些通婚後裔在家庭成員語言使用、家庭食用食物、慶典、
後代的婚配偏好以及社會認同上，大多轉向較大的達雅社群靠攏，但還
是保留了若干印度的身分認同以展示其印度性。研究者認為由於印度人
在砂拉越為少數民族，因此，他們的後裔會逐漸統合入達雅社群是可
以理解的，但是這些混血的印度後裔並沒有完全地同化，他們還是試
圖展現自己的雙重文化特性，只是國家在土著與非土著（Bumiputra vs.
Non-Bumiputra）的本質二分，讓這些混血後裔無法取得國家認可的自
己的雙重身分。這項研究主要是以印度人跟土著通婚為例，其場景是在
都會區，可能會跟居住在鄉村地區的通婚家庭有所不同，且本文所討論
的華人乃是砂拉越第二大的族群，其通婚應會呈現不同的結果。
誠如 Daniel Chew（2013）在 “Hakka Identity in Engkilili and Siniawan,
Sarawak” 一文中指出，根據他自己在 Engkilili 與 Siniawan 兩地的田調
與觀察：馬來西亞官方對族群的劃界，影響了人們界定自己的族群屬性。
換句話說，人們大都根據父系原則來界定通婚後裔的族群屬性。他在文
章中點到對伊班和比達友配偶而言，她們可以在私底下選擇將自己視為
「成為華人」，或「伊班—華人」；惟在日常生活實踐上，她們還是跟
自己的娘家保持了家庭與文化的聯繫。在他的研究裡，也發現兩個地區
的客家父親決定了孩子學習甚麼語言，通常是客家話與華語，但在家庭
用語裡，客家話、伊班話或比達友話、馬來話等混合著對答。客家父親
也決定了孩子的學校教育且通常都是華文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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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砂拉越客家研究者 Elena Gregoria Chai Chin Fern （見 Chai
2013）則將其研究場景搬到客家村落，討論因結婚而移入村落的比達友
婦女。她發現就語言的使用上，有的比達友女性會因功利性而使用客家
話或華語；有的則堅持對語言的情感而採用比達友語。跟 Daniel Chew
不同的是，Chai 的研究以比達友母親為中心，她發現這些母親們對於孩
子的教育並非完全沒有置啄之餘地，相反地，她們也是很理性地判斷，
覺得孩子接受華文教育是最有前途的。至於她們如何認同自己，有的比
達友婦女有意識地使用華語或客家話，以彰顯她希望被視為華人或客家
人；有的則堅持自己的比達友性。
異族通婚乃是文化交流的基礎，除此之外，族群的互動歷史過程中
也讓彼此的文化烙印在歷史語言中，譬如林青青的研究就告訴我們在伊
班的說唱文本中的內容與語詞就有著濃厚的華人文化色彩，而華人的生
活用語及日常生活飲食也深受伊班文化的影響。在她的研究中也發現華
文教育似乎亦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媒介角色（林青青 2005）。
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本文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這些通婚的家庭。其
中包括男女雙方認識與結婚的過程、宗教安排、語言的習得、小孩的教
育等面向，以豐富這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以砂拉越石隆門縣（Bau）內陸地區為研究區域，包括北歷
（Bidi）到新山（Pangkalan Tebang）一帶。這個區域含括在新堯灣內，
人口約有 8,000 人，其中以比達友人最多，約 4,800 人；華人（大多為
祖籍河婆的客家人）有 2,400 人；馬來人則有約 800 人。從很早開始，
這裡的客家男性與土著女性通婚很頻繁，但是到底有多頻繁，我們無法
取得可靠的統計數字。在馬來西亞的官方統計數字裡，有關異族通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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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詳細的統計數字，所有結婚與離婚資料都保存在馬來西亞結婚與離
婚登記局，但礙於機密法令及保護個人隱私的理由，研究者這幾乎不可
能取得這些原始資料。
本研究透過當地的客家及比達友甲必丹和村長之協助，3 找尋華人
與土著族婦女通婚的家庭共 13 個。以訪談及觀察的研究方法進行。訪
談的語言除了華語、客家話外，也使用馬來語，以適應不同受訪者之語
言選擇；訪談中不同語言參雜出現乃是正常的。本研究大多選擇在受訪
者的家裡進行訪談，同時進行觀察，並做成記錄。

三、資料討論
（一）誰跟達雅女人結婚？
就像在前述歷史紀錄裡提到的：許多生活在砂拉越內陸的客家華
人，他們的父祖輩本身就是混血後裔。在我們所訪談的 13 個家庭中（參
考表 1），男性 9 人，女性 4 人。13 人中，父母輩為混血華裔的就佔了
7 個，超過五成。因此這些受訪者的身分大多為混血華裔，除了兩位土
著族外，11 位受訪者皆為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混血華裔。如果說在砂拉越
鄉區的客家男性與土著女性通婚很頻繁的話，則我們可以合理地說這些
地區混血的客家男性更有可能與土著婦女通婚。

3 甲必丹（Kapitan）是華人行政區域內的官職稱呼。在過去甲必丹是由當地人民依領
導能力而選出來的社區領袖，但在 2004 年，砂拉越州議會通過 Community Chiefs and
Headmen Ordinance 後，甲必丹的職務不再是選出而是委任的，且其委任權最終落在州
政府秘書處（State Secretariat Office）身上。目前古晉省共有 102 個華人社區領袖，
包括 4 個 Pemanca，16 個 Penghulu 以及 82 個甲必丹。參考 Chidamba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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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對象一覽表

代號 性別
父祖輩婚配情形
PDS 男 父親是河婆客家人，母親則是印尼西加達雅人。
ZAY 男 祖父從中國來，在西加娶達雅妻子，父親是混血
華裔，母親則是比達友人。
PDY 男 父親是河婆客家人，母親則是印尼西加達雅人。
（與 PDS 兄弟）
LSH 女 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伊班人。
CXG 男 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混血華裔。
MCL 女 父親是比達友人，母親是混血華裔。
CMX 男 祖父來自中國，在西加娶達雅妻子。父親為混血
華裔，母親是比達友族。
CZG 男 祖父與外祖父是客家人，祖母與外祖母則為比達
友人。父母都是混血華裔。
CGY 男 父親是大埔客家人，母親為達雅人。( 與 CMX 為
父子 )
BRR 女 祖父是客家人，祖母是伊班人；父親是混血華裔，
母親則是比達友人。
LAJ 男 父親潮州人，母親是比達友人。
JKB 男 父親客家人，母親是比達友人。
女 父母親皆為伊班人。（與 LSH 為母女）
SIT

本人身分
混血華裔
混血華裔

配偶族群
比達友
比達友

混血華裔

加拉必
（Kelabit）
混血華裔
伊班
混血華裔 加央（Kayan）
比達友
混血華裔
混血華裔
比達友
混血華裔

比達友

混血華裔

比達友

混血華裔

比達友

混血華裔
混血華裔
伊班

比達友
比達友
華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從表 1 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客家男性娶土著族女性的
通婚型態，只有兩個例子是客家女性婚嫁入土著男性家裡，即 LSH 和
BRR 兩位。這似乎也是從以前到現在出現在砂拉越的華人與土著族通
婚的最普遍型態，而根據殖民及後殖民時期對混血後裔的官方界定，基
本上就是採取以父系為原則的族群歸屬，因而大部分的華人 - 達雅混血
後裔都被視為華人，除非像 LSH 與 BRR 那樣的通婚型態，她們婚生的
小孩才有可能成為土著族，譬如伊班或比達友族。這是馬來半島與砂拉
越跟沙巴不同的地方：在沙巴，華人與卡達山人所生的後代，可以自稱
為 Sino-Kadazan，而這樣的族群類別也獲得州政府的官方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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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與結婚的過程
我們可以就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城鄉的分析。除了六位長住在
目前的村落的受訪者外，大部分的受訪者並非一直以來都居住在鄉村地
區，有些人因為工作關係而短暫地在都市居住過。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認識的場域大多與自己的工作有關。譬如 PDS 就曾在古晉擔任汽
車修理廠工人，他就是在那裡認識自己的比達友太太；ZAY 則是在建
築工地工作而認識太太的姊夫，經後者介紹而認識太太的；或如 CXG
是在美里工作，有一次到太太的村落 Long Belian 蓋房子而認識加央族
的她。至於那些在鄉村地區成長的受訪者，譬如在本研究中的 CMX、
CZG、CGY 和 LAJ，他們幾乎都會提到太太跟自己居住地區的土著族
家庭有關係而經常往來，經他人介紹而認識；或是同村人因接觸而認
識。可見城鄉場域提供了不同的途徑讓異族男女得以認識彼此。但是，
在這裡還有一項重要的條件，也就是這些受訪者似乎都具備了對土著族
文化或語言的瞭解。舉 LSH 為例，其母親為伊班族的 SIT，SIT 原是詩
巫 Tuai Rumah Masan 的伊班人，他們全家之後搬到了美里。SIT 唸到高
中畢業後就在美里的一家超級市場當收銀員。SIT 的弟弟則是跟 LSH 的
父親一起擔任某工廠的技術人員，經弟弟介紹而相互認識。婚後，他們
就跟 SIT 父母同住在美里的家，因此，從小 LSH 就是在伊班家庭與文
化下成長，在她三歲時，因父親的工作關係而遷居北歷（Bidi）的祖父
母家。可能是因為這層關係，使得 LSH 在 17 歲時遇到 Lubok Antu 的伊
班建築承包商，相戀而結婚。換句話說，混血後裔同時具備了兩個不同
族群文化的理解，似有助於她／他們在婚配對象上可以做更多的選擇。
結 婚 的 過 程 也 相 對 單 純。 有 些 受 訪 者， 如 PDS、PDY、MCL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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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R 都是在教堂舉辦，由牧師證婚，沒有進行華人的婚禮儀式。由於大
部分受訪者屬於中下階層，在他們結婚時，事業尚未有成，因此，全都
反映根本沒有支付聘金給女方，甚至有的還需要女方家出資幫忙宴客，
誠如 CXG 說的：「她爸爸也知道我做這種工，（所以）沒有什麼要求，
只要她喜歡就好」。只有 CZG 較為特別，雖然他的比達友太太是天主
教徒，但他們沒有上教堂舉行婚禮，而是採取中式的結婚儀式：在自家
向長輩奉茶，在自家對面的民眾會堂設宴，以自助餐的方式來招待村子
與鄰近村落的親友，席開數十桌，約有三四百人前來向新人獻上祝福。
而結婚到伊班家庭的 LSH，其結婚儀式主要在男方的長屋舉行，他們殺
了一頭豬來宴請賓客，然後準新人互換戒指，婚禮相當簡單，女方家沒
有另外舉行儀式，也沒有跟男方要求聘金。可能是因為這些通婚配對在
結婚當下都不在自己的家裡，比較沒有受到華人傳統婚禮儀式的束縛，
加上他們的社會經濟條件，而使得他們的婚禮基本上都非常簡單而不龐
雜。

（三）語言的使用
在一個客家人與土著族雜處的環境裡，族群之間的接觸頻繁，也使
得相互的學習，特別是在語言、飲食料理上有著明顯的交流。在我們的
研究對象裡，有的會講土著的語言，譬如 PDS 就樂觀地認為：「這邊
的華人全部都會講拉子話」4。結婚前，PDS 跟她使用馬來話溝通。生
了孩子後，太太就跟他在這裡居住，由於甚少有人跟她以比達友話溝
通，因此她被迫學習客家話，因此，「我老婆講客話，我跟太太講客
4 拉子是砂拉越華人對達雅族的稱呼，可能來自 Da’yak 這個字的音節，最後演變為拉子
（La’a）這樣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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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他太太不大會講華語，但聽得懂。訪談期間，家裡的電視正放映
著中國拍攝的〈雪山飛狐〉影集，她表示聽得懂電視劇裡主角們的對話，
雖然看不懂螢幕上的中文字幕。有趣的是，PDS 的比達友岳父也會說客
話，只是有著濃濃的達雅腔。他最大的妻舅則會說福建話，因為在古晉
做汽機車零件銷售多年，接觸很多福建人之故。雖然村子裡有許多的比
達友婚入女性，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定期的聚會，只是偶爾會在市場或路
上不期而遇就會聊聊天。可見比達友語在這客家人為主的聚落裡沒有用
武之地。
住在北歷的客家人不一定都如 PDS 說的那樣，都能夠說著流利的
比達友話。以 ZAY 來說，他對自己的比達友語評估是：必較淺的會說，
深一點則沒有辦法，但他在聽力部分就沒有問題。雖然他現在工作的打
石場，有八成的比達友工人，來自石隆門、斯里阿曼及美里等地，所以
在工作場域使用的語言非常混雜，包含了馬來語、必達友語、華語、福
建話跟客家話等。他跟太太談戀愛的時候，溝通語言必須參雜英語，由
於太太婚前曾經跟姊姊一家人住在一起，姐夫是客家人，所以多少聽過
一些客家話，因此，在他們後期的相處中，逐漸轉為以客話為主。
比起北歷，新山地區的客家人就與比達友族的聚落更為接近了，
從 1980 年代起，許多附近的比達友人紛紛遷入新山地區，因此，在這
裡更可以看到族群之間頻繁互動的場景。因此，來自新山的通婚家庭案
例，可以發現大部分混血客家男性都能夠說得一口流利的比達友話，這
也是他們跟自己的太太溝通的主要語言，譬如 CMX 和 CGX 父子就是，
他們的比達友妻子也會客話，但是在面對孩子時，父親多使用客話，母
親則保留使用比達友話的習慣，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客語、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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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語，以及從學校學習得來的華語及馬來語，成為多語多腔調的混血後
裔。同樣在新山生活的 CZG 因雜貨店忙碌，就將小女兒交給岳母照顧：
早上由太太將小女兒送去娘家，晚上娘家的人再將小孩送回來。娘家就
在新山附近的比達友村落，那裡都使用比達友話，因此，小女兒的主要
語言當然是比達友話。他們夫妻跟大女兒則用客話、馬來話及比達友話
混雜著溝通。CZG 跟爸媽是講客家話，因為父母也都不會華語，跟太
太（27 歲）則是講比達友話，跟兩個女兒則是講混雜的客話、比達友話、
馬來話與少許的英語。他太太有時候會跟小孩用比達友跟馬來話溝通。
本研究對象之配偶，除了該地區最大宗的比達友族外，還有幾個個
例是跟其他少數族群通婚的例子。在這兩個例子中，由於配偶所來自
的家鄉距離遙遠，譬如 PDY 的加拉必族（Kelabit）妻子，主要是集中
在 Bario 高原上的一支少數民族，雖然晚近這支少數民族的年輕人也開
始遷徙到美里都會區，距離她現在婚入的村落，相當遙遠。另外一位
CXG 的妻子，則是加央族人（Kayan），亦是來自遠方的少數族群村落。
這些土著族太太，顯然比當地的比達友族女性，更為孤單了。她們的族
語，在石隆門內陸地區根本沒有人會講，就連她們的混血丈夫也未必會
說或聽她們的族語。因此，就像 PDY 指出的，他的加拉必太太跟他及
家裡的兄弟妯娌，都只能用馬來語來溝通，然後她也得開始學習客話以
便適應。CXG 與加央妻子，婚後因工作關係住在美里，他們的溝通語
言是馬來語，因為 CXG 本身不會講加央話。之後，他們從美里搬到父
母在西連（Serian）的家居住，她因不會講客話，只會馬來話跟加央話，
而婆婆只會講客家話，因此，兩人剛開始只能靠肢體語言來溝通。她用
了五年的時間學會客話，才有辦法進行相互的溝通。
研究個案中的混血客家女性 BRR 所採用的語言策略也跟 CZG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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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家裡跟小孩是講客話，而先生則是跟小孩講比達友話。先生會聽客
話，但不會講。所以當她說客話時，先生會回以比達友話，表示雙方都
知道對方在說什麼。小孩則會自動轉換語言符碼，對於這兩種語言都能
夠運用自如，對不同語言的人會使用不同的語言。這可能是因為她在婚
後還住在新山的緣故。混血華人女性若在結婚後，沒有居住在原家，而
是遷入夫家，則在語言的使用上必須進行調整。LSH 就是很好的例子。
她在婚後住進夫家的長屋裡，在伊班長屋裡主要的溝通語言是伊班與馬
來語，長屋的伊班人不會說客話，她跟先生交流的主要媒介語也是伊班
話。她大概用了一年多才學會伊班話，可能她小時候有跟伊班外祖母學
習，讓她更有快速習得伊班語的基礎。
從這些語言使用的資料來看，影響客話或比達友話在家庭內的使用
不只涉及夫妻之間的語言能力，它可能還會受到所居住社區的影響。在
北歷的個案裡，許多婚入的比達友婦女都得多多少少學習客語，畢竟在
這個以客家人為主的鄉鎮裡，客話是主要的溝通語言。但在更內陸的新
山地區的客家人，由於跟鄰近的比達友聚落往來密切，因此在這裡的通
婚家庭的語言採用是比較混雜的，且比達友話在這裡也比較有使用的機
會與空間。

（四）宗教信仰的安排
底下是進入受訪者家時的觀察紀錄：

PDS 家是一間磚屋，建物約 37 坪。抵達的時候，男主人過
來迎接。映入眼簾的是正前方的牆壁上懸掛著一個小神龕，
神龕上頭掛著耶穌誕生的照片，神龕上擺放著左右各一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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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蠟燭，中間則放著一個個玻璃油燈，可見這家人是天主教
徒。（林開忠 2014）5

迎接我們的是 ZAY 的 20 來歲兒子。上了梯子到入口就是家
裡的客廳。客廳擺了一幅沙發，還有電視等。在客廳正面的
牆壁上掛了一個木製的十字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旁
邊還有耶穌的彩色照片等，可見這家人是天主教徒的家庭。
（林開忠 2014）

若從家庭客廳擺設，我們大概會推論 PDS 及 ZAY 都是天主教徒，
但在深入了解後，才發現通婚家庭也有著複雜的宗教信仰之安排。以
PDS 而言，他父親留下一塊農耕地，目前這塊地是他的兄長們在耕作。
可能也還未分家的緣故，所以，他們的老家還供奉著祖先牌位，也因此
在他自己現在居住的家裡，就完全沒有祖先牌位的痕跡。PDS 是民間信
仰者，但目前家裡的裝飾以天主教為主。「這是我老婆（信的宗教），
我也跟著她，（但）我也照樣燒香……哪裡有神廟，我照樣去燒（香）。」
PDS 說基本上他太太不會跟他去進行這些民間信仰的儀式，但他會跟太
太到教堂，尤其是每年的六月一日（Gawai）及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
他們都會回去太太的 kampung（村落），此時就會上教堂。孩子的宗教
信仰都跟隨母親，所以都是天主教徒。若要祭拜祖先，他們會回去老家

5

比達友人傳統上是泛靈信仰者，雖然這信仰的痕跡依然存在。在布洛克統治時代引進
了基督傳教士，從 1848 年開始，傳教士以現代教育與醫學為媒介，吸引比達友族改
宗基督教。絕大多數在比達友區域傳教的是天主教會。本研究的石隆門地區的比達友
人則主要為天主教徒。根據 2010 年人口與家戶普查，比達友族的宗教信仰如下：基
督教（81.43%）、民間宗教／泛靈信仰（11.6%）、其他宗教（4.09%）、伊斯蘭（
2.39%）、無宗教／不詳（0.54%）。參考 Wikipedia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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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農曆七月半或清明就回老家祭拜祖先。太太通常也會跟去，也會拿
香祭拜，拜過祖先的食物也照樣進食。ZAY 以前也是民間信仰者，因為
跟天主教的太太結婚而成為教徒。但是他「什麼都拜」。加上他現在做
為石場的監工，拜拜是免不了的，他說在石場至少有好幾個神明需要祭
拜的。目前石場裡有神廟一間，裡面祭拜大伯公、石公、土地公、拿督
公、大伯爺，這些都是需要祭拜的，尤其是要動土或者神明誕的時候。
雖然身為天主教徒，但在華人節慶拜祖先，他太太也跟著拜，他也會跟
太太到教堂做禮拜。「我們除了馬來人、印度人的節慶外，華人跟比達
友的全部（節慶）都過」。這樣的宗教妥協策略也可以從婚入客家家庭
的伊班婦女 SIT 的身上看出來：她是基督教，先生則是拜大伯公及祖先
崇拜的民間信仰者。同樣的，SIT 只有在返回娘家時才會去教堂做禮拜
或在自家 sembahyang（禱告），如果夫婿在場，亦會陪同；在夫家的
時候，SIT 就會跟隨夫家中的長輩燒香拜大伯公與祖先，所以她說「（當
在夫家時）我（的信仰）改成 Buddha（民間信仰的意思）」。
有的時候，婚入客家家庭的土著婦女之所以無法實踐其宗教信仰，
乃是因為在本研究的北歷地區沒有相關的基督教教堂，譬如 PDY 的加
拉必太太是婆羅洲福音教會（SIB）信徒，6 若要參加教會活動，得跑到
古晉，因此，他太太很少會上教堂。可能是剛結婚不久，尚在適應的緣
6

砂拉越婆羅洲福音教會（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BEM]）創立於 1928 年下旬，意
識到他們若到城市裡傳教將面臨很大的挑戰，因此，一開始其先驅傳教士就將他們的
傳教活動集中在中央婆羅洲，尤其是林夢（Limbang）內陸鄉區的 Lun Bawang 部族，
並成功地在 Lun Bawang 間傳開來。1939 年，傳教士進入加拉必高地傳教。惟不久，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滯留在砂拉越的歐洲人（包含傳教士）都遭到日軍拘禁，傳教活
動由土著族擔當。戰後當歐洲傳教士重回加拉必高地時，發現 Lun Bawang 教會倖存
下來，且大量的加拉必族人也已皈依了福音教會。1948 年，BEM 在 Lawas 設立了聖
經學校，以培訓教師和執事，並將聖經翻譯成 Lun Bawang 及加拉必語言。1958 年，
為因應加拉必族向外移民到美里尋找工作和接受教育，教會開始培訓已婚夫婦進行傳
教任務，並將其名稱改為馬來語的 Sidang Injil Borneo（SIB，即婆羅洲福音大會），
象徵了教會的本土化。SIB 教徒大多為土著族。參考 Wikipedia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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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去年她才開始出席 PDY 家族的清明節掃墓活動，但她不拿香祭拜，
就只站在一旁，讓祖先知道她有出席。SIT 也一樣無法在北歷找到自己
所信仰的教會，若要參加禮拜就得去道羅港（Krokong）或石隆門。
當然也有擁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夫妻。LSH 本身就是基督徒，她的伊
班夫家也是基督徒，因此在長屋期間，她會跟夫家人一起上教堂禱告。
但當她回到娘家時，則會隨自己家人拜伯公與祖先。「不然你沒尊重他
們的宗教也很不好」。在華人農曆新年期間，伊班夫婿會來到北歷與娘
家共渡佳節，在面對娘家的華人祭拜儀式時，伊班夫婿也會入鄉隨俗地
雙手合十祭拜，只是不能拈香。有的時候，相同的基督徒卻有著不同的
教派，像 MCL 就是。在信仰方面，MCL 是天主教徒，她的比達友婆婆
也是天主教徒，但她的混血華裔先生則是 SIB 信徒。所以，婚後，星期
天做禮拜時，MCL 有時會隨先生去 SIB 教會，該教堂在佈道時是用伊
班話，她先生聽得懂這個語言。有時婆婆的天主教會的人會到家裡來講
道，「我也會去聽」，她說。另外一個夫妻都有共同信仰者是 BRR，
他們都是天主教徒。BRR 表示，她只要有空就會去教堂禮拜。夫婿家
慶祝 Gawai 與聖誕節，她們一家都會過去夫婿家同歡共慶。華人節慶時，
夫婿的家人也會前來祝賀。中秋節的時候，她自己的媽媽會做粽子過來
給她們。清明拜山是在倫樂，因為她父親葬在那裡。自己的前夫則埋葬
在新山，所以她也會到他墳前點蠟燭放鮮花。七月半盂蘭節時，新山會
舉辦儀式，跟各個家庭收取費用，她們家也會繳費參加，盂蘭節的舉辦
當局會將基督教徒跟民間信仰者分開，大家在公司山（墳場）那邊進行
儀式。
最後，還有一種情況是改變婚入配偶的宗教信仰。這發生在 C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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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達友太太身上。CMX 信仰一貫道（新山村子裡有設佛堂，拜彌勒
祖師），其妻原是天主教徒，後來也隨他信仰一貫道，上佛堂聽點傳師
講道，講道的語言是華語跟客話。LAJ 是另外一位從民間信仰者改宗為
天主教徒的例子。
從研究個案身上可以看出人們對宗教信仰所保持的彈性，以策略性
地處理不同宗教信仰者相處的問題。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能夠遊走於不同
宗教信仰之間，他／她們能夠在不同的場合扮演不同宗教信仰者角色，
且也大部分能夠在相互體諒的情況下和平共存。除了少數的兩個改宗的
例子，其餘的受訪者都堅持著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能夠在不同的場域裡
進行其宗教實踐而不會產生衝突。

（五）小孩的教育
從受訪者中發現她／她們本身或自己的孩子都是或曾經在大段
（Taiton）中華公學唸書，大段中華公學是距離北歷及新山最近的一間
華文小學。雖然只有區區 6 年的小學教育，7 但顯然所有混血後裔都非
常重視這項教育。有的人認為家裡並不使用華語溝通，因此只要 6 年的
小學教育就足夠了（PDS）；有的則以為孩子有了 6 年的華文教育，將
有利於他們未來出社會的工作（ZAY），因為在砂拉越，幾乎商家絕大
多數是華人，所以懂得華語有利於找工作（MCL）；還有的因自己不懂
華語而產生自卑，因而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重拾華語：「唐人要讀唐
人書，……我們自己是唐人，卻不識唐人書」（CZG），或「我要給他
7

到了中學以後，有繼續深造者就進入石隆門的湖濱中學（Lake School），那是以馬來
西亞國語為教學媒介語的中學；若要繼續在華文中學深造，則必須到更遠的古晉，且
還得自費。因此，在距離與經濟的考量下，很少人能夠接受 12 年的華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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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讀唐人書，因為未來做工（也好）；（還有）我交拉仔（指跟土著結
婚），我不希望（我孩子的）Chinese 的東西唔見」（BRR）。
這些不論是從功利或情感出發的對華文教育之態度，使得我們可以
發現大段中華公學裡的學生，一個班級裡，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混血後裔
就讀，這個現象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四、結論
本研究場域為比較偏遠鄉鎮如北壢、燕窩山（Jambusan）、新山
（Pangkalan Tebang）等地方的客家人與土著族通婚家庭為主。在當地
甲必丹的帶領下，我們以滾雪球的方式在這廣大的地區尋找適合本研究
的參與者。總共有十三個家庭接受了本研究之訪談。在這十三個家庭
中，含括了兩大類的異族通婚現象：即，一是客家男性跟土著女性結婚
的家庭；一是客家女性跟土著男性結婚的家庭。後者有兩例；其餘都是
第一種情況。之所以有如此個案數量的差異，可能是因為：一、大部分
客家女性跟土著男性通婚者，女性就會前往男性土著家裡或長屋居住；
以及，二、客家女性跟土著男性通婚後，有很多都居住在城市裡。因此，
我們在偏遠鄉鎮比較難找到她們的蹤影。
從這十三個家庭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重點或特色：
1. 大部分與土著族通婚者幾乎都非第一代，他／她們的上一代或／
和上上一代，可能是母方或父方，已經是通婚的情形，因此，通婚似乎
對於他／她們而言是再普通不過的事情。有的在一家庭內多個兄弟姊妹
都有異族通婚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在通婚家庭內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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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孩，其或其家庭對於另外一半的異族太太或先生比較可能接受。
2. 在這十三個家庭裡，除了有來自本研究區域最為多數的土著
族－比達友族外，有的甚至跟伊班族、加央族（Kayan）以及加拉畢族
（Kelabit）通婚。可惜我們沒有官方的統計資料來說明整體的華人跟各
個土著族的通婚比例，但這顯示了人的移動所帶來的結果之一，使得即
便是非常遙遠的加拉必高地上的族群也有機會跟下游城鎮的華人接觸，
進而促成通婚的機會。
3. 異族通婚的條件之一就是兩個族群之間有著密切接觸或往來。在
許多偏遠鄉鎮的確擁有如此的地理接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
譬如在新山地區的研究參與者，就會因為這種機緣而展開異族的認識及
交往。有的參與者則是透過親戚的介紹而相互認識，這樣的通婚家庭就
佔了本研究參與者的一半。除了地理接近性的因素之外，很多的異族戀
愛都是在第三地開始的，特別是在第三地工作而認識彼此。
4. 教育機構或場域提供了不同族群的互動與相互瞭解。在比較年輕
世代的通婚家庭裡，我們可以發現學校是提供族群互動的重要的場域。
在本研究區域裡，大段中華公學是經常掛在研究參與者的話語裡，因為
絕大部分的華人家長都會將孩子送到這間以華文為主的小學上 6 年的華
語教育，甚至連最偏遠的新山地區（除了華人，尚包括部分的土著族家
長）都會不辭辛勞地將她們的孩子送去華小接受教育，即便那意味著家
長們每個月需要額外支付孩子學校家裡來回的交通費用。有了這樣的場
域，的確讓不同族群的小孩有接觸彼此的機會。到了中學階段，由於這
區域沒有設立中學，要繼續中學教育者，就必須前往石隆門的政府中
學，在那裡，不同族群青少年更有機會進一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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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跟一般以西馬（即馬來半島）的族群關係及認同的討論不同的是
（Tong 2010: 98-102），在砂拉越，宗教與食物並不構成華人跟土著通
婚的障礙。8 換句話說，對異族通婚的而言，宗教信仰是可以協商或相
互妥協的。兩者間並非互斥關係，反而是在實踐上可以因地制宜，也許
就是這種對宗教的可協商性及彈性，使得研究裡的華人與非穆斯林土著
族的通婚沒有像對穆斯林那樣的障礙重重。
6. 大部分的研究參與者對於成為土著身分並沒有特別的感受，對於
他們的混血後裔，幾乎所有的異族通婚家庭都選擇讓他們保有華人性，
或決議讓下一代接受華文教育，即便是那些被官方界定為土著族的後代
也一樣。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知道華文教育的功利價值，也就是可以
增加土著族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那有誰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否具有土
著的身分呢？根據我們所訪談的研究參與者，只有因官方界定的個人身
分與自身的自我文化及族群認同有所衝突時，是讓個人在乎自己的土著
身分的其中一種情況。除此之外，當涉及土著習俗地（類似臺灣的原住
民保留地）或其他的土著財產繼承的時候，也會讓當事者在乎自己的土
著身分。
最後，是否砂拉越客家人有較高的比例與當地土著族通婚，是很難
取得確切的統計資料來加以證實的。但是，如果情況真是如此的話，也
是可以理解的：鄉區的華人中，客家人由於過去多從事礦業或農業而成
為鄉區華人的大宗，而鄉區也是原住民分布的地區，兩個族群互動交流
的機率比較頻繁。隨著歷史變遷，人口越來越往都市地區集中後，也使

8

在西馬地區，由於大部分的土著指的是馬來穆斯林，且在馬來西亞聯邦憲法裡也界定
了馬來人與伊斯蘭教的全等關係，因此，宗教做為族群標誌變得很重要。而隨宗教而
來的飲食禁忌，也讓食物（可蘭經允許的 halal 與不允許的 haram）成為界定馬來人與
非馬來人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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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族群間的遭遇、互動的情境更為廣大，這些都有利於砂拉越客家人跟
土著族的通婚和文化的交流。
誠如過往研究所揭示的，砂拉越客家人跟土著族有著非常深的歷史
交流經驗，這些族群的經驗是奠基在一種社會－經濟的互補關係上，因
此是相對和諧的。從本文所蒐集到的有關通婚家庭的資料，我們則可以
在這個基礎上更清楚地說明他們在語言、宗教與教育選擇上的狀況。除
了這幾個議題外，尚有很多其他的議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譬如城鄉間
通婚家庭的差別、混血孩子的社會化過程等等，是需要更多深入的探究
來加以釐清的。

謝誌：本研究承蒙行政院科技部二年期研究計畫「論成為華人或非華人：
砂勞越華人 - 達雅族混血兒的探討」（NSC 101-2410-H-260-021-MY2）
的補助，而得以完成在砂拉越的資料蒐集與研究。同時感謝《全球客家
研究》匿名審查人之寶貴意見，使本文內容更加嚴謹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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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的一位客家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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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父親威廉周漢發（1913-1985）的傳記研究。周漢發是
祖籍中國廣東省新安的客家人，生於砂拉越古晉，其雙親從廣東東莞移
民至此。在當時砂拉越的社會歷史中，一般都將客家人聯想為鄉居、以
務農為生，因而在昔日多處於邊緣地位。但受過中西教育薰陶的周漢發
則選擇了另一條擔任公務員的職業生涯。這篇傳記探討周漢發的生平和
事業，尤其是他在 1946 年至 1963 年砂拉越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公務生
涯。本文引述了家人記憶、口述歷史、文獻和相片等，來重建略窺周漢
發的公務員生涯。周漢發於 1968 年退休後，成為古晉新安客家人的惠
東安會館發起人之一，並於該會館 1971 年成立時擔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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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thodologies and Approaches

Autobiographies and biographies that have been written on Hakka1
in Sarawak have been on politicians and statesmen (Wong 1983 and Yong
1997) although there is a recent biography on a part Hakka and part Cantonese
family (Chin-Chan 2013), whose patriarch in Sarawak was a civil servant
like my father. This writing on my father’s life and work has not been an
easy task. He died thirty years ago and when he was still alive, I did not
have the interest then to ask him about his life which in retrospect I should.
The strict family environment under a stern father which I grew up in was
not conducive to inquiries or conversations about one’s past which would
have been useful to the writing of this paper. Thus I have to dig into family
memories as well as those of kin and people who knew my father,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my siblings I started to
investigate our family roots and my father’s past. My father was a meticulous
keeper of documents, and fortunately after his death he left behind piles of
personal letters, papers, photo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which I have not
seen before, which reveal parts of his life and work. Addition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Sarawak Museum archives. The writing of this paper has laboured under constraints with inevitable gaps.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1

Hakka in Sarawak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rural agrarian pursuits (Tien 1950) and a
marginalised pas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ld War (Ke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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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into what I regard as a window into
understanding the interstices of several interesting theme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a Hakka in Sarawak.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Hakka in Sarawak, our
family history is part of the movement of the Hakka diaspora from China
to Borne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My father whose parents
came from Guangdong, grew up with the benefit of a foundation in Chinese
education followed by an English education. This placed him in a vantage
position of straddling between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worlds of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e Hakka, and those of Europea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responsible
for his English education and later the English civil servants he was to work
together with in a long career in Sarawak.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
founded in America, had a marked influence on my father to the extent that he
became a missionary for five years between 1932 and 1937. Chew joined the
Sarawak government service in 1937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68, in a public
career where I believe he left his mark. The final chapter of his public life
was after his retirement when he turned to his Sin Onn Hakka community. He
helped to form and lead in several capacities,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2
( 惠東安公會 ) from 1971 until 1981.

2

Association for Hakka from three districts on the eastern end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China,
Fui Chew, Dongguan and Ba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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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illiam Chew as a young man, and in his fifties

Time Line of William Chew Hon Fatt
1. Grandfather Chew Hon Thin (Chew Yong) and grandmother Wong Sin
Kiaw, both Sin Onn Hakka from Dongguan, China migrated to Sarawak
in the early 1900s.
2. William Chew Hon Fatt was born in Kuching, Sarawak on 13 December
1913.
3. Early education in ZhengGuang ( 真光 , True Light) School (Hakka school)
and Sunny Hill (Seventh Day Adventist) School in Kuching.
4. Further education in ShenDao ( 神道 ) School, Seventh Day Adventist Malayan Seminary,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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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ary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32-1937.
6. Returned to Kuching, Sarawak to join the Sarawak civil service as a Court
Interpreter.
7. Married Pauline Hon, a Hopoh Hakka, in Kuching in 1937.
8. Promoted from Court Interpreter to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Societies in 1951.
9. Retired from the civil service in 1968.
10. Founding member and Vice President of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for Sin Onn Hakka) in Kuching, 1971. Served in several
capacities until 1981.
11. Died on 29 January 1985.

Bai Hua Dong Village ( 白花洞村 ),
Dongguan ( 東莞縣 )
Plant paddy, plant sugar cane
Wealth is land
Mountains of gold
Seeds turn to rice
(Shim Pan Chi)

The family story begins with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Chew Hon Thin,
also known as Chew Yong, and paternal grandmother Wong Sin Kiaw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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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hailed from Bai Hua Dong village ( 白花洞村 ) in Dongguan ( 東莞縣 ),
Guangdong ( 廣 東 省 ) and migrated to Kuching, Sarawak shortl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colleague of my father, Shim Pan Chi3, a
Sin Onn Hakka too, as a kid recalled, “ I passed by your village when I was
a very young kid on my way to Sarawak in the 1920s. I remember seeing
rolling hills, paddy terraces and brick houses. ” Chew Kee4, a kinsman of my
father remembered, “Oh your grandfather was thel fong ( 長房 , first branch)
and I am from san fong ( 三房 , third branch).” I had approached Chew Kee,
who resided at Arang Road, Kuching for stories he may remembered about
my ancestors.
My grandfather can be possibly counted among the waves of Hakka
migrants who arrived in Kuching in the area referred to as Arang Road from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5:

In September 1898 a small colony of Hakka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ountry and land was apportioned to them near the third mile
along the Penrissen Road. Although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come here for the purpose of paddy planting, this form of industry
has not been found suitable but the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3
4

5

Interview with Shim Pan Chi, January 2003, Kuching, Sarawak.
Interview with Chew Kee, January 2003, Kuching. I hypothesize that the terms thel fong
( 長房 , first branch) and san fong ( 三房 , third branch) imply a leadership hierarchy among
kinsmen. The “first branch” rank carried a responsibility to assist co-ethnics, the “leader of
the pack”, so to speak. See fn. 9 too. I am grateful to cousin Chew Pok Vun who introduced
me and my brother Vernon to the Chew elder. Pok Vun’s father, Chew kui Sang, like my
father, started work as acourt interpreter, and had an illustrious career, retiring as Acting
Registrar of the High Court in Borneo, in Kuching.
Sarawak Gazette 2 June 1902.

86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vegetables, etc. with good results to themselves and with benefit to
the community.
It is gratifying to record that the S.S. Sandakan which arrived
here on the 19th May [1902] brought a further batch of some 160
persons. These people were not State aided in any way but came
of their accord and paid $2,000 passage money to the Sandakan
to bring them here from Hong Kong. They have joined the other
Hakkas and will proceed to plant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my grandfather was among these batches of Sin
Onn Hakka who arrived in Kuching in the early 1900s. This deduc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birth record of one of his daughters, Chew Shin Nyuk, born
in Kuching in 1907. Chew Sak6 recalled the pioneering days of the Hakka at
Arang Road, “My father Chew Kon Fatt and your grandfather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settle in Arang Road.”
My grandfather was a woodcutter while grandmother raised the family,
and my father was the eldest son born in 1913 and he had two brothers
and three sisters. As thel fong (first branch) of the original village in
Dongguan, grandfather presumably shouldered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ies,
and according to my uncle Chew Hon Sang 7 “your grandfather sponsored
many relatives to migrate to Sarawak. ”
6
7

Interview with Chew Sak, February 2003, Kuching.
Interview with Chew Hon Sang, February 2003, Ku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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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arly family history was interwoven with that of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to Sarawak, which shaped the life of my father. Around the
1920s , an American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 denomination,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SDA) Mission, was given approval to operate in Sarawak in the
area settled by my grandfather.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Gordon
Chong8, an ex-principal of Sunny Hill School, a school founded by the
mission in Kuching in 1926:

Around the early 1920s, a catechist by the name of Tsuen Thin He
from China, together with 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aries,
began evangelical work in Arang Road. What Tsen did, with his
knowledge of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was to apply medical
first aid to the Hakka like cleaning wounds and treating bad sores,
and giving food after church service. In this way he was able to
win converts. Chew Yong [my grandfather] was among the first
seven converts to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

One Sunday morning in August 2003 Gordon Chong invited my younger
brother Vernon and myself to attend an SDA chapel service in Kuching near
to Arang Road. In the chapel that morning we had a feeling of déjà vu that
many decades ago our grandparents would have experienced similar church
services. Chong introduced us as the grandchildren of Chew Yong to the
8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Gordon Chong,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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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ed crowd of mostly elderly women and men. Chong announced, “this
morning there are two grandchildren of Chew Yong who have joined us for
Sunday worship.” I was not sure then if the men and women who nodded
their heads in acknowledgment to us, knew my grandfather, but some of them
might have known my father.
Grandfather died from a tragic tree logging accident sometime in the mid
1920s, followed shortly by grandmother’s death from jaundice. The family
of six children who were still of school going age became orphans and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 (SDA) stepped in to help the Chews. Three of the
children, including my father were “adopted” by the SDA and assisted to
continue with their schooling. Prior to going to Singapore my father had
received elementary schooling in Kuching in Chinese, in Zheng Guang or
True Light ( 真光 ) school, a small school set up by the Hakka, and this school
then became Sunny Hill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 in
1926. After his schooling at Sunny Hill school, Chew continued at the Shen
Dao ( 神道 ) school or SDA Malayan Seminary in Singapore to be trained as
a Christian missionary.

The Pastoral Calling
I did not know about this part of our father’s past until 2004 when I
undertook research into the documents and memorabilia which my father had
left behind after his death. Father had not said anything about his early lif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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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ren except to the eldest daughter Irene, but left behind some valuable
documents. There is his missionary certificate dated 1932 and some copies
of letters he wrote. Becoming a missionary pastor for a period from 1932 to
1937, could be, I surmise, a kind of deal between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s
(SDA) and the Chew children, where in return for the SDA supporting the
Chews’ education, father was trained to be a pastor. The missionary certificate
is dated 1932 for the Malay States, with an ominous number, number 2,
meaning he was the second such missionary. The missionary work was
undertaken in Singapore and town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like Kuala Lumpur,
Ipoh and Telok Anson. In a write-up in a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father was vague and evasive about what he did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States except to say he “worked” there. He gave up being a
missionary in 1937.

Figure 2: Missionary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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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he revisited Kuala Lumpur in 1952, he wrote a letter to Thomas
Dunbar9, a Scottish lawyer practising in Kuching, hinting at his Christian missionary days:

I confess I have great difficulties adapting my humble self to these
bustling Malayan city activities although I am no stranger to this
part of the world – having spent many, many ‘late nights’ here
before I joined the Sarawak government service. Well the world is
ever changing and will keep on changing!!! (from bad to worse)

This letter to Dunbar was written after Chew was promoted from his
post as court interpreter to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in 1951. In his work as
court interpreter father encountered lawyers and Dunbar was one of them.
In a more revealing letter, father wrote on why he left his calling as a
missionary for a secular life. He felt that the calling for him to be a pastor was
not for him. The letter dated 7 June 1951 is addressed to Mr. and Mrs Fox,10
who I believed were from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Mission:

Dear Mr and Mrs Fox,
For the past 14 years or so (except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I strived hard to achieve something worth accomplishing. I
9 Copy of letter from William Chew to Thomas Dunbar, 2 February 1952.
10 Copy of letter from William Chew to Mr. & Mrs. Fox, 7 June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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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o a certain extent, achieved a very limited degree of success.
I owe a debt of gratitude to all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who
contributed so much towards my success in life.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them all and particularly so to both of you. My only
regret is that adverse circumstances compelled me to sacrifice all
my celestial aspirations at the altar of temporal pursuits.

Father returned to Sarawak in 1937 to embark on a career with the
Sarawak government.

The Court Interpreter
“I thought your father was from Malaya as I had not seen him here before,
”remarked Shim Pan Chi11 to me. Father had spent his formative and early
working years away from Kuching which would explain why he appeared to
be an outsider setting foot in Kuching. When be father returned to Kuching
in 1937 to work he was 24 years old. His job was that of a court interpreter
in the Sarawak civil service. A discussion of the place of court interpreters in
Sarawak’s history is a necessary digression here so as to understand my
father’s work background and his subsequent promotion in the ranks of the
civil service when he was appointed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Societies.
The role of court interpreters in Sarawak’s history is recognised by
11 See foot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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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Robert Pringle (Pringle 1970).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white
Rajahs in Sarawak from 1841 to 1941 the small pool of European
officers lording over the dispersed riverine districts depended on local
men to help run the Raj. Among these local Brooke employees
were court interpreters many of whom were Chinese who understood
local languages like Malay or Iban, in addition to English and Chinese
dialects. Brooke rule had a personalised approach wherein much
discretionary power rested in the hands of the European officers
and this included making decisions on matters of “law”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local customs and culture. Due to the small number of European
officers, local recruits to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played multiple important
roles and their job function could not be merely understood as interpreters in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word. The court interpreters and native officers
collected taxes and could even manage district affairs in the absence of the
European officers. Court interpreters and native officers could be counted on
to file administrative reports to Kuching, such reports finding their way into
the Sarawak Gazette, a journal which contained news on districts throughout
Sarawak. In other words, court interpreters, if they proved their competence,
were given bigger roles to play other than merely understood to be just
interpreters. In a largely rural population with very limit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literacy, individuals who were formally educated in schools, if appointed
as local officials, found themselves thrusted into jobs which gave them a lot
of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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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in this hallowed tradition of court interpreters that father found
himself in when he joined the Sarawak civil service in 1937. By this period of
the late 1930s, although the personalised nature of government services was
still practised, a more professionally staffed civil service was slowly being
implemented. When Sarawak became a British crown colony on 6 July 1946,
Sarawak embarked on its way in following British civil service practices.
One of the first moves towards professionalism in the judicial courts where
my father was employed, was the appointment of K. H. Digby, one of the first
British trained lawyers to serve in Sarawak.
Now I turn to an ex-colleague of my father, Shim Pan Chi12 for his
memories and anecdotes on my father. Like court interpreters during Brooke
rule, during father’s time, they had more responsibilities than the job title
might imply. According to Shim, “your father was hardworking, moving
around the office like a bee.” Shim went on to elaborate:

Your father was working in the Circuit Courts which had European
judges. I was in the Lower Courts. We were not only interpreters
as what interpreters do nowadays. We prepared the court cases and
paper work for the European judges. The work was demanding.
Remember there were no local judges then. We as court interpreters
were not trained in law and had to quickly learn court procedures
and other legal matters to enable us to perform our work. Besides
12 Interview with Shim Pan Chi, January 2003, Kuching. Also see foot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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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procedures we had to handle the paperwork from A to Z.

Both Shim and my father had fluenc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hinese
dialects and local languages like Malay. The duo must have been assumed
to understand the ways of local Chinese as they were assigned extra judicial
duties which were to round up ‘bad hats” or those who ran afoul of the law
at night since they both spoke Chinese and the local dialects. “I remember
sleeping over at your house in Rubber road after our night work was done”
said Shim.
The “legal” skills of William Chew were acknowledged by Stephen
Yong, a Hakka from the rural township of Gedong, and who was Sarawak’s
first British-trained lawyer and a leading politician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tate’s first political party, the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Yong was
the Deputy Chief Minister of Sarawak from 1972 to 1982. Before becoming a
lawyer and a politician Yong was a fledging legal clerk acting as a lay counsel
in a court case involving his two brothers-in-law in a family dispute, which
he won. Yong mentioned getting father’s help in this court case (Yong 1997:
111-112):

Until early 1949, Sarawak had no practising lawyers. A legal
action was initiated by giving power of attorney to an English
educated person. The person then filed the case in the court with
a statement of claim. In court, he would argue the case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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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 and have the authority to question relevant witnesses… With
the help of William Chew, an experienced court interpreter who
briefed me on the court procedure and how to present the case, we
drafted the declaration and highlighted the relevant facts in support
of our case.

It was father’s nature to help those who approached him for help and my
elder siblings remembered people who came into the family house at night to
ask for assistance or advice. Stephen Yong had in fact discussed studying law
in university with my father but he could not do so due to the lack of finance
and the fact that he had a young family to support. We believed that if father
had the opportunity he could have become a lawyer.
For another opinion of father, I turn to K. H. Digby one of the judges he
worked with and with whom a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continued after Digby’s
departure from Sarawak in 1952 (Digby 1980: 98).

The courts which have the benefit of the services of a few trained
interpreters are immensely indebted to them. In particular I have to
thank Mr. William Chew, the interpreter of the First Circuit Court
for his rendering of the best remark which I have heard made by
any person during the whole of my career in Sarawak. A Chinese
was charged with causing “grevious hurt” with knife to another
Chinese.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each of the combatants had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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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ed and the accused had cross-examined the prosecution
witnesses with a view to show that he was acting in self defence.
The last of such witnesses stepped out of the box five minutes
before lunch. I wished to discover how much of the afternoon the
case likely to occupy, and so I said to the interpreter: Is the accused
going to call for more witnesses? The question was duly translated,
and received an eloquent reply: if the court intends to justice,
witnesses will be unnecessary, but if the court does not intend to
do justice, the accused intend to call a considerable number.

Digby was perhaps mistaken in believing that father received training in
interpreting in languages or dialects, or for that matter in procedures of the
courts. Learning was on the job and father was largely a self-made man who
would tell his children that he had limited years of English schooling and
even more so in Chinese before he transferred to an English school.13 The
extensive quote from Digby above hinted at traditionally held notions of
justice before the codification of law in Sarawak. As reiterated earlier in this
paper, in the Brooke past (1841-1941) it was left to administrators and officers
to use their discretion in deciding on court cases. Under the new colonial
regime which came into being in 1946,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odification of
laws and how justice was administered, was introduced. Father held great
admiration for Digby who migrated to New Zealand after leaving Sarawak,
13 See Epilogue of this paper.

A Hakka Civil Servant in Sarawak

97

and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Figure 3: Interpreters in the Sarawak civil service. William Chew is seated
second right.

Figure 4: British judicial judges and local interpreters. William Chew is
standing fourth from the left, first row. K.H. Digby is seated thir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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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5: Digby visited Kuching in the 1970s and caught up with three court
interpreters, all of them Hakka. William Chew is on the second right in the
photo, Shim Pan Chi is on the extreme right14 and John Chin is on the extreme
left.15

After Sarawak became a British crown colony on 1 July 1946,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alented and competent local officers in the bureaucracy
began in earnest (Naimah 1999). Father was a beneficiary of this localization
process and his turn came in 1951 when he was promoted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 from the judicial courts. He was sent for 3 months’
training in Kuala Lumpur in January 1952. An announcement was made in
local Sarawak Tribune newspaper16:

14 See footnote 3.
15 See footnote 21.
16 The Sarawak Tribune, 12 January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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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 training announcement

Before Chew left the judicial courts in 1951 he obtained autographs from
the European judges. Written in a witty and humorous style the autographs
recognized Chew’s knowledge of the law and court procedures, and
highlighted the dependence of the judges on local interpreters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local cultures. Two such autographs were published in the Sarawak
Tribune17.

17 The Sarawak Tribune, 14 January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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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wo autographs published in the Sarawak Tribune.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Societies
Father’s appointment in 1951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for colonies struggling for decolonisation and self independence in post second world war Southeast Asia. Sarawak was no different from other colon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is clamour to be fre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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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alism. The standards of governance which the Sarawak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introducing included giving local government officer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The government was also
aware that in enforcing better standards of governance through regulations,
the rule of law, and in general the servic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was departing from the arbitrary and personalised
nature of prior Brooke rule. Now the government had to deal with the
expectations and demands of the population. Chew’s appointment can be seen
in this context of changing post second world war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He had gained considerable work experience as an interpreter
in the courts. He had fluency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dialects and
Malay. Both this work experience and multilingualism were useful in his new
appointment in meeting government expectations and that of the public he
was se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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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Official approval for William Chew’s appointment as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Chew’s appointment as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was gazetted by the
Governor on 1 June 195118, and this threw him into the hurly burly of the
nascent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Sarawak. The work involved advising
unions and workers of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on the requirements to
form trade unions. The idea of forming trade unions was a British government
initiative, first introduced in October 1947 under the Trade Unions and Trade
Disputes Ordinance, 1947. Trade unions were a new idea and a new way of
workers organising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had their own prior methods
without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18 Sarawak Government Gazette, 1 June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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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ort that Chew wrote on the Kuching Wharf Labourers’ Union in
1952 is revealing on the insights on how Chinese urban workers organised
their work arrangements. The report was meant for internal government
consumption but the editor of the Sarawak Gazette, normally a British senior
civil servant, decided that the article should enjoy wider reader circulation
as it contained information on the issues confronting trade unions and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For the same reason of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here
too, I go into some detail on what my father has written. Formed on 28 May
1948, the Kuching Wharf Labourers’ Union was one of the more active and
militant unions in Sarawak.
This trade union had its roots in the 1920s when Kuching dock workers
organised themselves into small groups or gangs to undertake the job of
handling goods at wharves and godowns for traders or shops for a certain
remuneration on a piece rate basis. Each group or gang occupied a shop floor
or coolie keng (premises) which was run by a leader who organized the work,
accounts and expenses of the group, and the wages were then divided among
workers after all the group expenses have been accounted for. Absentees were
fined for work with the fine equally shared by the group including the absent
worker.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the workers received their dividends after
all the deductions including the leader’s wages were made. When the workers
formed a union, the group leaders complained about worker insubordination
which was blamed on the union. Chew concluded that this had more to do
with loss of confidence of the workers in their leaders rather than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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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the union was organised.
Chew’s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trade union were:19

In conclusion I must say that apart from the Chairman and
Secretary,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on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rade unionism. This union is still not well organised. But to
re-organise it properly is no easy task for anyone,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it has a most peculiar and complicated set-up
founded on what appears to me to be traditional backgrounds.

In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1950s when Sarawak was expected to
follow the standards of governanc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t can be
surmised that Chew had a major role to play in encourag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In an address to this same Kuching Wharf Labourers Union in February
1953 on the occasion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Protector of Labour, T.P.
Cromwell, Chew urged the union members to set up a welfare section to render
mutual assistance to members, and he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urge them to
spend their money wisely and to refrain from gambling. The Sarawak Tribune
reported20:

19 Sarawak Gazette 31 October 1952: 222.
20 The Sarawak Tribune 23 February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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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Mr. William Chew said much had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Union in the past year, but there was
more to be done and for which they must continue to strive. Mr.
Chew said it was a good thing that a savings scheme was started
but he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do more by devising a savings
scheme in their Union whereby relief could be sought in the case
of old age, sickness and unemployment. He said members should
spend their spare time in helping each other in various things
which they would need, such as repairing of homes and even the
building of houses. Advice was also given on the evil of gambling,
which should be discouraged.

This “lecturing” style cited above is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hildren used
to receive at home, admonishing us for not studying hard in school for
example, something which we loathed to listen to. This lecturing style was
also used on those persons who visited him for consultations and advice at
home after office hours. While there is some documentation on Chew’s work
with the trade unions, there are gaps on other concurrent appointments which
he held as Deputy Registrar of Societies when he was appointed on 1 January
195221 and as Deputy Protector of Labour on 3 June 1955. These various
appointments were inter-related in dealing with trade unions, associations and
labour, and although Chew had a wide mandate in serving the whole of
21 The Sarawak Tribune 9 January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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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wak and its diverse communities, he was in a vantage position in
handling Chinese affairs. Among the Chinese he was known as “tua
chai hoo” (big government officer in Hokkien dialect), a term of
respect for a well regarded civil servant. According to John Chin (1980:
81), a Hakka colleague of my father who was also for a time a court
interpreter, a Chinese civil servant in a senior position “commanded respect
even among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and other people of social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f he worked directly under European officers of
senior rank. ”

Figure 8: Visit by T. M. Cowan, Labour Adviser to the to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South East Asia to Kuching in November 1952, meeting
representatives of trade unions. William Chew is standing right to T. M.
C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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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cognised Chew’s standing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especially among the Hakka due to the nature of his work. When
the British governor, Anthony Abell in November 1955 invited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living at the bazaars and areas along the 7th, 10th, 15th,
17th, and 24th miles, Kuching-Simanggang road, places where Hakka were the
dominant group, for a discussion and luncheon, William Chew was the only
Chinese civil servant present.22 Chew is shown in this group photo on the
extreme right.

Father’s standing in the eye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matched by
22 The Sarawak Tribune, 26 November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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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devotion and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and as children we were not only
subject to his strict and stern discipline but we also knew him to be an upright
man, a stickler for the letter of the law, which was what and how British
governance was laid down in Sarawak. I would now like to refer to
the work of Sarawak scholar Vernon Porritt (2004: 37-41) who while
writing about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territory covered in some
detail on how Chew dealt with the trade unions. The story of the trade
unions and how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filtrated the trade unions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relevant though it may be. The subject
of communism even for academic discourses in Sarawak is a sensitive
one for local academics to handle. I rely here extensively on Porritt, to show
how my father dealt resolutely with the trade un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work, to help throw light on his character as a public servant.
According to Porritt, the Sarawak communist movement, which
penetrated the trade unions in 1954 with cells directed to use legal
avenues, and indoctrination through night school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ports events. Father refused to register a Sarawak Trade Union
Congress (STUC) in 1955 on the grounds that that it could not be
registered under the Trades Union Ordinance then in force. Pressure by the
unions was mounted on the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to the
extent that an interim committee for a STUC was set up in May 1960 and
again registration was refused on the same grounds. Relentless pressure
finally paid off when a First Division STUC was finally approved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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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961.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on communist infiltrations of trade
unionists resulted in the arrest of some trade unionists suspected to be
communists in December 1962.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make sure that
trade unions confined their activities to legitimate objectives was conveyed
by Chew at a government sponsored seminar in March 1964. Chew explained
union rules and the non-use of union funds for political purposes and for
political parties. The First Division STUC was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on
17 March 1966. Although I do not personally know in any detail how my
father dealt with the infiltration of trade unions by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what can be vouched for is that for my father, his office as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was a high pressured one, walking a tight rope between the
demands of assertive unionists influenced by communism, and upholding the
laws and rules lai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From what Porritt has detailed,
it appeared that my father did not waver in the face of union demands.
Another example of my father’s steadfastness in serv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is again taken from Porritt (2004), citing him taking the
decision not to register a communist united front organisation, the
Sarawak Farmers Association in 1961. “ G.A.T. Shaw, the Chief Secretary
informed the CouncilNegri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that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had refused registration under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Association was likely to be used for purposes
‘prejudicial to peace and good order in Sarawak. ” This has always
been what we the children thought our father would be, that he b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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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arrying out the work he was asked to do without fear or favour and
being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Work demands I believe,
led to my father to take up cigarette smoking which led him to contract throat
cancer, a cause of his demise at the age of seventy two years in 1985.
There are gaps in knowing about Chew’s work in the period just before
the withdrawal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masters from Sarawak which culminated
in Sarawak becoming a partner of the Malaysian Federation on 16 September
1963. There is however a Malaysian Government Gazette of 11 August 1967,
confirming his appointment as Registrar of Newspapers on 11 July 1967. He
retired from government service on 13 December 1968 after reaching the
compulsory retirement ag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 惠東安公會 ) 23
An intriguing question is how Chew in his retirement became involved
in Hakka community affairs.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which he helped
to establish in 1971, was formed a few years after his retirement. As children
growing up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 Kuching there was little doubt in our
minds that father had always taken an interest in his dialect group community
of Sin Onn Hakka. This interest in the Hakka community did not just evolve
in the late stages of his life. Nor did a sense of being Hakka become just
apparent in his post working life. Vivid memories of my older siblings are of
23 See foot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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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ngs of people, a number of whom spoke Hakka, visiting the family house
at night to seek father’s help and opinions when he was a government servant.
People would also visit him in the office too. He had a civic sense of duty
to give help to those who approached him for assistance, and in the author’s
possession are letters from people who acknowledged receiving his
assistance, and notices of people who borrowed money from him. It would
have been a natural progression for Chew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when community elders mooted the idea of forming an
association in 1971. His motivation and intentions to help lead the community,
and of helping people would have come from his sense of public duty. He
could also be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his father in the homeland village
in Dongguan. Chew’s father was from the thel fong (first branch) and he
assumed a leadership role when assisting co-ethnics to migrate to Sarawak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24
Chew was already well known among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e Hakka
when he was a court interpreter and later on when he was the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Societies. He had expertise in how associations were set
up, their rules and benefits especially in newly independent Malaysia where
adherence to rules and the letter of the law had become important. He was
aware that an association for the Sin Onn Hakka would benefit the member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spirit of mutual help towards co-ethnics for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ents in adopted and new settings like Sarawak had
24 See footnote 4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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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ong tradition which Chew was knowledgeable on. Chew had written in
an undated manuscript, from his days as a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Societies:

That the Chinese have a natural flair for organisation work is
evident from the number of guilds (known in Chinese as hong),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long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 and which still exist today. Many of these are
well organised and in a sound financial position.

In an earlier part of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intained that Chew straddled
between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ing worlds in
Sarawak due to his command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cluding the Hakka
dialect. In dealing with the vexing question of identity which is multi-layered
in a multi-ethnic setting like Sarawak where identity can’t be neatly
pigeonholed, Chew in his working career might have demonstrated more
of himself as a dedicated colonial civil servant displaying a strong sense of
loyalty to the colonial masters he was serving. The demands of work and that
of raising a big family of thirteen children might have prevented him from
asserting a Hakka identity or be actively involved with the Hakka. While he
could read and write Chinese fluently, as well as speak Hakka, I suspect that
he had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he subscribed to
English newspapers and listened to English radio broadcasts. In 1971, freed

A Hakka Civil Servant in Sarawak

113

from the demands of work and with most of the children already grown up
and working, Chew might have found that he had the time to devote himself
to Hakka interests.
Readers might be curiou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family’s Chinese and
Hakka identity. Due to his English education and a life long career working
with British civil servants, Chew put us, the children, through English
schools, and encouraged us to go abroad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like
England, Canada,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for our tertiary education. We
did not speak Hakka fluently like our parents. Father preferred to speak in
English to us while our mother, a Hakka herself, spoke to us in both English
and Hokkien. None of the children learned and took up Chinese like our
father. This fact of the children’s non-fluency in Chinese and limited fluency
in Hakka did not however diminish Chew’s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to his
fellow co-ethnics as demonstrated by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As one of the founder members of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for
Hakka Sin Onn, Chew was Vice President and English Secretary for fund
raising for various years between 1971 and 1981, and when he fell seriously
ill in 1983, he had to relinquish his role and involvement with the association.
He had a membership number of two, the number one member being a
government minister, James Wong Kim Min (Wong 1983 and Yong 1997).
Chew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dono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was among a
select few persons who each gave $1000 to the association. It was no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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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 of money in those days as he was just a government pensioner. In rather
glowing language,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penned its tribute to William
Chew25:

Mr Chew was a righteous person who treated others with
friendliness and politeness. Well-versed i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dedicated to societal welfare and charity institutions, Mr
Chew wa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others during his civic service.
In particular, in his capacity a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Fui Tung Onn Community Association, Mr Chew contributed
enormously both in finance and resources in his effort to fund-rai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ciation. Mr Chew w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rom for a number of years between
1971-1981. He was also an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Sarawak Civil
Servants Association, secretary of the Prisoners Welfare
Association and secretary of the Sarawak Badminton Club.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has an interesting past and its late
formation in 1971 was explained in the Association 12 th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The authorities refused to allow its formation previously in the
1930s due to the fact there was already an umbrella organisation for the
25 Fui Tung Onn Community Association 12th Anniversary souvenir magazine (1983: 46) ( 馬來
西亞砂朥越古晉惠東安公會成立十二周年紀念特刊 ).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brotherin-law, Tee-Siaw Koh for his help in translations from this magazine. I have also benefited
from many discussions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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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 the Hakka Association, which the Sin Onn Hakka wer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Sin Onn Hakka to have their own association
finally paid off in 1971. A perusal of the association’s activities shows that
it has similar social and cultural objectives to that of other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Sarawak. When this particular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magazine was
published in 1983, the Hakka were already Malaysian citizens 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nd write-ups in the publication showed a concern
with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with education. Education was seen a path
towards social mobility and my father and other Hakka who attained senior
posts as government servants were regarded as role models in the write-ups
on them. Father did not hold any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association after
1981. In 1983 he was struck with cancer and he died on 29 January 1985.

Figure 10: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Committee, 1971. William Chew is
seated third from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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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ue

“The past is forgotten often, but the present is important. Tomorrow
is even more important.”26

This biography, written thirty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my father, is not
for self serving purposes of writing a personal family history although it does
achieve this personal objective, but rather to share the story of my Hakka
father who lived at a unique period of Sarawak’s history as a civil servant,
a calling which I would dare say he did his best to fulfill in the tradition of
service to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He wrote to daughter
Eleanor Pau on 28 December 1980, “My twenty seven years of service with
the Sarawak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in vain. My five years of English
education plus some years of self study enabled me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useful to society.”
When he died on 29 January 1985 from a short illness, there were
throngs of kin, people who knew him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who came for the funeral wake. Wreaths from kin, associates and
friends filled up the family living room where father lay in wake, and with
insufficient space, flowed outside the main door of the house and onto the car
porch. A few days after the funeral, the family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26 Letter from William Chew to Eleanor Pau (daughter), 28 Decembe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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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ice of the Sarawak governor, the late Tun Abdul Yakub (1928-2015),
with the governor requesting a visit to the family house to pay his last
respects. This visit confirmed to the family that father had indeed made his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with this form of recognition from a personage holding
the office of governor, who was for a time the chief executive or Chief Minister
of Sarawak from 1970 to 1981. Father in his working life would have provided
assistance or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an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illiam Chew rose from the ranks of the civil service from being a court
interpreter to senior positions as 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Societies, and
Deputy Commissioner of Labour. He worked mostly during the era of the
colonial period, with a brief period in independent Malaysia from 1963 until
1968. Although he made his mark as a civil servant and serv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ith dedication and loyalty, he did not neglect the Sin Onn Hakka
community which he came from, where he played a role in forming and
leading the Fui Tung Onn Association. In conclusion, Chew’s life and work
straddled between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worlds of the Chinese, in
particular the Sin Onn Hakka, with that of a public career under a British
colonial and later Malaysia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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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客語音韻及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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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古晉地區的客家話在局部占有優勢，尤其石角區、石隆門與
西連一帶。本文主要是調查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的客家話，並比較與
其他客語的異同之處。音韻上，本文擬討論以下幾個議題：1. 甲港客語
的 v- 轉讀為 b- 聲母；2. 曉匣母「䘆狹脇」梅縣客語讀 h- 的，甲港客語
為 kˇ-；3. 蟹開二四等「鞋矮弟泥雞」河婆唸 -e 而大埔為 -ai 的系統對應；
4. 濁去歸陰上的聲調規律，而少數次濁去字則歸陰去。本文探討甲港借
入之馬來語、英語、潮州話、粵語來源詞，並和其他相似度高的印尼加
里曼丹山口洋硬話與屏東林仔內河婆話進行比較分析。馬來西亞境內的
甲港語言因該國之社會文化而有特色，加上部分詞彙的創新發展，使得
其他國家的客家人必須了解其背景，方能掌握其意義及用法。

關鍵字 : 砂拉越、甲港、客語、河婆話、音韻、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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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ty in Kuching Sarawak is largely composed of Fujian,
Chaozhou, and Hakka. The common languages in urban area are Hokkien or
Teochew. Whil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speaking Hakka in Kuching
area,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such as Batu Kawa district, Bau and Serian.
The major ancestral homelands of Hakka in Kuching are Tai Poo,
Huiyang, Jiexi, Haifeng, Lufeng, and many other places in Guangdong.
Hopo, a dialect of Hakka, spoken in Batu Kawa is always mingled with
different tribes and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s due to geographical factor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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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 period of time, its lexicon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ethnic integration
and borrowing words from foreign vocabulary. This essay aims to analyze
interesting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aspects in Sungai Tapang, being influenced by Malay, English, Chaozhou, and Cantonese.
Meanwhile, we analyze Hakka spoken in other countries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for example, those in Singkawang, Indonesia and Linzinei, Taiwan.
We find that Hakka dialects used in these two places are pretty similar to
Hakka in Sungai Tapang. No one speaks Cantonese in Sungai Tapang, but
surprisingly,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aily-life vocabulary of Hakka also
borrows some words from Cantonese. In this way,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linguistic changes are affected by immigr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contacts.
Furthermore, the Cantonese drama was popular from 1970s to 1990s.
Cantonese words were lent to Hakka unconsciously and started to have
pervasive usages. If the mother language cannot be learned completely, its
tone and phonotactics can be interfered and new vocabulary is generated as a
result. The ‘Hakka’ language in Malaysia is unique, and its innovative situation
is worth further exploring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Keyword: Sarawak, Hakka, Sungai Tapang, Hopo Accent, Phonology,
Lex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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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地理位置與概況
馬來西亞（Malaysia）位於亞洲的南端。國土被南中國海分成東、
西兩部分，也就是東馬與西馬。西馬的地形屬於半島，因此稱為馬來
半島，北部與泰國接壤，南與新加坡隔柔佛海峽相望，東方是南中國
海，西部濱臨馬六甲海峽與印尼蘇門答臘（Sumatra）。西馬境內由 11
州組成。東馬屬於婆羅洲島（Borneo）包括沙巴（Sabah）、砂拉越（
Sarawak）、汶萊（Brunei）與鄰國印尼加里曼丹（Kalimantan）組成的。
沙巴的北端是菲律賓，砂拉越的東北部與鄰國汶萊接壤。整體而言馬來
西亞是由 13 個州屬組成的。1
本文所調查的地方是在砂拉越州首府 —— 古晉（Kuching）的石角
區域（Batu kawa）的村落名為甲港（Sungai Tapang）。
古晉位於婆羅洲砂拉越州西端砂拉越河（Sarawak）河畔，是馬來
西亞砂拉越州的首府，人口約 60 多萬。因古晉馬來語的發音跟「貓」
很相近，故又稱「貓城」，當地也以貓做為城市的象徵，市內建有數座
貓雕塑，並設有一座以貓為主題的貓博物館。2
石角區距離古晉車程大概 40 分鐘，石角區可分成 10 個港門 3，包

1
2
3

《初中地理》，2008 年 10 月，馬來西亞華教董事聯合會總會。第三章多樣的地形，
頁 28-29。
旅遊網，砂拉越古晉之旅。http://seasia.go2c.info/view.php?doc=myKuching。搜尋日期
為 2011 年 5 月 29 日。
港門，釋義是村落。因為臨河，所以那塊土地就稱為港門（羅烈師 2014: 35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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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發展較快的尖山（Stapok）、下莎龍（Segubang）、味源港（Sungai
Moyan）、新山肚（Sin San Too）、金珠盛（Kim Choo Sing）、葫蘆頂
（Sungai Tengah）、西里益（Sejijak）、新梯頭（Pengkalan Baru）和較
緩慢的上灣頭（Rantau Panjang）、甲港（Sungai Tapang）。這十個港門
各有自己的華文小學與神廟。
石角老巴刹 4 的盡頭是一條大河，對面也是屬於石角老巴刹的一部
分。以前石角大橋未蓋時，水路往往成為古晉與石角人的重要交通管
道。最特別的還是 10 個港門，都由河溪來做為分界線，例如本文所調
查的村落甲港（Sungai Tapang）就是由小溪來做為分界線。5 在命名上「甲
港」的「港」就是「溪、河」的意思。甲港的名稱由來是因為中間的土
地都被河溪分割因此早期稱為「夾港」，爾後「甲」取代了「夾」，有
美化的作用。
甲港位於上灣頭（Rantau Panjang）的南端，中間隔著一條小溪，
而走到甲港的盡頭是一條大河，此河是砂拉越河的小支流也是左手港
（Sungai Sarawak Kanan）的分叉流，對面的土地屬於古晉另外的一個
行政區域的管轄 —— 七哩（Kota Sentosa）6 與石隆門（Bau）7 的分屬地。
現今甲港是個人口稀少的村落，大概有 50 幾戶人，大部份屬於河
婆客家人，少數的潮州人與廣東人。此區的人民早期都以務農維生，主

4
5
6

石角老巴刹，為石角舊鎮。巴刹是馬來文 pasar，中文是市場的意思。
口述余先生。曾經是甲港中華小學校長。
自古晉市開始算起，在通往第九省的道路上有三哩、四哩、七哩，一直到達 130 哩。
雖然是路程單位計算但是也是一個地方名。因英殖民地關係七哩的英文名字是 7th
Miles Perisen，近幾年才改為 Kota Sentosa。
7 石隆門的馬來文名詞 Bau 解釋為臭，原名為帽山鎮。參考的網址是中國僑網，摘自周
澤 南，2001 年 9 月 10 日《 南 洋 商 報 》。http://big5.chinaqw.cn:89/node2/node116/node
119/node159/node348/node812/userobject6ai41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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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濟農作物是胡椒、可可、橡膠，部分蔬菜、瓜類、木瓜等蔬果類自
家食用或販賣。
隨著時間的發展，舊時的石角區面貌已經走向開發與發展階段，目
前有些地方已經被政府開發為房屋計畫區，而且當地居住的人數也越來
越多，大部分移進此區的人都是來自古晉市區與其他地區，社會從一個
單純的村落發展為多元化。種族除了華人、馬來人與原住民，還有少部
分的印度人、印尼人與孟加拉人，而華族方言又分成客家、潮州、福建
（閩南）、福州等。
華人與原住民通婚，雖是常見的事情，不過華人依然常與華人結
婚，因為華人多半有著親屬關係，所以在甲港村落就流傳著一句諺語
「流水流向上」8 就是近親因近情結為連理，例如表妹與堂兄、表兄妹
結婚等。
在石角區的客家人雖然河婆居多，依然有不同地方的客家人，比如
海陸、惠來、大埔、永定等地。這些客家人的方言在聚落分散居住後，
長期受到周邊優勢的方言影響，各自的客家話語音已變調，慢慢的給強
勢方言吞噬。在眾多方言的夾擊與影響下，河婆客家話仍然是一般華人
最主要溝通媒介，原因是河婆客家人數佔了優勢。一般平民百姓在生意
上，雖有夾雜福建話與潮州話，基本上還是都用河婆客家話溝通。隨著
時間的轉移，客家商人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拿石角做生意的客家人
來說：大多是以小生意為主，像是擺小攤位販賣一些糕點比如菜粄、三
層糕、紅龜粄、蔬菜等；有的是開店營業如雜貨店、豬肉店、修車店等。

8 口述歷史陳先生與陳女士，65 歲與 50 歲，兄妹倆從小就在該地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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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華人移民的經過
19 世紀，荷蘭人加強對印尼外島的侵略和控制，隨後三大華人公司
被荷蘭擊破，華人紛紛逃往到砂拉越的石隆門、石角，有者則逃亡到英
吉里利（Engkilili）或是沙巴。這些逃亡的華人在新的地方從事農業墾
殖或從事其他行業。1824 年英國與荷蘭簽訂《英荷條約》雙方劃定勢
力範圍，印尼加里曼丹為荷蘭，北婆羅洲與砂拉越屬於英國，因此並沒
有違約進入英國勢力範圍追殺華工。
早期華人移民大部分來自中國廣東，如惠來、嘉應、海陸、潮汕、
河婆、大埔等。客家人從印尼遷移到砂拉越大部分的原因是與印尼西加
里曼丹的金礦業糾紛與荷蘭軍入侵有關係。1830 年蘭芳共和國處於內憂
外患之中，陸豐籍客家人劉善邦率領一批華工離開蘭芳公司，從印尼的
三發（Sambas）來到砂拉越尋找新的金脈，在石隆門附近帽山發現金礦，
並移居當地，創辦了十二公司。隨後客家人陸續來到石隆門，在劉善邦
的帶領下人民的生活與社會經濟發展很安穩，並建立了繁榮的市鎮。
1850 年大港公司首領出賣組織，秘密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簽署合約將轄地
轉讓於後者。這迫使大量華工投靠劉善邦，這增加了白人拉惹詹姆士 ‧
布洛克（James Brooke）對勢力遞增的十二公司的憂慮。布洛克是砂拉
越的統治者，有意控制石隆門，華工不甘受其管制，1857 年起義反抗，
最終導致 3500 名華工被殺或逃亡（張應龍 2002）。
布洛克佔領石隆門後，英國資助的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
立刻擴張到石隆門。首先慕娘公司是向華僑收購金沙或借錢給華僑開公
司，按固定價格收購。這時逃亡的客家人又回到石隆門組織小公司開採
金礦。慕娘公司自己開採金礦後，華工更投入其公司上班。1898 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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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公司併吞了石隆門其他公司。二十世紀客家人停止採礦，轉為種植大
量的甘蜜與胡椒（張應龍 2002）。
對於華人移入石角區的經過並無詳細的資料，只能從訪談者口述中
得知。筆者的訪談對象張先生的爺爺跟隨劉善邦一批人過來砂拉越，之
後跟著一個叫黃容的人由水陸往左手港而下到新梯頭的對岸的「港唇」9
上岸。張先生妻子的祖先為揭陽河婆客，祖母則為印尼三發（Sambas）
當地人，據張妻說為華僑，也是因三發戰亂而搭船到石角上灣頭居住。
根據石角區各港門人物文獻敘述，有些華人是因三發戰亂而逃亡到砂拉
越的石角，有者是直接由中國南下到砂拉越的石角。石角味源港人物文
獻記錄：鄧新枝，2009 年為 82 歲，鄧氏祖籍廣東揭西縣南山鄉。15 歲
南渡到砂拉越，定居味源港，隨雙親務農為生。10 推算鄧氏為 1942 年就
下南洋，當時廣東揭西一帶常年發生天災，生活困苦，所以遷移南洋。
根據上述的資料推測石角區的移民可兵分兩路，一、從印尼西加里曼丹
的港口上岸，隨著三發發生動亂，而攀越邊界山脈逃離到砂拉越的石隆
門，或沿著左手港而下到砂拉越河再到石角區等地。二、由水路 ——
砂拉越河搭船到石角舊巴剎上岸。
根據《華校春秋》記載，甲港是石角區開發較早的地域之一。甲港
地區的開發，至今已超過百年的歷史。在 1900 年以前，就有大批的華
裔先賢在那兒開荒墾殖，安家落戶。1902 年間，由於鄉民生活日趨穩定，
便有興校辦學的願望。鄉賢鍾辛佑在胡椒園中搭起一間七片亞答長的屋

9

二次世界大戰前，甲港最熱鬧的小碼頭，船主也在附近居住。因處於熱鬧之地，附近
建了一間永興宮與小學。
10 華校春秋石角中華公學，於 2009 年 10 月 6 日刊登國際時報。http://intimes.com.my/
huaxia/06huaxia1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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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辦起私塾學校來，定名為「崇文學校」。學生有十一、二人，以客
家語教學。11

（三）石角的發展與河運的關係
19 世紀初，古晉的經濟命脈是由潮州幫和福建幫所操縱，他們大
多數來自南中國海彼岸，新加坡的福建漳泉人與廣東潮汕人。詹姆士 ‧
布洛克王朝時期，古晉海唇街和甘蜜街的福建漳泉人與廣東潮汕人所經
營的商鋪，都是擺賣民生物資的雜貨店，或潮商所稱的京果店，他們收
購土產，再轉售予出口商，或是自行出口到新加坡。閩商做生意的技巧
是划著舢舨船沿砂拉越河逆流而上，向岸邊的原住民售賣民生物資，同
時向他們收購土產，為流動營運方式。
在 1930-40 年代，石角的居民若要前往對岸搭車，必須從石角老巴
剎天師爺廟隔壁的小碼頭搭舢舨船渡砂拉越河（Sungai Sarawak）到對
岸。當時 10 個港門的道路已經陸續開發，石角老巴剎是 10 個港門的農
產品集散中心，人們都把農產品賣給商家。再由商家經水路把沉重的橡
膠片、農產品運送到對岸，然後把食物、日用品運回來。
20 世紀中葉，砂拉越依舊還沒有完整的公路，水路成為人民最重要
的交通工具。日軍佔領砂拉越後，石隆門有一條五尺寬的碎石路可直通
10 公里的另一個小鎮 —— 武梭（Buso）。礦務公司負責提煉金沙，製
成金條，由員工從石隆門用「雞公車」12 推送到武梭下船，由水路載到
古晉再轉運出國。13
11 華校春秋甲港中華公學，於 2008 年 6 月 16 日刊登國際時報。
http://intimes.com.my/huaxia/06huaxia66.htm
12 雞公車是客家話，為建築工人推載水泥的獨輪推車。
13 李 君 報 導， 回 首 武 梭 繁 華 時， 生 活 副 刊， 登 於 2012 年 5 月 15 日 國 際 時 報。http://
intimes.com.my/fukang/order/orderpic/120515ord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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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港的「港唇」早期是熱鬧之地，商船來往頻繁，是農產品買賣進
出口的小碼頭，商船會來收購農產品。村裡的人若要出門去古晉市，都
會等待船隻，順著左手港流進主河 —— 砂拉越河。船員會掌握河水的
漲潮與退潮時間才通船，順著河流流動，就不需要花盡力氣划船。
昔日甲港附近也有一個小碼頭稱為「舊梯頭」14，農家裡採收的胡
椒、橡膠 15 都由商家划船來收買。這些商船主要是從模西（Musi）16 來的，
若要去新堯灣、大段、武梭、砂南坡等地就可等待他們的商船。隨著道
路的開發後，河流的使用已經進入尾聲，村落的農產品都轉移到石角鎮
上去，賣給一個熟悉的潮州商人 —— 楊業盛先生。17
到了 1960 年代，福建商在古晉商場佔有明顯的優勢，地位在潮州
人之上。18 以下是砂拉越石角、甲港位置圖與十個港門的華文小學（中
華公學校，簡稱中公）分佈圖：

14「舊梯頭」是舊的小碼頭之稱，為甲港附近的河邊的小碼頭，來往的商船是模西的船主。
15 20 世紀初，汽車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橡膠，因此當時橡膠的價格很好。
16 在石隆門與石角之間，是個交通不便的地方。
17 楊業盛是潮州人，在石角小鎮開雜貨店，早期以開小卡車送貨給村民，村民也會通知
他來載農產品。
18 李君報導，〈早期的福建幫與潮州幫〉，收錄於《閩潮波瀾》系列一，2008 年 6 月 18
日刊登於國際時報。http://intimes.com.my/write-html/0806Hokkien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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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砂拉越石角位置圖
資料來源：根據 Google 地圖底圖重繪

圖 2 砂拉越甲港位置圖
資料來源：根據 Google 地圖底圖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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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石角十個港門華文小學與華文獨立中學位置圖 19
資料來源：根據杜明，2008 底圖重繪

圖 4 古晉—石隆門—西連地區的客屬方言群體分佈圖 20
資料來源：根據龔宜君（2004）底圖重繪
19 重繪自華校春秋第六十六期電子檔，甲港中公篇的圖，於 2008 年 6 月 16 日刊登在國
際時報。
20 陳琮淵、彭聖中，計畫主持人龔宜君（2004）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
畫電子檔，《戰後砂拉越客家族群的社團組織與政治參與》。頁 16，根據該圖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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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港客家話語音系統及音韻特色

（一）聲母
從語料的收集，可得知當地客家話的聲母與其他文獻資料有相當不
同的特點。甲港客家話聲母，包括零聲母在內共有 19 個。因英語借詞
產生之複輔音不計入。以下為各聲母例字：

表 1 甲港客家話聲母表
塞音

塞擦音
鼻音
邊音
擦音

雙唇
p
pˇ
b

清 不送氣
送氣
濁
清 不送氣
送氣
濁
濁
清
濁

唇齒

舌尖前

舌尖
t
tˇ

舌尖面 舌根
k
kˇ

ts
tsˇ
m

n
l
f

s
z

N
h
J

Ò

零聲母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調查

p：北 pet2、包 pau55
pˇ- ：刨 pˇau24、白 pˇak5
b：烏 bu55、芋 bu11
l：老 lo11、六 liuk2
m：嫲 ma24、目 muk2
f：花 fa55、火 fo11

ts：剪 tsien11、針 tsim55
tsˇ-：財 tsˇoi24、臭 tsˇiu53
s：細 se53、手 siu11
z ：如 zu24
Ò：阿 a55、鴨 ap2
J：楊 JioN24、柚 Jiu11
k：柑 kam55、餃 kiau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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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打 ta11、肚 tu11
tˇ-：脫 tˇot2、大 tˇai11
n：搦（拿）nak2、泥 nai24

kˇ-：舅 kˇiu55、蹺 kˇiau53
N：頷 Nam11、牙 Na24
h：汗 hon11、鹹 ham24

說明：v 實際上和 b 並不引起語意上的對立，不把它處理成獨立的
音位。
tS,tSˇ,S 實際上和 ts, tsˇ, s 並不引起語意上的對立，不把它們處理成
獨立的音位。
n 與 N 在細音前顎化為 =。

（二）韻母
基本上有 56 個韻母。
i  e  a  o  ai  oi  ei  eu  au  i   ia  io  iu  iau  u  ua  ui  ue uai  uat am  em  
im  iam  an  en  on  in  un  ien  ion  iun  aN  oN  uN  iaN
ioN  iuN  ip ep ap    iap  at  et  ot  it  ut  iet  ak  ok  uk  iak  iok  iuk  m1  N+
此外，在英語借詞中產生了新的韻母 ‹  ‹n  ‹N，不列入系統內。
韻母可分成以下類型。
1. 陰聲韻：
（1）開口韻母：
i ：醋 tsˇI53、獅 sI55     
a ：花 fa55、巴 pa55
ei：囗誰 lei11
oi：海 hoi11、囗癢 hoi24
au：包 pau55、朝 ˆau55



e：洗 se11、細 se53
o：火 fo11、鵝 No24
ai：雞 kai55、泥 nai24
eu：狗 keu11、豆 tˇe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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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齊齒韻母：
i：機 ki55、米 mi11
ia：寫 sia11、夜 Jia11
iu：手 siu11、油 Jiu24

io：茄 kˇio24、靴 hio55
iau：苗 miau24、釣 tiau53

（3）合口韻母：
u：瓠 pˇu24、芋 bu11
ui：鐳（錢）lui55、配 pˇui53  
uai：筷 kˇuai53、外 Nuai11

ua：瓜 kua55
ue：匱 kˇue11、粿 kue53

2. 陽聲韻
（1）雙唇鼻音韻尾：
im：金 kim55、針 tsim55
am：痰 tˇam24、鹹 ham24

em： 蔘 sem55、 喊（ 大 叫 ）
hem55
iam：鹽 Jiam24、鉗 kˇiam24

（2）舌尖鼻音韻尾：
h
in：清 ts in55、人 =in24
an：慢 man11、涎 lan55
un：蚊 mun55、嫩 nun53
iun：芹 kˇiun24、近 kˇiun55

en：凳 ten53、等 ten11
on：看 kˇon53、旱 hon53
ien：線 sien53、麵 mien11

（3）舌根鼻音韻尾：
aN：頂 taN11、猛快 maN55
uN：粽 tsuN53、風 fuN55
ioN：癢 JioN55、薑 kioN55

oN：空 kˇoN55、床 tsˇoN24
iaN：鏡 kiaN53、驚怕 kiaN55
iuN：弓 kiuN55、兄 hiu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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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聲韻
（1）雙唇塞音韻尾：
ip：十 sip5、汁 tsip2
ap：雜 tsˇap5、摺 tsap2

ep：澀 sep2
iap：接 tsiap2、葉 Jiap5

（2）舌尖塞音韻尾：
it：日 ùÕt2 、姪 tsˇit5
at：八 pat2、辣 lat5
iet：雪 siet2、節 tsiet2

et：北 pet2、色 set2
ot：囗累 hot2、割 kot2

（3）舌根塞音韻尾：
ak：白 pˇak5、曆 lak5
uk：竹 tsuk2、屋 buk2
iok：腳 kiok2、藥 òiok5

ok：落 lok5、角 kok2
iak：淅 siak2、額 =iak2
iuk：肉 =iuk2、六 liuk2


（4）聲化韻：
m1：毋 m124

N+：魚 N+24、五 N+11

說明：uei 的音值接近於 /ue/，統一用 /ue/。

（三）聲調
陰平：天 tˇien55、枋 pioN55
陽平：條 tˇiau24、浮 pˇo24
上聲：老 lo11、大 tˇai11
陰去：細 se53、妹 moi53
陰入：伯 pak2、鐵 tˇi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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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入：姪 tsˇit5、藥 òiok5

（四）連續變調
陰平在後調值為 55 不變，但陰平在各聲調之前調值為 33。
1. 陰平在後（調值為 55）
陰平 + 陰平：抽籤 tsˇiu55-33 tsˇiam55
陽入 + 陰平：牧師 muk5-2 sI55
2. 陰平在前（調值為 33）
陰平 + 陰平：忠心（tsuN55-33 sim55）
陽入在後調值為 5 不變，但陽入在各聲調之前調值為 2
3. 陽入在後（調值為 5）
陰平 + 陽入：衝突（tsˇoN55-33 tˇut5）
陽入 + 陽入：白食（pˇak5-2 sit5）
4. 陽入在前（調值為 2）
陽入 + 陽入：落葉（lok5-2 Jiap5）

（五）音韻特色
1. 在印尼的馬來語音系統缺乏唇齒濁擦音 v-，只有唇齒清擦音 f- 的情
況下，致使加里曼丹山口洋等處客家話之 v- 轉讀為 b- 聲母。本文
第一節提及古晉一帶客家人多為加里曼丹移住者，因此甲港客語的
v- 也轉讀為 b- 聲母。西馬新山、檳城客語的 v- 聲母，在古晉市區、
石角甲港、石隆門、西連鎮、七哩一概讀 b-。甚至七哩三山國王廟
的招牌，也是 sam san kuet bong，而非 vong；而西連鎮黃姓客籍店

138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家有別於泉州人、潮州人的 ng，漳州人的 ui，店招寫作 bong，可
見這種音變應當由來已久，已經進入當地書寫的拼音系統了。
2. 多數曉匣母字讀 h-，如同一般客語；但少數字如「䘆（蚯蚓）狹脇」
梅縣乃至粵東大多數地區客語讀 h- 的，甲港客語為 kˇ-，反映了廣
東原鄉揭西河婆、陸河河田的聲母特徵。此種塞音讀法在閩西連
城、上杭已然出現，因此「䘆」汀州當地才俗寫作「犬」。河婆屬
潮州客語，較諸梅縣等嘉應州方言，保存更多福建汀、漳客語的成
分，少數曉匣母字讀 kˇ-，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3. 根據本研究訪談，甲港居民認為當地有河婆、大埔二種口音，但實際
上兩腔差別甚微，唯有蟹開二「街鞋矮」、蟹開四「弟泥犁雞」河
婆唸 -e、而大埔為 -ai 的系統對應，構成甲港二種客家次方言的主
要區別。廣東原鄉揭西河婆蟹開二、四等的確唸 -ei，然廣東大埔
縣內本身就有方言差，蟹開二、四等有的為 -ai（如銀江），有的說 -ei
（如高陂）。所以古晉甲港人說的「大埔」只是一個寬泛的稱呼。
從甲港大埔腔的聲調調值、調類劃分、濁去歸陰上等方面，全然同
於河婆腔來看，其大埔成分業已相當稀少；因為廣東大埔縣客語並
沒有濁去歸陰上的特徵。
4. 濁去歸陰上使得清上、濁上、濁去合流為一個聲調，僅有清去自成一
調，這恰是廣東揭西客語的聲調規律；而少數次濁去歸陰去的現象，
轄字如「罵露艾妹面嫩問」也跟廣東揭西若合符節，表現出甲港客
語保守的一面。如「面 mien53」：「麵 mien11」不同調，即使自
1980 年代起，馬華使用簡體字已經 30 多年，書寫上「面」、「麵」
不分，然而河婆客家口語上，此二字仍有聲調上之區別，呈現比書
寫系統保守的語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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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詞彙的多元性

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石角區是個多元文化、語言的社會，境內分成
好多語言，除了馬來語、英語和拉仔語 21，就漢語方言來說就可分成好
幾種，比如河婆、潮州、福建、廣東、福州等。因此，漢語方言容易
與其他語言產生混雜的現象。這些語言可以根據城鄉差別以及經濟力來
分，福建人是馬來西亞華人人口最多之鄉屬群體，加上其長久的移民聚
落歷史及城市商業為主的經濟型態，使得福建話成為在馬來西亞各地優
勢的華人通用語言，例如檳城（Pulau Pinang）、巴生（Kelang）、古晉
等就是福建話優勢的城市。而客家人雖然佔華人人口的第二多，但客家
話僅在少數地區流行，譬如沙巴的亞庇（Kota Kinabalu）是惠州客、古
達（Kudat）是龍川客、砂拉越的石隆門（Bau）是河婆客、石角（Batu
Kawa）是河婆客等（見圖 3）。除了少數城市中具有優勢外，通常只在
鄉下客家人居多的地方成為優勢語言，這跟客家語並非商業用語而使它
的傳播受限有很大關係。整體來說，多元的語言往往都會混雜在一起，
而形成另一種特別的語言，就華語方言來說，受到外來語的影響是非常
大的。筆者是根據張屏生的《臺灣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第三冊）》
（2007）所列之 1400 詞條做為這次的訪談調查的依據。以下主要討論
馬來語、英語和潮州話借詞，以表格排列的形式來進行客家外來詞彙的
分析。

21 馬來西亞原住民的蔑稱，「拉仔」具有諷刺的意義，含未進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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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來語借詞
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是馬來語，客家人在日常交談中已混雜著馬來
語。會發生借詞的原因是客家語沒有這樣的詞彙，或是僅見於當地才有
的事物，以馬來語翻譯成客語，形成新的詞彙。

表 2 甲港客語之馬來文詞彙
中文詞彙

馬來文詞彙

市場、夜市

pasar、pasar malam

馬鈴薯
麵包、餅乾
枴杖
錢

kentang
roti、bisku
tongkat
duit

客語詞彙

客語標音
pa55 sat2、pa55 sat2 ma-33
巴刹、pasar malam
lam55
katang 薯
ka-33 taN55 su24
麵包、roti
mien11 pau55、lo24 ti53
tongkat
ton-33 kat5
鐳
lui55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調查

市場直接由馬來文「pasar」借入成當地的中文為「巴剎」。再由中
文借入成客家話「pa55 sat2」。在其他伊斯蘭教國家裡市場也是「pasar」。夜市則是「pasar malam」。
馬鈴薯馬來文是 kentang 被借入成「ka-33 taN55 su24」。
餅乾「roti」原為南印度淡米爾語（Tamil），被馬來語所吸收。馬
來文有「r」音，在甲港發音時「r」音會被「l」取代，因為客家語沒有「r」
的發音。roti 馬來語為「麵包」，西馬新山河婆客語沿用 lo24 ti52 為「麵
包 」， 若 加 入 詞 素「 餅 」，lo24 ti52 piang21 就 成 了「 餅 乾 」。 東 馬
進而以 lo35 ti53 專指「餅乾」，反而改用華語詞形稱呼「麵包 mien11
pau55」。
拐杖：馬來文是「tongkat」，借用了馬來語詞彙作為客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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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文詞彙「拐杖」仍可使用。
錢原為「duit」，馬來文的「d」會被「l」取代，因為客家話無法
發「d」音。

（二）英語借詞
馬來西亞第二種重要的語言就是英語，跟馬來語一樣，在日常生活
交談都會借英文詞彙交流。不過發生在客語時，英文的詞彙語音上已經
變形。

表 3 甲港客語之英文詞彙
中文詞彙
領帶
打氣筒（風泵）
雪糕（忌廉）
水泥
餐廳

英文詞彙
necktie
pump
ice-cream
cement
restaurant

客家詞彙
net2 tai24
fuN55 paN24
ke11 lem11
si-33 men55
les24 to11 l‹N24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調查

領 帶： 英 文 為「necktie」， 由 英 文 借 入 了 當 地 的 客 家 話「net2
tai24」。「tie」為客家話「帶 tai」所取代，屬於半借詞。
雪糕（忌廉）：凡是「ice-cream」或是冰棒，當地的客家話稱為「ke11
lem11」，取自英文「ice-cream」的「cream」。也把盒裝的冰淇淋或是
桶裝的冰淇淋統稱為「ke11 lem11」。
打氣筒（風泵）：在客家話中前面詞素為「風」，後面詞素取自英
文詞彙「pump」的發音，因為打氣筒的「氣」在平常客家話都會說成
「風」，尤其是充氣的東西，都會說成「風」。客家話借用英文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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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p」的發音為「paN24」，成為「fuN55 paN24」。「fuN55 paN24」
是客家話的名詞，相反的也可成為客家話動詞「paN24 fuN55」，意思是
把氣灌進輪胎或籃球。
水泥：在當地客家話的水泥是「si-33 men55」，是由英文詞彙「
cement」借入而成的。甲港不會稱之為紅毛泥，因為那是臺灣說法。這
個詞彙的馬來文為「simen」，由於馬來語不允許複輔音韻尾，所以刪
去了末尾的 -t。
餐廳：用英文翻譯成客語為「les24 to11 l‹N24」。

（三）潮州話借詞
甲港的客語詞彙受到潮州話的影響也有一定的程度。在交流當中，
往往都會借用潮州話而拗折為客話，因此當地所謂潮州客語就是「半山
學」22 的意思，用了客語的發音，但吸收潮州話的說法，變成了半山客
語的詞彙。基礎的母語方言在受到其他方言的干擾下，變成不完善的學
習（imperfect learning）現象。潮州語往往帶有很明顯的鼻化韻，在變
成客語時元音丟失鼻化，改讀符合客語的鼻音韻尾。以下表格為日常生
活中常聽到的潮州話借詞﹕

22 半山學意思是指廣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語言上的接觸，延續到東馬砂拉越，而變成的一
種有趣的語言。「半山」指的是廣東閩客接觸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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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甲港客語之潮州話詞彙
中文詞彙
累
快
釋迦
花生
親戚
火柴

潮州詞彙
hek2
猛 me$53
林檎 lim11 kˇim55
地豆 ti11 tau24
親情 tsˇeN33 tsia$55
火排 hue-35 pˇai55

客家詞彙
hot2
猛 maN55
林檎 lim24 kˇim24
地豆 tˇi11 tˇeu11
親情 tsˇin55 tsˇiaN24
火排 fo11 pˇai24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調查

以「累」這個詞彙來說，韻尾凡是有「n」、「t」，到潮州話會變
成「N」、「k」，而在潮州話裡「n」、「t」會消失；所以才有潮州話「ek」
在客家話讀成「ot」的對應。「釋迦（林檎）」完全是被借用，基本上
差異只在於聲調的調值。透過潮州話的語音拗折，上列的「快（猛）」、
「親戚（親情）」取聲母一樣，韻母保持客語的發音習慣，以鼻音韻尾
代替鼻化韻。

（四）粵語借詞
甲港的客家話還有一個特點是受到廣東話詞彙的影響，可以推測這
些居民廣東祖籍的原鄉與粵語地區的人民有所接觸，語言上會吸收粵語
而變成客家詞。再來另外一個原因是受到港劇的影響，1970-80 年代的
港劇發展到達巔峰，東南亞各地都流行看港劇。因此在流行當下也會掀
起一股學廣東話的熱潮，可推測客方言會被影響而借用。粵、客語在語
音與聲調上有些差異性，實際上大部分的鼻音、塞音韻尾依然沒有很大
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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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甲港客語之粵語詞彙
中文詞彙
全部
吹牛
殺
剁
臥倒
發薪水
完成

粵語詞彙
冚憑攬 ham21 paN21 laN22
車大炮 tSˇe55 tai22 pˇau33
劏 tˇoN33
斲 toek3
仆 pˇok3
出糧 tSˇoet2 loeN11
搞惦 kau24 tim24

客家詞彙
冚憑攬 ham11 paN11 laN24
車大炮 tsˇa55 tˇai11 pˇau53
劏 tˇoN53
斲 tok2
仆 pˇok2
出糧 tsˇut2 lioN24
搞惦 kau11 tˇiam11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調查

「冚憑攬」是指「全部」的意思，這個詞彙被客語借用為「ham11
paN11 laN24」，兩種方言的意思是一樣，只聲調上有差異。「車大炮」
意思是吹牛、說謊，差異性在於第一個音節「車」的發音。「劏」的意
思是「宰殺」，兩種方言發音是一樣，聲調不同而已。「斲」這個詞的
意思是把肉放著用刀剁碎。筆者不用舒聲的「剁」這個詞作為該音的本
字，因為「斲」這個字為入聲，應更適合。另外「仆」這一個詞一般在
粵語是罵人的，「仆」加上「街 ka:i55」解釋是「混蛋」的意思，「仆」
作動詞原是指「使用力量讓人倒在地上」。客家話在「仆」前加上「食」，
「食仆」是指「吃到沒錢像倒店一樣」，可見「仆」這個詞在客語的意
思是有所延伸的。「完成」的廣東話為「搞惦 kau24 tim24」，客家話
也取用廣東話而變成「kau11 tˇiam11」。

（五）語碼轉換
隨著甲港當地社會種族的多元，而產生多姿多彩的語言使用，在不
同的環境，尤其身處在不同語言裡，居民的頭腦必須要靈活的轉碼。對
外溝通遇到不是華語及方言者，頭腦裡設定的語言在短時間內一定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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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為由拼音文字所組成的外來語，不管是馬來人、紅毛人 23、印度人或
是原住民。如果是遇到不相同的漢語方言者，一般上都會以華語交談，
又或是自己具備少許的客家、福建或是潮州語言能力，往往都敢大方的
挑戰自我，即使語音不標準，只要能夠表達出意思，對方還是可以接受。
漢語方言比如福建與潮州話通常會出現在傳統的市場、傳統的雜貨店、
傳統咖啡店與衣服店。客語則通行於農村。

四、甲港與印尼山口洋（Singkawang）客語
之相似性比較
以黃惠珍（2008）等文獻來看，印尼山口洋的客語的確與砂拉越石
角區的客語有相似性，這和昔日採礦為生的華族，從西加里曼丹移入甚
且逃難至砂拉越有關係。
18 世紀中期，大批粵東的移民南航前來婆羅洲西海岸，主要來自
廣東惠州、梅縣、海陸豐、揭陽等。三發蘇丹為了牟取更多的利潤，獨
佔更多項的權利，禁止華人進口稻米、鹽、鴉片和鐵，一切都得向蘇丹
購買。人口眾多的礦區，缺乏糧食，一些以農業組織為目的的華人就在
礦區的周邊荒地上開拓農地，這些地區為山口洋、邦戛、福律、巴錫一
帶沿海，種植稻米、蔬果等等（曹淑瑤 2011）。
1772 年羅芳伯與客家同鄉就是隨著這股淘金熱潮前來婆羅洲的坤
甸。24 在坤甸埠頭教書幾年後，羅芳伯創立十八兄弟會，後來發展為蘭
23 紅毛人：與亞洲不同髮色的，金色頭髮的外國人的稱謂。
24 幫會與公司： 天地會，蘭芳會，和順會在婆羅洲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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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會、蘭芳公司，並建立了自己的威望與基礎。1777 年，他在東萬律
（Mandor）創立以嘉應州人為主，包括大埔縣客家人的蘭芳公司。由於
不少荷蘭人前往當地騷擾，勢力最大的蘭芳公司始終可以擊退歐洲人。
後來不少酋長都要求蘭芳公司保護他們，所以羅芳伯就在當地成立共和
國；荷蘭殖民者在 1802 年成立了具有政府職權的東印度公司，勢力一
直擴張，對蘭芳公司虎視眈眈。
1830 年蘭芳共和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陸豐籍客家人劉善邦率領華
工離開公司，從三發來到砂拉越石隆門，最後他們在石隆門附近的帽山
覓得金脈。後續越來越多華工都投靠他，當地形成了繁榮的市鎮。
1841 年，英國人詹姆士·布洛克正式在砂拉越古晉成立了布洛克王
朝，石隆門也自然歸屬於布洛克統治下。劉善邦的十二公司在石隆門聲
勢浩大，使當時的白人拉惹感到威脅，從而多次的施壓於石隆門的華
工。華人遂於 1857 年起義，劉善邦被殺，十二公司也被消滅。
1850 年和 1854 年，荷蘭兵進攻三發，大港公司被擊破，退出蒙特
拉度。1884 年荷蘭趁中法戰爭的開始，進攻蘭芳公司，出兵佔領了東
萬律，終在 1888 年將之消滅。三大華僑公司陸續被荷蘭人擊破，這些
客家人被迫轉移至砂拉越（張應龍 2002）。
雖然當今華人分佈在砂拉越、加里曼丹，分屬馬來西亞與印尼。這
兩個統治者不同的地區，但是這些華人曾經是來自廣東相同的地區，有
共同的地緣、語言、歷史、文化、信仰與宗親；或是不同祖籍的移民，
從中國來到西加里曼丹而結拜兄弟，又或是組織會館，互相照顧。雖然
一開始溝通頗難，但環境所逼，不得不學習對方的語言與文化，在彼此
互助、頻繁互動的情況下，婆羅洲特有風格的共同客家語言就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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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港與山口洋客家詞彙按類分析
以下為甲港客家詞彙與山口洋客家詞彙之按類比較分析。山口洋語
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1. 時令與時間
表 6 甲港與山口洋時令與時間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除夕
1
2

晚上

3

一整夜

甲港客家語
年三十 =ien24 sam55 sip5
三十晡暗 sam55 sip-2 pu-33 am53
夜晡頭 Jia11 pu55 tˇeu24
夜晡時 Jia11 pu55 Si24
一晡夜、一夜、夠夜
Jit2 pu55 Jia11、Jit2 Jia11、keu53 Jia11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三十晡暗 sam53 sip2
pu53 am31
夜晡頭 Jia22 pu53 tˇeu55
一晡夜 Jit3 pu53 Jia24
一夜 Jit3 Jia24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除夕：與印尼山口洋比較，甲港客家話多了一個詞彙「年三十」。
日常生活裡對話就常用「年三十」這個詞彙，表示除夕的白天或黑夜都
可這樣說。而「三十晡暗」是指在除夕的當晚。一般想要知道除夕一整
天到底是哪個時段下班，通常都會用「三十晡暗」。「三十晡暗」兩地
都用「晡」來做詞素，如：一晡夜、昨晡日、夜晡頭。印尼的客家話的
「昨」與甲港的發音不同，甲港是「tsˇia11」而印尼山口洋是「tsˇo53」
與「tsˇa53」。
晚上：甲港客家話出現了「夜晡時」。
一整夜：兩地也用「一」來表示一整夜，但是甲港客家話出現了特
殊的詞彙「夠夜 keu53 Jia11」。這個詞彙的中文意思是「全夜」的「全」，
表示「全部、一整夜」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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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事與農具
表 7 甲港與山口洋農事與農具詞彙比較
序號
1

中文詞彙
插秧

2
篩子（無孔）

甲港客家語
插秧 tsˇap2 JioN55
蒔田 si53 tˇen53
簸箕 poi53 ki55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插秧 tsˇap3 JioN53
插禾 tsˇap3 bo55
插田 tsˇap3 tˇien55
簸箕 poi31 ki53
□蓋 o53 koi31
□頭 tsiam53 tˇeu55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插秧：由於已經沒有人在甲港種稻，因此「插秧 tsˇap2 JioN55」
是照著中文字面翻譯成客家話的。在印尼山口洋客家詞彙「插禾」的
「禾」，甲港客家話也會說成「bo24」，不過這個動詞不會說成「插
禾」，而是「種禾」。雖然動作是用手插秧，為了要雅化才會以「種
禾」稱之，因為用「插」說法近於粗話，所以改為「種」。「蒔田 si53
tˇen53」這樣的詞彙是隨著馬當地方嫁進來者而帶入的，不是甲港本地
話。從上表來看，印尼山口洋的詞彙有「插秧 tsˇap3 JioN53」、「插禾
tsˇap3 bo55」、「插田 tsˇap3 tˇien55」。二者相似的只有「插秧 tsˇap3
JioN53」。
篩子（無孔）：甲港客語詞彙只有一個「poi53 ki55」，而印尼山
口洋有 3 個說法「poi31 ki53、o53 koi31、tsiam53 tˇeu55」。相似的詞
彙只有「簸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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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莊稼與植物
表 8 甲港與山口洋莊稼與植物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1

茄子

2

韭菜

3

辣椒

吊菜 tiau53 tsˇoi53
矮瓜 ai11 kua55
快菜 kˇuai53 tsˇoi53
馦椒 hiam33 tsiau55
辣椒 lat2 tsiau55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吊菜 tiau22 tsˇoi31
快菜、筷菜 kˇuai31 tsˇoi31
馦椒 hiam55 tsiau53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茄子：同樣稱為「吊菜」，不過客家話「茄」這個詞彙也有人用，
因為茄子有長與橢圓的形狀，橢圓形狀像大的番茄一樣，甚至較大一
點，顏色紫色也有白色。一般大部分還是以「吊菜」這詞彙較普遍。甲
港的客家詞彙還有一種也稱為茄的植物，就是認為只有原住民吃的農作
物，名稱為「拉仔茄」，形狀圓形，比柑大一點，熟時為黃橙色，口感
微酸，一般煮魚都可放或是以片狀蒸。
韭菜：兩地相似的用法「快菜」，不過甲港還有「久菜」之稱。
辣椒：取自於潮州話的辣椒「馦椒 hiam33 tsio33」。因此兩地都受
到潮州話的影響，是為共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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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蟲魚鳥獸
表 9 甲港與山口洋蟲魚鳥獸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1

生蛋

生春 saN55 tsˇun55

生春 saN53 tsˇun53

2

麻雀

禾鷝 bo24 pit2
垃圾鳥 la11 sap2 tiau55

□□鳥 la31 tsˇa31 tiau53

3

蚯蚓

紅䘆（公）fuN24 kˇien11 kuN55

紅䘆公 fuN55 hien24 kuN53
䘆公 hien24 kuN53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生蛋：兩地相同的用法，以「春」取代「卵」。山口洋甚至連「蛋
糕」也叫「春粄」。
麻雀：甲港客家話稱為「禾鷝」，不過印尼山口洋一些農家稱為「禾
鷝仔」，多了一個詞綴「仔」，可能體型小所以稱之。但可分成兩種，
一種是平常在草地上吃草的種子或是偷吃農人莊稼的動物，體型小，羽
毛顏色為褐色，喜歡一整群飛出來覓食，通常這類動物生活在樹林中，
非常怕人類，是為文鳥。而另一種是外來的小鳥，體型一樣大，羽毛有
花紋，顏色是淺灰與淺褐色。這一類的小鳥喜歡住在屋簷下，不怕人
類，似乎喜歡跟人類生活在一起，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可尋找到牠們的
蹤影。在城市或是小鎮常常出沒，喜歡吃米飯。因此被稱為「垃圾鳥」，
是因為喜歡在屋簷下排泄以及吃狗吃剩的米飯。在臺灣也有這一類的小
鳥。山口洋的「垃圾鳥」應該屬於後者，喜歡住在屋簷下，有人住的地
方就會常常出現，是為麻雀。
蚯 蚓： 甲 港 稱 為「fuN24 kˇien11 kuN55」， 印 尼 山 口 洋 為「fu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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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n24 kuN53」與「hien24 kuN53」。從「fuN24 kˇien11 kuN55」與「fuN55
hien24 kuN53」來看，兩個地區不同之處在於聲母不同，基本上是相同
的詞形。從顏色來看是紅的，因此以紅作為開頭的詞素，中間的「䘆」
聲母有別「kˇien」與「hien」。動物名詞常會加上性別後綴，例如紅䘆公、
蛇哥、鷂婆等等。
5. 人品與稱謂
表 10 甲港與山口洋人品與稱謂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1

女婿

郎 loN24

郎 loN55

2

老婆

老婆 lo11 pˇo24
番婆 fan55 pˇo24

老婆 lo22 pˇo55
番婆 fan53 pˇo55

3

倈子人 lai31 tsi22 =in55
倈仔人 lai53 tsai11 =in24、
紅花男 fuN55 fa53 nam55
男孩（未婚） 倈仔 lai53 tsai11
倈仔 lai31 tsai53

4

女孩（未婚）

妹仔人 moi53 tsai11
=in24、妹仔 moi53 tsai11

妹子人 moi31 tsi22 =in55、
紅花女
fuN55 fa53 N+24
妹仔 moi31 tsai53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女婿：相同的使用「郎」。
老婆：「番婆」一詞，是移來的華族與當地的女子結婚而形成的稱
呼。「番」一詞具有諷刺、貶的用意。「老婆」這一詞，兩個地區的客
家話也是老婆或是番婆。不過新一代的可能會說「老婆」，與廣東話詞
相似。「番婆」在中文解釋裡是娶了別族當老婆，然「番」這個詞具有
貶義。不過本人在當地的時候也常聽人罵說：「番嬤人，不知就不要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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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番嬤人」與番婆是同意思，不過「番嬤人」的貶義程度較高。
男孩（未婚）：甲港有「倈仔」這一個詞彙，山口洋的「倈子人」
在甲港會變成「倈仔人」，「子」與「仔」的讀音有區別。山口洋有較
多的講法「倈子人」、「紅花男」，共同的詞彙是「倈仔」。
女孩（未婚）：相同的詞彙「妹仔」。有時可以聽到已婚的婦人說，
以前還沒結婚的時候都會說「做妹仔」，「做」具有「身為」的意思。
馬來人稱呼華人的女孩都會使用客家話的「妹」為一般用語，馬來人說
「妹」會成為「a11 moi53」，前面加了詞綴「阿」。
6. 衣服與服飾
表 11 甲港與山口洋衣服與服飾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1

西裝

大衫 tˇai11 sam55

2

項鍊

頸鍊 kiaN11 lien11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大衫 tˇai22 sam53
翻領 fan53 liaN53
頸鍊 kiaN22 lien31、□□koN22 koN55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西裝：甲港的西裝為「大衫」，山口洋有「大衫」和「翻領」，共
同的詞彙為「大衫」。兩地的氣候屬於熱帶，無四季之分，所以長年都
是夏季，都是穿短袖、通風、涼快的衣服為主，鄉下的男人還是喜歡「打
赤膊」，也就是不穿上衣，露出胸膛，因為不穿上衣會較涼快。夏天穿
西裝顯得非常熱，因為厚重又是長袖不通風，所以被稱為「大衫」。穿
西裝的情況是在正式的場合，例如結婚、喜慶日或是參加正式的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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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鍊：共同使用的詞彙為「頸鍊」，「koN22 koN55」這個詞彙甲港
不曾聽過，表示搖晃的意思。山口洋以搖晃的特徵，代指項鍊。
7. 商業與手藝
表 12 甲港與山口洋商業與手藝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1

倒店

撲鬥 pˇok2 teu11
撲鬥 pˇuk3 teu24
pˇen11 ke24 lap2(bankrupt)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2

錢

鐳 lui55

鐳 lui53

3

殺

劏 tˇoN53

劏 tˇoN53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倒店：有「撲鬥」這樣的詞彙，例「我會同你吃撲鬥」，通常意思
是把你吃垮，吃到沒錢，吃到你倒。另外「倒店」這個詞彙則借用英文
「bankrupt」使用，這又跟山口洋不同。印尼未受英國統治，因此英語
借詞較東馬少。
錢：「鐳」借用馬來文的「duit」，客語中沒有「d」的讀音，往往
都改「l」音。
殺：同樣是「劏」。
8. 形容詞
表 13 甲港與山口洋形容詞詞彙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1

勤 kˇin24

印尼山口洋客家語
勤 kˇin55、煞猛 sat3 maN53、

勤勞

煞□ sat3 lat5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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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只有單音詞「勤」相似，山口洋的煞猛跟臺灣客家話一樣。

（二）甲港與山口洋的漢語方言借詞
基本上甲港與山口洋的客語主要受到漢語方言如粵語、潮州話，外
來語如馬來語、英語等的影響。
1. 兩地粵語借詞比較
表 14 甲港與山口洋粵語借詞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山口洋客家語

粵語

1

宰殺

劏 tˇoN53

劏 tˇoN53

劏 tˇoN33

2

冰

雪 siet2

雪 siet34

雪 Syt24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客語與粵語相關，可推至語言的來源地廣東，再來是受到港澳戲劇
影響而產生的客家詞彙。
2. 兩地潮州話借詞比較
表 15 甲港與山口洋潮州話借詞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山口洋客家語

潮州話

1

累

hot2

hot5

乏 hek5

2

快

猛 maN55

猛 maN53

猛 me$53

3

害羞

笑禮 siau53 li55

笑禮 siau31 li53

笑禮 siau55 li53

4

辣椒

馦椒 hiam33 tsiau55 馦椒 hiam55 tsiau53 馦椒 hiam33 tsio33

5

花生

地豆 tˇi11 tˇeu11

地豆 tˇi22 tˇeu22

地豆 ti11 tau11

6

醬油

豉油 si11 Jiu24

豉油 si31 Jiu55

豉油 si55 iu55

7

女婿

郎 loN24

郎 loN55

阿郎 a33 nN55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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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的語言相近之處，是都借用了潮州話的詞彙作為客家話使用。

（三）甲港與山口洋的非漢語借詞
1. 兩地馬來語借詞比較
印尼馬來文與馬來西亞馬來文字母與讀法，有 26 個字母，大小
寫相同，讀法和英文字母相合，音標則和印尼馬來文相合，某些單字
和措辭略有不同（梁廷基 2002）。例字：「人」印尼的馬來語拼法
是「organg」，馬來西亞的馬來語 25 的拼法是「orang」。印尼語與馬
來語是同一個系統的語言，只是受到不同殖民者的影響，而劃分成印尼
語與馬來語兩大類。
下表為山口洋與甲港使用相同的馬來語或是印尼語詞彙。

表 16 甲港與山口洋馬來語借詞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馬來語

甲港客家話

山口洋客家話

1

市場

pasar

pa55 sat2

pa55 sat2

2

馬鈴薯

kentang

ka33 taN55 su24

kan55 taN53

3

麵包

roti

lo24 ti53（餅乾）

lo55 ti53（麵包）

4

枴杖

tongkat

toN33 kat5

tuN31 kat5

5

錢

duit

lui55

lui53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由此可以更清楚了解印尼文與馬來文是息息相關的語言，印尼的客
25 Arbak Othman, 2010, Kamus Bahasa Malaysia （馬來文字典） SJKC Oxford Fajar. Shah
Alam Selangor: Oxford Fajar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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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馬來西亞的客語都有此特點。
2. 兩地英語借詞比較
由於印尼與馬來西亞是多元的社會，因此在語言方面往往借入了英
文詞彙，兩地的使用方法是相似的。

表 17 甲港與山口洋英語借詞比較
序號 中文詞彙 英語

甲港客語

山口洋客語

1

公斤

kilogram

ki11 lo24

ke53 lo55

2

汽車

motor car

mo11 to11 ka24

mo22 to55 ka55

3

摩托車

motorcycle

mo11 to11 sai11 ku24

mo22 to55

4

水泥

cement（馬來文 simen） si33 men55

si11 men55

資料來源：山口洋語料來自黃惠珍（2008），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受國際語言與早期殖民地的影響，兩地的客語都存在著使用英文詞
彙的特點。
從前述眾多表格中，更可以瞭解到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客家話相近程
度。特別是在印尼語與馬來語、潮州話、粵語借詞或是客家話本身說法
的對應，兩地的詞彙都非常相似，差異性主要只是聲調的調值不同。

五、甲港與臺灣屏東林仔內河婆話之相似性比較
屏東市林仔內的客家話是屬於河婆口音，甲港亦然；因此以臺灣相
對最接近的一種客家話，來跟甲港做對應關係比較。
河婆原屬清代潮州揭陽縣，1980 年後改屬於揭西縣管轄，縣政府駐

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客語音韻及詞彙調查與比較研究

157

河婆鎮。由於是廣東省揭陽市轄縣，地處揭陽之西，因縣地大部為原揭
陽縣西部境地，故名揭西。
自 17 世紀開始，已有少數河婆人開始結伴漂洋到南洋謀生。19 世
紀初，河婆人民眼見經濟未改善，國內又是政治腐敗，治安更敗壞，物
價高漲，生活陷入困境，又見僑民在南洋成功致富，返鄉購買土地、建
房子，使得人民去南洋的熱潮不退。雖然去南洋的沿途海路很凶險，到
了南洋生活艱辛，可是他們不懼怕，還是大規模的前往南洋尋找生路。
1942 年開始，河婆一帶發生水災，水災泛濫後出現蟲災，造成晚稻
收成大減。1942 年 10 月下旬到次年 5 月 17 日，除了 3 月中旬有下雨外，
其餘的時間都無雨，發生嚴重旱災。1943 年可說是大旱，農作物更是
嚴重欠收，城鄉的人民只好搶米搶食（藍清水 2011）。在這災害的逼迫
下，人民只好從災荒中遷移，變賣值錢的東西籌費用移民。由於當時日
本封鎖斷絕了南洋的去路，人民只好往沿海或到內地大遷徙，有者往返
閩、贛、湘，有者遷移到臺灣。
屏東市林仔內河婆客家人於 1947 年舉家從河婆鎮飄洋過海來臺。
現居住在屏東市民族路與大同路交界一帶，於屏東火車站與六塊厝之
間。當初他們變賣所有家產籌船費，由汕頭搭船來高雄。在親友的介紹
下，有些到屏東糖廠工作，有些則居住在屏東空軍機場眷村附近，也就
是林仔內的地方定居，並以賣麵、製豆腐、從事跌打損傷治療為生。全
盛時期該地有 40 戶河婆客。
本節主要是以這兩個地方的客家詞彙來進行分類並對應，透過這樣
的比較，更可知屏東林仔內與馬來西亞甲港客家詞彙應用的區別。以下
是根據李瑞光《屏東市林仔內河婆話之音韻研究》（2011）的文獻語料
進行分析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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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地理
表 18 甲港與林仔內天文地理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整個中午 keu53 kai53 toN55 tSiu53

透當晝 tˇeu42 toN55 tSiu42

日日夜夜 =it2 =it2 Jia11 Jia11

tSau55 Sin24 am42 pu42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整個中午：林仔內客家話是「透當晝」，而甲港通常會說成「keu53
kai53 toN55 tSiu42」，「keu53 kai53」就是整個的意思。「透 tˇeu42」跟「夠
keu53」之間的差別在於聲母，也在於詞形。臺灣的河婆客家話見組中
出現「i」介音而讀成「ieu」，例如：「勾」、「夠」、「狗」、「構」、
「口」、「叩」、「偶」等，其餘各組字都讀成「eu」，有「某」、「鬥」、
「厚」、「走」、「牡」等字，是在流開一的「侯」韻。甲港的客家話
流攝一等不論聲母均無介音。而流開三的「尤」韻，林仔內有「ieu」韻
的仍是見組疑母的「牛」。「eu」有「浮」、「否」、「扭」、「紐」、
「搜」、「瘦」、「手」等。甲港的客家話流攝三等不論聲母均讀 iu 韻。
臺灣河婆的「日日夜夜」客家話是「tSau55 Sin24 am42 pu42」，甲
港的客家話是說成「=it2 =it2 Jia11 Jia11」與中文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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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事時令
表 19 甲港與林仔內農事時令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雨靴

hio55 hai24

hio55 tˇuN24 (kiok2 he24)

聚談

ta11 teu11 si53（聚餐） ta21 teu42 Ci42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雨靴：在甲港客家詞彙裡為「hio55 hai24」，可是林仔內的鞋為「e」
的讀音。林仔內的街頭「kie55 tˇeu24」、布鞋「pu42 he24」的、爛泥
「lam42 ne24」、掘泥「kˇut2 ne24」、填泥「tˇun24 ne24」，蟹開二、
四等「街」、「鞋」與「泥」這一些發「e」的音，在甲港客家話會有「ai、
ei」兩派唸法。
聚餐：甲港是「打鬥敘 ta11 teu11 si53」，通常聚集在一起享用食
物的時候才會這樣說，「聚談」則會說「齊家做下來話謗鼓 tsˇe24 ka55
tso53 ha11 loi24 fa11 pˇaN53 ku11」。

（三）親屬稱謂
表 20 甲港與林仔內親屬稱謂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小姑

se53 ku55

man55 ku53

討媳婦

kau55 sim33 kˇiu55

tˇo21 ɕim55 kˇiu53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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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稱謂客家話大都相似，只有部分不同。「小姑」的稱謂甲港都
會用細姑，不說「滿姑」這樣的詞彙，基本上「滿」都會用在晚輩如「滿
徠」。
討心臼：甲港會用「交心臼」，不會用「討」這一個詞。因為馬來
語的「結婚」說「交寅 kahwin」，「交心臼」是馬來－客家合璧詞。

（四）器具用品
表 21 甲港與林仔內器具用品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塑膠

su11 Jin24

塑膠 sok2 ka55、作像 tsok2 ɕioŋ42

玩具

bok5 bok5

ŋuan24 kˇi21

背帶

pa24 tai53

pa24 tai42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凡是「塑膠」甲港都會說成「樹仁 su11 Jin24」，用「塑膠」製造
的東西都會加上「su11 Jin24」這個詞素，比如：塑膠袋是「su11 Jin24
tˇoi11」或是「tsi11 lok2」、橡膠樹則稱為「su11 Jin24 su11」、割橡膠
刀「Jin24 to55」、割膠綁在頭上用的燈「Jiu24 ten55」、嫩的橡膠樹（已
經可以割膠了）「sin55 tˇeu24」、老的橡膠樹「lo11 tˇeu24」、裝橡
膠汁的桶「su11 Jin24 tˇoN11」或是材料是塑膠的桶也稱為「su11 Jin24
tˇoN11」、凝固在橡膠樹的刀路上的膠稱為「樹仁屎 su11 Jin24 si11」、
橡膠園是「su11 Jin24 san55」、收橡膠汁為「siu33 su11 Jin24」。可見
馬來西亞盛產橡膠，甲港客家人生活上大部分從事橡膠的種植和相關行
業，因此也具備了有關橡膠的特殊詞彙（陳曉錦 2003：2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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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帶：在甲港客家話的意思是背東西用的帶子，原料可能是馬
卡 龍 或 是 塑 膠。 另 外 還 有 一 個 詞 是「 背 巾 」， 甲 港 客 家 話 是「pa24
maN55」。原料是布，也是早期母親為了背小孩子所製成的一種用品，
與臺灣的「背帶」大不同。至今甲港還是有人使用這種「背巾」背小孩
子。至於毛巾甲港客家話則是「sui11 maN55」。
「玩具」這個詞彙在甲港會說成「bok5 bok5」，這樣的疊音詞更貼
近於小孩子的說話方式，往往給人一種親切的態度。

（五）疾病醫療
表 22 甲港與林仔內疾病醫療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味道

mui11 tˇiau11、mui11 sui53

mui42 ɕi42

害羞

siau53 li55

vi42 ɕiu53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味道：甲港客家話有兩種說法，第一是「mui11 tˇiau11」，第二是
「mui11 sui53」，與臺灣的「mui42 ɕi42」有區別。「害羞」甲港客家
話為「siau53 li55」，借用了潮州詞彙的「笑禮 siau55 li53」，與臺灣的
客家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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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婚喪喜慶
表 23 甲港與林仔內婚喪喜慶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糕餅

甲港客家語
ko55 piaŋ11、kue53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kau55 piaŋ21

招親

tʃau55 a11 loN24

tʃau55 tɕˇin53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糕點」這個用詞說法一樣，不過甲港客家話裡，有軟硬的糕點之
分，在稱謂上可能有些不同，比如麵粉做成的糕點，材質較紮實、較脆
可稱為「ko55 piaŋ11」，而比較軟糯的糕點稱為「粿 kue53」或是「粄
pan11」，比如﹕「菜粿／菜粄」。「kue53」是取自馬來語的「kuih」，
其來源可能為福建話的粿。
「 招 親 」 臺 灣 客 家 話 是「tʃau55 tshin53」， 甲 港 常 用「 招 阿 郎
tSau55 a11 loN24」，而不會說成「招親」，是比較清楚說出招男子入贅
到女方家，不會刻意避諱。「阿郎」實為潮州話詞彙。

（七）日常生活
表 24 甲港與林仔內日常生活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監牢

kam55 lo24、ka33 kˇu33 kˇian55 kam55 lo24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客語音韻及詞彙調查與比較研究

163

「監牢」雖然是一樣的用法，但是甲港還有一個說法叫作「枷拘圈
ka33 kˇu33 kˇian55」，而動詞則是「坐監 tsˇo33 kam55」或是「坐枷拘
tsˇo33 ka33 kˇu55」又或是「kˇu55」作為動詞單獨用，例句「佢分捉去
拘 ki24 pun55 tsok2 hi11 kˇu55」。

（八）動物植物
表 25 甲港與林仔內動物植物詞彙比較
中文詞彙 甲港客家語
小母豬

tʃu55 ma24 tsai11

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語
tʃu55 tsˇi53

資料來源：林仔內為李瑞光語料（2011），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甲 港 的「 小 母 豬 」 會 強 調 小 豬 是「 母 」 的， 因 此 使 用「 豬 嫲 仔
tʃu55 ma24 tsai11」，另外還有諷刺人的含意，把胖妹比喻成「母豬」。
不 知 性 別 的 情 況 下， 則 說「 豬 仔 tʃu55 tsai11」。 動 物 之 小 者 說「 仔
tsai11」為粵語詞綴。甲港「tʃu55 ma24 tsai11 豬嫲仔」與臺灣林仔內客
家話「豬牸」使用的詞素不同。

六、甲港客家話詞彙的特點
甲港的客語與其他地方客語比較，有其特殊的意義。由於受到不同
語言的薰陶，因此當地的語言形成了摻雜著不同元素的語彙。無論是馬
來語、英語、福建話、潮州話、粵語都可以被借為客語使用，形成移借
的詞彙。雖然有些還保留著原來客語的詞彙，但是還是以移借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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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擁有新、舊二個不同的說法，又或是被創新的代替。本文透過比較，
發現還有許多與臺灣、印尼不同的詞彙，彰顯了當地語言的特色。
基本上，甲港客家詞彙的特性，可分類歸納為七點：

（一）受自然地理與氣候環境影響產生的特殊語彙
1. 馬來西亞屬於常年如夏的氣候，長假放在每年年尾的 12 月到隔年的
1 月份，維持 1 個月，是馬來西亞最長的假期，客家話稱為「放大
假 pioN53 tˇai11 ka11」。每年「放大假」都是馬來西亞的雨季，客
家話稱為「年尾天 =ien24 mui55 tˇien55」。
2. 荒山野嶺，草木藤樹包圍的地方，當地的人稱為「大山芭」。不過「芭」
後來有所衍生，如油棕樹林為「油棕芭」，也有稱一片沼澤地為「坈
泥芭」。廣東五華棉洋客語稱「鄉下人」為「山芭佬」，是廣東原
鄉也有「山芭」說法的證明。
3. 由於氣候屬於常年夏天，雨季來臨時有風，氣候較涼爽，因此很容易
感冒。「感冒」這個詞彙當地的人於是說成「傷風」。
4. 早期馬來西亞的農業社會都種植橡膠、胡椒、可可、咖啡為主要經濟
收入來源，因此客語裡會有這些農作物的相關專業名詞。

（1）橡膠業的客語專用名詞

表 26 甲港橡膠業詞彙
甲港客語

中文釋義

樹仁 su11 Jin24

橡膠

割刀 kot2 to55

割橡膠樹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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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仁杯 su11 Jin24 pui55

托在膠樹身，裝橡膠汁的杯子，或喝水用的塑膠杯。

樹仁絲 su11 Jin24 si55

橡膠樹割痕凝固的橡膠汁，形狀類似粄條。

仁桿 Jin24 kon11

鋅片的意思。指在橡膠樹上插上鋅片，讓膠汁可以順
著鋅片流進杯子。

刀路 to55 lu11

指被割刀割過的痕跡。

樹仁子 su11 Jin24 tsI11

橡膠樹結的果子，外有硬殼，裡是種子，種子外皮有
花紋，形狀小圓形，深褐色非常漂亮。

擘杯 mak2 pui55

拔凝固在杯子的橡膠汁。

仁醋 Jin24 tsˇI53

使橡膠汁凝固的化學醋。

（樹）仁槽 (su11) Jin24 tsˇo24

把收來的膠汁倒進一些化學醋攪拌，然後分別倒進裡
頭的容器，讓膠汁凝固成厚片。

樹仁絞 (su11) Jin24 kau11

製作橡膠片的機器，用手攪非電動，將厚片的膠塊壓
碾成薄片。

仁房 Jin24 foN24

以煙燻乾橡膠片的閉室。
資料來源：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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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椒、可可與咖啡的專用名詞表
表 27 甲港胡椒、可可與咖啡詞彙
農作物名稱 專有客語名詞
胡椒

釋義

白椒 pˇak5 tsiau55

胡椒成熟會變紅色，採下裝袋子，等收成完就得浸

烏椒 bu55 tsiau55

泡水，直到皮都泡爛，再搓洗。洗淨後胡椒粒需要
曬乾，此為白胡椒簡稱白椒。黑胡椒則是掉落在地
上的胡椒，無論是成熟或是不成熟，帶皮曬乾後變
成黑色。簡稱為烏椒。

pˇak5 tˇeu24 pˇo24、 胡椒成熟時期最容易吸引小鳥來覓食。
ko11 lok2

「pˇak5 tˇeu24 pˇo24」類似是白頭翁的一種。「ko11
lok2」體型比「pˇak5 tˇeu24 pˇo24」大一點，乃一種
小鳥，喜歡吃胡椒、辣椒、昆蟲。

tsiau55 tiau24、

胡椒是攀藤植物，必須要有支撐物支撐。椒橋為支

Jiam24 tsˇiau24

撐木條，專用在胡椒。
鹽橋之支撐物是鹽木，一種不易被蟲蛀蝕的木條。

tsiau55 tˇoi55、

胡椒會隨著支撐物攀爬長高，因此高的部分必須爬梯

海柳 hoi11 liu55

子才能採收。早期因沒有現代的梯子，都是自己用木
條釘成的，有點重量。木條可用一種植物的樹幹「海
柳 hoi11 liu55」釘成，也可用鹽木。海柳皮可剝，用
其剝了皮的樹幹，小的可做曬衣服用的木棍，大的可
做木梯子。此自製的梯子客語為「tsiau55 tˇoi55」。
即是採胡椒專用的梯子。

tsiau55 teu11

在胡椒根部外的範圍必須要翻土覆蓋，變成堆肥小
島的樣子。要這樣做的原因是天氣的關係，下雨會
把泥土沖刷掉，如果不翻土，胡椒沒辦法長得好。

可可

ko-33 ko24 tsI11

可可的種子

tsˇap2 JioN55

種可可苗的稱謂，以種植專用的塑膠袋子種可可苗。

ko-33 ko24 tsien11

剪可可樹枝的工具。

ko-33ko24 tSˇuN24

可可蟲，可可也會生病，樹身會被蟲蛀。

teN33 ka55 tSˇu11

松鼠，為最喜歡咬皮吃可可粒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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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55 pi24 tsI11

咖啡的種子

ko55 pi24 kau11

此器具只能用手去轉把柄攪動，用來除去咖啡皮的
機器。

資料來源：甲港為本研究蒐集

（二）帶有東馬文化背景的詞彙
1. 墳場都稱為「義山」，客家話為「公司山」，意思是共同集資的墓園。
「公司山」的個別墓地客家話稱為「地」。印尼山口洋的客家話與
古晉甲港的說法相同。
2. 娶當地的太太十分普遍，稱為「番婆」而不說「夫娘」。至於「番嬤
人」的貶義程度較高。
3. 馬來西亞華人會膜拜馬來在地神。客家話稱為「na11 tok2」，馬來稱
謂為「datuk」，中文譯為「拿督」，日常馬來話原來的意思是「爺
爺」。
華人對於「禁忌習俗」的稱謂傾向使用馬來語「pantang」的說法，不分
方言都借用此詞彙進入自己的母語。

（三）當地國家官階與服飾的稱謂
1.「蘇丹 su33 tan55」、「敦 tun55」、「最高元首 a33 koN55」都是屬
於東南亞一帶馬來語體系使用的官階名詞，常被當地的客家人借
用。
2. 馬來人擁有自己的服飾，這些服飾都有一定的稱謂。例如﹕「batik」、
「kebayak」、「songkok」、「haji」、「sarung」等，這些詞彙都
被借用在日常溝通的客家話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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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地的美食與熱帶水果、植物的稱謂
1.「沙嗲 sate」、「咖哩 kari」、「蝦醬 bulacan」、「羅惹 rojak」、「亞
三 asam」、「 亞 渣 acar」、「 椰 醬 飯 nasi lemak」、「 叻 莎 laksa」、「炸香蕉 pisang goreng」、「蝦片 krupuk」、「豆 kacang」等，
這些食物或是零嘴，都被客家話借用。
2. 馬來西亞原住民的酒稱為「tuak」，被借用至客家話為「tuak2」，類
似臺灣原住民的小米酒。
3. 熱帶水果例如﹕「榴槤 durian」、「山竹 manggis」、「杜古 duku」、「郎
殺 langsat」、「尖筆勒 cempetik」等，這些果物的名稱是馬來語，
因此都被客家話借用。
4. 熱帶植物與蔬菜有「班蘭」馬來語為「pandan」；「芭菇」馬來西
亞原住民語「puchuk paku」，簡稱「paku」，廣泛被借用到客家
話，臺灣稱為「蕨仔」。「羊角豆」臺灣稱為「秋葵」。「樹菜」
客家話為「su11 tsˇoi53」，另外一個名稱為「減肥菜」，馬來語為
「manis」，中文譯為「馬尼菜」。「midin（蕨類）」中文譯為「碧
淩」，客家話「ki55 tsˇoi53」。「四棱豆」客家話為「si53 =iap2
tˇeu11」，其中 =iap2 指的是「凹下去」，豆莢為四面凹陷狀。

（五）建築物的稱謂
1. 騎樓為「五腳基」，由馬來語「kaki（腳）lima（五）」翻譯而來，
客家話為「N11 ka11 ki24」。
2.「亞榙葉」是熱帶植物，臺灣不容易看到，而且「亞榙」是馬來語
「atap」的翻譯，常被客語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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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來語甘榜即高腳屋，客語稱為「ko55 kiok2 buk2」；半獨立式的洋
房客語稱為「pan53 tˇuk5 lip5」、雙層為「suN55 tsˇen24」、單層
為「tan55 tsˇen24」。

（六）用品的稱謂與創新的詞性使用
1.「 頸 鍊 kiaN11 lien11」、「 玩 具 bok2 bok2」、「 水 蒙（ 毛 巾 ）
sui11 maN24」、「手帕 siu11 pˇa53，又借馬來語 tangan 稱為 ta11
NaN11」、「背蒙（背巾）pa24 maN24」這一些詞彙，在臺灣又有
不同的稱謂。甲港經過創新的詞性使用，把一般客語裡的動詞「蒙
maN24（以巾包覆，如蒙面）」，作名詞毛巾之用。
2.「採」的說法獨特：想要從又高又大的果樹採水果吃是件難事，必須
靠其他工具才能採到，採的動作叫作「a55」。用法是在竹子的上
頭剖個凹字型的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淺，否則會失去功能。另外
的用法是砍直樹枝，上頭分兩叉枝，把上頭不必要的長度砍掉，剛
好剩下「Y」字型，客家話稱為「樹丫 su11 a55」。甲港將名詞「丫
a55( 分岔狀物 )」作動詞用；以岔狀樹枝採果的動作，也一樣統稱
為「a55」，亦為詞性上的創新。

（七）各語言的夾雜
客語借用福建話、潮州話、馬來語、英語、華語、粵語，或是借用
其他語言等，這些已經很普遍。印尼與馬來西亞客語類似，因為多元的
背景條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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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馬來西亞境內的客語與其他國家比較，確實是存在著不同的特點。
印尼山口洋與甲港詞彙比較大部分相同，只有少部分差異。山口洋同樣
也是受到潮州話、粵語、外來語的影響，而外來語又分英文與印尼文；
印尼文與馬來文同樣有 26 個字母，但是印尼文無 v 的發音，字母 v 實
際唸 fau。這使山口洋和甲港客語都有 f- 卻無 v-，而以 b- 代替。臺灣林
仔內河婆話與甲港詞彙也有些相似，同樣來自客屬的廣東河婆地方，當
然還是保留了一些共同的詞彙。臺灣河婆話局部受到閩南語的影響如塑
膠 sok2 ka55，因此詞彙會產生差異的情形。
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的客語經本研究調查，有以下之音
韻、詞彙、及語法特色：
1. 西馬新山、檳城客語的 v- 聲母，在古晉市區、石角甲港、石隆門、
西連鎮、七哩一概讀 b-，如同印尼山口洋。
2. 曉匣母「䘆狹脇」讀 kˇ-。西馬新山、檳城客語則唸 h-。
3. 奉母「飯」甲港讀 f-，「話」讀 boi55，「到」說 teu53，「怎樣」說
樣般形 §ioö11 pan55 hin24 為惠來客語（今為普寧市西部山區）特
徵，七哩等較純的河婆話「飯 pˇ-」、「話 fa11」，「到」說 to53，「怎
樣」說「樣般 §ioö11 pan55」；說明甲港話是河婆話為主，加入局
部惠來客語的混合客語。
4. 蟹開二四「鞋泥」有二派讀法，甲港於惠來客語影響下，傾向讀 -ai；
七哩等較純的河婆話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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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人稱「你」大埔百侯說 hen24，河婆、惠來說 §i24。
6. 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大埔有別：三等有細介音、四等為洪音；河婆、
惠來則不分，三四等皆有細介音。西馬新山、檳城客語剛好相反，
三四等也不分，但皆無細介音。
7. 梗開二四「冷聽」有二派讀法，甲港於惠來客語影響下，傾向讀 -aö；
七哩等較純的河婆話讀 -en。
8. 河婆話（包含甲港）次濁去中特定一群字歸陰去，其餘仍隨濁去歸陰
上，二者在聲調上區別清楚。如「面 mien53」：「麵 mien11」不同調。
9. 把「 護 士 」 稱 為 mi-33 si35， 源 於 英 語 miss， 借 入 馬 來 語 mis， 但
這二種語言無聲調，不至於賦予該詞固定的聲調。會使陽上調的
「士」讀 35 調的是潮汕話，旁證是「醫師」河婆客語說「老君
lo11 kiun55」，詞形亦來自潮汕話。
10.roti 馬來語為淡米爾語來源的「麵包」，而「餅乾」說 bisku，來自英
語 biscuit。西馬新山河婆客語沿用 lo24 ti52 為「麵包」，若加入詞
素「餅」，lo24 ti52 piaö21 就成了「餅乾」。東馬進而以 lo24 ti53
專指「餅乾」，反而改用華語詞形稱呼「麵包 mien11 pau55」。
11. 對於「公斤（kilogram）」，西馬新山惠陽客語說 ki33 lo42，「公里
（kilometer）」說 kˇe33 em33；但東馬客語用 ki-33 lo24 稱「公斤」、
ke-33 lo24 稱「公里」，二者只靠首音節母音的細微差別來辨義。
12. 除了吸收大量的音譯外來詞，義譯外來詞不容忽視。例如「超車」
英語為 cut，而「抄捷徑」也說 shortcut；馬來語義譯為切割之意的
potong，客語則稱「割車 kot2 tsˇa55」，仍是從義不從音翻。
13. 馬來 - 客家詞素共組為合璧詞，例如「逆向」說 sa-33 la55 hioö53，

172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其中 sa-33 la55 來自馬來語「犯錯 salah」，而 hioö53 又是客語的
「向」。「逆」這個詞素並非已被廢棄，全面遭馬來詞素取代；像
形容彼此關係不合，仍說「逆 §iak5」。
14. 反映南洋新事物的名詞，多數依循馬來語稱呼不足為奇；連語法功
能範疇的連詞、疑問代詞，都被馬來語侵入，此點過去文獻較少注
意到。如連詞「但是」說 tapi、疑問代詞「哪裡」說 mana，實例如
「mana 有恁樣个事情（哪裡有這樣的事情）？」
15.「揪 tsˇiu55」臺灣客語作為動詞後之補語，指稱動作後的整齊狀態，
如「收揪」、「撿揪」、「徛揪」。嚴修鴻認為其本字是「聚」。
東馬動詞後的「揪」大有取代「pˇet2」的趨勢，成為能產性甚高的
完成體標記。
16. 情態（mood）標記「了」臺灣華語讀語音弱化形式的 lW¢，而馬來西
亞華語唸全形式的 liau213，連帶地東馬客語也如此讀；如「吃掉了」
說「食揪了 sit-2 tsˇiu55 liau11」。
17. 馬來語原無聲調，但多義詞借入甲港客語時，賦予該詞不同的聲調，
藉以區辨意義。如 sayang 作浪費解時，讀為 sa11 iaö11；而作疼惜
解時，讀為 sa11 iaö24。
18. 石角馬來語也輸入了客語成分，特別是中草藥的名稱；如益母草說
kaciama，來自當地客語的「假青麻 ka11 tsˇiaö55 ma24」，因馬來
語韻尾不允許 2 個子音並存，所以刪去了舌根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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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左翼的人民聯合黨成立的 1959 年，一位來自 17 哩平凡而意
氣風發的青年入黨，隨後被捕，至 1974 年和平協議終於讓牢裡的青年
低頭，無奈失望地拋棄那「華人做頭」的砂拉越國族想像，回到 17 哩
的家鄉。本文聚焦於參與及經歷新村往事之地方人士心情之轉折，察覺
其砂拉越國族認同儘管頓挫，但仍然牽動著砂拉越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微
妙關係。全文依順敘法，先簡述聚落史，其次描寫故事主人翁 1960 年
代的反殖與反大馬地下武裝運動及被捕入獄的過程，再其次說明武裝運
動所導致的強迫遷入新村並隔離的生活；最後則以 17 哩等新村後來的
發展反襯反抗者此刻依舊澎湃卻也滿腹無奈的矛盾心情，並據此討論砂
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與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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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irited young man from the 17th Mile was arrested immediately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colony and anti-Malaysia movements and joined
the left-wing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founded in 1959. Finally, the
iron spirit abandoned his ideal imagination of Sarawak national identity, and
came back home in New Village and became a fade farmer or merchant when
the Peace Agreement (Operation Sri Aman) was signed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s in 1974.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attitude of the villagers who attended or experienced th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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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New Village, finds that even though the Sarawak national
identity was frustrated; it still aff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Sarawak and
Malaysia.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17th mile New Village. It then moves to the villagers’ narrations about the
anti-colony and anti-Malaysia movements, and the cage life in New Village.
In the final part, it represents the frustration and lingering affection of the
Sarawak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 Sarawak, Malaysia, National Identity, New Village, Chinese,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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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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沒人照顧，那
時候自己也是很內疚啊！（黃爺爺 2013）

一、噤聲與遺忘

那是華僑、華人、馬來西亞華人、砂拉越華人等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混沌的最後時刻，起初華人的墓碑與廟宇匾額還刻著光緒或
民國年號，但是砂拉越的統治者是白人建立的王朝，又經短暫的日本侵
略後，大戰平靖，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時代，砂拉越居然反而變成英國的
殖民地。於是長期默默耕耘的左翼思想勃發，砂拉越解放同盟（19531965）成立了，「砂拉越獨立」與「華人做主」，在共產新中國（1949-）
崛 起 的 當 口， 成 為 年 輕 人 震 天 軋 響 的 理 想 口 號（ 陳 偉 玉 2010：6164）。而那最初，馬來王朝也不過是半島上的殖民地罷了，豈料幾年光
景，卻跨海而來，成了馬來西亞聯邦（1963-）的共主。1 從此，就算華

1

馬來聯邦（1895-1946: Federated Malay States）是大英帝國在馬來半島的殖民政體之
一，由半島上雪蘭莪、森美蘭、霹靂和彭亨四個馬來王朝共同組成，首府為吉隆坡。至
1946 年，馬來聯邦與海峽殖民地（不含新加坡），再加上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
嘉樓和柔佛等馬來屬邦，在英國政府管理下，組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之
後再於 1957 年獨立；並於 1963 年又聯合新加坡、砂拉越與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聯邦（顧
長永 2009: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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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國族認同仍然擺盪、抗爭或折衝，以馬來人為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
認同建構，終究成為國家發展的主旋律（Shamsul 2001; Skeldon 2003:
63; 楊詩評 2006: 128-133; 陳偉玉 2010: 192-193）。在砂拉越國族認同
曇花一現的大歷史裡，1959 年 17 哩客家小鎮平凡而意氣風發的青年加
入了左派的人民聯合黨，投身地下武裝獨立運動而被補，1974 那一年的
和平協議最終讓牢裡的青年低了頭，無奈失望地拋棄那「華人做頭」的
砂拉越國族想像，回到了鐵絲網環繞且改名為新生村（Siburan）的 17
哩家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地「新生」。
這是一個聚落的「新村往事」，新村係 1940 年代英國殖民政府為
斷絕同情武裝共產主義者之隔離措施，整個馬來西亞有四百至六百處這
樣因共產地下武力事件被迫集中而產生的聚落。長年以來，隨著馬來西
亞整體社會經濟的變遷，新村也發生結構性轉變。新村五十週年時，已
有關於整體新村的空間分布、歷史背景、社會文化、教育及生活水準，
乃至未來發展與改進建議的論著（林廷輝與宋婉瑩 2000)。相對於此，
後進的年輕研究者敏銳地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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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於新村的歷史圖像呈現兩
種極端，一者為官方的殖民立場，凸顯新村硬體的完備以及剿共的績效；
一者為住民觀點，撫弄過去的傷痛，放大新村的弱勢（潘婉明 2005:
196-197）。有見於此，後進研究者各自以個別新村之田野調查，針對
文化景觀、工商業發展、人群遷移等面向的變遷或發展，提出更細緻的
觀察紀錄（潘婉明 2005；鄒雁慧 2008；古燕秋 2011）。甚至逕自視新
村為一般聚落，討論女性婚姻與信仰儀式等在當代社會的變遷（蔡靜芬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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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研究者之提醒吾人不可以視「馬來西亞新村」為一相似、共同、
甚至單一的社會文化現象，其敏銳感確實合乎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
社會逐漸加深的在地認同趨勢。實際上，這種從單一的華人觀點，轉而
注意不同地區華人的個別特殊性的態度，已表現在馬來西亞政府政策。
2004 年政府即倡議以 ABC 三等級體檢新村的社會經濟概況，藉以較為
妥適地謀求改善新村處境。十年過後，馬來西亞經歷了社會政經重大發
展，三等級劃分法已不符新村現況，此刻應該採取更適切的指標，建立
更貼近現況的分級架構，重新分類新村（Chin and Chang 2015）。
這種從共產新村到一般聚落之社區發展的研究進程轉變，正彷彿
1974 年青年回歸新生村之跫音迴響，只是當時青年的義憤與無奈，已然
為社會所漸漸遺忘。這種遺忘不難理解，它源自整個世界的冷戰。砂拉
越新村之成立，晚於馬來半島，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時，砂拉越
當地反馬力量與印尼當時的親左蘇卡諾（Soekarno）政權互為表裡，當
共產地下武裝勢力在砂拉越 17 哩起事後，馬來西亞採取的「鐵鎚行動」
（Operation Hammer）以及後來在新村的管制計畫，實際上皆源自民主
與共產兩大陣營的冷戰世界（Poritt 2002）。造成遺忘的原因，正是國
際冷戰下，政府對於新村往事的立場（Yong 2006，2013）。Yong 在新
村田野調查期間，發覺新村人並不喜歡跟他提起異於官方論述下的記
憶，所餘僅是傷心難過，這使得那段應該是刻骨銘心、熟悉不過的遷村
往事，卻在新村宛若「噤聲」（Yong 2006）。關於真實事件的記憶與
歷史，往往不相符。大部份新村人對於自己過往的鬥爭往事顯得事不關
己，彷彿只是曾經發生的事罷了；實際上，他們都曾為之受苦。而這就
是冷戰政治經濟對這群客家人的意義，他們當年曾經因這冷戰禮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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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漫天暴力而犧牲，此後，卻又必須與之持續共處（Yong 2013: 28）。
Yong 所謂冷戰禮物經濟多少語帶諷刺，西方世界在冷戰期間以發展及
反共名義，在砂拉越耗費龐大人力與物力，可以視為一場馬來西亞國家
菁英無可償付的誇富宴（potlatch）。於是馬來西亞不得不付出極高的代
價，遑論犧牲。這代價即為其後新自由資本主義控制下，無盡的現金作
物經濟發展；而被集中的新村客家即為犧牲（Yong 2013: 18）。顯然，
吾人關切各地新村之個別差異時，共產往事在新村居民心中留下的刻
痕，不應遺忘。只是對 Yong 而言，他花了功夫討論造成結構性遺忘的
原因與歷程，並對新村客家居民寄予深切同情。
在 Yong 正要出版砂拉越客家專書之時，陳敏萱於 2013 年住進 17
哩前後半年，根據當事者的訪談，挖掘了這段青春往事。不同於 Yong
對砂拉越新村噤聲與遺忘的理解，陳文發現遺忘的是年輕人，但長者則
顯然熱情依舊（陳敏萱 2014）。本文以陳文為基礎，濃縮並聚焦於參
與及經歷新村往事之地方人士心情之轉折，察覺其砂拉越國族認同儘管
頓挫，但餘火未燼，仍然牽動著砂拉越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微妙關係。下
文依順敘法，先簡述聚落史，其次描寫故事主人翁 1960 年代的反殖與
反大馬地下武裝運動及被捕入獄，再其次說明武裝運動所導致的強迫遷
入新村並隔離的生活；最後則以 17 哩等新村後來的發展反襯反抗者此
刻依舊澎湃卻也滿腹無奈的矛盾心情，並據此討論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
之頓挫與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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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4．椒園

砂拉越華人的歷史可追溯到 19 世紀，當時砂拉越政局紛亂，於是
在 1841 年原本由汶萊所統治的砂拉越，便被汶萊蘇丹割讓給英國的布
魯克家族，並封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為「白人拉者」（White
Rajah），而在砂拉越開啟了長達一百年的統治 （陳鴻瑜 2012；Chang
2008）。在其統治期間，拉者為了要促進當地貿易，於是鼓勵華人移入
砂拉越進行開發、採礦，而這些華人又以客家移民居多。再者，由於砂
拉越古晉南部的石隆門（Bau）盛產金礦，所以來自中國的採金華人多
移入此地。再加上 1850 年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後，許多失敗的群眾多
往南洋逃亡，致使石隆門一帶成為一個中國人為主的或華人為主的村
落，且採取自治、不受政府管制。因而在 1857 年白人拉者決定加強對
當地的控制，而與當地華工爆發激烈衝突，為著名的石隆門礦工事件
（St. John 1863: 162-163；劉子政 1996；饒尚東 1995）。
在這件事之後，雖然對布魯克家族產生衝擊，不過後來其仍然繼續
拓展領土，並對砂拉越穩定持續統治。直到 1941 年，二次大戰期間，
才被日軍佔領了砂拉越三年，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日軍在太平洋戰
事上失利，也連帶的影響了砂拉越當地的社會狀況，讓戰後的砂拉越滿
目瘡痍。布魯克家族因無法負擔砂拉越戰後的復原工作，所以決定將砂
拉越讓渡給英國，讓英國從間接統治轉為直接統治（陳鴻瑜 2012；于
東 2009）。砂拉越華人在日本統治期間，興起過一波波的抗日運動；
二次大戰結束，砂拉越卻重回英國人手中，於是抗日力量轉而反殖，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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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脫離英國，建立自己的國家。
其實早在 19 世紀末葉，金礦枯竭後，客家人已前來古晉地區改行
種植農作物（周丹尼 1990：15）。至廿世紀 40 到 50 年代，戰後胡椒
缺乏，供不應求，古晉到西連的成邦江路 2 上 15 哩至 25 哩處有幾塊區域，
土質肥沃又平坦，適宜胡椒的栽種。隨著胡椒價錢不斷上漲，許多華人
也紛紛攜家帶眷到這裡開闢新生活，使得短短兩年間，當地的人口瞬間
激增，華人聚落也應運而生（杜明 2008）。

就是要往義山的那條路，以前叫做石山路，上面有個大石山，
開採石頭的，石山路那邊以前很多外地的人來這邊種胡椒。
這邊這條路一直通到 18 哩，有一條義山路，那邊進去通到
八督港，華語叫做新漁港。可能就是這邊很多人在這裡種椒，
他聽來聽去…就想說這個地方好還是什麼的，因為很多華人
聚居在這邊。海外（古晉近海郊區）的也上來…其他什麼地
方的人也搬來這邊種椒，所以我爸爸也搬到這邊來囉！（溫
爺爺 2013）

2

從古晉通往西連的道路舊稱晉連路，待道路貫通至成邦江（斯里阿曼）後，則改稱成
邦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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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砂拉越新村及相關聚落位置圖
資料來源：依 Google Earth 底圖加註

成邦江路沿線大約可分為幾個以商店區為聚集的華人聚落，分別是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3 下文依照時序，參考杜明（2008）
的文獻整理成果，並以村落村民的口述訪談補充，敘述如下：
最早的華人聚落 1934 年出現於 24 哩，在陸路尚未開通前，華人取
水運之便，在路橫港（後改為西林河 Sungai Sirin）建立聚落。由於華人
人口增加，店鋪隨之產生，至 1950 年代時，已有 18 家商號，並有水口
伯公的地方信仰、慈善會社組織以及中華公學。
其次為 19 哩，在二次大戰前，成邦江路 19 哩處有一條通往原住民
3

這一哩程係以古晉市中心為起點計算，哩程數本身就成為地名，例如「17 哩」就比「新
生村」或 Siburan 更為一般人所習用。

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

189

聚落的小路，路口即有兩間華人商店。1947 年創立了 19 哩中華公學，
可見已有不小的聚落。1952 年英國殖民政府在成邦江路最初兩家店舖
的對面，也興建了六間商店，而成為小型市集。在 1960 到 1965 年期間，
19 哩中華公學的學生總人數都達到了 150 名以上。
再其次是 17 哩，成邦江路路旁的 17 哩大約在 1942 年以前即有幾
間簡陋的華人店家，隨著舉家遷移來當地種胡椒的人逐漸增多，店家也
在路旁增加到 12 間店。1952 年英國殖民政府也選擇在此進行城鄉發展
計畫，在當地又興建了六座 U 字型的雙層木板店屋；同年，當地商人也
在 17 哩經營戲院。到 1957 年後，因 18 哩店屋的火災，原本 18 哩的商
家搬到 17 哩後，使得 17 哩的店屋到當時已達到 40 間之多。之後警察署、
農業部與診療所等陸續設立，成為地方行政中心。當地人口聚集後，地
方人士籌設「古晉成邦江路聯合慈善社」與「古晉西連路互助社」等慈
善組織。換言之，在新村成立以前，17 哩除了種椒業發達外，也成為
成邦江路上商業發展最蓬勃的小鎮。
又其次是 21 哩，日本軍隊佔領砂拉越三年八個月期間，選擇了 21
哩做為補給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招募工人到此地來耕種作物，並興建了
大型建築物，以供後勤所需。1945 年日本戰敗後，來自各地的工人部
份留下，部份離開。當地雖然失去過往的熱鬧，但日本所留下來的建築
物，被當地華人開闢為店面，做起生意。原本散居在附近的華人，得知
本地土質肥沃，適宜種椒，便又恢復為人口密集區。如同 24 哩擁有水
口伯公的地方信仰，在 21 哩也有一個中央伯公為當地信仰中心。
最後為 15 哩，15 哩聚落也是華人戰後所聚居而成，沿成邦江路路
旁興建了 20 間商店。15 哩因距離古晉較近，所以這個聚落除了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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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有潮州人居住於此做生意。據從前居住在 15 哩的村民陳先生
口述，20 間商店中，客家人和潮州人各占一半；郊區居民則為務農的
客家人或原住民，商店區附近的永真宮（真君大帝廟）成為地方信仰。
聚落形成之後，隨之面臨了小孩的就學問題。1940 年到 1965 年間，
在這個區域內曾經陸續有六所華人小學、一所中學成立，分別為 15 哩、
17 哩、19 哩、21 哩、24 哩的中華公學、17 哩中華公學巴都港分校，
以及 17 哩民眾中學。這幾間學校都是當地華人農民考量到自身子女就
學不便，於是在鄰近聚落各自籌款所設立。而老師則招募從中國移居來
砂拉越的教師，這些教師除了帶來中國的文化與教育，同時也將當時新
中國成立的思想傳進砂拉越，使得這些農村的孩子，接收到不同於以往
的新思維，而深受影響，甚至因而獻身於革命。

三、1959．禁錮的熱血

抗日反殖的力量紥根在古晉郊區，這群客家華人從小受到來自中
國教師左翼思想影響，於是使得尋求獨立的力量包裹著深重的共產外
衣，儼然就像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初始地的小延安（于東 2009；盧友愛
2012；林煜堂 2009）。許多農村青年，紛紛投身左翼運動，參與地下組
織。而這個區域內的華小、中學，也在地下成立了許多學習小組 4 與歌
詠隊 5，做為之後參與武裝鬥爭的人力。除了青年之外，在當地許多老
4
5

學習小組為當時學校課程外的課餘社團，也是當時左翼運動在校園中的地下組織。主
要會在課後時間共同研讀與討論共產黨、左翼運動相關之書籍，同時這裡也是培養左
翼幹部的重要社團之一（參見下文）。
歌詠隊是活躍於當時鄉村年輕人的娛樂性社團，也是左翼組織的一部分。主要活動內
容雖為唱歌、跳舞等等聯誼活動，但歌曲內容還是以左翼相關歌曲為主。參與者在之
後也多數會成為左翼運動的地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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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的華人，在政治上也多為左傾思想，即使沒有實際參與武裝鬥爭，
也會默默在暗中幫助地下活動的人。致使在當時，整個農村的氛圍也以
左傾為主，砂拉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正是在
這樣的氛圍下，於 1959 年成立了。雖然也有部分華人支持右政派黨，
如砂拉越華人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但是屬於相對少數
的力量。

（一）反殖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是砂拉越左翼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當時
農村華人青年紛紛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參與以「反殖民、反帝國」為
主要訴求的獨立運動。

我們要給砂拉越人真正能代表砂拉越人的國家，因為我們當
時就是認為那個本質還是殖民主義的政策…然後國家安全
局的政策也是…但是後來我們國家〔砂拉越〕獨立了，為
什麼還是繼續沿用這些法令，就讓我們很反感。（鍾爺爺
2013；重點是受訪者所強調的）

從小就是 17 哩人，在年輕時曾參與過左翼運動的鍾爺爺，在訪談
中提到了他們當時的訴求。他們這些思想的萌芽除了受到世界各國在二
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解放浪潮的影響之外，當時引領農村的青少年接
收到這樣新思維的其實來自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其中又以到農
村教書的教師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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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那個罷課運動 6 都是有關係的，那個整個砂拉越、古晉
都形成這種新的潮流，進步青年、新的思想，中國解放我們
這些人在思想上的影響，就變得很嚮往這些東西。你看那些
搞學運的學生…很多是一中的學生，他們後來出來當老師，
他都有一個任務，就是要來培養這些學生。1029 之後有很多
學生已經吸收了這些共產思想了…他們有了這種思想以後，
就在進行這種活動，宣揚、傳播。我們的老師也很多是一中
出來參加的……那個 1029、330 罷課運動 7 的。受到那時候思
想的學生，以後就把那些思想帶進農村的小學，在他們教書
的時候。我們也是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培養了一些幹部，
也是學生。（溫爺爺 2013）

當 1950 年代的工會運動在砂拉越如火如荼的進行時，來自城市或
中國移民至砂拉越的教師帶著新思維進入了郊區的農村，為農村帶來新
的衝擊。他們在學校挑選在課業、社團活動表現較為良好的學生，於課
餘時間組織學習小組，深讀左翼思想，並在之後組織青年會。

6

這裡所指涉之「1029 工會運動」為 1951 年 10 月 29 日，古晉中華中學爆發了砂拉越
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鬥爭。起因是砂拉越當時受到二次大戰後，反帝、反殖浪潮的
影響，使學生透過學生會出版之刊物進一步的宣傳這些進步思想，卻遭到英國殖民政
府的干涉和壓制，導致學生的群起反抗，並選在 10 月 29 日開始進行罷課行動（盧友
愛 2012）。
7 「330 罷課運動」是繼 10 月 29 日的罷課鬥爭失敗後，在 1955 年 3 月 30 日於古晉的另
一起罷課行動。起因為古晉中學生對當時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不滿，在對學校提
出多次改善或更換教師之建議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同時學生代表還因此遭受校長
開除，引發了隨後一系列的罷課行動。而這些學生運動所培養出的學生幹部也在之後
帶起了砂拉越長達數十年的左翼運動（盧友愛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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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選比較好的學生。學習小組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的外
圍組織，比較高一層的就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然後我就是
那小組。老師就開始一班一班物色，哪些人不錯……起先是
看一些文藝活動啦！慢慢的他們就會拿一些書籍給你看……
就是社會主義、如何革命之類的。（鍾爺爺 2013）

年逾古稀之年的兩位報導人鍾爺爺與溫爺爺，在當時都像 17 哩多
數的青年一樣，在就讀華小的階段就受到老師的鼓舞，在學校參加了課
餘的學習小組，隨後跟隨著浪潮參與組織活動，並加入了 1959 年剛創
立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正式成為黨員，投身更多反殖運動。而這種潮
流，也繼續延續到 1963 年砂拉越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後。

（二）反大馬
冷戰時期（1947-1991）世界陷入左右兩派陣營的角力戰，英國為
了維持其殖民統治利益，於 1961 年提出「大馬來西亞計畫」，進行馬
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汶萊及北婆羅洲的合併計畫。砂拉越之反殖民
與追求獨立的理想，與鄰近印尼親左蘇卡諾政權互為表裡，8 也因此陷
8

1955 年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後，中共企圖整合美蘇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世界」力量，
積極向國際輸出共產革命。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為中共與
亞非國家的建交工作奠定基礎。中共積極訓練並援助亞、非、拉丁美州各國的共產黨
勢力，擴大武裝鬥爭，隨著中共政情的發展，當然這股風潮也影響了砂拉越的華人社
會。印尼的蘇卡諾總統在 1963 年起與馬來西亞進行了三年的「馬印對抗」。起因於
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結合了過去英國在東南亞殖民地，包含馬來半島、新加坡、
婆羅洲北部的沙巴和砂拉越。但蘇卡諾認為英國這種做法不僅保存了廣泛經濟利益，
也將新加坡作為其海軍基地之一，同時又罔顧婆羅洲北部人民普遍反對加入馬來西亞
的輿論。再者，致使蘇卡諾如此強烈反對的背後原因在於印尼為本區域最大的國家，
但英國在規劃這件事情時竟未向他諮詢。另一方面，蘇卡諾此後在政治態度上左傾，
使得鄰近印尼的砂拉越在當時爆發的一系列左翼運動也和印尼有緊密的連結關係（
Cribb and Brow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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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產泥淖。1963 年 7 月 22 日砂拉越短暫獨立 77 天後，於 9 月 16 日
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成了馬來西亞一個州屬。左翼運動並未因此減
緩，反而因印尼蘇卡諾政府在背後的支持，讓左翼運動持續在地下進行
著。

那時候是一個潮流，就會號召我們去參加。而且也沒辦法，
沒有什麼選擇。你不去等下人家罵你。好像…你不參加就好
像變成反派了嘛！所以說看個人的立場、個人的思想怎麼
走，就跟著大隊囉！那時候很轟轟烈烈的，假如你不參加就
會給人家講你是什麼 走狗、 漢奸 什麼的。（李婆婆 2013；
重點是受訪者所強調的）

李婆婆現年 68 歲，9 從小就在 17 哩的農村出生，家裡除了製作與
販賣豆腐外，還種有胡椒、蔬菜。在家中 12 個手足中，排行老大的她
因為要幫忙家計，再加上父親重男輕女，讓她比同年齡的小孩都還晚去
上學，而這卻使她後來更為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小學時，她與
先前所提鍾爺爺與溫爺爺一樣，都被選中參與學習小組。待小學畢業
後，適逢反殖、反大馬運動蓬勃發展，花樣年華的她，在當時的社會氛
圍下，沒有太多的思索。即使起初她根本不清楚那些左翼分子到農村所
宣傳的「反政府」代表什麼意思，但是當周遭的朋友一窩蜂地投入這些
活動時，如果自己不去參加，就會遭致其他村裡的年輕人非議。那是一
種建立以華人政權主體的理想，不接受這理想就是「漢奸」與「走狗」。
9

本文所談及受訪者之年紀，皆以田野時間之 2013 年為計算基準，以下同，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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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當年 18 歲的李婆婆不顧母親的反對，跟隨「潮流」，傾心、傾
力地投入左翼地下活動：

不會害怕！就沒有想到害怕，就一直衝喔！都跟著他們囉！
好像很新奇的樣子…就是訓練小組這樣呀！幾個人一組這樣
囉！或是一個 club，那時候我們參加有時候就是三天三夜的
喔！就在山芭 10 裡做訓練…（李婆婆 2013）

就如農村中一個個驍勇善戰的青年一樣，在當時尚未結婚，還沒有
太沉重家庭負擔的他們，村落中同儕的影響力，遠大於家中親人的反
對。因此無論男女，多數年輕人一邊跟著組織在私底下受訓練，心中同
時抱持著有朝一日砂拉越也能夠獨立的夢想，以至於在任何衝鋒陷陣中
都無所畏懼。

我大概 20 多歲一點加入的……那時候年紀還比較輕，看東
西好像都覺得沒有什麼…有一股那個熱血啦！很衝動……
人家講什麼，我們就好…15 哩那邊會比較白區 11 啦！這邊會
比較紅區 12…我是因為那時候我喜歡看書、看報紙……然後
我就參加了學習小組…還有參加歌詠隊這些…。（黃爺爺
2013）

10 山芭為馬來西亞當地用語，用來指稱農地或尚未開墾的荒地。
11 白區在這裡指的是左翼運動相對不盛行之地區。
12 紅區相對於白區，意指左翼運動發展較旺，有較多人參與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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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比李婆婆稍長，現年 80 歲的黃爺爺，他出生於在親政府色彩
較濃的 15 哩。當時在家中經營雜貨店的他，是家中的長子，即使在左
翼運動支持力量較小的區域，他還是堅持立場，甚至常與立場相異的父
親產生衝突。

家裡控制我不了……父母…尤其是我父親…因為那時候我跟
他可以說是鬥的很兇啊！很厲害啊！不過我對這些東西啊！
如果我信啊！我要啊！我就不管你了。我認為我並沒有錯
啊！後來我就去了。老實講，我父親對我後來也妥協了。（黃
爺爺 2013）

當時在農村中像黃爺爺這樣在年輕氣盛時，與家人在政治意見上產
生衝突的年輕人有許多，他們在之後紛紛走上了左翼運動這條路。只是
在這條路上，有人在受過訓練之後，選擇遠離家鄉躲進馬印邊界 13 的森
林成為游擊隊員，待之後再伺機而動；有人則是選擇加入政黨，一邊參
加公開的政治活動，私底下仍然繼續幫忙游擊隊隊員，提供必要的援
助。有些人可能在與政府的駁火中犧牲，再也回不了家。這是許多家庭
的悲歌，如同報導人溫爺爺的姐姐，就是在某一場攻擊行動中去世。除
了這類悲歌外，還有許多人是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即使保全了性命，
卻被抓去監獄，一關就是近十年的歲月。

13 砂拉越郊區因鄰近印尼，在當時左翼運動後轉為游擊隊的成員，於後來多躲到邊界的
森林進行活動，以躲避政府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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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變命運的那晚
那幾道槍聲引起強烈的震撼，住在周邊地區的草民馬上成了
殃及的池魚，我們才住了一年的屋子就要被迫放棄了。（夢
羔子 2011）

1965 年 6 月 27 日晚間 10 時，部分左翼地下組織成員與早已埋伏於
古晉的印尼兵，決定對 17 哩鄰近地區最高點的 18 哩警察署 14 發動攻擊，
正是這陣陣槍聲，改變了華人居民的生活：

那時候我就跑到第二路要到店那邊的時候，我就看到有火在
那邊，看覺得不對勁，我就不敢去了，傳單就丟在那邊沒有
發完，就馬上拉著我弟弟回家，回到我家不一下，警察署就
響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要打警察署。（李婆婆 2013）

在事件發生的當晚，住在 17 哩鄉村，原本就一直有在參與左翼運
動的李婆婆正巧拉著弟弟在 17 哩偷偷摸摸的於各家發放地下活動的傳
單，卻剛好遇上巡邏的官兵，所以只好先行返家。他們回家後不久，準
備梳洗上床休息時，卻聽到遙遠的地方傳來陣陣槍聲。
而另一位當時住在鄰近事件發生的警察署約半公里遠的彭先生，回
想起那個讓他印象深刻的一晚時提到：
14 這間警察署實際的地理位置是在 17 哩與 18 哩之間的村落範圍內，當地人一般都稱這
個警察署為 18 哩的警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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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地下分子攻擊那個警察署的時候呀！
整個天空都是那個火花，好像華人新年打那個煙花一樣，乒
乒乓乓……整個天空都是火花…他們用槍攻擊，去炸那個警
察局。我在我店屋二樓開個小窗門，那時候還小……還覺得
很好看。那時候英國士兵還不錯，跟我說「小弟弟你不可以
在這邊看，你要跑到底樓，不然那個槍彈會打到你。」……
我們在自己的家看，遠遠的看。可是到了第二天，全部的軍
隊、警察、直升機啦！都到了 17 哩的籃球場那邊集合，去
尋找這些地下組織。（彭先生 2013）

當時年約 14 歲的彭先生，由於家中經營的雜貨店正好在 17 哩鄰近
成邦江路的路旁，又正好離被攻擊的警察署不遠。所以當事件發生時，
從家中窗戶探頭便看到遠處警察署上方傳來陣陣火光。不過在當下，他
們整家人與附近鄰居，都不知道警察署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直到隔
天一早，彭先生家門前的籃球場，突然集中了大批的軍隊與警察，開始
要進一步的調查附近可疑的左翼人士。
即使 17 哩附近的華人區域有多數人是左翼背景，在事件發生的當
下，若非主要的核心幹部或參與策劃此行動之人員，其實根本一無所
知。大部分的人都是隔天私底下道聽塗說後，再慢慢透過政府於報紙、
廣播的宣傳，才終於知道原來前一晚的攻擊警察署的行動，是砂拉越部
分的左翼人士與印尼兵所為。
但是，在這個原本就有許多左翼人士居住的區域，相對於古晉市區
的人民或其他沒有參與任何左翼運動的人，他們對於政府在攻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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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公開報紙上抨擊與醜化此次的攻擊行動，仍然是不以為然的。如
曾參與那晚攻擊行動的村民鄧爺爺回想起那晚的行動時提到：

〔當時攻擊行動是〕上面通知的…印尼是很早策畫要打的。
他們意思是要去打飛機場…後來發現打了難逃，也沒有用。
〔才會想說要打 18 哩警察署〕，可能是打了要逃也比較快。
所以那些人直接一開始就住在 16 哩那邊的園…就從 16 哩過
來打，然後打完就直直上，上到 24 哩那邊的橋。那時候策
畫的很好，不會失敗！最後也沒有人被抓到……當時是為了
要顯示革命理想，轟動國際…那時候〔原本〕有去阻礙他們，
叫他們不要打。但武器那時候已經全部運過來了…那個武器
是很早就安排了，一直移到 16 哩，那些人就暫時都在那邊。
所以後來就安排 18 哩警察署來打囉！…一開始當然不知道
囉！幾個頭知道而已…那時候就從運動場那邊打過去…以前
那裡是一座小山，就這樣砲對準警察署，後來就跑了，跑去
21 哩。（甲必丹鄧爺爺 2014）

對比於政府在報紙上，提及這些左翼人士總以「恐怖份子、敵人」
稱之。訪談時，鄧爺爺卻是意氣風發地講起當晚的攻擊行動。他提及當
時雖然砂拉越當地的左翼人士想要暫緩此次的行動，卻涉及到埋伏已久
的印尼兵對於攻擊行動的壓力，最終使得砲火在當晚一觸即發。
由於事件有印尼兵的介入，使事件擴大為國際政治問題；同時，在
那個展示革命理想且自以為能夠成功的夜晚，這群左翼人士其實並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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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這次攻擊行動中，被射殺的警官正是砂拉越州首席部長加隆寧甘的
親弟弟，於是後續處理方式交雜著首席部長痛失胞弟的私人情感因素。
原本欲藉此次行動彰顯勢力的左翼人士們，在這次事件之後一系列的餘
波盪漾中，受到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 17 哩鄰近區域無論是左翼背
景或是毫無相關的華人們，都在往後的生活遭受波及。

（四）鐵鎚行動
6 月 27 日之後的幾天，政府雖然派出了軍隊、警察嚴格看守 17 哩
附近區域，7 月 6 日便下令執行「鐵鎚行動」。鐵鎚行動意指「要用鐵
鎚捶打共產份子，在共產黨人與革命份子棺材上錘下鐵釘」（盧友愛
2012：91）。因此，一系列對於防範與攻擊左翼人士的政策也隨之出現。
包含：1. 成立管制區移植計畫，對當地實施戒嚴，且著手進一步進行新
村成立計畫； 2. 在管制區內的信箱行動 ；3. 砂拉越各地的管制行動 ；4.
報館與任何傳播媒體，被下令須與政府合作，不能報導有助於左翼人士
之內容。
如依據在 1965 年 7 月 8 日，在鐵鎚行動宣佈兩日後的砂拉越本地
《詩華日報》當時的報導，即可略知那段時期的狀況：

首長召見兩反對黨領袖 闡釋政府所採行動 首長謂管制地區
乃共產黨溫床 共產黨及親共居民佔八十巴仙 15 並警告報章勿
發表不效忠言論
首席部長也於昨日九時在其辦公室舉行記者招待會，首席部
15 巴仙為馬來西亞華語對 percent 的翻譯，意為：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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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會上透露，政府較早時宣稱要在邊境地區實施移置計畫，
其實該邊境地區就是指目前這個地帶，政府所以未指明上述
地區，是唯恐預先宣佈時，十五哩、十七哩、十九哩、廿一
哩及廿四哩一帶的華人，可能通通都跑掉。
首席部長又稱，該區是共產黨的溫床，那兒的居民效忠政府
者只有廿巴仙，另外八十巴仙不都是親共產黨，即是共產黨
人。因此，政府必須要在這個地區內實施移植計畫，以作為
對該區華族居民不與政府合作的一個教訓。
首席部長同時亦呼請報館與當局合作，並警告稱，如報館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發表違反本邦，有助於敵人的言論，
當局將採取嚴厲的行動對付，主編將遭拘留，報館也將被
封禁。（作者不詳 1965a）

在鐵鎚行動宣布之後，政府除了一方面打擊左翼人士的勢力之外，
在新村成立之前的管制區移植計畫，也讓 17 哩附近的華人，在生活與人
身自由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成邦江路管制區農人渴望運出農產品出售 商人要求至晉配
貨未獲准 居民營養不良因濕氣患病
自當局宣布晉連路十五哩至廿五哩為管制區以來，警方逮捕
了約五十名嫌疑共產份子，在他們中包括縣議員、校董、教
員、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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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他們先後被押底本市對河集中營去 16。
又悉：他們的受逮捕，可能是警方依過去的黑名單而採取這
項行動者。
記者周日訪問該地區時獲悉，他那兒的人民已有上千名患上
了病。根據醫務人員稱。他們所患的病大多數是因水份不足
營養不良以及濕氣等關係。
據該地區商店老闆稱，他們的存貨無多，曾要求當局應許他
們前來本市配貨。但還沒有獲得批准。他們希望當局能迅速
的解決此問題。
菜農與椒農稱，他們正渴望當局為他們的蔬菜、胡椒、樹膠
等物品，運出管制區外拋售。因上述農產品如蔬菜成熟了，
沒有割下，會腐爛的。胡椒與樹膠沒有售出，便沒有辦法買
到米糧。
新村居民稱，衣食住行是他們的四大問題了。
警方一發言人昨午宣稱，晉連公路十哩路至廿四哩白天上午
六時至下午七時通車的限制現已取消，但在必要時，將不予
通告而在沿路設路障及檢查站檢查來往的交通。
茲促公眾注意，該區仍在每天下午七時至翌晨六時實施宵
禁，除非持有省督監的准字。任何非土著人士只能居住在
十五里、廿一里及廿四里等集中居住區不准居住在管制區其
他地方。
平常不居住在管制區的人，夜間不要留在集中居住區
16 一開始因左翼運動被捕的左翼人士，會先押到古晉另一個監獄，隨後才會被轉送到六
哩的拘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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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為可能受到很大的不便。
在實行鐵鎚行動期間，被令限居的人士，除非持有省警監
的准字，不得在任何時間離開管制區，同時在下午七時至
次晨六時間，不得離開他們受限的居住地。」（作者不詳
1965b）

據 1965 年 7 月 14 日詩華日報報載，管制當時，17 哩鄰近的所有華
人區域，從成邦江路 15 哩至 24 哩，各區域的華人，都被各自集中於不
同的劃定管制區。在管制區內的華人，若非有特別的出入通行證，否則
都無法離開管制區，只能在每日晚間七時至隔日凌晨六時以外的時間，
回到居住地範圍內的田園務農。
然而，對於這些管制區的華人來說，即使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回到
園裡工作，也需要面臨這段時期收成的蔬菜、胡椒或橡膠無法運送到城
市的窘境。再加上他們被強行遷入管制區時，大多數人都處在慌亂、不
知所措的狀態之下，以至於他們不僅在經濟上面臨很大的壓力，在精神
或自由被限制的疲勞與衝擊亦是。
如當年才 10 多歲，卻仍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的陳先生描述起那
天的晚上：

1965 年的那個晚上有那個車子要到西連去，然後他們就去炸
掉那個橋，不要讓人過。然後那些「山老鼠」又去攻打警察
署。之後早上的時候，飛機就在天空飛一邊發傳單，過不久
就變成禁區了，我們 15 哩那裡也同樣變成禁區了。（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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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陳先生家住距離 17 哩約兩三公里遠處的 15 哩，雖然事情發生的地
點與他們所在的地區尚存一些距離，但由於他們居住的 15 哩農村多為華
人聚落，因此也遭致牽連管制：

那時候還是禁區不能出來。把我們禁在店那裡三天，不能出
去。到了三四日之後，才可以回去家裡。但是回去還是要求
拿完東西就要回來我們家的店那裡。然後如果要去巴剎必須
要拿卡，才能出去。（陳先生 2013）

另一位同樣住在 15 哩地區的官阿姨，在事情發生時，已經 10 多歲，
因此她之於上述提到的陳先生，感受又更深刻了：

以前我們家是在幫人割樹膠的。那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我
們也剛好在割膠，在等那個膠流出來的時候，剛好飛機跑
過……那時候我才 10 多歲而已。那個飛機還丟那個傳單…
我現在都還記得有紅色、有青色，我們就想天上的飛機有可
能會講話嘛！我們就很怕……因為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因
為它丟太多了……我們就拿那個傳單，就那紙來看。它上面
就寫叫我們看到這個通知就要回家了……我大哥、大嫂……
我們就回家囉！他叫我們回家，那個樹膠就沒有收了，全部
收收就回家去了，身體都發抖，很怕…。（官阿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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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家中以幫人收割樹膠和種胡椒為主的官阿姨原本家住 15 哩，由
於他們家不像這個區域內多數的華人家庭，多多少少都有親戚或朋友去
參與左翼地下活動，以至於他們對於左翼運動的狀況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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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左翼人士〕我們不知道、我們根本就
不可以知道…一開始就很平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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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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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阿姨 2013）

但是，真正讓官阿姨他們感受到恐懼，在於當時政府在發生鐵槌行
動後實行的高壓手段，迫使這些華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像逃難一般離開
他們原本在膠園裡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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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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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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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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阿
姨 2013）

官阿姨或陳先生當年年紀尚小，並未參與左翼運動，但講起這起攻
擊行動，以及後續政府的作為時，那個突然被迫搬遷的陰影，也一直存
留於心中，讓他們不僅心有餘悸，甚至多年後再次提起那段往事時，對
於原本在 15 哩的家還是憂傷和不捨。
在這些記憶的背後，對於沒有涉及的華人來說，除了面對左翼人士
隨時可能出現的恐懼外，還必須面臨當時華人聚落內左右兩派相異立場
的對立，甚至是被迫選邊站的無奈。就如同回溯到最初左翼運動進入到
這個古晉郊區的華人區域時，報導人李婆婆即提到「不跟著大隊走，人
家會說你是走狗。」因而在整個大潮流之下，多數人選擇追隨，即使對
於這個「反政府」的大隊，有著許多的未知和不明瞭。而這種氣氛，也
繼續延續到鐵槌行動後的管制區與新村階段。這使得原本如果就是相異
17 拉子為當地華人對原住民略帶有歧視性質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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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特定立場的華人，在進入了管制區生活後，生活反而更為困難。再
加上政府之後於鐵槌行動下的一連串管制，讓這些無辜，也不願被波及
的「受害者」，在回憶起當年這段往事時，是充滿憤怒與無奈的。
然而，無論是哪一方立場的華人，在面對龐大公權力制約下，終究
都無從抵抗。再者，政府下一步的新村成立計劃，美其名是新生活的再
造，但對這些華人來說，也許又是另一個未知的恐懼。

（五）去六哩念大學
17 哩警察署攻擊事件只是浮出檯面的武力抗爭，在此事件的前後，
則是遊擊隊的軍事訓練，而訓練基地即位於印尼，客籍青年越過邊界，
前往受訓。

62 年的 12 月 28 日汶萊起義呀！ 63 年，地下頭 [ 左翼人士
的領導 ] 決定要武裝鬥爭，在六月的時候…我被抓的時候是
6 月 7 號。那時候要過印尼，就在邊界那裡被抓的…但是當
時我們就是受到這種影響，受到中國那種參加革命的影響，
那就是能夠拋開你個人的一切。之後就到被捕後，就到六哩
讀大學囉！（溫爺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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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2 年汶萊起義 18 後，於 1963 年的六月，在 17 哩長大的報導
人溫爺爺也和這個區域中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前往印尼，準備接
受進一步的游擊隊訓練。但卻在途中遭到政府軍隊的攻擊，不僅無功而
返，數百人還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在之後於六哩監獄待了近十年的時
間。六哩監獄位於古晉國際機場附近，通常叫做六哩半 19，被政治犯們
戲稱為「大學」，而且還將監獄的生活稱為「吃咖哩飯」。
而另一位蘇爺爺，雖然沒有參與地下活動，但也在之後跟溫爺爺他
們一行人遭逢同樣的命運：

不知道是怎麼牽連到的，不過當然是有原因的。以前我在西
連的時候，他們要越過邊境，要搞那些活動，我有幫忙他們，
可能是因為這樣吧！我事實上也沒做什麼，就是幫他們安排
交通這樣。但你協助他們地下的太多了嘛！他們要 [ 人聯黨 ]
黨徽我就拿黨徽 20 給他們…就那天只有我們三個人啊！我們
一起被逮捕，後來在監獄遇到。在中央監獄那…是後來才去
六哩的。就在裡面七年啊！（蘇爺爺 2013）
18 1962 年 12 月 8 日的汶萊起義，是由汶萊人民黨所發動的武裝起義政變。起因於 1956
年汶萊人民黨欲爭取汶萊獨立，1957 年派代表至英國進行談判，要求制定憲法，讓汶
萊獨立，卻遭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拒絕。直到 1962 年汶萊舉行選舉，人民黨在立法議
席囊獲勝利，使得汶萊政權掌握在人民黨手中。但當時英國著手進行的「馬來西亞計
畫」正積極進行，隨之遭到人民黨反對。人民黨便在此時欲聯合同樣反對馬來西亞計
畫的砂拉越人聯黨組團前往聯合國總部申訴和反對馬來西亞計畫，且要求結束殖民統
治。不過，卻在此時，人民黨在汶萊發動武裝政變，致使英國出兵鎮壓，讓汶萊的獨
立運動受到挫敗。但並沒有因此士氣大敗，反而連帶的影響砂拉越左翼運動更為蓬勃
的發展（田英成 2012）。
19 六哩半為古晉政治拘留中心確切之位置，位於古晉的六哩至七哩之間，但當地人在口
說時一般都稱這個居留中心為「六哩」，因此本節標題與文內敘述，皆以「六哩」做
為代稱。
20 報導人蘇爺爺在訪談時提到當時人聯黨跟印尼的關係較好，所以有許多左翼人士在馬
印邊界藏匿時，若身上配有人聯黨的黨徽較能受到印尼的照顧。

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

209

頭髮花白、年過八十，講起話卻鏗鏘有力的蘇爺爺，原本並非是 17
哩的人，而是住在距離 17 哩約半小時車程的西連。當時家裡在西連開
店的蘇爺爺，一直以來都只熱衷公開政黨的活動，私底下的左翼活動並
沒有特別接觸。但是當地下分子有難時，他仍毫不猶豫的盡心幫忙，導
致後來被捕入獄。
除了溫爺爺和蘇爺爺之外，前文提及的黃爺爺，被捕的狀況與時間
點，略有差異。黃爺爺從參與左翼活動以來就比較專注於地下活動，在
1963 年時也曾跟著組織去過馬印邊界，在訪談時他便從他去印尼受訓
的過程談起：

我去印尼一次…去不到邊界，就被那個人就保安部隊的…那
時候好像被抓去 69 個人…那次就我比較幸運，在中午那個
兵來抓我們的時候，我們住的那個小屋子，我們分成三個小
組，我跟另外一個同志剛好跑去沖涼。那個兵是從那邊來，
我們沖涼是在這邊，剛好我們去沖涼還沒沖好。然後我的同
志就說，「某某人好像有兵喔！」我就說：是嗎？我還不大
相信喔！怎麼會有兵。後來跑上看，好像是喔！兵包圍起他
們…後來我的同志就問我說「要怎麼辦呢？」我們沒有怎麼
辦，只好倒回 [ 回去 ] 囉！那時候還有其他沒有被抓到的…
我們那時候跑出來大概有 10 多個人，去了是總共大約有 80
多個。（黃爺爺 2013）

他雖然在 1963 年跟著組織一起去印尼受訓時幸運地未受逮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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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1965 年新村成立的初期，這些在新村內的左翼分子其實並不隨著新
村變為管制區而停止活動。相反地，在新村裡私底下的他們還是技巧性
的繼續組織與策劃，甚至擔當起躲進森林裡的游擊隊隊員們的後勤部
隊，提供物資上的補給與情報上的交換。

69 年我第二次要出的時候，又要去參軍了。那時候去海口
區…那時候很多從邊界回來，本地的人就跑到海口區，又再
參軍喔！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麼亂、還不知道我們的勢力已經
輸掉這麼多了，我還不清楚。那些領導的叫我們去，就去
囉！我們在新村裡就是秘密囉！所謂地下就是這樣囉！有時
候就跑一個比較祕密的地方囉！…只要我們自己了解，你要
做什麼東西，都計畫好好先。像去別人家也有，還有像我們
就經常跑到我們的園笆〔田園〕！我們有些比較小的集會、
活動啊！可以新村裡面也可以嘛！就好像是朋友來家裡拜訪
這樣。我們好像有什麼活動、集會啊！都會有人站崗。人的
活動也是很靈活的。他如果需要的話，他就會很注意啦！然
後 1969 年，那時候那個計畫就是想說會真正離開這個家了！
（黃爺爺 2013）

當時已經住在 17 哩搭建的新居的他們，雖然面對生活的管制以及
新村成立後農作物的損失，但仍在困頓中續持維繫組織的運作。1969 年
黃爺爺又和 17 哩的朋友們選擇再度離家，去古晉郊區的海邊參與進一
步的行動，正是這波行動，他們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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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要去海外〔古晉郊區的海邊〕，被人家出賣了，我就
去到半路，我還沒有去到海外喔！我一共是五個人嘛！兩個
人跟我一起找人…那時候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傍晚六點要跟
他一起去…找不到人。沒有人，我就跟我一起跑的人講，這
要小心啊！好像情形不太對！話還沒講完，那些人就出來
了。在村子是規定六點要回去，我沒有回去，所以〔我〕有
通知家裡的人，跟我太太講，我沒有要回了，叫她六點以後
去警察署呈報。說某某人沒回…這樣家裡的人就不會錯了。
因為他〔警察〕會查哪一家沒有回的…就我們沒有回來的話，
家人就要去報警察署。但是後來…就被抓囉！那兵已經埋伏
在那邊了。幸好是我們剛好沒帶槍，如果有槍就給他射了！
之後被人抓到那個暗房，地下室…伸手不見五指的！那一次
好像一共…將近 30 人被抓，就是要參軍的那些。也是可以
講不幸中的大幸，假設如果我們真的去參軍了，命還有沒有
在都不知道了。我們被抓，那個命至少還保在那邊。就是家
裡的人比較苦一點啦！（黃爺爺 2013）

黃爺爺他們在這場行動中倖存，但是他們的家人卻必須比他們更堅
強，家人的煎熬絕對不比那些左翼人士來得輕鬆。他們的家人除了要擔
憂親人的安危，還須面對政治與經濟上的壓力。例如，當警察來家中盤
問在管制時間內還沒回家的親人時，他們無法閃避，只能隨時在擔心害
怕中面對。同時，遷入新村後，受限於管制時間的限制與胡椒蟲害的影
響，家中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而這種日子，又一直持續到這些村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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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進六哩拘留中心之後。
監獄裡的政治犯對外的行動受到限制，但生活上還是不受完全制約
的，在必要時也會聯合起來絕食抗議，抵抗政府。如報導人黃爺爺所提
及當時他在六哩的情形：

後來那些黨員比較活躍的，幾乎都給他抓去了，抓到六哩去
啊！那時候六哩，有段時間最多人給他抓進去了，不會少於
兩千五。一天可以吃掉 100 公斤的米！那時候六哩的生活基
本上是還可以住啦！我們裡面的生活，也是有地下組織喔！
我們在裡面還活動喔！抓進去了，還是要堅持啊！我不跟你
合作嘛！好像為了一件事情，我們裡面就鬥爭…就絕食…但
平常的時候，我們在裡面也會自己去學東西囉！有學馬來
文、文化啊！就大家互相教。（黃爺爺 2013）

而 1963 年因為在砂印邊界被捕直到 1972 年才被釋放的報導人溫爺
爺，也進一步補充了在六哩的生活：

在裡面〔六哩〕主要有學習馬來文。我們在這邊學了小學的
課程…我們主要學馬來文，還有學英文。就是有一些比較會
的人來教…因為那個拼音很容易，我們知道那個拼音後，我
們學會了就能夠念那個字。那時候就想說，我們要懂得多一
種文字…這對我們來講，我們就可以跟他們交流了。然後我
們還有學習小組，以前有一兩個跑進去，他在外面是領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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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就會弄一些東西給我們學囉！（溫爺爺 2013）

不過，即使在裡面他們多數時間可以自由學習語言，或是暗自組織
學習小組學習新的東西，但是在閱報上，還是會受到政府的控制。同時，
政府無論是對六哩的他們毫不間斷地宣傳反共思想，對六哩外公開的廣
播、報章新聞上亦是。

政府的宣傳還是有…就是報章上或廣播電臺…但其實我們還
是走自己的路，不會去相信那些…政府你宣傳你的囉！〔報
紙上寫的〕 比較多是都不會相信，都是用懷疑的眼光去看
這樣…在裡面的報紙，有些新聞也會被塗掉，像跟革命有關
的，他就塗掉。（黃爺爺 2013）

但在六哩的日子，終究比不上與家人的團聚。慢慢地，有許多被捕
的左翼人士也開始考量到家人在外面守候的辛苦，再加上政府反覆在拘
留中心的宣傳與鼓吹，讓每日的精神壓力達到緊繃，致使許多人在百般
不願下簽了自白書，在承認與說明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後，才得以被釋
放。如黃爺爺與溫爺爺皆是：

還可以！老實講就是家裡面的人比較苦啦！那邊自己生活可
以…也不用做工。但那時候講就是為了革命囉！只好堅持…
那時候也是有想要出來…但就被關在裡面不能夠出啊！那時
候每個星期，家裡的人就去看我們一次囉！那時候就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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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下，安慰安慰囉！六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黃爺爺
2013）

我在六哩被關，從 63 年到 72 年尾才出，九年多…之後我
就出來回來過正月半囉！後來是要出來也可以，就是要去
坦白以前你做的事情，然後看你有沒有誠意囉。（溫爺爺
2013）

不過真正影響他們兩位或是其他多數在六哩的左翼人士，最終願意
寫自白書的原因在於 1973 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這個協議的簽
訂，除了致使砂拉越整體的左翼運動日趨減緩之外，也讓這些在六哩的
左翼人士在夢想破滅、失望之餘，開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下一步，並省思
自己過去所做的這些事。人終究還是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正常生活，再者
當時新村成為管制區後經濟的壓力才是最必須要去面對的。

四、1974．圍籬裡的辛酸
（一）新村誕生
新村管制區係仿效自 1940 年代英國殖民政府於馬來半島實施的制
度，政府選定了 17 哩、21 哩與 22 哩，成立了新村，前二者是既有村落，
後者則是新闢；同時將 15 哩、19 哩、24 哩等聚落封閉，居民則遷居分
配到三個新村。從 1965 年 8 月 8 日砂拉越詩華日報的報導可得知，當
鐵鎚行動宣布後一個月，政府即立刻選定了下一階段做為長久居留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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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區：

農業與森林部長張桂生昨指出 西成路十五哩十九哩及廿四哩
巴剎將予封閉 — 政府已選定地點建立新保護村
農業和森林部長張桂生先生今日披露說：當局已經在古晉西
連路十七英里、廿一英里以及廿二英里半的地方建立三個新
的保護村，這三個新村便用本地的名字來命名，就是實不蘭，
布拉卓和達巴，張桂生說，政府選定這三個地點，因為這些
地方適合建設永久性的鄉村，一方面因為這些地方為移植農
民提供最便利之生活設施，這三個新村，是依照馬來亞各地
土地和發展計畫之形式而設計的，目的是適合純粹農業生活
之需求。張桂生先生說，每一個移植的人家可以得到三須古
土地 [ 約 18X20 平方尺的大小 ]，這些土地稍後便將賣給每
一家人 21，年限為六十年，他說，土地測量員和估稅員已經
在每一個新村展開工作，把土地農作物及建築物之詳細情形
記錄下來，在徵用土地手續完畢之後，將作為償費之根據，
凡是被徵用之土地都要遵照例常辦法，付還賠償費。
農 林 部 長 說： 實 不 蘭（Siburan） 巴 剎 將 加 以 保 留， 巴 剎
商店之住戶將不回原來之場所居住，十五英里十九英里和
廿 四 英 里 的 巴 剎 將 加 以 封 閉， 政 府 將 建 築 新 的 商 店 撥 給
十五，十九和廿四里巴剎店屋之租戶和屋主去居住，不過並
21 這裡所提及之新村土地將賣給村民之內容，指的是每塊新村被劃歸土地的地契。但新
村多數的村民並未在可以購買土地所有權時就購買，大都還是等到新村環境穩定之後
才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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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免費的，政府準備進行部屬把這些商店用分期付款的
方式賣出去。」（作者不詳 1965c）

而這三個聚落也在還在規劃期間，就被賦予了三個全新且富有意涵
的名稱：

西成路三個新保護村 命名新生來拓及大富 — 意味擺脫共黨
之威脅步向繁榮
星期日（八日），當局曾向古晉，西連公路管制區五個村莊
居民，廣播了一項本州農林部長張桂生氏於七日在本州馬來
西亞廣播電臺廣播的演詞的客話翻譯，並解釋了五個受保護
新村的村落 22。
本 州 政 府 發 言 人 昨 日 稱， 十 七 里 新 村 的 村 名， 塞 布 侖（
Siburan），乃取之該地區的一座小山的名字。
業已告當地村民周知，這新村的官方華文譯名為新生村，意
指當地人民將能過著新的生活，不受共產份子威嚇。
二十一里比拉卓（Beratok）新村的名字，亦取之于當地的一
座小山，官方譯名為來拓村，意指大家前來開拓，共同來開
發這座村莊。
廿二里半的泰芭村（Tapah），是第三座保護新村，取名于
當地流過的一條河。官方的華文譯名為大富村，意指大富大
22 意指在新村尚未成立以前的過渡時期，政府主要依據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分別在華人聚落的商店區規劃成的五個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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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與欣欣向榮。但希望將來不單大富村的村民，而是管制區
的各族所有人民，皆能在一旦擺脫共產威脅之時，享有富貴
繁榮。（作者不詳 1965d）

從「新生村」、「來拓村」、「大富村」三個華文新名稱可得知，
政府期待這些華人能脫離左派思想與一切和左翼有關的行動，重新開始
在新村展開新的生活，進而享有往後的富足。但這些「期待」，在當時
新村裡根本不確定未來究竟在何方的華人來說，只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
法。因為真正面對不堪環境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依然還是村落中的這
些華人，再加上他們遷入新村生活的初期，並沒有如政府所期待地如此
美好。除了必須面對無力抵抗的政治問題外，經濟的困窘、不安定，才
更是這些新村村民所期待政府優先去解決的。

（二）搬遷初期
鐵鎚行動後，政府開始選定區域，著手規劃與進行一系列的拓殖活
動。以 17 哩為例，商店區之外的區域，依然還是為被當地華人稱為「山
芭地」，是散居農民種植胡椒與蔬菜的地方。政府將三個新村之中最大
的「新生村」選定於此，原本 17 哩佔絕大面積的山芭地，被迫徵收，
全部剷平後，再重新劃分為村民新的居住地。政府以平均每戶面積約 25
點（18X20 平方呎）丈量劃定與抽籤決定村民新的居住地後，村民又再
獲得 1,500 令吉的賠償金，做為村民在新的居住地建造新房屋之補償。
不久，新村裡一間間長相雷同、大小也相似的鋅板屋開始佇立於村子的
各個巷子，原本住在臨時管制區的村民，也於同年的 11 月初陸續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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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好的鋅板屋。當時報紙所述：

管制區內居民 昨日搬入新屋 首長文告呼籲合作防共
本州首長拿督寧甘特別向昨日開始搬入他們新生村及來拓村
新屋人民發表下述文告：
六月廿七日，在本地共產份子協助下，印尼恐怖份子在你們
的地區進行了謀殺。政府不能容忍這種殺害人民的行徑。因
此，政府不得不採取步驟對付共產份子，並安排保護人民。
對過去五個月內，社會上無辜人民遭遇到任何不便，政府表
示遺憾，但你們必須明白這應該歸咎印尼人民及共產份子及
那些社會上支持敵人或不揭露敵人的份子。
現在你們已搬遷新生村及來拓村，首先我欲向所有顯示合作
建築起他們屋子的公民致賀，政府在籌畫這些新生村上，花
了不少精力，所有人民亦如此。
這是良好理想，表示了人民正在學習跟政府合作。
新村的生活，在開始時不會太舒適，政府亦不擬給你們超過
砂羅越所有其他公民的援助。可是如果你們勤勞工作，與當
局合作，當可改善新村，使之成為愉快方便居住地。
這是很重要的，你們必須在驅逐共產份子方面，跟政府合作，
政府將盡最大能力保護你們，但除非你們在得到有關共產份
子及其活動的情報時，隨時報告。否則政府不能保證對你們
的保護。在這方面協助政府是擊敗共產份子及確保社會安寧
的最佳途徑。因此，為了你們自身的利益，隨時提供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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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者不詳 1965e）

從報紙新聞的內容中可感受得到，政府表面上期許三個新村華人展
開嶄新的生活，但實際上卻強調「擊敗與杜絕共產分子」，以至於忽略
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的華人村民們，所擔憂的是在新村生活的民
生、經濟狀況，至於「共產黨的侵擾」只是官方說法罷了。17 哩新村
的作家夢羔子，表露了當時的狀況：

新村一成立，政府就撥款一千五百令吉給每戶受影響的家
庭，去興建同一個模式的鋅板屋。之前辛辛苦苦鑽進山林尋
找木料，掏腰包去買幾千匹編織好的亞答葉，精力、時間與
金錢都白白消耗掉了。起初，人們還能自我安慰，樂觀地預
測，或許只是禁錮一段短時期，可是局勢越來越惡化，想回
故居的願望也越來越渺茫。生活起居受到牽連，顧得了飯碗，
已沒有多餘的精力修復那已無望再住下去的房子。（夢羔子
2011）

就如同大部分的村民一樣，起初剛搬進新村時，大家都還會在心裡
想著，也許有一天還是能回到各自在遷移以前的家繼續生活，而非全家
一家大小，通通擠在新村裡才約 18X20 平方呎大小的鋅版木屋裡。但在
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下，「回家」談何容易？

那時候我們在這，也不知道要在這裡住多久，是臨時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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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就都是未知數…那個時候的心情很難…不像現在就
是住定了…那個時候就都什麼都不知道…人家講說要關個
三五年就可以回去啦！就…很那時候也不知道…可是還是想
說有一點生活可以回到園裡生活。（鍾先生 2013）

再者，對這些新村村民來說，政府提供的補償並不足以支付建屋開
銷；同時因為被迫搬遷，也讓他們對新村新建的房子和居住地更加缺乏
認同感。總會暗自盼望著，搬回自己的老家，因此也談不上要購買在新
村居住的這塊土地的地契了。

對，就是那時候，突然多了這麼多人 … 有點點不太適應這
樣…不僅我啦 ! 我父親以前也是很抗拒的，他說「為什麼
我要去住你們的屋子，我自己就有我的地方、我的屋子」
就像那屋子的地契，他等到很久才買回來喔 !! 他有點抗拒
喔 !!!…那時候你抗拒也沒有辦法，那都是法令囉 ! 有很多
警察在那邊。你不能夠反抗，哪能夠反抗…他那時候壓制下
來，也是不能夠講要反抗他。沒有辦法反抗，只能承受囉！
（鍾先生 2013）

新村嚴密管制出入，新村周圍以雙層鐵絲網做成籬笆，隔絕內外。
以 17 哩新生村來說，整個村子對外的聯絡通道只有最外圍連接成邦江
路的大門。在門禁管制上，村民只有在每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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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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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搬到 17 哩做生意和定居的田先生，在訪談時就提到了新村成立初
期，新村內外在進出上的不方便：

那時候我們家原本在 22 哩，然後我爸爸在 17 哩做生意，但
戒嚴的時候，我和我爸爸就搬到 17 哩來。每天如果要出去
都必須要討准證〔進出新村通行證〕…很不方便…像他們住
在新村的，就每天要回園還要看警察的臉囉！不能夠大小聲
的…因為要求情要每天都要回囉！我們做生意，會瞭解這些
嘛！他們每天進出的人，每天都是這樣的東西嘛！有時候要
進貨，也是得經過他們去討字〔進出新村通行證〕那些。那
時候很戒嚴…那時候要去跟縣長、管這個村的討字。（田先
生 2013）

除了進出新村管制區需要再申請特殊准證之外，如果在開放的時間
要回去原本自己的田園工作，若是有攜帶糧食也會被官兵特別檢查，以
防新村村民將食物偷偷供應給新村外的地下活動的成員。

那時候我們回去 15 哩的園有帶食物都會被檢查，不能帶多
多出去的…兵都會在入口那裡一個一個查…而且一開始的時
候很苦啊 ! 在園裡的東西都會被偷走，不能每天去看啊 ! 也
不能去割樹膠…樹膠得半夜的時候去弄…所以割樹膠的人都
不能去了…所以說辛苦啦！那時候真的很辛苦。像我們也是
很辛苦，園都沒有做。（官爺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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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 15 哩人，後來因新村管制被迫舉家搬到 17 哩的官爺爺一家
人，就經歷了新村成立初期，每天早上要回去原本 15 哩的田園務農時，
因為新村在進出管制上所帶來的不自由。同時，官爺爺於訪談時，也提
及了自己在管制初期，親身經歷且讓他仍然感到恐懼的往事：

我那時候我還年輕，我坐那個摩托車，在古晉那邊做，我回
的時候，下午五點左右…我跑去七哩那邊，我碰到有一個七
哩學生，她跑路喔！跑到 15 哩那邊！她跑錯路了，跑到 15
哩那邊。7 哩到 15 哩，跑到她腳都破了，我上到 15 哩那邊，
剛好碰到，我看到拉子小孩就去捉弄她，後來我就停下來，
問那個學生說，她都不講話了…在那邊哭。後來我看他的校
服，我就知道是 7 哩的學校…後來我問那個女孩子，我說你
從哪裡來，她也不會應我，我就想她應該是七哩來的，我就
載她回去了。但那時候差不多要戒嚴了…15 分鐘內要回來…
我回 17 哩時，已經關門了。警察還問我做什麼，怎麼會那
麼遲才回。我和他講，騙他說我做工做比較晚…他就講說，
你不能夠再這樣晚囉！一下子…警察要走了，他關了門要走
了，他有看我來就開門叫我進…他就警告我說，你不能夠這
樣遲才回了。（官爺爺 2013）

由於官爺爺年輕時擔任政府工（公務員），每天必須往來古晉與新
村來回近兩個小時的車程工作。但是政府在新村每日的門禁管制，在當
時依然沒有對這些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新村人在管制時間上特別寬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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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他們被一視同仁。也使得在新村成立初期，不僅那些回到新村外圍
務農的村民對於準時回到新村感到焦慮之外，像官爺爺這類必須要到
車程更遙遠地方工作的人對於準時回到新村又更為謹慎，深怕一有延
誤，就回不了家。不過，在官爺爺於訪談所描述的當天，他基於人道立
場，護送了路邊遇到的小女孩回到學校，卻必須面臨回到新村後，管
制進出警察的詢問與警告。這也讓他在事件過了 40 多年，依然記憶猶
新。

（三）言論限制
新村建立之後，從不同地方搬進新村的村民們生活雖然日趨穩定，
逐漸擺脫剛開始的無所適從。但當地的戒嚴管制強度並沒有因此轉為寬
鬆，反而隨著左翼人士出來活動的多寡隨時增強與減低。不僅言論受到
限制，在新村裡公開的政治、社團活動也都不被允許參加或成立，更無
法享有公民投票的自由。
過往，在管制之前，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店區的咖啡店高談闊論，無
論是談論芝麻蒜皮的閒話，或是三五成群熱烈地討論事情。但是在管制
之後，為了杜絕左翼人士在村子裡的活躍，政府對新村村民的言論有了
限制。如 17 哩新村的報導人陳先生和鍾先生皆提到了當時新村成立初
期在言論自由上的受限制：

像那時候你不能講「毛澤東」…講了就抓啊！那時候跟共產
黨有關的東西都不能講，有人就是不小心講到了就被抓走
了。（陳先生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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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為了剷除異己，造成人心叵測的氛圍之下，在村子裡的公開
場合中，無論是簡單不過的聚會或是日常的聊天都必須要處處謹慎和小
心。因為這些村民他們沒有辦法知道在村裡商店區的咖啡店跟朋友單純
喝咖啡聊天時，身旁的陌生人是不是就是政府派來的線人。在言談中，
一有風吹草動，可能就會被線人捕風捉影，而被政府兵帶去問話。

不敢講，那時候很多東西都不敢公開講。怕事啊 ! 如果你在
公共場所講話大聲一點就…我有聽到別人講說，有人就在講
「我一把鋤頭鋤下去就…起畚箕…」那人家只是在講笑話…
但是畚箕和鋤頭是共產黨的標誌喔 ! 因為他們有那個線人
嘛 !! 那個時候我們最怕的就是線人。你不知道啊 ! 就你假
如講一句話被聽到，被聽到就完囉 !! 不是警察聽到，是線
人…所以我們不能亂亂講話，因為誰是線人我們不知道喔 !
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最怕的是…因為不是有黨派嗎？如果那個
時候是反對黨的人，都比較是是左的…那些人我們就比較不
會提防他們。但如果是右的，我們就怕了。不過右的很少…
所以我們就懷疑那些線人就是右派的囉 ! （鍾先生 2013）

（四）集會限制
甚至新村內戒嚴法令之一的政治、社會活動的參與備受限制，使得
村民也無法擁有集會的自由：

那時候都不能夠……最多是你有幾個朋友可能比較熟的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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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私下講。不然太多人的時候不能講，因為那時候有個
「內安法令」，他可以隨時抓你去六哩！那時候完全沒有言
論自由，連集會自由都沒有……像如果他要嚴格執行的話，
像三個人聚在一起，他就要抓你了喔！不過，他沒有這麼嚴
啦！但是那時候真的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都沒有…（鍾
先生 2013）

因此，在重重法令之下，致使農村社會中人與人間原有的樸實與信
任，也被蒙上詭譎的陰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是不是有天不小心犯了
什麼錯、講了甚麼話，就會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

那都是政治部在查。他們政治部，假如你參過反政府的，他
們會了解。那時候就是政治部最大喔！因為那時候政治部的
來查。他有很多下線…就好像他接到情報，就去查。可能有
的人要害你，就去報你囉！報你就去查，抓去問話囉！因為
你不能夠亂亂講，可能會害到你自己喔！因為你跟你對方朋
友講政治這些，你不知道對方是好人還壞人…要是壞人，他
說你講這些東西，你也是被抓囉！（田先生 2013）

甚至若被政府兵發現家中藏匿或是暗中幫助左翼相關之人士，也
將受到責罰，嚴重者還有被移送至六哩中央拘留中心的可能。

我不是做那個的，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他抓到你有藏恐怖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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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人家報，他就抓你去打、去監牢。那時也是被抓去監
牢的也是很多。因為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沒有證據抓我們。
（田先生 2013）

（五）書寫自白書
在新村的日子陸續又過了幾年，曾經有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們，
即使沒有因特殊罪名被抓到六哩拘留中心，但曾經的所作所為，彷彿揮
之不去的印記，任何有關的參與紀錄都被把持在政府的手上。在無能為
力對抗政府之餘，「自白書」成為這些左翼人士們保護自己免於受到責
罰的武器。

我：所以你們那時候也有寫自白書喔！？
鄧：有喔！
我：他怎麼會查到你有去做這個事情？
溫：就是寫說當時我送信送給誰……
我：然後他就查那些自白書，去看對不對嗎？
鄧：因為你寫的資料，我這樣對一下，就知道了嘛！
我：這樣也不能亂寫喔！
溫：因為身邊的人都講了，只剩下我自己…你想他會不知道嗎？！
我：那什麼時候要寫自白書的？
溫：你如果要清白的話，你直接告訴他…你做什麼東西……
我：他是有了新村之後，就開始叫大家要寫自白書了嗎？
溫妻：沒有差不多有七八年了之後，因為我們結婚就是 73 年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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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時候…65 年我們參加的…
鄧：問題是你如果之後要參加社團活動…你必須是清白的人。
我：所以他其實是要確認你們的背景是怎樣囉？
鄧：對！
溫：像我們要做甲必丹這些…如果你沒有寫那個自白書，你也無法當。
鄧：他必須知道你的案底，你才可以搞社團，你要申請社團也是…證明
你都沒事了，才能去社團的主席，如果他查到你沒寫，就慘囉！
溫：連社團都不行參加了。
鄧：所以逼著你每個有參加活動的人都要去寫，除非你不要活動、不要
去搞社團。
溫妻：以前你如果不寫證明的話，你去哪裡都很困難 ...
鄧：出國的話你更別想了，一定要去自白一下。
溫：像當時要去外面做工的，你也要給我寫好來，才能出去。
鄧：反正就是警察那邊的檔案在交了自白書後，會寫無罪了。
我：也是有人沒有承認嗎？
鄧：他不打算做事，就不用承認啦！
溫：有些人不承認，他也是過平常的生活。
我：可是警察署那裡還是有案底？
溫：還是有，到現在都還有。
我：可是其他這些又不是這麼大的人也有份喔？
溫：有人家說你有做那些事情，你都有案底在那邊的。
（溫先生、鄧爺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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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人溫先生與鄧爺爺皆是住在 17 哩附近的村民，在他們年輕時
都參與過左翼運動，在訪談中他們提到，無論涉及左翼運動的程度多
寡，政府手中都握有新村內曾參與者的名單。因此，移入新村後的陸續
幾年，開始慢慢有許多參與者開始書寫「自白書」，大略的說明自己曾
經做過的事情，之後千篇一律再寫上如 1967 年 10 月 30 日於《詩華日報》
刊登的前左翼人士鄧子欽自白書的類似內容：

感謝政府給我自新的機會，在此我也呼籲那些仍在活動的地
下份子，包括那些仍在邊界活動的武裝份子，應該早放棄無
謂的鬥爭，你們的父母、妻兒、兄弟、姊妹、朋友，正盼望
你們早日回來，回到自己的家園團聚，共同建設我們的國家
馬來西亞。（作者不詳 1967a）

正如同 1967 年與前左翼人士鄧子欽自白書被刊登的同日，另一家
砂拉越報社前鋒日報，也刊登了當時尚未入閣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宣教
田紹熙針對「自白書」相關內容之評論：

當局似又發大慈悲 釋放十五名拘留者 田紹熙認不外緩和民
情 聯盟履行民主應全釋放
當局已於廿八日（星期六）釋放十五名被拘留人士，其中有
數人已個別發表了自白書，針對上述事件，人聯宣教田紹熙
說，當局釋放十五名被拘留者好像又發了一次大慈悲，但這
只不過是緩和民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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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氏還說，這些寫自白書人士所謂大揭露過去非法活動都是
千篇一律，並沒有什麼新鮮和驚人之處，這不過是一種招認
的「罪名」而作為被聯盟逮捕的證據而已。
我根本不相信犯了這樣嚴重錯誤的人士發表了這樣輕鬆的自
白書後，就可使他們的罪名一筆勾銷，這也許是一種恢復自
由的重大代價，聯盟政權就可以利用來加強其白色恐怖政
策。
田氏希望被釋放的拘留者在做任何對朋友對社會不利事情時
應三思而後行，才不會一誤再誤。
田氏最後說，若聯盟政權是自稱履行民主制度的話，那麼必
須馬上無條件的釋放所有被拘留者。
對於上述十五名被拘留者獲釋之消息，林金聲亦向記者發表
了談話，他說當局此種做法是一種政治宣傳攻勢；寫自白書
是否出於內心或過去行為所造成乃不得而知，總而言之，這
是他們斷送前程的先聲。
林氏最後說，當局公佈自白書並不使人感到驚奇。（作者不
詳 1967b）

田紹熙認為，被拘留者如果真有大罪，不可能憑一張自白書就一筆
勾銷；自白書形同出賣同志，反而成為政府遂行白色恐怖的情資。因此
田氏一方面提醒同志三思，不要使自己成為不利朋友的證據；同時也呼
籲政府全面釋放被拘留者。從這篇新聞以及訪談內容中發現在面對龐大
國家公權力之下，多數人往往只能慢慢學會與之共存，卻再也無法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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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年少時，擁有熱情滿溢去堅持那些他們原本誓死都要維護的理想，於
是一篇又一篇雷同的「自白書」隨之出現，因為最終還是得回到那不願
面對的現實。

（六）村外人看新村
新村成立以來，砂拉越當地的報紙便經常有關新村管制區的新聞，
無論只是臨時的宵禁通告，或是描述管制區內的生活情形，甚至新村附
近與左翼運動有關的事情等等。致使古晉非新村地區的華人，對「新村」
的印象很容易就連結到「共產黨」。從目前有限可蒐集到的文獻資料中，
最早對三個新村有一專題性而非新聞性的報導可追溯到 1974 年 3 月 24
日砂拉越當地報社《前峰日報》的報導。當時前鋒日報以〈矗立的鐵絲
網 新村居民等待回復自由 剩餘的游擊隊出來吧！〉為題，一頁全版的
專題包含專文以及數張新村管制大門、鐵絲網、居民生活的照片。內容
摘錄如下：

新村概況
在轟動國內外的「斯里阿曼」事件中，有一項極令人引起關
注和有關人民長期以來，一直在爭取的事情 — 解放新村。
這項願望於首席部長拿督耶谷和北加人民軍總司令黃紀作先
生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所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清楚的指
出這一點，根據該具有歷史意義的備忘錄顯示，雙方同意在
砂拉越地下組織成員全部願意放下武器，跟政府和平共處的
時刻，隨即考慮解除新村藩籬，讓新村人民自由。

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

座落在第一省古晉西連路的新生、來拓、大富三座村落，是
砂拉越僅有的地區性限制區。
在地下組織與政府和人民演變成武裝對抗的十一年間，因為
局勢的因素，曾有甚多謠傳政府將在本州其他省份或地區建
立同類性質新村，但都不是事實，所以，上述三座新村引起
人們的關注，對當地人民行動之不自由，莫不寄予同情。
導致建立新村的主要因素，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廿七日一支
砂拉越地下組織游擊隊襲擊成邦江路十八哩警察署所演成
者，在是役中，當時的首席部長拿督史蒂芬加隆寧甘令弟亦
遭擊斃，一齊殉難者還有二名警員。
政府基於局勢的演變，與中央當局一致同意設立新村，打擊
砂地下組織實力。所以，政府便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即
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正式宣布在成邦江路十七哩、廿一哩
和廿二哩建立「鐵鎚行動區」，約束當地人民的行動，試圖
切斷砂地下組織的後援……（略）
有關新村內外的人民，倘若離開村外的農耕操作地點以外的
地區都必須要申請准證，否則面對法律控訴，對外地區人士
欲在村內留宿亦然，在新村建立以來，就有頗多這類觸犯案
件……（略）
時值本州之邁向和平康莊大道，全州各族，各階層人民同新
村人民一樣希望，限制早日解除。政府已決定，不過仍舊視
砂地下成員組織之誠意。因此，人民也同樣希望仍在森林中
的殘餘分子，早日返回社會，加速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作
者不詳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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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導一方面表示對新村居民處境之同情，呼籲早日解除限制，因
此在村內小孩放學的照片旁附註「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在放學後，就要
回到鐵絲網的籬笆內，多麼可憐！」，或是放了新生村管制的大門照片，
而加註「新生村大門，警察日夜在看守者」。另一方面，則又呼籲森林
內的武裝人士早日回返社會，使其新村內的親人可以重獲自由的生活。
媒體中政府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左右了局外人對新村的觀感。一般
讀者看了這些報導後，接收到的是如果與共產黨有所往來，可能會造成
的嚴重後果。如同在田野期間，因緣際會下訪談了一對在 1965 年新村
開始管制後，想盡辦法離開管制區搬到古晉的夫妻。這位年約 70 歲的
F 先生提到自己是檳城人，過去因為是軍人的緣故才會被調派來砂拉越，
後來又因任務的關係才會到 17 哩附近的 19 哩管制區，也因而認識了原
本在 19 哩商店區長大的 F 太太。
在近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裡，他們時不時就透露出他們對於「共產
黨」的恐懼與不願多談。「敏感 ... 敏感。現在也是敏感，這個敏感就
好像是傷風一樣，一個不小心就打噴嚏了！所以這個敏感的東西少跟他
接近、少去談他，就沒事了。就是要遠離啦！人家談談談……很少人會
要去談。」軍人背景的 F 先生，總是小心翼翼的講著過去的事情，他的
態度不同於 17 哩那些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們，講起往事時總是興高
采烈，絲毫不畏懼。對他來說，一切與「共產黨」有關的內容就是敏感
的，不經意談論起也許就會惹禍上身。而他所抱持的這種態度，除了在
於他原本的身分就是軍人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政府對「共產黨」長
久以來的污名有關。後者這點也往往影響了多數沒有參與左翼運動或是
並非身處於那個環境之下的旁觀者所抱持的「共產黨 = 非法」的簡化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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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會去宣傳啦！就是會說「共產黨是個非法的！」沒有
去直接喊話。就是用報紙、收音機這樣，會說不要跟他們在
一起囉！我們遠離他！他跟你這樣講了……報紙也會這樣
寫，你如果要跟他們接近，就是你自己找麻煩囉！那時候沒
有人要談的啦！人家很怕！你一談啊！談談談……等下兩方
面，一個是安一個是寧，你哪裡知道對方是不是共產黨的。
所以大家不大喜歡談這個東西，人家坐在咖啡店也不談這些
事的。只是收音機報告新聞會講講講這樣。所以在咖啡店人
家不會跟你談這些，大家都怕……不然等下人家去政治部那
邊 .... 人家不可能去談的。（F 先生 2014）

而 F 太太即使出生的地方就在距離 17 哩約 1 公里遠的商店區，家
裡開設雜貨店的她，其實和那些參與左翼運動的 17 哩老一輩新村人的
年紀相當，不過她卻沒有因此加入那些當時正蓬勃發展的組織運動。同
時在管制區初成立時，她的爸爸直接放棄了原本在 19 哩的商店和椒園，
只趕忙去討特別准證，拜託別人讓她和兄弟姊妹搬出管制區，於是在那
個紛擾的年代，她就這樣跟原本出生長大逾 20 年的地方，徹底斷了往
來。
一家人都搬到古晉的 F 太太，雖然在管制區初期經歷過短暫的無所
適從，但相對於後來被迫搬遷至新村受到更多自由、生活限制的其他村
民而言，她始終是幸運的。

那時候我爸爸沒有禁到，後來我爸爸才討我們出去的。有！

234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住管制區〕差不多幾個月啦！後來我就下去了…〔那時候〕
當然會怕囉！你就不好超過時間，如果超過，他就會問東問
西囉！我不敢，早早就回了。有人太遲回來的。就看你不順
眼的，就抓你去六哩囉！不敢太遲的！…〔那時候〕很多人
想出來。後來就留下來了，住到現在，住在那裡也習慣了。（F
太太 2014）

後來到古晉開始新生活的他們，從媒體上不斷得知的新村管制狀態
是如此困窘、不自由，其實也更堅定了他們當時拋下一切、選擇離開的
決定是正確的。這同時使他們自然而然的覺得，配合著政府的態度，不
去與之對抗，或許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進而獲得政府所期望下的安
定。這種和新村居民之間關於地下運動的不同態度，在整個砂拉越，逐
漸壓過了新村居民與左翼人士。

（七）斯里阿曼協議
斯里阿曼是馬來文 Sri Aman 的華文譯音，意謂和平。潛伏於馬印
邊界森林裡的游擊隊左翼人士（加里曼丹人民軍）在政府軍的攻擊之
下，節節敗退，而印尼蘇卡諾政權已下臺，無法獲致奧援。1973 年由
加里曼丹人民軍領導黃紀作出面與政府在砂拉越中部的省會成邦江，簽
訂和平協議，結束武裝鬥爭，砂拉越歷時多年的左翼運動，至此畫下句
點（林煜堂 2009）。23
和平協議的簽訂對還身處於六哩政治拘留中心的政治犯而言，是
23 成邦江也自此改名為斯里阿曼，只是華人仍慣稱為成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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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打擊。年輕氣盛，帶著滿腔熱血誓言反抗政府的青年們，不願書
寫自白書認罪者，自然也無法獲釋。然而即使在獄中，他們堅信依舊，
仍期待還在森林裡奮鬥的同志們，有朝一日能夠實現砂拉越獨立成功的
夢想。1973 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後，這夢想隨之破滅，取而代之
的是無盡的失落與無奈。在拘留中心的 17 哩村民黃爺爺與他的夥伴們，
一開始在得知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簽訂時，並沒有完全相信，反而還抱持
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為了要讓他們投降、承認他們過
去的所做所為而放出的假消息。

一直到斯里阿曼……在那時候我們就知道完了。那時候是收
音機有報囉！我們聽了好像是半信半疑…不知道是真是假…
覺得可能就是政府放假風聲啊！（黃爺爺 2013）

直到家人來探望後，證實了消息，他們才真正認知到，繼續在拘
留中心堅持下去已於事無補。時至今日，隨著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
訂，森林裡的同志們一個個走出森林、放下武器，同時意味著這場在砂
拉越歷經近 30 年的左翼運動也將幻滅。

到斯里阿曼的時候就沒有希望囉！希望都沒有了，你還做什
麼？！一個人做什麼，都還是要一個希望的…後來就有時候
啦！偶爾啦！三五個人高興的時候〔才會〕談起了…好像他
們還是久久有聚在一起，就有聚餐、談談這樣…開心開心…
年紀都這麼大了，你再想那些也沒有什麼用了。（黃爺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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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訪談在黃爺爺 17 哩家裡的客廳進行，他講起斯里阿曼和平協
議的簽訂以及從拘留中心出來後的過程，完全不同於數十分鐘前他講起
抗爭時的風光與無畏無懼，口氣中流露的只有無奈與失望。他提起從拘
留中心回到 17 哩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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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爺爺 2013）

拘禁多年之後，重新呼吸到拘留中心外面自由空氣的黃爺爺，就像
其他在 17 哩新村的村民一樣，開始過著日復一日辛勤工作與養兒育女
的日子。過去那段六哩的生活，好似人生的插曲，無須刻意再提。反之，
參與組織活動以及在拘留中心那段時間，疏於照顧家人，滿懷虧欠與內
疚之情。這些交雜著自我理想與虧欠的複雜情緒體現於每個於六哩拘留
中心出來的政治犯。如同另一位 17 哩村民鍾爺爺，也在從拘留中心出
來後，同時又面臨了家中經濟的現實壓力，讓過去身為人聯黨黨員與地
下組織幹部的他，自此生活歸於平淡，不再涉入太多政黨活動，專心為
家庭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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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公開的就…第一我念少書沒有這樣的才幹和能力，後來
我從六哩出來也破產了，沒有事業也沒有園了，我被抓了後，
沒有人做、園也荒蕪了。還有兄弟幫忙維持一下……我被關
了回來後，起初還是不敢想要怎樣……那時候小孩也才小學
而已，後來一班朋友才一起去做建築。我被關了兩年，放
出來的時候 28 歲，30 歲才開始做建築。（鍾爺爺 2013）

最終還是回歸家庭的鍾爺爺，歷經身無分文，完全倚靠妻子幫人做
衣服，與其他兄弟的幫忙以維持家計的日子後，30 歲的他才開始跟著
17 哩村子出外打工的潮流，慢慢從最基礎的建築工人做起，拉拔家中
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小孩長大，也彌補了自己之前被捕時未盡到的責任。
不過，即使想起過去那段歲月時，溫爺爺和黃爺爺，以及多數參與
過運動的左翼人士們，情緒中依舊帶著惆悵與無奈，但對於曾經參與過
的這些運動與抗爭，他們沒有言語中沒有透露絲毫的後悔，而且仍然堅
持著那是件對的事情。

那個是不容易做的，現在你要去做都做不來了。但是那時候
整個環境、局勢就是這樣…我們做的這些事情還比有的人來
得好喔！我們是光明磊落去做這個事情，是為了解放人類的
事業。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我們去做這些事情，沒有覺得
有什麼不對。（溫爺爺 2013）

不會錯！我們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反人民的，我們沒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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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這個如果成功，當然對人民是最好的，不成功也沒有
大礙。（黃爺爺 2013）

走過 1960 年代的 17 哩新村人其實都明白新村的過去，無論是曾
義憤填膺、絲毫不畏懼參與地下活動的左翼分子，或是原本根本不涉入
其中卻莫名被牽連進這場風波的村民，甚至還有當年才十多歲對於事件
記憶猶新，卻什麼都不明瞭的新村小孩。這些人共同經歷了新村成立的
前與後，而那戒嚴管制下的不方便與不自由、政治氛圍下人心惶惶，以
及每天擔憂生計、收成的日子，也見證了從荒芭到家園的轉變過程。

五、頓挫．新生

距離三個新村成立至今（2015）已 50 年，新村中規模最大的 17 哩
新生村，現在那裡可以見到一間大型綜合型賣場、數間銀行，近 400 多
家商家，以及每周固定吸引外地商販來擺攤的市集。同時也是這個區域
的行政中心，有著農業部、副縣公署、郵政局、警察局、診療所等等公
家單位，未來政府還選定在當地設立地區醫院，同時各個蓄勢待發的發
展商也將逐一進駐。而 22 哩的大富村因與達雅族聚落鄰近，為當地民
眾添購日常用品與糧食的地方，也像 17 哩陸續增添新的發展契機。夾
在兩新村之間的 21 哩來拓村，即使村落規模較小，但人口數在近幾年
來也大幅提升。
在教育方面，當年新村成立後，確實導致區域內的六所小學與一所
中學，僅剩三間還在新村裡的華小（杜明 2008）。重訪舊居，只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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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公學校門幾乎就要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令人唏噓；但是三個新村聚落，
各自擁有運作正常的華小，也算順理成章。相同地，在傳統華人信仰方
面，目前剛重建完成的 15 哩永真宮，原先是本係搬到 17 哩新村管制區
的 15 哩村民的信仰，目前已逐漸成為 17 哩的地方信仰；21 哩於 1991
年建成中央伯公廟，也成了來拓村村民的信仰中心；甚至遷村後仍留在
24 哩的水口伯公，目前也仍然是 22 哩大富村村民的信仰中心。24 三個
新村內村民的往來通婚，或是三個新村的聯合組織與活動，包含新生村
土風舞班、歌唱、籃球比賽等等，這些現象顯示，由於聚落集中與集體
記憶，新村已形成緊密的地方感。
曾幾何時，這三個新村早已不是那個需要倚靠胡椒種植的小鎮，更
不是那個風聲鶴唳的小延安。若非特別問起，其實沒有太多人記得這裡
曾經有的過去，更不會知道原來這熱鬧小鎮的前身，有一段辛苦的歲
月。見到當前的繁華，有人會說新村的成立是因禍得福，倘若沒有當時
集中的新村，就沒有高密度人口集中帶來的商業發展。甚至在村落中也
可能不會繼續保存著河婆客家話、菜粄、釀豆腐與擂茶這類傳統的客家
美食。
對於關切馬來西亞新村發展，也留心新村個別差異的研究者而言，
新生村自然是 A 級的模範聚落。令人滿意的現況生活，與當年企求顛
覆現狀的雄心，形成強烈對比。社會解組之後，重組了，也繁榮了。這
24 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並沒有隨著 24 哩的華人遷移至 22 哩的新村管制區而有所改變，
不過欲將水口伯公遷移至 22 哩的討論也在近年內再次出現。目前兩派意見並存，一
派為 22 哩慈善會社為主的信徒，依然持續維持 24 哩的水口伯公廟運作；另一派則據
22 哩村民何先生提到欲將水口伯公遷移至大富村的信徒大部分是相信 2007 到 2009 年
每年水口伯公在大富村遊神落童時所表達要遷移至大富村的看法，且水口伯公也在落
童時表示自己其實原本就是另一個名為「水德星君」的神，只是在過去 24 哩時村民
以為祂是大伯公（土地公），而使用了土地公的金身。所以後來在村內相信這類說法
的信徒，便開始著手組織與募款，隨後於 22 哩水德星君選定的地方興建新廟，並在
2010 年 10 月完工，成為這一派信徒在大富村的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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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讓人悲傷又無力，悲傷係因為那段強迫遷移、管制與失望的青春夢
想，無力則是最終這一切卻意外地以繁榮的生活現況作結。
這個故事以「棄國還鄉」為名，「棄國」意謂放棄了建國的理想，
意即砂拉越國族認同之頓挫；還鄉則是回歸社區與現實生活本身。戰士
與囚犯最終選擇了「還鄉」，拋棄國族建構的理想，「像一個傻瓜樣子」
地回到禁錮的地方社會，開店營生或墾耕糊口，建造了新的家園。於是
風起雲湧的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既有外在西方國際冷戰為靠山的馬來
西亞國家武力壓迫，又有內在地方社會與真實生活本身的召喚，至此頓
挫。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之初對當地原本欠缺認同，大多抱持回歸「祖
國」（中國）的態度，華人不把政治與「南洋」的地方聯繫起來，華人
的意識是中國的（王賡武 2002: 205）。戰前以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為範圍的南洋文學或馬華文學中，逐漸形成當地認同（楊松年 2001: 33102；張錦忠 2003: 110）；而砂拉越華人的當地認同，而且是以華人為
主體的砂拉越國族認同，則萌芽於日本佔領期間（王賡武 2002: 207）。
這期間經由左翼運動者的共產啟蒙，至戰後，先有 1951 年的 1029 罷
課學運，隨後砂拉越解放同盟（1953-1965）成立，至 1959 年砂盟促成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成立，先前的學運領袖後來成為地下武裝對抗的領
袖，甚至砂拉越解放聯盟擴大為北加里曼丹共產黨（1965-1990）（于
東 2009: 27-42; 227-241）。換言之，本來僅僅只是萌芽中的砂拉越華人
之當地認同，卻以左翼地下武裝運動的形式，表現為激昂的、華人為主
的砂拉越國族認同。只是這一國族認同卻因為共產黨而成為冷戰祭品，
而這正是 Yong（2006, 2013）將砂拉越客家新村定位為噤聲與犧牲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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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然而這些青年棄國而今髮鬢斑白的戰士與村民，未必純然緘默。
本文田野調查期間，2013 年的 9 月 16 日適逢馬來西亞成立 50 周
年的日子，這天在整個馬來西亞，無論是馬來半島，或是砂拉越、沙巴
各地皆有慶祝活動。慶祝活動前的這幾天，古晉政府機構周邊，乃至各
重點道路上，也如 8 月 31 號國慶日一般，掛上了州旗、國旗。電視或
廣播中，發送著曲調輕快的 2013 馬來西亞日紀念歌曲。更甭提各家報
紙在當天祝賀馬來西亞日的半版宣傳，或是商家以此紀念日做促銷的拍
賣廣告。916 近幾年才正式成為「馬來西亞日」，相對於 831「國慶日」，
對砂拉越或沙巴人來說，意義截然不同。對於曾參與過反殖民反大馬運
動的華人，916 存在著歷史矛盾。「砂拉越福利協會」成員選擇在每年
的這一天，在古晉慶祝馬來西亞日。福利協會創立於 1974 年，主要成
員為 1960 年代因砂拉越左翼運動被政府拘留者。25 協會正常運作至今，
重要的週年慶時，還出版紀念刊物。2011 年這些協會曾在古晉省的倫樂
縣辦理「慶祝 916 馬來西亞日研討會暨生活營」，計有來自斯里阿曼省、
海口區、倫樂及晉漢省等地近百人參與：

研討會的主賓兼主講人林煜堂博士、砂州前州議員沈楚南伉
儷、前北加人民軍最高領導黃紀作、李玉蘭、社區領袖田展
耀、許開明、甲必丹陳崇波、甲必丹陳文珍、楊子優、蔡南
錦、商界領袖李文光、楊德寶、著名商人楊軒進、曾佛恩、
抗日老戰士李亞留上尉、老幹部、老朋友、多名文藝歌唱界
25 砂拉越各地的友誼協會有四，其一為砂拉越福利協會，為砂拉越最早成立的老友聯誼
會，成立於 1974 年，主要成員為牢內老友。其二為 晉漢省友誼俱樂部，於 1992 年 3
月 19 日成立，主要是 1973 年和談回返家園的砂拉越人民遊擊隊老友，部分前牢內和
當年地下工作老友所組成。其三為砂拉越中區友誼協會，於 1997 年成立。其四為美
里友誼協會，成立於 2003 年 1 月，會員主要是當地從牢內和從部隊先後回返家園的
老友（作者不詳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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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員家屬等人的參加。現場掛滿國州旗及標語，使人感受
到歡樂的氣氛。
當天的首個儀式是升國旗、奏國歌，接著由福利協會主席貝
雄偉致歡迎詞，並分析國內的政治形勢和提出華社的訴求，
作出深入的評析。隨後，林煜堂應邀進行專題演講「歡慶馬
來西亞日的省思」，內容包括馬來西亞日的由來、馬來西亞
創組的過程、華族對組織馬來西亞的反映與趨勢、大馬華人
當自強、大馬憲法規定的重要條文，以及大馬憲法保障砂沙
兩州的 20 條契約。許多出席者踴躍發言提問，包括沈楚南、
楊錦煥、溫長流、薛維德、陳崇波、李玉蘭及溫三德等人，
他們的問題皆獲得林煜堂的圓滿解答。
當晚也在倫樂巴剎舉行宴開 12 席，讓老友們相聚一堂，共
享美味佳肴，場面熱鬧。慶祝會的另一高潮是由晉漢省藝康
文娛社呈獻的紀錄片《崢嶸歲月》。這是一部反映砂州百年
來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抗爭史，畫面除了旁述，還有許多真實
的遊擊戰士生活鏡頭，令人感慨萬分。此外，主辦單位也備
有歌唱表演及猜謎節目等，並由沈欽龍、溫三德、洪梅枝及
溫月英聯合主持。他們的幽默風趣，加上嘹亮的老歌、紅歌
及山歌在場飛揚，令大家盡興而散。（作者不詳 2011）

這活動的出席者包含當年軍隊最高領導、老戰友、工作隊員與家
屬，還包含而今社區與商界領袖，向心力依然。研討會討論的是攸關砂
拉越在馬來西亞聯邦地位的「20 條契約」以及播放《崢嶸歲月》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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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念念不忘者仍是當年建國之成敗功過。除了在這樣的場合裡，他們
盡情暢談之外，也書寫那段他們創造卻不被重視的歷史。這些書冊以自
傳或口述訪談的方式呈現，由砂拉越友誼協會出版，包含《往事》、《林
中獵奇》、《悠悠歲月話當年》、《風雨年代》、《砂印邊界風雲》、《回
憶 1990 年和平談判》、《心中有個宏大的世界》、《追尋民族區踪跡》
和《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的人》等等。這些活動與文本，在在顯示當年那
被放棄的砂拉越國族認同，一息尚存。
而且這樣的心境並非聚會裡的緬懷與空談而已，在實際的政治中，
依舊漣漪陣陣。例如民主行動黨古晉市國會議員張健仁即曾於 2014 年
10 月 14 日在國會下議院參與《2015 年財政預算案》辯論時提出質詢，
張氏引述蘇格蘭 9 月 18 日所舉行的獨立公投為喻，表示砂拉越及沙巴
跟西馬的關係非常類似蘇格蘭與英國。大部份砂拉越人都認為中央政府
忽略和不公平對待砂拉越，促成民間一些強烈排斥西馬的聲音。張氏質
問，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是要用什麼方式來看待這些傾向砂拉越自主權的
運動。張氏認為，解決砂拉越和西馬半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問題，最好
的方式就是正面和積極處理砂州人民的訴求和怨言，讓砂州策劃自己的
發展（聯合日報 2014）。
換言之，砂拉越華人之國族認同雖頓挫於新村與斯里阿曼協議，
但至今仍隱藏在華人心中。認同的頓挫對於華人而言，一方面無從擺脫
殖民陰影，也連帶地使多族群的馬來西亞國族認同之建構，更形艱難；
另一方面則也成為砂拉越州與馬來西亞聯邦交涉的資本。未來新世代華
人認同的萌發或不發？會茁壯到何種程度？仍繫於砂拉越內部族群政經
結構、外部東西馬關係、全球華人世界的起落與國際強權的合縱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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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尚難判定。不過，無論如何，它必定左右著砂拉越的整體政經社會
文化變遷。
最後，關於東南亞華人研究始終存在一個前典範（pre-paradigm）
的 討 論， 競 逐 者 包 含 華 僑（Overseas Chinese）、 海 外 華 人（Chinese
Overseas）、華人（Chinese）、華裔或華族（Ethnic Chinese）及離散或
散居華人（Chinese Diaspora），與此問題共渡四十年的資深研究者最終
認為不必用一個特定詞彙定義這複雜的現象，如果要用 diaspora 之類字
眼確認華人類型，我們也許不難說沒有單一的華人散居者，但有許多不
同類型的華人散居者（劉宏與黃堅立 2002：20）。砂拉越華人之棄國
還鄉的往事告訴我們，華人之國族認同被外在的殖民、冷戰與中國崛起
等因素牽引，但最終回歸地方社會與真實生活本身。正因為這一回歸，
提醒研究者對於各地華人之特殊性，應予更多的描述與分析。

謝誌：本文由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依第二作者之碩士論文〈「新生」
的十七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改寫，全文以當
事者的口述訪談為主要資料，並保留第二作者對當事者的「爺爺」或「奶
奶」稱謂習慣。第二作者研究期間承蒙當地余源昌（及家人）、李若芬、
溫三德、彭南發、彭南洋、鍾先生、溫民生、鄧日請、謝艾陵、蘇梅生、
黃敬生、陳先生、田先生、余秀蓮夫婦、夢羔子、官先生 ( 及家人 )、
林煜堂（砂拉越大學）、蔡增聰（砂華文協）、貝克民、黃葉時、劉先
生、何健華、林傳政（及家人）的受訪與協助，特此一併致謝。同時，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不厭其煩地提供主題意識及圖文細節等修改意見，
收穫實多，敬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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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受訪者說明
曾參與左翼運動者
報導人
年齡
1. 溫爺爺
71 歲

性別
男

2. 蘇爺爺

80 歲

男

3. 鍾爺爺

70 歲

男

4. 余婆婆

70 歲

女

5. 李婆婆

68 歲

女

6. 黃爺爺

80 歲

男

7. 溫先生
62 歲
8. 鄧爺爺
70 歲
未參與左翼運動者
1. 彭先生
60 歲

男
男

簡要背景
五歲時搬到 17 哩，後參與左翼運動，而被捕入拘留中
心。現在還繼續住在 17 哩。
原本不是出生在在 17 哩，只是父親在 1960 年代即在
17 哩買房子。
後來因參加人聯黨，接濟左翼人士，而被捕入拘留中
心。離開拘留中心後，才搬到 17 哩住。
原本為 16 哩人，參與左翼運動被捕入拘留中心。後來
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住，現在還繼續住在 17 哩。
出生雖不在 17 哩，但父親於她 8 歲時舉家遷移到 17 哩
做生意，後來一直住在 17 哩，並曾參與過左翼運動。
在 17 哩出生、長大，也嫁給 17 哩人。20 歲時順應 17
哩潮流參與左翼運動。
原本為 15 哩人，從年輕時即熱烈參與左翼運動，後被
捕入拘留中心。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住，目前也繼
續住在 17 哩。
現為當地地方領袖，為 22 哩人，曾參與左翼運動。
現為當地地方領袖，為 21 哩人，曾參與左翼運動。

出生在 18 哩，1950 年代末期，政府為開發 17 哩，而
將 18 哩商店遷移至 17 哩。所以他們全家開始搬到 17
哩住，並經歷了新村管制時期。
男
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2. 官爺爺
76 歲
約 70 歲 女
原本是 15 哩人，與官爺爺是兄妹，所以也在新村管制
3. 官阿姨
時搬到 17 哩。但之後嫁給別的地區的人，所以住了一
年後搬出新村。
男
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4. 陳先生
60 歲
男
原本是 22 哩人，因小時候跟隨父親到 17 哩做生意，後
5. 田先生
60 歲
來在新村管制後住在 17 哩。
男
原本是 18 哩人，後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6. 鍾先生
56 歲
其他和新村及左翼運動相關問題之報導人
男
過去為 21-22 哩之間住民，未曾參與左翼運動，約 1965
1.F 先生
70 歲
年成立管制區後搬離。
女
過去為 21-22 哩之間住民，未曾參與左翼運動，約 1965
2.F 太太
70 歲
年成立管制區後搬離。與 F 先生為夫妻。
男

附註：表列年齡係 2013 本文田調之時受訪者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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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古廟遊神中的新山客家公會與感天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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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柔佛古廟遊神近年來漸受矚目，並且許多海內外的學者也開始
關注。此次考察主要聚焦在古廟遊神期間，新山客家公會如何處理所負
責的感天大帝（古廟五尊主神之一），以及遊神期間客家公會的相關活
動。遊神活動一共前後五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三天的出鑾、第四天
的夜遊與第五天的回鑾。筆者將以逐日描述所觀察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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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hor Bahru Hakka Association and
Gantiandadi in the JB Chingay Festival
Henry Ren-jie Chong*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Johor Bahru Chingay Festival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famous
event attracting much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wide. This paper is
a fieldwork report of the JB Chingay Festival which lasted for five days
in 2015. The main events were held between the third and fifth days.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Johor Bahru Hakka Association and its events
during the JB Chingay Festival for the deity, Gantiandadi ( 感天大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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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山華人社會、中華公會與五幫會館
1940 年代，在柔佛的實際統治者天猛公達因伊布拉欣（Daing Ibrahim）的農業發展政策的推動下，以及新加坡土地資源有限，許多胡椒
與甘蜜種植者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新加坡以北的柔佛州（Trocki 2007: 98123）。
柔佛州首府新山（Johor Bahru）最初是柔佛開發的前哨站之一。但
由於新山位於當時柔佛州主要經濟作物產區的中心（當時主要產區分別
位於柔佛南部的四條河流：埔萊河、士古來河、地不佬河、柔佛河），
以及其位置最靠近新加坡，因此新山在 1855 年成為柔佛的行政與商業
中心（白偉權 2015: 39-43）。
柔佛歷代蘇丹 1 招募華人到柔佛從事經濟作物的種植，新山也因此
成為柔佛華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當時的新山華人大多是潮州、福建、
客家、海南、廣肇等五幫人士，其他籍貫人士則較少。雖然自 19 世紀
末以來，其他籍貫人士逐漸增加，但是新山華人社會始終以潮州人為主
（安煥然 2009：110-111）。
新山華人社會最早的社會組織是義興公司。義興公司於 1916 年因
政府政策而解散，但是自 19 世紀中葉到其解散這段期間，義興公司儼
然是新山華人社會的最高機構（安煥然 2015：101-111；白偉權 2015：
81-103）。1922 年華僑公所成立，成為另一個代表全新山華人的組織。
二次大戰時會務停頓，戰後於 1946 年復辦，並且改名為新山中華公會，
至今仍然是新山華人的最高代表機構。2
新山中華公會之外，華人群體主要按照籍貫來劃分，因此新山五幫
會館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團體。3 新山客家公會是五幫會館之一，成立於
1926 年（1927 年其名稱出現於柔佛政府憲報中），最初名稱為新山客
1
2
3

柔佛州的天猛公家族後來成為柔佛蘇丹。
新山中華公會簡史，詳見新山中華公會（年代不詳）。
五幫會館分別是潮州幫的柔佛潮州八邑會館、福建幫的新山福建會館、客家幫的新山
客家公會、廣東幫的新山廣肇會館和海南幫的新山海南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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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同源社。太平洋戰爭時期停辦，戰後 1947 年復辦，並於 1992 年改名
為今日所知的新山客家公會。在這期間，新山客家公會皆以新山客家人
的代表自居，活躍於新山華人社會。雖然曾一度分裂成兩個社團，但是
新山客家公會依然被視為是新山客家人的代表（吳華、舒慶祥 2007：
173）。4
新山中華公會與五幫會館在現今新山華人社會中佔據重要位置，雖
然也有其他基於地緣、血緣與業緣而組成的社會組織，例如新山廣西會
館、柔佛潁川陳氏公會與新山司機公會等，但是影響力與公信力始終不
及這六個新山華人社會組織。

二、柔佛古廟與遊神
柔佛古廟現今是新山中華公會的附屬組織。柔佛古廟位於新山市中
心的直律街（Jalan Tuas），相傳建立於 1870 年左右。5 古廟的主神是元
天上帝，除了洪仙大帝、感天大帝、華光大帝和趙大元帥做為陪祀的神
明之外，廟內也供奉速報老爺等神明，並且在廟旁分別奉祀觀音和風雨
聖者。6

4
5
6

新山客家公會在 1980 年代末分裂，但是新山客家公會仍被其他組織視為是新山客家
人的代表。另一客家公會 —— 新山（大馬花園）客家公會在前些日子承認新山客家
公會在新山華人社會的地位。
柔佛古廟具體的建立時間始終無法斷定。根據古廟現存最早的牌匾與古鐘上所書，古
廟在 1870 年時就已經存在。
風雨聖者亭原先是獨立於古廟之外，但是在 1991 年政府強行拆除古廟山門時風雨聖
者亭也同時被拆毀。在 1995 年古廟重修之後，風雨聖者亭變成了古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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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偶佛古廟示意圖
圖解說明：1. 感天大帝 2. 趙大元帥 3. 元天上帝 4. 華光大帝 5. 洪仙大帝 6. 回鑾後謝神意
識的供桌所在位置 7. 觀音像 8. 風雨聖者
資料來源：筆者繪

不論是柔佛古廟還是古廟遊神活動時，都由新山中華公會所主導，
並由新山中華公會屬下的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實際負責。五幫會館（柔
佛潮州八邑會館、新山福建會館、新山客家公會、新山廣肇會館與新山
海南會館）則在柔佛古廟與古廟遊神中都佔有重要位置。五幫會館在柔
佛古廟管理委員會中各有一位代表，並且古廟中所供奉的五尊神明也分
別由五幫負責。古廟的主神元天上帝由柔佛潮州八邑會館負責、洪仙大
帝由新山福建會館負責、感天大帝由新山客家公會負責、華光大帝由新
山廣肇會館負責，以及趙大元帥由新山海南會館負責。這一分配方法不
但用於平日，在遊神期間也如此分配，由各幫抬自己所負責神明的神
轎。相傳這是在 1922 年時，當時五幫協議出來的結果，由一幫奉祀其
中一尊神明。7
7

在建立此協議時，部分會館尚未成立，例如柔佛潮州八邑會館。因此五幫的分配結果
如何演變成現今由五幫會館負責，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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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古廟運作的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於 1945 年成立，但是在 1949
年時決定由投標的方式把古廟的管理權委託給廟祝管理。1996 年開始，
新山中華公會廢除此方式，改以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這看似新山中華
公會開始進一步加強對於柔佛古廟的控制權。但是控制權的加強可追溯
到更早。1980 年代柔佛州政府宣布，將徵收柔佛古廟部分地段做為發
展之用，因此柔佛古廟面臨了是否拆遷的問題。新山中華公會這時一反
以往對柔佛古廟不大重視的態度，而強調柔佛古廟是新山華人文化的一
部分，必須予以保留（安煥然 2009：263-264）。
當時也可看見柔佛古廟遊神活動的參與者有所變化。舊時古廟遊神
時並沒許多人自願抬神轎，甚至曾經陷入必須出錢請人抬轎的窘況（新
山中華公會、柔佛古廟修復委員會 1997：109）。可是在 1970 年代開
始，這一局面卻扭轉過來，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自願抬轎。根據筆者在
遊神時詢問一些參與遊神多年的人士，指出當時謠傳以前被招募去抬轎
的窮人在抬轎之後開始興旺，因此吸引了許多人自願加入。8 雖然不知
道這則訊息的可信度以及最早的散播者，但是從中可知，遊神在 1970
年代開始再次受到華人社會的重視，在 1980 年代成為華人社會中的一
大盛事，而這恰好與新山中華公會開始積極加強對古廟的控制權的時期
重疊。
柔佛古廟與古廟遊神的再興同當時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與社會息息
相關。1969 年馬來西亞發生 513 事件後，9 馬來西亞政府在政治、經濟、
社會與文化上採取扶持馬來人與單元化政策，因此馬來西亞華人在各方
面感受到自己的地位下降，進而催生了獨中復興運動等動作來試圖抗拒
8
9

筆者在遊神期間（2015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2 日）向好幾位古廟遊神的參與者詢問此
一問題，都得到類似的答案。
1969 年 5 月 13 日馬來西亞大選後發生種族衝突，馬來西亞也因此進入戒嚴時期，直
到 1971 年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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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潘永強 2005：203-232）。在此脈絡之下，再加上古廟面臨
可能被拆遷的命運，因此新山中華公會把柔佛古廟和古廟遊神視為是華
人文化復興的舞臺，進而進一步加強對古廟的控制權，並且重新改造了
古廟遊神活動。
現今的古廟遊神於每年農曆正月 18 到 22 日舉行。分別是亮燈儀式
（18 日晚上）、洗街（19 日）、出鑾（20 日）、夜遊（21 日）和回鑾（22
日）。正月 18 日的亮燈儀式於晚上在行宮舉行，為近年來開始設置的
儀式。19 日洗街時，除了清洗夜遊行經路線的街道之外，也在古廟內
捆綁神轎，為接下來的活動做準備。20 日到 22 日為遊神活動最重要的
三天。20 日上午將五尊神明從古廟移駕到行宮，供信眾們參拜；21 日
晚上則為眾神夜遊，繞境一周，同時也是遊神活動中最多人參與最為熱
烈的活動；22 日早上，眾神則從行宮回到古廟，遊神活動也於是結束。10
古廟遊神何時開始已不可考。最早的記錄可追溯自 1888 年在《叻
報》上的一則名為〈柔佛賽神〉的報導：

柔佛地方向例，每年於正月二十日為賽神之期，儀仗搖
風旌旗映日，更召名優往為演劇，亦可算窮荒小島中之繁
華世界。本日該處賽會之期已屆，諒今春風景當不減於曩
年，盍往觀乎得以及時行樂也。（不著撰者 1888）
此外，在 1890 年在《叻報》上又見關於古廟遊神的報導：

柔佛地方所有旅處之華人，向章歷年均於正月二十日舉行
賽神之舉，現在業已屆期，故於是日賽會一天，并於晚間
10 遊神中的儀式詳情見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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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遊兩夜，僱定戲劇往為開演，而本坡慶百年班業經定往
一時。叻地諸人往為觀玩者亦不乏人，是亦可見一時之盛
也。爰誌之。（不著撰者 1890）

雖然不知古廟遊神何時開始，但從以上《叻報》的兩則報導，可知自
1880 年代起，古廟遊神已經成為新山華人社會中的重要活動，並且吸
引不少外地人前來參觀。
此外，現今的遊神與往日的遊神有所異同。根據以上報導，在
1890 年時的夜遊一共兩晚，與現在的夜遊一晚不同。但是眾神繞境、
戲班公演和舉行日期依舊未變。但是報導裡面所沒提到的是，所上演的
戲是酬神戲或者是為了其他目的。
古廟遊神時，遊神隊伍的神明出遊順序是由趙大元帥打頭陣，接下
來分別是華光大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最後由元天上帝壓陣。此
外，五幫會館也按照自己所供奉的神明列隊。這樣的隊伍行列被視為是
一傳統，但是卻不盡然。在 1921 年《新國民日報》中的相關記載中，
指出古廟遊神的隊伍排列是廣東、海南、客家、潮州和福建（何醒民
1921a、1921b、1921c），甚至參與遊神多年的人曾指出，以前遊神出
廟門時，各幫是互不相讓甚至起衝突的。
現今實際負責新山客家公會在遊神期間相關活動的組織是感天大帝
奉祀委員會。其組織在每年遊神之前召集工作人員，並以男性為主。在
遊神過程前負責綁神轎、遊神過程中抬神轎與安排參與者進入感天大帝
隊伍中抬神轎、負責在行宮看守神轎等工作。為了在遊神期間區分他
們，因此穿上綠色有領汗衫（見圖 3）與一般參與做分別。下文中的護
轎組即指此組織。

三、遊神的第一日（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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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神的第一日的活動是晚間的古廟遊神亮燈儀式，此儀式是自 2006
年後為了推廣柔佛古廟遊神才開始的活動。儀式舉行的地點是行宮前廣
場，為了舉行亮燈儀式，古廟方面在行宮前廣場上（行宮前）搭建了一
座臨時舞臺。

圖 4 行宮示意圖
圖解說明：1. 感天大帝 2. 趙大元帥 3. 元天上帝 4. 華光大帝 5. 洪仙大帝 6. 和合二仙 7. 客
家歌臺 8. 海南戲臺 9. 潮州戲臺 10. 廣東戲臺 11. 福建戲臺
資料來源：筆者繪

行宮的前身即是神廠。2006 年現今的神廠落成時，才改名為行宮。
原先每年遊神的神廠所在地並無固定，曾經坐落在新山舊菜市場旁（黃
亞福街）與舊巴士總站旁（直律街上）。但在 1978 年時在新山華人義
山綿裕亭旁建設一座永久性建築做為神廠，從此神廠則固定在綿裕亭
旁。直到 2006 年新神廠（行宮）改遷至舊神廠的後方。
雖然亮燈儀式定於晚上 7 點開始，但 7 點時仍然在準備中。當時會
場上播放新年歌（由於遊神活動非常接近新年，並且近 20 年來與新年
做連結，因此新年歌與遊神之間並不衝突），觀禮者也陸續增加中。7
點 30 分開始播放去年遊神的影片，並且中華公會與五幫會館的代表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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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就坐，隨後儀式正式開始。
儀式首先分別由柔佛古廟管委會主席、新山中會公會會長和柔佛州
旅遊商貿與消費事物委員會副主席的代表分別致辭，隨後新山中華公會
頒發紀念品於政府代表。
接著是亮燈儀式的重頭戲。新山中會公會會長、五幫會館的各個代
表、古廟管委會主席、新山中會公會執行顧問上臺以進行亮燈儀式。此
九人上臺並同時按下按鈕，行宮前廣場上所掛的燈籠同時亮起之外，也
燃放鞭炮和煙花。隨後臺上進行表演，除了各會館的表演隊伍上臺呈現
舞龍舞獅、鑼鼓、武術表演之外，也有一些新山華人表演團體上臺表演。
在第一晚的儀式之中，五幫會館並無特別的儀式或其他活動，主要
作為儀式參與者配合新山中華公會的活動。

四、遊神的第二日（洗街與綁神轎）
廟方於正月 19 日進行洗街儀式。洗街儀式從早上 11 點開始，沿著
古廟遊神夜遊路線行走一次。在洗街儀式開始前，工作人員在元天上帝
神像前準備洗街所用的符水與米。米中參雜了鹽、符（燒過的灰燼）和
茶葉，符水則除了燒過的符和水之外，也加入了紅花。在儀式結束時眾
人高喊「發啊／興啊」（潮州話）為結束。洗街時沿途噴灑符水和米，
以清掃遊神路線上被視為不乾淨的事物。在洗街過程中，在進入行宮時
洗街隊伍的速度加快，並且在行宮中特別繞行一圈。在行經各個十字路
口時，也特意撒較多的符水與米。在出發之前曾經詢問洗街的負責人，
洗街的目的是因為路上的交通繁忙車禍多，因此在遊神之前必須清掃街
上的不潔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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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柔佛古廟遊神路線圖
資料來源：不著撰者（2013）

洗街的當天下午則在古廟內進行綁神轎儀式。此儀式把神桌上的五
尊神明請下，並且放入神轎之中，然後把神轎內的神像固定，以及把抬
神轎所需的兩槓固定並捆綁好。
客家公會負責的感天大帝的綁轎儀式是由感天大帝奉祀委員會負
責，並由其主席陳奕錦先生指揮。儀式開始時，由客家公會署理會長把
神像從供桌上搬下來（以往是由會長所搬下，但是因為會長出國，所以
由署理會長代替）。但是之後的工作則由奉祀委員會主席主導。當神像
安坐在神轎後，首先由主席或者其副手把神像的臉擦乾淨。
在綁神轎的時候，細縫之處用金銀紙填滿以固定神像。這些用於綁
神轎的金銀紙將會在事後分成 1,000 份，然後分發給新山客家公會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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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結束之後的第二天所主辦的平安宴的出席者。除此之外，如果事前曾
擲杯取得神明許可，神轎中也會放入一些首飾，並在平安宴上供參與者
競標（所得款項將用於遊神經費上）。今年的福品之中比較特別的是感
天大帝神轎後面的五支令旗。以往遊神前的擲杯都沒取得神明允許，但
是今年則取得神明同意。
在用金銀紙固定好之後，最後的部分則是用紅布把神像緊緊固定於
神轎上。這程序也是由主席開始，或者由其副手代勞。在這一過程中，
必須確定雙手必須乾淨。
固定神像的同時，也必須在神轎前後兩槓之間的橫木兩旁纏繞繩
子。這必須先用粗繩纏繞於兩槓之間，並與橫木並行。橫木的中間則另
有一條短槓，供搖晃神轎時提供支點。綁好後，再以細繩纏繞粗繩，最
後淋水讓其穩固。這種綁法可讓神轎搖晃時有支點可供搖動，並且也可
讓神轎在整場遊神活動中撐住而不會發生斷裂等意外。根據筆者問及旁
人，這種綁法是自 10 多年前因搖晃神轎而開始的。
在綁好之後，主席與幾位資深成員拿出手機，不斷對照先前遊神時
拍的神轎照片，以確定完美。最後再拍照供明年使用。

五、遊神的第三日（出鑾）
出鑾儀式當天，遊神隊伍自 11 點整從柔佛古廟出發。隊伍以柔佛
古廟的開路車（新山中華公會直接管轄）作為首發，前面並有「迴避」
與「肅靜」的牌子。根據遊神的資深參與者所言，原先隊伍前方有「甘
蜜」、「胡椒」、「黃梨」與「橡膠」等字樣的燈籠，但是在 1970 年
代末就被淘汰了。
出廟順序如果以神明／神轎為序，是趙大元帥、華光大帝、感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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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洪仙大帝與元天上帝。如果以幫群則是海南、廣東、客家、福建和
潮州。因此換句話說，遊神隊伍的組織方式是以五幫為標準的。同時在
夜遊當日，耶耶亞哇路上的列隊處也以五幫做為區分。因此遊神隊伍也
可分成五隊，每一隊以一個會館作為負責人。
除了神轎之外，在隊伍中也有舞龍隊、舞獅隊、武術團體與鑼鼓團
等。根據陳主席所言，遊行的表演隊伍雖然是歸於其中一個幫群的遊行
隊伍之下，但能否成為遊行表演隊伍則是由中華公會決定。入選之後，
則會隨機安插在其中一支隊伍之中。每一支隊伍大多以卡車為首，並且
卡車上有某神明出遊等字樣。隊伍則以神轎壓陣。隊伍與隊伍之間則首
尾相連，形成整支遊神隊伍（從遊神的觀眾角度而言是一支隊伍，但從
參與者來看則是分成好幾支）。
在感天大帝神轎起轎時，用華語念頌文，廟內的客家公會護轎組人
員跪下。頌文如下：「… 柔佛古廟眾神出遊，新山客家公會感天大帝
奉祀委員會領奉感天大帝巡駕出遊，由本會感天大帝奉祀委員會主席陳
奕錦率領眾善向感天大帝進香 …」頌文念完後，眾人隨著司儀三進香
（向神轎鞠躬）。在這儀式中，只有主席一人拿著一支大香，並在頌文
結束後把香插在神轎前。根據主席所言，採用華語而不用客家話是因為
現今一些人聽不懂客家話，所以改用華語。
感天大帝神轎出了廟門則轉右沿著直律街往行宮走去。但是神轎在
過程中將在義興路上的新山廣場前停下（現為逸林飯店「Doubletree」）
，以裝上神轎轎頂。根據新山客家公會的遊神負責人表示，這做法並沒
具有任何宗教因素，而是因為神轎在加了轎頂之後過高而無法出廟門，
因此選擇在這裡裝上轎頂。感天大帝的隊伍在出鑾當日行進的時候，神
轎的前方則是感天大帝的香爐隊。與感天大帝護轎組以男性為主不同，
香爐隊則是以女性為主。根據感天大帝奉祀委員會的成員所言，男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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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加入護轎組。由於女性不能抬神轎，因此參與遊神工作的女性其選
擇之一是加入香爐隊。根據筆者自己的觀察，在客家隊伍中，最為接近
神明的是護轎組，接下來則是香爐車隊，兩組工作量相近，因此女性加
入香爐車隊是最可接近神明的參與方式。在筆者隨著感天大帝神轎行進
時，香爐車隊的一位婦女與護轎組的一位男性之間的對話，亦顯示女性
嚴禁抬神轎。11 雖然部分儀式允許女性參與，但是神轎是禁止觸碰的。
此外，根據一些參與者的說法，一些儀式雖然名義上允許女性參與（例
如綁神轎和製作洗街時的符水），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女性參與。12
在神轎抵達行宮內並且落轎之後，護轎組馬上在神轎前擺好香爐與
供桌，並供上祭品。隨後客家公會眾人人手一支香跪下，由新山客家公
會會長擔任主祭（陪祭則是奉祀委員會主席與署理主席），率領眾人向
感天大帝行三敬香禮。隨後獻上五牲、五素、五果、發糕、年糕等糕點、
茶、酒、金銀珠寶（以金銀紙代替），最後眾人行三鞠躬禮，儀式告一
段落。
在出鑾當晚 7 時左右，客家公會在行宮內舉行名為「天穿日」的祭
祀儀式。儀式在行宮前廣場進行，供桌正面朝向行宮內的感天大帝。「天
穿日」據說是客家特有的節日，紀念女媧補天的日子。但是根據筆者觀
察，此儀式並沒有提到天穿日，反而是以「遵古制，上疏文」為名，並
且上奏的對象為感天大帝。
這場儀式的主祭是客家公會會長，陪祭則有感天大帝奉祀委員會主
席與客家公會署理會長等新山客家公會的理事以及南洋客總副會長。其
他人也可參與此儀式，但只有參與儀式的主祭和陪祭們可奉上自己的疏
文，其他人則無此權利。換句話說，能夠奉上個人疏文者，皆是新山客
11 在此婦女轉身與此男性聊天時，開玩笑要碰神轎，該名男性則嚴肅表示女性不可觸碰
神轎。
12 根據遊神參與者的說法，女性如果來月事，也不能參與這些名義上被允許參與的儀式。

柔佛古廟遊神中的新山客家公會與感天大帝

267

家公會的理事或其附屬組織的重要成員。
儀式進行時先上香，然後先後獻上三牲、五素、發糕、年糕、茶、
酒、花、元寶（金銀紙）等物。隨後由其中一名理事念出屬於客家公會
的疏文。念完後，主祭在供桌前把疏文點燃，將其投入一旁的焚化爐中。
隨著陪祭們把各自的疏文投入焚化爐後，元寶也投入焚化爐中焚化，最
後全部人回到原位。隨後司儀宣布：
「所有祈福弟子，向神功妙濟真君感天大帝行頂禮。感天大帝晉收
書文，祝愿大家心想事成，一頂禮。願大家闔家平安，滿門口口，再頂
禮。願國泰民安，五穀豐耕，三頂禮。禮成。」
新山客家公會的天穿日祭祀活動，可說是舊瓶新酒的傳統。雖然提
到了天穿日，但是在具體的祭祀方法與祭祀的對象，卻是自己發明的傳
統。對於這點，司儀也明白告訴筆者，這是他們近年來才舉辦的活動，
而非遊神時原有的儀式。
天穿日的日期有好幾個，其中正月 20 日最為流行，並且恰逢古廟
遊神活動，因此不難想像為何選擇正月 20 日舉辦這一活動。此外，其
他地方的天穿日活動並無向感天大帝祈福的儀式，由此也可推測感天大
帝成為新山地區天穿日的核心，應該也與新山客家公會的活動皆圍繞著
感天大帝有關，尤其，新山客家公會現今除祭拜感天大帝外並無供奉其
他神明，使得感天大帝自然成為其祈福與供奉對象的第一選擇。
自五尊神明抵達行宮到離開行宮夜遊當晚為止，行宮前的五個固定
舞臺上則會上演大戲籌神。洪仙大帝前的舞臺上演福建歌仔戲，華光大
帝前的舞臺上演粵劇，元天大帝前上演潮劇，趙大元帥前上演海南戲。
但是感天大帝前的舞臺並無上演客家戲曲，而是以合唱、舞蹈與魔術表
演等取代。根據陳主席所言，在新馬很難找到客家戲班，海外戲班則手
續繁雜，因此空置好幾年。10 多年前，在與新山中華公會討論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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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行的表演來取代客家戲曲。根據筆者的觀察，出鑾當晚 ( 正月 20
日晚上 ) 的表演最為豐富，這時間上香的人最多，而且也是整個遊神過
程中，行宮最熱鬧的夜晚。當天的表演除了舞蹈與魔術之外，更多的是
各個合唱團演唱客家山歌。除了新山客家公會自己的合唱團之外，也有
多個來自新加坡客家會館的合唱團上臺表演。根據陳主席的說法，許多
客家合唱團往往熱烈回應他人的表演邀請，如新加坡的合唱團往往會答
應姐妹會館（即新山客家公會）的邀請而來到新山表演。
自感天大帝白天進入行宮之後，即開放給信眾參拜。信眾除了在總
香爐插香之外，也在五位神明前的香爐前插香。信眾在感天大帝前的香
爐插香之後，一旁的工作人員也隨即將金銀紙分予信眾。根據筆者觀
察，在感天大帝旁，有一群客家公會奉祀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折著金銀紙
以供香客索取。另外在神轎的兩旁也有工作人員負責分發金銀紙給參拜
的香客。
根據陳先生告知，工作人員為奉祀委員會成員。在感天大帝停駐行
宮期間，奉祀委員會採取了輪班制度，以看護神轎神像與負責相關事務
（向祭拜感天大帝的善信分派平安符、貴人紙和金銀紙）。排班分成三
個時段，第一個時段是從出鑾當日到夜遊當天的凌晨一點，第二個時段
是凌晨 1 點到早上 7 點，第三個時段是早上 7 點到中午。
根據主席所言，在他年輕時（1970 與 1980 年代），並沒這制度，
當時所參與的遊神活動往往是與其朋友一同留下過夜看守。但是隨著年
齡增長體力無法支撐，而開始召集身邊的親朋好友共同參與，分派時間
輪流值班以減緩體力的消耗。
根據筆者觀察，輪班制度是新山客家公會在最近 30 年來的遊神活
動中逐漸形成的不成文制度，並為其他人所接納。此制度的形成與新山
客家公會護轎組的資深成員成為公會的理事有關，可以說他們主導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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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組織方法。此輪班制度不但讓工作人員得以保留更多體力，無形中
也擴大了工作人員隊伍，並藉此不斷招募新血加入。

六、遊神的第四日（夜遊）
雖然遊神第四日的白天並無活動，但是行宮仍然人潮不斷，許多信
眾都來行宮上香祈福。
下午 5 時左右，諸遊神表演隊伍便會陸續進入行宮前廣場對五尊神
明膜拜。但是由於時間限制與場地人數過多，有些隊伍無法進入現場。
為了方便隊伍進場，主辦單位在行宮前廣場上用活動圍欄隔出一空間方
便各隊伍入場膜拜和退場（此空間正面朝向行宮）。入場膜拜的過程是
這樣的：首先司儀得知什麼隊伍將會入場，並於該隊伍入場時進行介紹。
入場後，隊伍會進行表演然後離場。
到了 6 點左右，行宮前廣場與行宮內都是人。司儀（古廟籌委會主
席與顧問二人擔任）開始說話炒熱氣氛。主要炒熱氣氛的方式是要求行
宮內外的群眾不時呼喊口號（「發啊／興啊」）。在行宮內，其中兩尊
神轎也被抬起，並且不時開始搖晃神轎。
6 點 36 分，籌委會主席率客家護轎組眾人在神轎前跪下，雙手合
十敬拜。6 點 40 分，抬起感天大帝神轎，並且開始搖晃神轎。這段期間，
行宮內的五組人馬（以五尊神轎來區分），也分別競相搖晃神轎與呼喊
口號（「發啊 / 興啊」），以顯示各幫之力量。
大約 7 點鐘的全體祈福儀式結束之後（眾人雙手合十），司儀宣布
柔佛古廟遊神夜遊活動開始，趙大元帥與華光大帝之後，感天大帝的神
轎也隨之離開行宮。
在華光大帝準備離開行宮時，行宮內穿著客家公會遊神衣的人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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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結人牆為感天大帝神轎開道，人牆從神轎前一直往外延伸到行宮前
廣場。當司儀宣布「恭迎感天大帝聖駕」後，神轎就開始往外移動，隨
後就在行宮前廣場上搖晃。
大約在 7 點 40 分，在耶耶亞哇路上與裝載福品的卡車與客幫遊神
隊伍中的表演隊伍會合，並等待全部遊神隊伍列隊完畢。在等待的同
時，一些表演隊伍也會到神轎前向感天大帝敬禮。
根據筆者觀察，客幫遊神隊伍包括了客家公會的開路車外，先後順
序有千秋鼓、客家公會舞龍隊、燈籠車、白鶴派武術體育會、金英堂之
五福臨門（大頭娃娃）、客家公會花車、客家金獅團、福品車和香爐車，
最後則是感天大帝的神轎。

圖 11 夜遊中的感天大帝神轎
資料來源：筆者攝

在神轎行進之時，不時會停下並搖晃神轎。這種方式在古廟遊神的
出鑾、夜遊和回鑾三天都可見到。根據筆者在 2013 年詢問洪仙大帝護
轎組的成員所獲得的回答，指出這表示神明高興。在今日的遊神活動
中，除了元天上帝的神轎沒有搖晃之外，其他四位神明都有搖晃神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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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根據民間傳說，因為元天上帝是古廟的主神，如果搖晃元天上帝
的神轎，表示新山華社的根基也會跟著晃動，因此為了華社的平安穩定
而禁止搖晃元天上帝的神轎。
在 2015 年出遊時，筆者詢問感天大帝護轎組卻得到不同的答案。
根據一位資深參與者的記憶，2003 年之前並沒有搖晃感天上帝神轎的
傳統。2003 年新山客家公會更換神轎時，曾擲聖杯問感天大帝是否可
以搖晃神轎，在獲得神明允許後，才開始有搖神轎的傳統。在這之前，
感天大帝的神轎與現今抬元天上帝神轎的方式相似。除了一般正常的抬
動神轎之外，也會不時把神轎舉高。但是在今天，抬高神轎的方法則被
左右搖動神轎的方式取代了。雖然是神明答應，但是根據此先生所言，
當年舊有的抬神轎方式較難吸引年輕人來抬神轎。相反地，有搖晃神轎
的神明則會吸引許多年輕人前來抬轎。因此，決定改換抬轎方式其實是
為了吸引更多人來，才導致最後有打杯詢問神明之舉。
根據這位資深參與者的回憶，以前一定會在新山客家公會的舊址
（位於伊布拉欣路上）前抬高神轎（尚未變成搖晃神轎前）。每當遊神
期間感天大帝的神轎經過客家公會時，感天大帝的神轎會在客家公會門
口前停下，並且把感天大帝神轎正面對門口，然後高舉神轎。但是隨著
新山客家公會搬遷至現址，此一傳統不再顯現。
當感天大帝神轎進入黃亞福街，並步入恭迎臺前的表演場地時，已
經是晚上 11 點左右。恭迎臺在 2005 年設立，最初目的是為了在此地集
中進行表演供眾人觀賞，同時恭迎臺也是貴賓席的所在地點，其目的是
讓貴賓觀賞遊神，例如在之前曾迎來柔佛州蘇丹王儲（現任柔佛州蘇
丹）。
當恭迎臺上的司儀說「恭迎感天大帝聖駕」之後，護轎組（主要是
穿客家公會遊神衣的男性）在兩旁築起人牆開路，同時抬著神轎的人在
奉祀委員會的領隊指揮下，喊著「一、二、一、二」快步走到表演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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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然後在恭迎臺前停下並搖晃神轎，同時周圍的人也高呼口號（「發
啊／興啊」）。之後再快步離開恭迎臺前的表演場地。
當神轎經過恭迎臺後，客幫遊神隊伍中的表演隊伍（例如白鶴派
的獅隊與五福臨門的大頭娃娃）在義興路和敦阿都拉薩路的交界處離開
隊伍。在離開隊伍之前，這些表演隊伍會再度來到神轎前，對感天大帝
行禮，然後再離去。
大約凌晨 1 點 5 分，神轎回到行宮。如同出鑾當日，在進入行宮之
前，先在行宮前廣場外轉向，神轎背對著進入行宮。當神轎放下之後，
奉祀委員會眾人清理因進入行宮時勾在神轎上的彩炮絲帶，隨後由委員
會主席帶領跪下並雙手合十，行鞠躬禮 3 次，然後呼喊口號（「發啊／
興啊」）。隨後在神轎前再度擺上香爐，並且由籌委會主席奉上第一支
香。雖然其他隊伍尚未回來，但是客家公會當天的任務大多已經完成。

七、遊神的第五日（回鑾）
大約早上 10 點左右，行宮廣場和行宮內仍有三三兩兩的人前來參
拜，但是有別於前兩日，這時候的人潮少很多。感天大帝奉祀委員會的
眾人也在這時開始移開香爐等，為神轎離開行宮做準備。
大約 10 點 43 分，奉祀委員會眾人在神轎前跪下，並由會長持大香
一支，負責帶領眾人向感天大帝上香敬禮。隨後在奉祀委員會主席的協
助下，把大香安插於神轎上。之後眾人喊口號（「感天大帝」──「發
啊／興啊」）。隨後則抬起神轎。
雖然神轎抬起，並非馬上離開。司儀（古廟管委會主席）與眾人開
始呼喊口號，然後宣布回鑾活動正式開始。與出鑾和夜遊的順序一致，
海南幫的趙大元帥與廣肇幫的華光大帝先行離開。客家幫的感天大帝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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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三位。
在司儀宣布「接下來我們恭請感天大帝聖駕回鑾」後，感天大帝的
神轎也隨之抬起並離開行宮。與出鑾和夜遊有些不同，感天大帝回鑾時
抬轎人數較少，客幫隊伍中也沒有表演隊伍隨行（除了神轎前的香爐車
與燈籠車之外）。但是搖動神轎的活動仍然進行。
回鑾的路線是從行宮直接返回柔佛古廟，剛好與出鑾當日路線顛
倒。在回鑾路上，神轎在義興路上停下以拆卸神轎頂蓋，並且香爐也放
上卡車，燈籠車也隨之撤走，隨後則繼續前進。
進入古廟後，神轎放在庭院中，隨之開始解下神像。在把神像從神
轎中取出之後，眾人等待司儀宣布進行下一步驟。當司儀宣布感天大帝
入座之後，由會長本人抱著神像，並且由其他奉祀委員會成員開路，把
神像放在神桌上。然後幾位資深成員負責把神像擺好與整理，最後再擲
聖杯詢問感天大帝是否滿意。如果是聖杯則不需再做調整，如果不是則
稍微移動神像等直到神明滿意為止（擲杯決定）。當所有神像進入古廟
正殿並且安頓好後，古廟管委會主席則誦讀祭文，信眾並隨其命令三度
鞠躬，整場古廟遊神也隨之結束。但是新山客家公會仍然有儀式仍要進
行。
在遊神結束後，各個會館則分別進行謝神儀式。新山客家公會在正
對著感天大帝神像前的庭院處，擺設供桌與祭品。由新山客家公會會長
為主祭、感天大帝奉祀委員會主席和客家公會署理會長為陪祭，率領廟
中新山客家公會眾人膜拜。
首先眾人在供桌前跪下，隨後司儀誦念，感謝感天大帝三天來保佑
參與遊神活動眾人的安全。在眾人行禮並上香之後，主祭與三位陪祭
們 13 獻上三牲、五素、花果、發糕、年糕、茶、酒、金銀元寶（金銀紙）。
13 就在儀式即將開始時，一時之間找不到原先安排的一位陪祭，因此臨時安排另一位陪
祭。後來原先安排的陪祭出現，會長於是也請他一起來參與祭祀，所以本次謝神儀式
共有三位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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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所有客家公會群眾行三頂禮，儀式就宣告結束，隨後眾人分享並食
用祭品。對於新山客家公會而言，一年一度的新山古廟遊神也宣告結束
了。
在遊神結束之後的第二天晚上，新山客家公會舉辦平安宴。遊神時
隨行的福品也在平安宴上供人投標。投標所得款項供感天大帝奉祀委員
會用於第 2 年的遊神慶典之上。

八、結語
筆者自 2003 年起與友人多次參與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的古廟遊
神活動，在 2015 年遊神時成為觀察者，對古廟遊神的主辦機構之一的
新山客家公會有了更進一步的觀察。
從搖動神轎的方式與場地，可見到遊神傳統與權力的演變。抬轎方
式從以前的高舉神轎變成了搖動神轎，除了現實考量（吸引更多人來抬
轎），也顯示這種傳統的演變同時包括了人為與宗教因素：人可以因為
現實考量而決定改變，但是這也必須經由神明的同意。雖然古廟遊神的
主辦單位曾說明古廟遊神不具有迷信色彩，但是從這細節可見到神明的
意向（經由打杯得知）也會左右遊神的變化。
另一顯示遊神傳統與權力演變的例子是在新山客家公會搬遷至現址
前，感天大帝神轎在公會門口前會被高舉。這除了表示感天大帝與客家
公會之間有關聯之外，同時呈現柔佛古廟的感天大帝屬於新山客家公
會，藉此強調新山客家公會在柔佛古廟佔有一席之地。
此外，所有的隊伍必須在恭迎臺前表演，感天大帝的神轎也一樣
（高舉神轎／搖動神轎）。這與在新山客家公會舊址前高舉神轎以顯示
客家公會與神明之間的關係有所不同。在恭迎臺前搖動神轎，可能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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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顯示客家公會與新山中華公會的等級關係。恭迎臺是由新山中華公會
的古廟管委會所設置，而非客家公會所設立。新山客家公會所負責的感
天大帝神轎遵循遊神的規定在恭迎臺前表演，也顯得理所當然。但是，
這一接受也暗示了新山客家公會與新山中華公會之間的關係，從平日的
平等關係變成遊神時的從屬關係。
此外，客家公會在古廟遊神中的許多儀式是近 20 年來才形成的。
比搖晃神轎更明顯的例子是天穿日。天穿日的祭祀是新出現的傳統，其
形成時間少於 10 年。新山客家公會並無慶祝天穿日的傳統，而其他地
方的天穿日也與感天大帝無關。但是現今新山客家公會的天穿日儀式不
但與感天大帝的祭祀相結合，並且也因為時間與遊神一致，被列入遊神
活動之一。
觀察新山柔佛古廟遊神中的新山客家公會，可以看見權力的演變與
新傳統的發明，而這背後又涉及到新山華人社會近百年來的變遷。筆者
這次田野主要聚焦在客家公會與感天大帝的相關活動上，但是新山柔佛
古廟遊神活動仍然有其他尚待進一步觀察與探索的地方。如果進一步探
索並與文獻相互參照，可從中發現新山華人社會歷史的變遷與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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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已經連續舉辦十一屆，由
在地的中國學術單位帶領來自臺灣的師生進行客家文化的考察。本文分
成六個部分描述與說明此次的夏令營活動，分別是：一、「文化尋蹤」
的內容；二、「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歷史簡介；三、第十一屆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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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尋蹤」要尋什麼？

今年是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第十一度辦理，
海峽兩岸的師生一起參與這場「尋蹤」的活動。對活動參與者來說，「尋
蹤」究竟要尋找何種蹤跡呢？推測應該是尋找客家先賢們曾經在此活動
過的一些足跡。當然，此處的「尋蹤」還有追本溯源的意思，就是要透
過夏令營活動，親自體驗客家先賢們一手打造出來的客家文化，確認這
些地點就是客家文化大力發展的重要根據地。而本次客家文化尋蹤的所
在地，亦即贛南，從族群上的分布來說，當然是非常適合進行客家文化
尋蹤的好地點。1
一提到贛南的客家文化，有兩項重要的關聯點立即會浮出腦中，其
一是贛南的圍屋，其二則是 2004 年於贛南舉辦的世界客屬第十九屆懇
親大會。圍屋是一個匯集血緣與地緣關係，以祠堂為中心，居民嘗試過
著自給自足生活的場域。其中最為著名的圍屋應該是「關西新圍」（參
見圖 1），從興建至今已經有超過兩百年的歷史，如今還有居民居住於
其中，既是一個民居，也是一個具體的「生活博物館」。

1

「從地理上和史實上看，贛南是接受北方漢民族南遷的第一站，是歷史上客家人的重
要集散地和當今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陳永林 2012: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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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贛南關西新圍大門正面照
資料來源：筆者攝

就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簡稱「世客會」）的辦理來說，世客會的重
要意義就在於「發現客家人」的作用：一般來說，江西贛南地區講客家
話的客家人，一直到 1990 年代都還很少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而世界
客屬懇親大會的成功申辦，一夜之間就讓贛南地區講客家話的人認同
了客家，讓贛南地區一夜之間就「創造出了」數百萬的客家人（周建新
2015）。世客會的舉行讓贛南地區的客家人發現客家不僅是一種溝通語
言而已，更是一種非常具有價值的「符號」，可以讓眾多客家人願意主
動地把這個符號挪為己用。
實際上，此次的海峽尋蹤活動，背後主導的理念與世客會的承辦理
念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透過文化來強化中國在地理上作為客家原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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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從而強化中國作為客家文化宗主國的地位。惟差別就在於，世客
會在政治的利益之外，還可以帶來經濟方面的利益，海峽尋蹤活動卻無
法帶來經濟方面的利益。2 不論是世客會，亦或是海峽尋蹤活動，對於
「根源」都非常強調，而世客會記者郭力根的報導〈血脈是根，文化是
魂─第十九屆世客會帶來的思考〉（潘昌坤主編 2004：137），便是一例。
同理，海峽尋蹤的夏令營活動，強調的也是對於「文化根源」的追尋，
而對於「根源」重要性的強調，其實就是強調地理上中國土地可說就是
客家文化的來源國，因此對於客家文化的種種追尋，都必須回歸到中國
的土地才行。此乃意味著，不必透過特別的文字宣傳，只要此種相關活
動能夠持續地進行下去，所有參與者都不得不接受，由於客家文化的根
源國是在中國，中國在客家文化方面必然最後會處於領導者的地位。

二、「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歷史
「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主辦單位，一開始是由廣州的中山大學
歷史系承辦，臺灣的對口協辦單位則是暨南國際大學的歷史系，而承辦
單位則是廣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黨政辦公室。由於今年探訪的主軸是贛
南的客家文化巡禮，因此承辦單位就也加入了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
院，而近幾年由於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院非常積極參與「客家文化尋
蹤」的夏令營活動，臺灣方面的行政聯繫等相關事宜，基本上都是由國
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來負責相關活動辦理程序。
2

根據報導指出，第十九屆世客會共簽訂了 76 個合作計畫，其中簽約外資約 2.48 億美元、
內資則約 21.08 億人民幣，詳見劉泉之〈客家親 ‧ 搖籃情─世界客屬第十九屆懇親大
會側記〉刊於《人民日報 海外版第五版頭條》（潘昌坤主編 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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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4 年開辦至今，「客家文化尋蹤」的夏令營活動已經辦理了
11 屆，其中有 8 次是在廣東舉行，4 次是在江西舉行，而福建、廣西、
湖南、四川則各舉辦過一次（有些活動會跨省份舉辦）。基本上，2009
年開始，臺灣的實質連繫窗口已經改由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辦理。若
就參與人數來說，第 11 屆的「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活動的參與人數
最多的學校依序是：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含眷屬）共 14 人、贛南
師範學院客家研究院 13 人，而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則有 9 人。廣州中
山大學是客家研究宗師羅香林曾經任教的學系，而現今中山大學副校長
陳春聲既是該系的專任教授，也是該系進行客家研究的重要推手，因此
由該校系來發起客家文化的夏令營活動，其實也算是有跡可循，某種程
度上也算是一種對於「本源」的呼應。
自 2004 年以來，為了承辦世客會活動，贛州共規劃了四條旅遊路
線，分別是客家旅遊線、宋城文化旅遊線、紅色旅遊線與麗山秀水生態
旅遊線（潘昌坤 2004：137）。若把這四條路線放進本次的夏令營活動中，
便可以發現，基本上參訪行程主要還是以這四條路線來進行規劃的，我
們可以用表 1 來加以描述：

表 1 贛州旅遊路線與第 11 屆「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參訪地點對照表
第 11 屆「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參訪地點
客家研究院、客家文化研究成果展、客家文物博物館、上猶門榜
文化、栗園圍、關西新圍老圍
宋城文化旅遊線
郁孤臺、八鏡臺、宋城牆
紅色旅遊線
無
麗山秀水生態旅遊線 通天岩、崇義縣陽嶺國家森林公園、大余梅嶺古道、Y 山

贛州旅遊路線
客家旅遊線

資料整理：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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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屆文化尋蹤的參訪地點便可以知道，基本上客家尋蹤的地點還
是以俗稱的「客家大本營」為探訪基地，亦即是以贛南、粵東與閩西為
活動根據地。贛南有「圍屋」，粵東有「圍龍屋」，閩西則有「土樓」。
這些建築既是民居，也是生活博物館，一旦訪客進入這個生活場域之
中，一方面會被建築物的造型所震懾，一方面則會發現自己現正處於客
家文化綿延不斷的歷史之中，也就是說，自己正處身於客家文化的尚未
中斷的歷史發源地中，因此緣故，從地理的角度來說，中國正是客家文
化的發源國，而「客家文化尋蹤」的蹤跡，所要確認的便是這一件事，
讓來訪者親自確認中國的客家文化宗主國地位。

三、本屆客家文化尋蹤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舉行地點是素有「客家搖籃」稱號的贛南地區，依據活動
手冊的內容說明，贛南籍移往海外的客家人，約莫有二十幾萬人。事實
上，贛南不只是俗稱的「中原源流客家人」由北方南下的第一站，也是
粵東客家人回流定居的所在地，因此同時是南遷客家人的原鄉與新故
鄉。
本次活動的主要參與學校除了主辦單位的中山大學歷史系師生與承
辦單位的贛南師範學院之外，協辦學校則有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國立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
究學院、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四川大學歷史文
化學院、四川民族學院等學校，而這幾個學校也是長期參與此營隊活動
的學校，因此各校教師之間的熟識度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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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營隊活動除了起訖地點廣州與珠海（及廣州中山大學的兩個校
區）之外，營隊參訪的主要地點是贛縣、上猶、崇義、大余與龍南等五
個傳統客家族群所屬地區，參訪方向是由贛縣的章貢區一路往南行，7
月 21 日的活動地點是贛縣、22 日的地點是上猶與崇義、23 日的活動地
點是大余，24 日的活動地點則是龍南。由於活動地區乃是傳統客家族
群的生活地帶，總體來說，活動內涵具備鮮明的客家元素，活動特色確
實有突顯出客家文化的韻味。如下將分別簡單說明本次營隊活動的主要
內容以及該活動項目的客家元素內容之有無。
7 月 19 日：前往廣東中山大學的珠海校區辦理報到，當晚並入住中
山大學珠海校區伍舜德交流中心。
7 月 20 日：先前往廣州陳家祠景區參訪，接著前往贛州的贛南師範
學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進行營隊的開營儀式與歡迎晚宴，請各校代表
分別致詞。於其間，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的知名客家研究人員周
建新與鄒春生則是營隊主要籌辦人員，從頭到尾都參與活動的進行與說
明，讓整個活動的進行更有知識與學術性格。
7 月 21 日：當日活動地點主要是贛州市區，參訪內容則包括贛南師
範學院客家研究院，以及於校內舉行的客家文物研究成果展與校內的客
家博物館，參訪的景點則有郁孤臺、八鏡臺、宋城牆與通天岩。贛南師
範學院的客家研究院，是贛南地區客家研究資料收集最豐富的機構，也
是贛南地區客家研究的重要推手，而本次展出的客家文物研究成果展，
除了說明該院對於客家研究的投入歷史之外，更是該校準備由學院升格
大學的重要成果佐證之一。而校內的客家博物館，保存著非常豐富的客
家文物，讓該校成為鑑賞客家文物的研究基地與觀光景點。至於說郁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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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省籍重點名勝）、八鏡臺（章水、貢水匯流處）、宋城牆（1996
年列為國家第五大城牆）與通天岩（江西最大石窿造像群、江南第一石
窟），則是造訪贛州必訪的一些景點，雖然說並不具備客家元素，卻是
贛南未來發展觀光文創的重要文化景點。
7 月 22 日：早上先前往贛州七里鎮參訪仙娘廟與池家祠，了解傳統
客家族群的日常生活，而七里鎮還存有為數不多的水上人家生活方式。
接著便離開贛州，前往因為延續傳統客家門榜文化而著名的上猶縣客家
村落。上猶縣的客家居民十分好客，多數是由清初的梅縣回遷過來的客
家居民，目前人數有十幾萬。門榜又稱為門楣，內容除了記述堂號之
外，其文字內涵則指述姓氏郡望、嘉德懿行與警策銘記，乃是客家文化
特色非常鮮明的文化象徵，而村中的傳統客家建築則能夠反應先民的獨
特建築智慧。簡單地說，門榜就是一種微型祖譜，能夠彰顯客家族群的
「中原源流」特性。下午接著前往崇義縣陽嶺國家森林公園，晚間入住
崇義縣陽明湖酒店。陽嶺國家森林公園的名稱是為了紀念明朝王陽明而
改名，而晚間的學術討論重點則是討論贛南的觀光文創業的未來發展。
近幾年來，文創議題成為兩岸學術討論的重點，在贛南、閩西與粵東的
傳統客家地區更是每次研討會幾乎都會涉及的議題之一，對於以觀光產
業為未來發展重點的這些客家地區來說，客家歷史與文化創意的結合發
展，或許是這些地區產官學界的關注焦點。
7 月 23 日：本日行程規劃的重點是生態旅遊路線，前往大余縣的梅
嶺古譯道與ㄚ山，晚間則入住金蓮山大酒店。由於客家原鄉居民的居住
地大多位於丘陵地帶，旅遊生態的文創觀光產業便是相較容易的城鄉發
展方式，也較符合當今世界重視環保的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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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本日前往據稱共有超過 370 棟圍屋的龍南縣，參訪地點
則是關西老圍、關西新圍與栗園圍。關西新圍是一個巨型回字型建築，
歷時三十年（1798-1827）而建成，目前徐氏家族仍然居住於其中，有
東方古羅馬建築的稱號。栗園圍則據說是中華客家的第一大圍屋，現今
李氏家族也還居住於其中。這些建築由於深具客家特色且仍有宗親定居
其間，因此可說就是生活博物館的體現。晚間則在旅店會議廳舉辦兩岸
師生聯歡晚會，為活動劃下一個句點。
7 月 25 與 26 日：7 月 25 日由贛南乘車前往中山大學廣州南校區，
隔日再由廣州前往香港搭機回臺。

四、贛南地區的「客家」
就本次客家文化尋蹤的夏令營活動來說，筆者認為，有三個部分特
別是與贛南地區的客家文化有關，其分別是圍屋、村圍（村落型圍屋）
與贛南師範學院，如下將依序分別描述之。
本次前往贛南地區參訪客家文化的過程中，發現客家人對於居住環
境的要求，非常著重於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從區位上來說，客家圍屋
大多是以座落於山水環伺的坡地上，誠如圍屋研究者劉烈輝（2008：
10）所言的一般：「客家圍屋大多選建在依山傍水的山坡或山丘下，有
的則座落於山丘與耕地交接的坡地上……客家建築強調座北朝南、負陰
抱陽。客家圍屋大多是建築在山坡上的，座北向南、座高向低、已經成
為一個定式。」
理查 ‧ 桑內特（2003：21）曾經表示，人體與空間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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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人際之間的互動方式。若把這樣的一種空間制約關係放入贛南客
家文化的圍屋生活空間中，人與空間的關係就會變得具體可見。就關西
新圍這個例子來說，明顯可見的是，這個被稱為「東方的古羅馬城堡」
的巨型圍屋，具有獨特的造型與古樸的風格，防禦功能十分突出，可說
是一個相同氏族高度聚居的龐大堡壘。此種空間透過對於外部世界充滿
風險的強調，向內聚集了極大的向心力，而此種透過強調抵禦外侮而來
的向心力空間關係，也直接成就了一種強大的控制力：

贛南客家圍屋中各個房間幾乎並無對外的窗戶，圍屋外的光
線是無法通過個體窗戶射入的；要想安全地獲得光線（話語、
權力），個體必須走向圍屋內的廣場。向外的封閉性必然導
致內在的凝聚力，割據的空間產生的是孤獨的世界。為了克
服這巨大的孤獨，個體很自然地要向圍屋內巨大的集體低
頭。（龔建華、余悅 2009：168）

此處，論者運用傅柯對於全景敞視監獄的描述來說明圍屋生活中的
空間制約關係，十分貼切地說明了圍屋內部強調集體性而壓抑個體性的
生活方式。Foucault (1992) 認為現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尊重個體多樣性，
由外部制約轉變成內在制約的社會。於此種情況下，圍屋的沒落，留不
住年輕人，僅剩老弱婦孺居住於其中的情況就變得可以理解。時代的往
前邁進，自由社會對於個體性的保障與尊重，都是無法遏止的時代浪
潮，因此緣故，講求集體性的圍屋生活，除了作為一個景點的觀光價值
之外，已經不容易再次成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了，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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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龔建華與余悅所言的一般：「居住者對個體性或者說差異性的追
求是圍屋被廢棄的根本緣由」（2009：169）。
當圍屋的外部世界已經失去敵對團體的威脅之後，內在凝聚力的要
求自然也會消失，而訴諸於傳統的同質性要求就顯得不再必要，因為這
個要求只會突顯出一種壓抑。在無法壓制個體性的多樣性要求的情況
下，圍屋當然不容易把年輕人留下。
其次，本次活動中第二個可以代表贛南客家文化的地點是「栗園
圍」（參見圖 2），在江西省龍南縣的 370 多座圍屋中，這是目前贛南
中最大的一個「村圍」（李海 2011: 12）。栗園圍是一座非常講究風水
佈局的村圍，圍繞著「一祠三廳」宗祠文化而搭建出來，內部的建築布
局則是以八卦圍、八卦巷與八卦林為主的八卦建築文化。

圖 2 贛南村圍栗園圍
資料來源：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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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仍舊有人居住的傳統民居，栗園圍目前是以一個觀光景點
的方式來維持日常的運作。作為一個村圍，除了發展觀光旅遊相關行業
之外，栗園圍與其他圍屋一樣，都要面臨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外流的問
題。面對現代社會對於個體性與多樣性的強調，強調同質性生活的圍屋
生活風格，究竟要如何讓生活於其間的個體有更大的自由度，乃是現代
圍屋生活可能要面對的最大生活課題之一。
接下來，贛南師範學院乃是筆者認為贛南地區客家文化非常值得一
提的地方。首先，贛南師範學院乃是中國大陸第一所被核准授予客家文
化碩士學位的學院，其次，目前贛南地區的客家相關學術研究與交流，
都是委由該單位來執行辦理，自 2006 年 7 月開始，該院客家研究中
心進一步擴展為客家研究院，成為一個常設學術單位（周建新 2007：
19）。
贛南師範學院由於近幾年在學術與教學方面表現卓著，在客家研究
與教學方面更是成為贛南地區的學術研究代表，約莫明年開始，贛南師
範學院可能會改制為贛南師範大學，成為一個更具學術聲望的高教單
位。筆者認為，贛南師範學院有一個十分值得參訪的地方，就是校內的
客家博物館。隨著贛南地區的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發展，以及過去文化大
革命對於傳統文物的摧殘，有些重要的客家文化傳統區域，已經不容易
看見能夠充分體現「生活博物館」意涵的「實體」客家文化。例如說，
於參訪贛南上猶地區的客家「門榜」文化的時候，放眼所見的是一些奚
落的文化樣貌，以及現代城市發展對於傳統文化的快速揚棄。有趣的
是，在上猶地區不容易看見的代表性華麗門榜文化，在贛南師範學院的
客家文物博物館卻可以見到華麗樣式的門榜，以及眾多足以代表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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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神的歷史文物。於此，黑格爾所言的「歷史的詭計」似乎就呈現出
來了，傅柯式的權力關係在此也應該會有所呼應。古今中外皆然，博物
館一方面體現了一段「暴力」的歷史，一方面也是為了紀念那一段曾經
價值卓著的文化而出現。不過，對於仍舊居住於傳統客家民居這個「生
活博物館」地區的居民來說，客家博物館的文化意涵及其背後連結的價
值與意義，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式。
在贛南、粵東與閩西這個「客家大本營」的文化場域之中，客家人
口聚集人數最多的贛南地區，透過客家文化來打造城鄉特色與在地居民
認同的作法，自然就會有所必要。在臺灣，「客委會」的存在似乎就意
味著客家文化仍舊是屬於「弱勢文化」的一員，因此國家便有必要引入
各種資源來加以奧援。不過，中國大陸的客家族群由於並非屬於「少數
民族」之一環，政府沒有必要予以直接協助。於此種情況下，結合「客
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作法便顯得有所必要。因此緣故，客家文化
與文化創意的相互結合，就成為當地產官學一致認定的發展方向，也成
為客家研究機構尋求政府經濟奧援的一種學術研究方向。由於臺灣在客
家文創發展方面，在華人的客家文化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因此近幾年
客家大本營地區不斷以「文創」來做作為研討會的主題，並極力邀請臺
灣學者前來進行文化交流。不過，筆者認為，文化創意的總體發展，居
民「公民意識」的發展乃是其中的重要關鍵，畢竟文化創意總是必須「由
下而上」地發展出來，才有真正的永續發展之可能性，而所謂的「臺灣
最美麗的風景是人」，指的便是這件事，筆者認為，這也是臺灣客家文
創在客家地區處於重要地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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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光客凝視下的贛南「客家」

贛南客家研究若要進一步發展，應賦以區域研究在人類學知
識體系建構上的意義，在堅持既有的在地研究的基礎上，還
要超越家鄉和本土，進行肉體和精神上的「旅行」。從人類
學的漫長歷史來看，田野調查是一系列多樣的旅行實踐。（周
建新 2007：21）

周建新教授原屬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院的重要成員，對該院的發
展有重要貢獻。如上所提引文的重點是，贛南客家研究應該從在地的客
家文化出發，以「旅行者」的角度來進行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與知識建
構。此種「來自學院的觀光客論點」，一方面是強調研究者必須對於自
己的研究場域進行「去熟悉化」與「再陌生化」，才有辦法提出某種
嶄新且富有創意的觀點。此外，「旅行」的譬喻說法似乎也指出了贛南
客家地區未來區域發展的主要方向，亦即客家地區以「觀光」為主軸的
文化創意發展方向，乃是現階段贛南客家地區的主要發展方向，而這與
2004 年以來贛南舉辦世客會所規劃的四條旅遊路線，就觀點上來說，
也是具有一致性。
就筆者在本次夏令營活動中參訪的幾個重點圍屋來說，每次參訪都
要收售門票，雖然說這些民居仍舊有居民居住於其中，這些民居其實都
已經成為觀光景點，與旅遊業已經相互結合了。例如說，栗園圍就被當
地政府定位為「文化旅遊新村」，企圖讓圍屋內部的新農村建設與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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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彼此結合，甚至引導農民以「股份合作」方式同時完成村內建設與對
外觀光（李海 2011: 13）。
觀光客凝視下的贛南客家文化，對觀光客來說具有放鬆身心、增廣
見聞的作用，而異文化觀點的刺激，更讓觀光客的自我有多元反思的可
能性。觀光客的行為彰顯出的是自身的自我能動性，最終是為了突出觀
光者的個體性格，而這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特性。有趣的是，觀光客彰
顯個體性的論點，恰好與圍屋的空間特性營造出來的居民性格產生鮮明
的對比。前已提及，贛南圍屋的特性具有權力集中的特性，空間的控制
性格十分明顯，對於居住於其中的居民的個體性格會發生扼抑效果。而
由於圍屋內部除了以祖先為核心構成的空間控制特性之外，對於學習空
間的地位也十分看重，一如龔建華與余悅所言的一般：「贛南客家圍屋
中學堂的地位便僅次於祖堂；而充斥於各個圍屋建築的『大夫第』、『進
士居』，則更為直接反映出客家人對知識權力的膜拜。」（2009: 168）
由此可知，圍屋的空間結構乃是一種知識、空間與權力交織而成的空間
結構，集體性的約束遠遠超過個體性的發展空間，因此緣故，此種空間
結構因為與現代社會強調個體性的發展有所違背，人口外流的後果也就
變得可以理解。
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一座全然清晰、沒有曖昧性與不可預測性的
「完美」城市，也就是巴西利亞城。不過，由於這個城市的控制性格
過於強大，最終促成了人口的移出與城市的荒廢。因此緣故，Bauman
（2005: 56）便表示，好城市需要不可預測性的存在，居住於其中的人
才會培養出解決問題的能力。前已提到，圍屋的集體控制性格，雖然有
助於對外防禦功能的提升，不過，在外部敵人消失之後，空間設置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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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控制性格就會變成對於個人自我的抑制，反而讓空間內部轉變成不符
現代社會講求個體性發展的居住空間。
艾倫．狄波頓曾經表示：「理想建築是為了抵擋內心的腐敗」（2007:
165）。理想的建築應該發揮雄偉天主教堂一般的效果，讓觀看者可以
藉此達到身心靈的昇華效果。若說理想建築乃是為了讓觀者達成心靈淨
化的效果。不過，此種心靈淨化效果所預設的「神聖一致性」，似乎還
是認為個體性格的多樣性乃是有問題的。終究來說，要是此種「神聖一
致性」並未獲得多數人的認可，反而會變成對於各種個體性的壓抑。因
此緣故，回到方才我們對於「觀光客」的討論，若說觀光客的旅程乃是
一種「追尋自我」的旅程，那麼，既有的圍屋空間運用方式，如何轉變
成有利於個體的自我開展，讓圍屋內部的個體自主性有辦法開展出來，
可能是這一波贛南客家文創發展的重要方向。圍屋的生活，某種程度
上，呈現的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整個族人彼此照應的生活方式，對
現今過於強調個人主義以至於有點人際疏離的現代生活來說，其實也具
有一種正面的啟示。

六、結語：為何是「兩岸」？
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論，透過描述客家族群在中國歷史上的數次遷徙
過程，企圖為客家族群正名，強調客家族群乃是中原漢民族的一員，且
歷史上眾多歷史菁英都是客家族群之一員。羅香林的論述雖然主要是為
了替客家族群正名，證明客家族群並非蠻荒一族而提出客家族群的中原
歷史遷徙論。可是，羅香林沒有預期到的是，他的客族遷徙論竟然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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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家族群形塑客家族群國際聯盟的重要理論依據，其具體的範例就是
1971 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出現。3
就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承辦歷史來說，雖然說世界各大洲都有持續
參與世客會的情況出現，不過，就承辦世客會的總次數來說，中華民國
與中國可說是承辦次數最多的兩個國家。實際上來說，這兩個國家也是
世客會承辦競爭最激烈的兩國，而實質上，兩岸分別透過世客會來突顯
與競逐自身對於國際客家族群之影響力。因此緣故，兩岸對於客家族群
的詮釋與定位，所具有的國際影響力應當是最高的。
對於文化認同之強調，本身就具有政治影響力，其背後的預設是，
只要相關的客家活動可以持續地在中國本地舉辦下去，參與者久而久之
自然會接受中國的客家文化宗主國地位。而連續舉辦的相關客家文化夏
令營活動，當然也具有同樣的效應。強調中國的客家文化發源地的根源
國地位，在兩岸競逐客家族群主導權的競賽過程中，自然會讓中國獲取
客家文化最大的發言權。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攀升，以及中華民國
日益本土化，羅香林的客家文化的中原源流論便與臺灣有了漸行漸遠的
趨勢出現，也就是說，一旦臺灣在文化上想要與中華民族加以切割，以
中原源流論為背景組構出來的國際客家社會，當然會選擇認同強調自身
客家文化根源地地位的中國。在連續舉行十一屆的「客家文化尋蹤」夏
令營活動之後，客家文化根源的追尋，似乎仍舊是停留在「蹤影」的層
面，但是，在連續舉辦的過程中，探尋者親身踩過的足跡，其實都是對
於這些地方作為客家文化根源的一種背書。

3

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論與客家國際聯盟的關係，可參閱張維安（2010）的論點。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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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及客家委員會共同出版的專書，主要由
1990 年代美濃社會運動重要組織者、現為國立成功大學臺文系副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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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擁有文學學士及博物館學碩士的宋長青，協助共同撰稿。十分特別地，
該書另位參與者是英年早逝的社會寫實攝影記者李文吉，他在 2007 年間
為此書內容拍攝許多珍貴的美濃地景與人物。書名《臺灣客家婦女研究：
以美濃地區鍾、宋兩屋家族婦女生命史為例》已說明全書主旨在進行關於
臺灣客家女性的討論，田野案例聚焦於採集自美濃龍肚大崎下鍾屋，以及
瀰濃下庄宋屋，針對兩家族女性成員的自我回顧或旁者描述，以多線生命
史手法貫穿全書架構。
讀者可將此書分做兩部分閱讀。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緒論與第七章
結論，此為作者作為全書總論的整理。第二部分則是第二章到第六章——
也是本書最大篇幅，為兩家族女性成員生命史的分析與歸納。在〈第一章
緒論〉中，作者提出幾點問題意識：包括如何以歷史年鑑學派的地理時間
／社會時間／個人時間，來歸結受訪家族女性成員的生命經驗？如何突破
過往學者對客家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離散與歸鄉是在何種「社會化」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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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被認知？以及穿梭於私領域（家庭）與公領域（勞動與社會）的女性
如何影響女性的主體性實踐？在上述問題意識底下，全書逐步開展兩家族
女性成員的訪談細節，並採單線時間軸，從神話到歷史時期、從清代經日
據再到國民政府時期，將受訪者對自身或他者所回憶的生命經驗與形象，
重置於臺灣社會史中。本文筆者認為，由此或可將此書視為一冊「美濃客
家女性生命鏡頭下的臺灣史」，並擁有十分進步的當代觀點。
本書在緒論中指出其對話對象及研究方法主要有三：（1）年鑑學派
的社會文化研究；（2）家庭研究；（3）客家／性別研究。年鑑學派提供
了巨觀的社會發展理論與視野，成為分析鍾屋與宋屋兩家族女性成員，不
同世代從共產式維生經濟模式、小商品農作，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
的生活經驗。家庭研究則意圖從西方女性主義一貫以小家庭或核心家庭來
討論女性生命史的理論範式，轉而突顯東方社會在家族到家庭、集體到個
人的過程中，「家族（集體）」此文化模式的生命經驗對其後來在選擇性
感知與選擇實踐上的影響。而在客家／性別研究面向，本書則希冀在以下
兩方面貢獻於客家／性別研究：一是透過豐富的婦女生命史（口述者不一
定皆為女性自身，也有女性或男性回憶其母親、姐妹、鄰居等），來補充
過去學者在呈現美濃民族誌材料時多仍採用 etic（客位）角度詮釋女性的
缺憾；二是聚焦呈現農村女性在公共領域上（包括勞動與社會運動）的參
與，與東南亞女性成為美濃家族成員之後，美濃社會與家族群體和新移民
女性之間，對此文化遭逢（culture encounter）的態度、適應與感受。
在上述四個問題與三個方法的開展下，本書在第二章首先開場了關
於美濃鍾屋與宋屋的父系家族史。透過既有的美濃歷史材料，概略介紹兩
家族分別座落的地理區位，並強調以「家族」為單位來討論其成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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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在當地「家族」作為客家文化基本單位的重要性。本書依循時間軸，
透過晚輩追憶祖輩生活，穿插說明神話時期與清領時期的當地婦女生活形
象，呈現其難以掙脫家族集體性與在客家祖先崇拜信仰底下的日常與勞動
生活。本書第三章以「時代的轉折」為標題，此亦直接呈現了作者對於日
據時期美濃社會劇烈變遷的主觀感知。相較於日據時期臺灣北部新竹州客
家，呈現大遷徙的集體命運，美濃在 1930 年代末期經由主動爭取，成為
專賣保障性契作作——原料菸葉（菸草）的產地之一，並依照作物生產與
初級加工所需之勞動模式，逐步演變為配合政府公賣法規的「公務農」，
牢固維繫著小型家庭農場（family farm）的耕作規模，與村落與家族都傾
向有利菸作的內聚化型態（洪馨蘭 1999：149-151，181-188），本書亦指出，
美濃地理與地形的相對封閉特性，此時期的美濃客家婦女不論在教育抑或
婚姻關係上，其生命經驗仍未能獲得溢出「家族」這個「生產—生活共同
體」制約的限制。
本書第四章時間軸放在 1950-1980 年代。此時期是臺灣農工關係轉移
劇烈的變動期。書中指出，此期美濃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青壯人口真空，
「家族」作為維繫成員的力道逐漸淡微，社會本身的變動同時也牽引著女
性經驗出現各種「跨」的生命類型——離農、離村、離家、離開傳統。此
亦映照美濃社會原本不動如山的「客家性」，快速因為人口流動而出現瓦
解。另一方面，從事公教行業的離農女性，也作為美濃新興的中產消費階
層，逐漸在這個傳統社會中浮現其特殊性。緊接在後的第五章，本書討論
跨國買賣婚姻出現的「新婦」（客語「媳婦」）及其多元性，開始讓「美
濃客家婦女」這個名詞，從單一的集合名詞，變成專有名詞——因為，進
入這個時期，居住在美濃的婦女已不全是客家人，而是客家人的女性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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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就是美濃人。包括婚域（通婚圈）的擴大與多元，遠嫁外地的女性與
從遠地異國嫁入客家的女性，都在這個時期以不同的方式適應或融入或多
元並存於美濃社會。
女性群體本身的多元文化，重新結構著「何為美濃」與「何謂美濃
客家」，並考驗著「鄉愁」的實際意義。書中特別透過鍾、宋兩家族女性
成員的多元性，除了多元的女性成員加入之外，原有的家族內女性也在此
時期，有著參與公共議題的生命經驗，分別包括參與反水庫運動、鍾理和
文學的公共參與、歷史建築再生以及新住民與婦女培力運動，此即本書第
六章之主題。筆者認為，本書從第二章到第六章似乎呈現某種魔幻寫實的
味道，非鍾屋與非宋屋的美濃婦女（客家或非客家）在本書以真實本名
出現，而鍾屋或宋屋家族成員則以編號呈現（系譜圖內之成員皆以代碼指
稱），真實姓名與代碼交錯，有的相互參照，有的則是平行關係。換句話
說，讀者似乎被邀請從蛛網脈絡裡抽絲剝繭，依循探索書中的主角們在特
定時期中的社會關係，嘗試著將兩家族女性關於個人的描述，對照著其他
女性的故事、或其他男性對女性的描述，找出在個人史與集體社會史之間
穿梭的路徑。
本書在最後一章（第七章）提出四點討論。然而，相對於〈緒論〉
的條理性，本書在歸納收尾的〈結論〉部份，其話語脈絡較為跳躍且不易
理解。以下筆者嘗試越俎代庖做扼要的爬梳工作。結論第一點，本書嘗試
以年鑑學派社會史方法論，指出透過長時間歷史所整理的美濃客家婦女生
命史，對美濃史之歷史再現與經驗建構，給予有意義的補充與貢獻；結論
第二點，本書採用批判女性主義觀點，討論兩家族女性成員如何走過從家
族生產與生活共同體、再到資本主義生產階段，不同世代經歷的權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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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關係——筆者發現，這個觀點在〈第一章 緒論〉時並未被指出。結
論第三點，本書作者重申目前社會仍普遍存在關於客家婦女的集體想像，
認為客家婦女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建構乃是在許多「刻板化文本」強勢
詮釋下之結果，作者欲藉此書的材料與脈絡，去批判那些想像其實一再忽
略許多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也忽略多元且具生命立體性與差異性的女性
史。結論第四點，本書作者以「有無對話的可能性」作為書末思考，但遺
憾的是在書中並未明指要促成的是「哪些對話」的發生；這一部分，本文
筆者依本書內容大膽推測，應是作者在之前曾經提到的：在歷史進程已走
到看似不可回頭的資本主義經濟階段，或許可以因為女性的穿透性（包括
返鄉與留鄉的家族女性，和從遙遠他鄉因婚嫁加入家族的女性），重新活
絡「家族」此種曾經重要存於美濃社會的生產—生活共同體；女性作為載
體，其「出」與「進」都帶來了流動的生命經驗、公私場域、與知識體系
的交換，而這個部分與西方女性主義的論點，可以帶來進步性的對話。這
部分下文將繼續說明。
「美濃客家婦女生命史」這個主題與研究取徑，在美濃研究的意義
上有其重要意義。美濃在 1960-1970 年代分別有美國人類學者 Myron L.
Cohen 與 Burton Pasternak 到訪並進行研究，在漢學研究關於漢人家族型
態的討論中，已使美濃成為與 Maurice Freeman 之宗族型態理論進行論辯
的重要民族誌案例。而後由於美濃地方社區報紙的發展、菸草種植與特殊
文化地景、社會運動的組織與策略、社區與農村發展等議題的在地特色，
也成為許多學位論文與社會論述的聚光點，逐步形成美濃研究社群（洪馨
蘭 2008：183-203）。美濃客家婦女的形象，從早期的述而不論，到 1990
年代出現專論，就其勞動與社會實踐意義與形象再現，都有相當程度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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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路線上的轉變，其中特定以女性為主角（主要發聲社群）的專著，例
如有夏曉鵑針對南洋姐妹，鍾秀梅針對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1 與洪馨蘭
（2015）針對姻親關係網絡下的女性與母族關係等所發表的討論。筆者認
為，本書之特殊貢獻即在於嘗試以全貌觀視野（holism）檢視家族女性成
員，她／她們在長期的「家族主義」（familism）（Cohen 2005: 279）中
如何被家族與社會所結構、所制約、甚至獲得溢出結構框架的命運與機
緣。就此層面來說，筆者認為，本書在提供許多與女性相關的口述微觀生
命史之外，作者提供了與臺灣女性研究或華人女性研究重要的研究素材。
除此之外，本書在上述基礎上，努力呈現臺灣客家女性研究與大歷
史之間的鑲嵌關係。筆者認為，客家女性從過去偏向本質論的文學描繪，
到後來社會學者以建構論為女性作為社會被剝削角色的批判，之後又在人
類學者筆下進行詮釋性討論並主張讓女性用自己的聲音詮釋自己的天地，
客家女性研究在不同學科分際下，她開始呈現出屬於研究者面向的多重聲
景（voices）。本書在文獻回顧章節展示全書主要採社會學觀點貫穿，方
法論上與書寫上則嘗試將描述重點放在呈現所訪談的家族女性故事，並將
女性依臺灣社會發展之世代予以配置呈現，使不同世代的生命史補充了美
濃史甚至臺灣史的微觀組成。我們似乎從口述材料中，讀到了屬於美濃女
性的生命與社會實踐路徑，以及各類情緒感知光譜。因此，筆者認為，本
書特別看重與歸納兩個家族的女性成員，在生命經驗上的「共同性」或「普
同性」以進行雙重再現——第一重再現是讓過去的經歷以回憶的方式再現
於文本之中，從小歷史看大歷史；第二重再現則是本書兩名作者分別作為
兩個家族的成員，實則也透過書寫再現了其作為主體的個人歷史感知與性
1 夏曉鵑與鍾秀梅的研究，在本書中皆有相當的援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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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政治。
筆者認為，本書或因口述整理費時費力，抑或書寫篇幅限制，在某
些討論上似乎力有未逮，頗為可惜。以下提供部分閱讀心得，提供予作者
及讀者交流參考。
首先是關於兩個家族之資料分析，幾乎較多重點在將口述資料鑲嵌
於既有的社會史結構下討論，也因此在口述話語的摘錄上也直接取其回應
主體歷史的部分。這之中是否有屬於女性自己的時間結構感知，值得我們
進一步分析。
其次則是美濃社會本身亦具有比書中呈現的多元性還要複雜的家族
類型，強調普同的世代經驗不可避免將遺憾地必須忽略社會既存的其他差
異性。例如，根據本書材料，鍾屋與宋屋均為設有嘗會（祭祀公業）之家
族，家族女性成員的經歷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會有較高度的同質性，而生命
經驗中也會有較多家族活動的參與機會，像是派下聯合敬祖或輪值掛紙
（掃墓）。但美濃實際上仍很多無嘗會、無族譜、亦無夥房的家族，後者
之女性成員在生命經驗上，可能就呈現出不同於鍾屋或宋屋對「家族主
義」的直接感知與經驗。又如，本書亦無提供較豐富的討論篇幅，在比較
兩個家族的女性成員之間，生命經驗上是否有其分屬不同家族與生活地域
或不同農作投入的差異性。
除上述外，筆者希望藉此亦補充討論本書在結論部份運用批判女性
主義所希望帶出的思考，期待可以爬梳出作者透過口述史呈現何種主張。
本書在結論第二節「合作的文化與權力的失落」一開頭寫到「澳洲女性
主義學者吉布森・葛蘭漢（Gibson-Graharm, J. K）在其關於《資本主義的
終結—政治經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提出一個觀點」（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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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寫到的「吉布森・葛蘭漢」之英文拼音似須勘誤，正確全稱是 J.
K. Gibson-Graham，此為兩位女性主義經濟地理學者（feminist economic
geographers）的聯合筆名；一位是 Julie Graham，另一位為 Katherine Gibson
，她們在 1996 年出版的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此即為上述援引的著作原書名。Graham 與
Gibson 嘗試建立「經濟多樣性語言」（language of economic diversity），
提供世人對可能的經濟結構（possible economic structure）有更多的了解。
2

雖然她們採用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取徑，然而她們似乎更

重視那些在資本主義邊陲仍存有的多型態非資本式經濟實踐，並視其為
「可能性的政治學」（politics of possibility）（Gibson-Graham 2006）。由
此說明，兩位學者對於另類經濟實踐的高度期待，並將之視為一種具有批
判性的地緣政治。由此，筆者嘗試將鍾秀梅主持、宋長青共同撰稿的美
濃客家婦女生命史研究，視為作者意欲暗示美濃曾經存在的家族合作經
濟體，乃為某種具有合作型態的經濟實踐，並批判著美濃農村社會從家族
勞動生活經濟體逐步走向小家庭的家庭農場（family farm）過程中，女性
似乎失去原本在「宗族社會主義」（頁 265）中存在的女性共理共享共承
擔的網絡關係，而隨著經濟型態趨向資本主義化，家戶（家庭）收益逐漸
增加，女性的被剝削關係顯然更加嚴峻，甚而被收編於「工資工人」（頁
266）的勞力市場中，加上家族成員職業多樣化與語言、城鄉等多元性，
文化差異產生的偏見與適應問題，油然而生。
然而，若誤以為本書作者僅是在喟嘆於歷史單線演化發展，可能就沒
能看出本書在結論第四點以「有無對話的可能性」來挑戰歷史單線演化的
2 參閱 Anthony Fassi 對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Gibson-Graham 2006) 一書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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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在結論第四點，作者首先對於筆名 J. K. Gibson-Graham 的兩位學者
過去批判家庭經濟乃封建制的女性主義觀點，提出偏向詮釋性的對話。作
者指出，家庭經濟並非鐵板一塊，在美濃的材料顯示，它事實上會在面對
不同時期、與不同的經濟實體或制度，「產生適應與轉化」（頁 271）。
這點顯然具有強烈的對話企圖，試圖挑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單線演化進程
中私有制家庭的無進步性及其應走向瓦解的運動性。然而弔詭的是，本書
在討論此點時卻曳然而止，僅指出女性不管在哪個時期，遇到困難時一定
會向娘家求援，並以此說明「不管在哪個時期，家庭永遠是家庭成員的『社
會安全網』」（頁 271），一方面似乎是在肯定了已婚女性對其娘家的情
感依賴，但卻可能忽略了在其未婚時期可能存在的剝削關係，另一方面，
夫家在上述的「社會安全網」中的刻意忽略，對於合理化「家庭永遠是家
庭成員的『社會安全網』」，出現了媳婦在夫家乃是外人的暗示。而若「社
會安全網」主要指稱女性娘家，那麼當代有許多美濃女性的娘家在遙遠的
他鄉與異國，那些女性又將如何或能否繼續擁有屬於她的「社會安全網」，
這一點在結論部分則很遺憾沒能觸及。
但不管如何，筆者認為從以上之討論，已從本書兩個家族女性成員
的生命史，看到美濃客家婦女因公共參與機會與空間的擴大，「鄉」與
「家」從重疊變成分離又再回到重疊，並在向外擴大的生命經驗中，看到
「家」（家族、家庭、家鄉、家園）被重新定義與情感回歸的意義。筆者
分析，本書十分希望提供讀者們重要的思考啟示：若僅從階級與剝削關係
來看女性生命史所呈現的意義，就會失去看到其再現於女性多元聲景的詩
學呈現，以及多樣社會實踐的政治學內涵，而此即為本書重新歸納女性生
命史，以呈現其身體與情緒等多元選擇性感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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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金曲獎頒獎典禮》：客家與主流的跨文化溝通
李宇昇 * 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徐智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2015 年全球華人界的年度音樂盛事：第 26 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於 6
月 27 日在臺北小巨蛋舉行，由臺灣電視臺實況直播 4 小時，歌手庾澄
慶主持（The 26th GMA 2015）。金曲獎致力於推廣主流音樂的貢獻是
有目共賭的，然而提供給非主流音樂（i.e. 客語及原住民語）的表現平
臺，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當然，客語及原住民語音樂工作者的意願
與努力也要相對的配合。
第 26 屆金曲獎的「最佳客語歌手」及「最佳客語專輯」1 皆由黃
連煜所獲得。黃連煜、Matzka、跟董事長樂團在「Made In Taiwan」的
主題下首先依序表演了客語歌曲《西部》、原住民歌曲《V-Ao V-Ao
Ni》、及閩南語歌曲《眾神護臺灣》，再合唱閩南語歌曲《向前走》
之後，音樂製作人王治平則上臺擔任客家音樂頒獎人。王治平先用客
語問候大家，並公開表示自己有一半是客家血統，這讓他感到自豪。
頒獎時，黃連煜照本宣科地發表了「最佳客語歌手」的得獎感言，接
著他又獲得「最佳客語專輯」時，只說了「謝謝，謝謝大家」後就

*
1

E-maiil：ysli@mail.mc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9 月 4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12 月 9 日
得獎作品為《山歌一條路》，貳樓音樂工作室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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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走下舞臺，一個最佳文化交流的時機竟然就如此錯失了。

本篇論文將以金曲獎頒獎典禮為評論對象，特別針對歷屆最佳客語
歌手及最佳客語專輯的頒獎單元進行探討、分析，來了解客語與主流的
跨文化溝通所產生的相關問題，藉以追求未來在臺灣有更良好的族群互
動。

一、介紹
前行政院新聞局（現為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為提升流行
音樂水準，於 1980 年舉行第 1 屆金曲獎。之後，為尊重各族群的音樂
創作，及為解決愈來愈多的心靈音樂、世界音樂報名金曲獎無適當獎項
可供參選的情況，自 1993 年（第 14 屆）起將原有的「最佳方言男、女
演唱人獎」取消，增設「最佳臺語男演唱人獎」、「最佳臺語女演唱人
獎」、「最佳客語演唱人獎」、「最佳原住民語演唱人獎」及「最佳跨
界音樂專輯獎」（文化部 2015）。
自 1995 年（第 16 屆）起，為鼓勵本土音樂創作及因應市場發行趨
勢，將原有之流行音樂作品類「最佳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增設「最佳
國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最佳臺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最
佳客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及「最佳原住民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
另外，在流行音樂作品類「最佳演唱新人獎」方面，增設「最佳國語演
唱新人獎」、「最佳臺語演唱新人獎」、「最佳客語演唱新人獎」及「最
佳原住民語演唱新人獎」等 4 個獎項。然而，由於當年新增之 4 項新人
獎參賽作品甚少，為提昇臺灣整體音樂發展層次，乃於 1996 年（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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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合併改設「最佳流行音樂演唱新人獎」（文化部 2015）。
為了加速提昇臺語、客語及原住民語流行音樂的創作環境與能見
度，並鼓勵從事該三語言流行音樂創作者製作屬於自己風格的音樂，金
曲獎設立的目的是希望保存臺灣音樂文化、獎勵資優新人，並提供多元
音樂文化發展空間（文化部 2015）。

二、觀察
出現與黃連煜類似情形的還有 2014 年第 25 屆的曾雅君，她也是同
時獲得最佳客語歌手及最佳客語專輯獎項 2 。當她再度上臺領取專輯獎
時，顯得毫無準備，只說了：「謝謝，謝謝大家對我的肯定，謝謝，謝
謝，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拿兩個獎，謝謝大家，謝謝。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謝謝。」總共用了 12 秒就結束了感言（徐世慧 2014）。
將時間回溯到 2007 年第 18 屆的林生祥，他同樣也獲得最佳客語歌
手及最佳客語專輯獎項 3 。林生祥拒絕領取獎項之外，同時也表達音樂
不應該用族群語言來分類。他首先上臺的感言如下：

我覺得金曲獎的音樂獎項的分類，應該是要以音樂類型來分
類比較適當，而不是以族群的語言來分類，因為今天我們會
在這邊是因為音樂的關係。我先非常謝謝，非常謝謝評審對
於，對於《種樹》專輯的肯定，對於我個人演唱的肯定，但
2
3

得獎作品為《Heart Land 心地》，鴿子窩音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頒獎人是謝宇
威。
得獎作品為《種樹》，大大樹音樂圖像發行。頒獎人是謝宇威與陳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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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團隊心裡實在是很不願意來領取這個所謂最佳客語演
唱人這個獎座。所以，很抱歉我們必須要婉拒這個獎座，我
們來參加這個競賽純粹是為了想要表達這個想法，那，而且
我們要把這個獎金呢，捐給賦予種樹力量，還有安慰農村生
活價值的四個單位跟人：第一個是美濃的自發性種樹團體；
第二個是美濃社區報《月光山雜誌》；然後第三個是討論有
機農業的《青芽兒雜誌》；還有，因為為農民發聲而去坐牢
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謝謝大家，謝謝。（林轉 2014）

接著，林生祥二度上臺的感言如下：

我想，我還是一樣，因為這是一個客語專輯的獎項，我依然
要婉拒領取這個獎，跟剛剛的理由一樣。那我想，我過去一
直在世界音樂的舞臺，我曾經參加過德國最大的世界音樂
節，也到過捷克的世界音樂節，那都是音樂類型，因為音樂
無國界嘛。那我們還記不記得是去年，我記得是蕭清陽，葛
萊美獎，他是因為唱片設計這個獎項，這個都跟族群的語言
無關。所以我，我們還是一樣的想法，那一樣我們把獎金都
捐給為農業付出的這以上四個單位。謝謝大家，謝謝。（林
轉 2014）

金曲獎對於客語音樂的歧見，特別在 2008 年第 19 屆的表演安排上，
更引起眾多客語音樂工作者的詬病，認為客語歌手被視為外星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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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被壓縮（徐智俊 2008）。該屆是黃連煜同時獲頒最佳客語歌手及
最佳客語專輯獎 4 ，但是竟然沒有像其他語言的得獎歌手一樣，黃連煜
沒有演唱的機會，講完感言後就得下臺，而整個頒獎典禮甚至完全聽不
到客語歌曲。其中一位頒獎人劉劭希 5 則在臺上感嘆的表示：

怎麼我們要頒客家音樂，前面是原住民的表演？那客家的表
演到那裡去啦～ ?‧‧‧ 我記得我前年的金曲獎曾經呼籲
過，要重視我們本土藝人的表演空間。去年好像有人﹝林生
祥﹞拒領的關係，怎麼今年，我們不是 more music 嗎？，現
在客家音樂怎麼變成 no more 啦～ ?（Hakkatv 2010）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受獎人是 2012 年第 23 屆的羅思容，巧合的是，
她也是同時獲頒最佳客語歌手及最佳客語專輯獎項 6 。羅思容曾在 2008
年第 19 屆以不分族群語言入圍了「最佳潛力新人」獎時，就落落大方
的接受臺上頒獎人公開她以 48 歲的年紀獲得入圍，完全不顯尷尬的神
情（Hakkatv 2010）。在第 23 屆她第一次上臺發表得獎感言時（摘要如
下），就像之前大部份的得獎者一樣，都歸因於客家文化：

非常謝謝評審的肯定。我想，對一個創作人來說，最美好的
都在創作的當下，它就已經發生了。嗯，那我願意將這一座

4
5
6

得獎作品為《Banana》，貳樓音樂工作室發行。頒獎人為謝宇威，劉劭希，及小鐘。
音樂創作及製作人，同時也是客家歌手。曾經獲得第 14、17、及 20 屆金曲獎最佳客
語歌手獎，及第 14 屆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得獎作品為《攬花去》，旭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頒獎人為謝宇威及彭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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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獻給天地之中那些無私以及啟蒙我的所有的力量。這座
獎也要獻給我客家文化的母親，是這個媽媽滋養了我。雖然
母語創作的道路非常的艱辛，不過，我覺得是充滿了榮耀的，
謝謝 ‧‧‧ 最後，我要誠懇的邀請大家一起來聆聽，這樣
子的一個充滿了泥土的芬芳，神聖的光芒的一個音樂「攬花
去」，攬花去喔～攬花去呀～讓我們擁抱在一起，透過今天
在座所有的美好的樂音，我們一起擁抱在一起，謝謝大家，
謝謝。（Li 2012a）

羅思容第二度上臺的感言時間（引用如下），雖然比同樣兩度上臺
領獎的曾雅君（第 25 屆）及黃連煜（第 26 屆）長很多，但是可以明顯
的聽出，她的感言句子已經不連貫，有些詞不達意：

再次謝謝評審的肯定。嗯，我想，嗯，所謂的嗅聞土地的芬
芳，仰望神聖之光，願意所有的創作人，都把我們這塊土地，
最美好的文化和芬芳。然後甚至，我想我們的樂團是來自於
愛爾蘭，來自於美國，甚至於來自於閩南文化。這樣子的一
個多元融合，語言，嗯，所融塑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屬於我
們臺灣的一個特有的一個原創的音樂，所以很希望朋友們能
夠來聽我們的音樂。（Li 2012b）

而羅思容第二次所提及的感謝對象與第一次是雷同的（引用如
下），都提到沈聖德老師、旭日文化團隊、及很多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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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感謝名單摘要）
‧‧‧ 當然，這張專輯也要謝謝臺北藝術大學電影系的沈聖
德老師，為我們做了非常好的錄音。接下來還要謝謝旭日文
化團隊，讓我們有一個最完美的一個後盾。謝佩娟老師還有
我相知相惜多年的好姊妹吳麗珠，還有更多更多扶持我、支
持我的很多的好朋友……。（Li 2012a）

（第二次感謝名單全文）
然後當然也要謝謝，再次的謝謝，嗯，為我們做錄音的沈聖
德老師，還有，旭日文化的工作團隊。嗯，還有很多很多的
好朋友，真的非常謝謝你們，我想你們一定跟我一樣，也感
到非常的驕傲，與有榮焉。謝謝大家，大家一起繼續努力。
謝謝。（Li 2012b）

上述狀況可以說是「強調」，也可以說是「詞窮」。剛才所討論到
的林生祥也一樣，雖然他拒領金曲獎座，可是還是二度上臺，但是卻重
述第一次上臺所言，說明音樂不應以語言來分類及獎金捐贈的單位。

三、理論與評述
「文化」是一種可以傳承的想法、價值觀、信念、習俗、及語言系
統，用來反映及維繫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Spencer 1982），不同的國
家都擁有自己的文化。然而，地理疆界並不能畫清文化差異性，因為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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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同一個國族環境裏，也會共存著不同的文化，就如同臺灣有閩南、
外省、客家、及原住民等文化。因為每一種文化有它的獨特性，這往往
造成所屬成員對生活有不一樣的察覺、認同、及期許（Wood 2014）。
所以，不同的文化間會有誤解產生，跨文化溝通則成為一門相當重要的
課題。以本文金曲獎頒獎典禮為個案，在臺上的客語音樂工作者及臺下
的主流觀眾群（現場及電視機前）分屬不同的文化背景，藉此場合進行
有效溝通是值得深思與探討的。
客家族群在歷史上不斷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造成
在許多面向上無法與其他文化有著平等的地位，而流行音樂就是其中一
例。在尊重本土文化及客語地位的逐漸提升下，金曲獎終於分別在 1993
年（第 14 屆）及 1995 年（第 16 屆）增設「最佳客語歌手」及「最佳
客語專輯」獎項。然而，許多客語音樂工作者及相關活動參與者卻不夠
重視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從本文第二節的說明可以看出，黃連煜及曾
雅君忽視了第二次發表感言的機會；雖然林生祥及羅思容用足了第二次
的感言時間，可惜內容卻跟第一次感言大同小異，並沒有充分發揮第二
次機會的效益，讓觀眾更了解他們的內在世界。
關於林生祥拒領金曲獎座，倡議音樂不應該以族群語言來分類。這
個想法是否走回頭路，要推翻前人設置客語音樂獎項的努力與美意嗎 ?
雖然他提及德國與捷克的國際音樂節為支持的理由，可是一個國際性活
動怎麼有能力接受並評審分類後的各國本土音樂？全球本土語言何其
多，當然無法成為他們參賽音樂的分類規則。再來，林生祥既然因為理
念與金曲獎不同而不接受獎座，可是卻兩度上臺從頒獎人接下了獎座，
並也選擇性接受了獎金，捐給他指定的單位與人。他的音樂分類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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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雖說不拿，手卻拿獎座」的行為、及不拒絕獎金的態度，這都會間
接影響客家族群在觀眾心中的形象，因為觀眾常常是不理性、有既定偏
見的。
客家族群有自己的文化符號（symbols），包括語言及服裝等。以
林生祥、黃連煜、曾雅君、及羅思容為例，在他們發表得獎感言時，還
是以華語為主，客語僅是穿插的性質。難道金曲獎有規定臺上要用華語
發言嗎 ? 還是耽心觀眾會聽不懂呢？再從服裝來說，客語音樂工作者也
失分了，他們在視覺上看起來就像任何音樂人一樣。客家族群似乎陷入
了「文化掙扎」（cultural struggle），在想要保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時，
卻也害怕造成刻板印象，不願意讓油桐花或大花布等客家圖騰上身。客
家族群經過多年的努力，不就是追尋辨識度（recognition）嗎 ? 可是一
旦機會來時，卻又常常矛盾地希望跟主流大眾一樣。
最後，關於客語音樂獎項頒獎人的安排，仍有努力的空間。在本文
所抽樣討論的四位受獎者，不論他們的頒獎人是一、二、還是三位，竟
然都有謝宇威 7 ，他擔任歷屆客語音樂頒獎人的次數實際上是更多的。
其他頒獎人像是劉邵希、羅時豐、彭佳慧、及小鐘等都是客家人，但也
算是熟面孔了。主辦單位應該用心去邀請其他也有客家背景的藝人，讓
金曲獎客語音樂的頒獎單元更有看頭，而不是觀眾轉臺或去休息片刻的
時間。
主流大眾對客家文化的一些負面刻板印象常常影響著客家族群的自
我認同，進而造成沒有歸屬感。這種主流對客家文化的不理解，需要雙
方在時間上的耐心溝通，這更是常常站在鎂光燈下的客家音樂工作者責
7 客語流行音樂家，曾榮獲 1994 年第 15 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演唱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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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旁貸的文化任務。
金曲獎頒獎典禮是華人界的音樂嘉年華，每年收視率不管是好是
壞，當天的現場轉播起碼都能吸引上百萬的觀眾欣賞。在這個主流音樂
主導的舞臺上，弱勢音樂不應該妄自菲薄，反而要好好表現自己。客家
委員會自 1991 年成立以來，每年推動各項客家活動不遺餘力，可是似
乎仍有「關起門來放鞭炮」之感，因為缺少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參與。
所以，雖然金曲獎是由文化部主辦，客家委員會其實可以積極的、但是
適切的參與，對於客語音樂的頒獎人、入圍及得獎人、及表演的安排提
供專業意見及策略，讓客家文化能藉由不分族群共襄盛舉的金曲獎，潛
移默化的走進觀眾心理。客家文化若要被看見，就要把握任何在舞臺的
機會。期望客語音樂工作者在 2016 年的金曲獎頒獎典禮上有更好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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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客家文化館簡介
蔣絜安 *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局長

一、前言
臺灣的客家人約佔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其中桃園市便佔了 80 萬
人，為全臺客家人口最多的都市。多元族群文化的交會，一直以來也都
是桃園的魅力，桃園「客家」，匯通閩南、新住民、外省及原住民等族
群文化，表現出不同於傳統的獨特生命力。然而我們也發現，桃園在地
的客家文化內涵，鮮少被透過文字、影像等方式全面性的紀錄，長久來
看，我們將會失去歷史足跡中的一角，在地的客家文化也將遺落在瞬變
的洪流中。桃園的客家族群聚居於各區，為了推動客家事務、保存客家
文化特色，桃園市在龍潭設立了相當有特色的「客家文化館」，這是一
個具有「客家文明博物館」氣質的桃園市客家文化園區。以下是桃園市
客家文化館之館舍設計及園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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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理念與空間配置

（一）理念思維
近年來，以客家文化為主體的探討日益興盛，從客家族群遷移歷
史、聚落式建築、語言、服裝、傢俱以及各種生活日常用具，已投入許
多的心力記錄、研究，這方面可在臺灣各地客家文物館或園區中，看到
相關的保存與展示。而文化的面向是多元豐富的，雖然藉由傳統的建
築、鞋、衣、生活用品可提供觀眾推敲先民的生活狀況，卻難以讓我們
瞭解過去時代的興衰、先祖們情感的表達等，關於文化裡更為豐富的精
神內容。透過文字詩歌，我們得以察覺文化裡更為深刻的內涵，並感受
文化裡的生命力。
考量目前全國各地的客家文化園區，皆缺乏對客家文學及客家音樂
進行系統性的收藏與展示，因而，桃園市客家文化館在構思定位時，即
設定為「全球華人客家影音中心」，整個園區結合客家文化保存、展示、
教育、休閒娛樂等多重功能，以客家文學與客家音樂作為本館的發展主
軸，期許成為「唯一完善保存客家文學與音樂的綠洲」，打造全球華人
地區客家影像、音樂的重鎮。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的設立目標，不僅是作為客家文化推廣展示的場
域，更是一個客家文化生活體驗的園區。整個園區的規劃連結客家文化
館展演空間、地方創意產業與三坑、大平、清水坑等客家文化觀光資源，
建構了客家文化生活體驗園區，目的是讓民眾在這個「參與式博物館」
中，通過親身體驗來感受客家文化的魅力、深化客家族群之共同集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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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二）空間配置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主要建築群為地下一層，地上兩層之建築。在設
計上卓見巧思。由於臨近建物皆屬低樓層平房，為避免館舍過高造成地
理景觀上的突兀，特別將需要挑高空間的演藝廳嵌至地下一樓，一方面
可以避免輕航機隊高度鄰近建築的限制，更減低螺旋槳低頻噪音對演出
時的影響。其他如增加採光、避免日曬、擴大園區綠面積、增進通風、
強化保水能力及節水計畫等，其中皆蘊含許多客家文化生活智慧的巧
思。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一、二層空間規劃有特展室、客家文學館、客家
音樂館、影像資料館（影音借閱區）、演藝廳、視聽簡報室、鄧雨賢音
樂館、鍾肇政文學館、桐花商店及行政辦公室等，戶外空間則規劃為廣
場、生態公園、客家諺語步道及九龍書房，另有遊客服務中心更是為參
觀民眾帶來便利。

三、園區特色
（一）獨步全國的客家文化館舍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以客家音樂與客家文學作為展館特色，客家文化
館展陳空間設計是以客家文學及客家音樂為兩大主軸，包含鍾肇政文學
館、鄧雨賢音樂館、文學館及音樂館分別介紹十大文學家及十大音樂
家。但客家文化館展館持續建設為以人為本的「活的博物館」，持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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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音樂及文學創作人才資料，期藉此保存客家文學音樂資產，匯聚動態
多樣的客家族群記憶，並且整合客家文學音樂研究資源，建立客家文學
知識及音樂交流平臺。

（二）客家知識學苑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起成立「客家婦女學
苑」，學苑六大課程領域包括客家工藝復興、客家語言與文化學習、女
性影展、名人講座、生活知識及客庄生活體驗等，在全桃園 13 個區全
面推動。自 2016 年度起，學苑改名為「客家知識學苑」，面向社區，
歡迎親子共學、三代共學，帶動客家文化走入生活，也讓客家文化是「看
得到、摸得到，也感受得到」，客家之外，更鼓勵非客家籍的市民參加，
讓更多人來認識客家文化、欣賞客家、分享客家。

（三）桐花商店
桐花商店專櫃店目前由龍潭在地的商家承攬經營，由桃園市政府客
家事務局輔導以精品店的模式營業，伴隨著客家文化館活化卓著，越來
越熱鬧，遊客越來越多，桐花商店也精挑各式富含客家精神的產品，結
合在地的特色來推廣及發揚客家文化，很多蒞館參訪的民眾都會到此挑
選精美禮品帶回家送給朋友，桐花明信片和手工香皂都是遊客的最愛，
局裡的同仁也會忍不住購買精美桐花或花布裝飾的實用檯燈，鄰近社區
媽媽以手工製作的花布包，中平國小精心製作的花布長頸鹿通通供不應
求，附近居民也會來到此處尋寶。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簡介

325

（四）假日廣場
假日廣場藝文活動，固定於每週六、日下午在戶外廣場舉行。除邀
請傑出客家藝文團隊（個人）、社團、客語生活學校進行歌唱、舞蹈、
戲曲、說唱藝術等精彩演出外，更結合本局「流行音樂節」歌唱、創作
比賽的優勝得主及培訓的藝文班隊演出，藉此強化節目可看性及本館能
見度。

（五）即時便民的導覽解說
客家文化館目前有 97 名志工，除協助於各館舍值勤，提供一般諮
詢服務外，更提供團體預約導覽服務，各機關團體只要 10 人以上同行，
皆可事先預約導覽服務。此外，志工隊更常配合客家事務局的活動，今
年由客庄十二大節慶之「龍潭迎財神活動」，客家局員工和志工共同組
成一支「迎古董」隊伍，展現客家局員工及志工的熱情及活力。

（六）客家風的幾米公園
桃園市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改制升格為直轄市後，為豐富臺灣多
元文化，經營全球及在地視野，重新規劃了客家文化館及園區的定位與
功能，強化並增加客家元素；藉由入口意象採用狀元布馬花燈，設置客
家諺語步道及桐花階梯，並裝設客家公仔，將傳統生態公園改造為一個
具有客家風味的「客家文化園區」。園區係以「客家風幾米公園」為發
展方向。生態公園將在原有的老樹綠蔭中，增設「細阿哥」、「細阿妹」、
「阿公」、「阿婆」等大型客家公仔及客庄常見的「阿啾箭」（烏鶖鳥）
裝置藝術。這些親切可愛的人與鳥，座落於園區的候車亭、伯公、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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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等處，晨昏陪伴民眾徜徉其中；環狀步道刻畫了一幅幅的客家諺
語，讓散步除了能呼吸新鮮空氣，還多了寓教於樂，汲取客家先祖生活
智慧之語的樂趣。

圖 1：客家諺語步道

圖 2：可愛的阿弟及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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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客家藝術與傳統民俗是臺灣難能可貴的瑰寶，更是這塊土地多元文
化交融的結晶，我們生存在這片土地上，有義務去了解、保存這些先人
的智慧與文化的美麗，與此同時，也須邁步向前，以寬闊的心態接納新
一代客庄年輕人的創意與想法，以我們的雙手開創客家文化的新局、用
我們的思維拓展國際視野，展現傳統與創新並陳、多采多姿的新風貌。
未來，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將藉由客家文化館的場域，鼓勵民眾習得
（learned）客家重要歷史事件或參與客家民俗節慶活動等，藉以復興及
傳承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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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輯說明
（一）依據客家知識體系平臺及客家學術研究說明：客家委員會為鼓
勵學者專家、從事客家研究者積極從事客家相關研究工作，特訂定「獎
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獎助研究範圍涵括遷徙開發、民俗信
仰、建築地景、藝術文化、語言學、社會經濟、產業歷史、民族生態等
多面向。

（二）本文的編輯目的在整理近 11 年（2003-2014）客家委員會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論文。本書目共收入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384 篇，由研究者提
出各項研究計畫，送交客委會審查通過之後，予以獎助研究經費，從事
客家學術研究。

（三）本篇書目的資料檢索來源為「客委會學術研究獎助客家學研究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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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統計 2003 年至 2014 年客委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論文，依序補
助年份為 2003 年（共 29 篇）、2004 年（共 59 篇）、2005 年（共 22
篇）、2006 年（共 31 篇） 、2007 年（共 27 篇）、2008 年（共 22 篇）、
2009 年（共 29 篇）、2010 年（共 29 篇）、2011 年（共 35 篇）、2012
年（ 共 42 篇 ）、2013 年（ 共 30 篇 ）、2014 年（ 共 29 篇 ）。 其 中 以
2004 年及 2012 年的學術研究論文篇數較多，而且研究領域以「客家社
會的當代發展」為大宗。

（四）本書目依據論文的研究場域，大致分成為「北部（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中部（臺中市、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南部（臺南縣、高雄市、屏東縣）」、
「東部（花蓮縣、臺東縣）」、「跨區域」、「不分區」、「中國」、
「其他國家／區域」、等八項研究區域。依據 384 篇研究論文的研究區
域，計有北部 112 篇、中部 23 篇、南部 80 篇、東部 14 篇、跨區域 10 篇、
不分區 139 篇、中國大陸 2 篇、其他國家／區域 4 篇。

（五）本篇書目在編輯的分類上，參考徐正光（2007）《臺灣客家研究
概論》1 一書，將研究計畫內容分成為：第一部份，源流與經濟、第二
部份，社會與文化、第三部份，語言、文學與藝術、第四部份，客家社
會的當代發展等四個範疇。經編者完成論文書目內容整理如下：第一部
份為源流與移墾（35 篇），其中包含源流（7 篇）、移墾開發（24 篇）、
福佬（4 篇）、經濟（20 篇）；第二部分為社會與文化（84 篇），其
1

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南天書局，2007，頁 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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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家族與宗族（8 篇）、婦女（12 篇）、飲食文化（12 篇）、宗
教信仰（47 篇）、禮俗（5 篇）；第三部分為語言、文學、工藝與演藝（123
篇），包括語言文化與研究（87 篇）、音樂（6 篇）、藝術與戲曲（8 篇）、
文學（10 篇）、建築（12 篇）；第四部份為客家社會的當代發展（122
篇），包括族群關係（22 篇）、文化社會運動（14 篇）、認同政治（3 篇）、
廣播電視（11 篇）、社區營造（51 篇）、政策（4 篇）、東南亞客家（4
篇）、其他（13 篇）。本文所分析之論文均取自客家委員會學術研究
會及獎助客家學術研究之網站資料，在研究主題分類，僅列作者、時間
與論文名稱，不另標資料來源。

（六）最後、為了讓讀者能夠清楚瞭解當前客委會獎補助客家學術研究
的現況，編者特別整理出下列二個表格：「研究計畫場域的數量暨比例
表」、「各主題研究分類表」。以下所有書目皆為計畫名稱。

表 1 研究計畫各場域的數量暨比例排序表：2003-2014
研究論文場域
不分區
北部
南部
中部
東部
跨區域
其他國家 / 區域
中國大陸
總 數

論文篇數
139
112
80
25
14
10
2
2
384

論文篇數佔所有論文篇數的百分比
36.2％
29.2％
20.8％
6.51％
3.65％
2.6％
0.52％
0.52％
100％

資料來源：編者製表

排 序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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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主題類別及比例與次主題類別篇數表：2003-2014
論文篇數佔論文
客家研究主題類別

論文篇數

次主題類別

篇 數

語言文化與研究
音樂
藝術與戲曲
文學
建築
族群關係
文化社會運動
認同政治
廣播電視
社區營造
政策
東南亞客家
其他
家族與宗族
婦女
飲食文化
宗教信仰
禮俗
家族與宗族篇
移墾開發篇
福佬篇
產業經濟
22

87
6
8
10
12
22
14
3
11
51
4
4
13
8
12
12
47
5
8
24
4
20
384

總篇數比例

語言、文學與藝術

123

32.0％

客家社會的當代發展

122

31.8％

社會與文化

84

21.9％

源流與移墾

55

14.3％

總共篇數

384

100％

資料來源：編者製表。

二、研究主題分類
（一）源流與經濟
黃森松，2003，《廣興莊的聚落形成與夥房散變遷：從姓氏族譜與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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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部落發展的人文與社會經濟背景因素》。
陳秋坤，2003，《清代客家產權交易與財富累積過程：以屏東平原為例，
1800-1900》。
顏俊雄，2003，《後龍圪仔客家聚落的史料整理》。
范明煥，2003，《歷史、地理與族群竹東地區舊地名之研究》。
曾純純，2003，《六堆地區「回憶錄」的採集與整理》。
賴志彰，2003，《新竹縣鳳山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歷史變遷》。
郭怡秀，2003，《苗栗客家文化產業之研究》。
何素花，2003，《客家婦女與苗栗地區蠶業之發展》。
溫紹炳，2003，《臺灣樟樹產業與客家人散佈研究》。
林秀幸，2004，《清代東勢地區的社群互動和社會型態》。
陳瑛珣，2004，《從古文書探討「健婦持家」社會現象中客家族群對傳
統的堅持與現實的變應：以臺灣美濃、閩西長汀傳統建築做個
案討論》。
賴志彰，2004，《苗栗縣後龍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歷史變遷》。
楊毓雯，2004，《砂勞越楊姓宗親會與臺灣新竹縣楊姓宗親會之比較》。
王天佑，2004，《客閩族別、教育與市場階層化》。
施雅軒，2004，《客家經濟區域的歷史建構：以南庄地區為例》。
謝劍，2004，《客家特徵與遷移模式：川西洛帶與西馬林明的比較》。
范明煥，2004，《時間裡的空間格局文化的代言人：新竹縣溪北五鄉鎮
市舊地名之研究》。
林裕城，2004，《臺南客家古蹟擇賢堂的歷史與其社會貢獻》。
黃森松，2004，《美濃種菸事業的盛衰功過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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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梅，2004，《客家文化特色在地方民宿經營表現之研究：以苗栗縣
南庄為例》。
溫紹炳，2004，《臺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
林修澈，2005，《臺灣客家人的原鄉》。
陳逸君，2005，《流轉中的認同：彰化竹塘地區福佬客族群意識之研
究》。
楊昭景，2005，《客家飲食文化及產業經營現況之探討：以美濃為例》。
吳煬和，2007，《屏東縣高樹鄉劉錦鴻家藏古文書整理計畫》。
劉蕙華，2008，《建立彰化福佬客與客家傳統文化喚起與繫結之系統性
研究：以彰化縣客家傳統文化生活學園為例》。
陳正哲，2008，《臺灣樟腦業製腦空間中的區域性格與生產方式：客家
產業及其化研究—》。
賴旭貞，2009，《客家界線的游移與想像：從臺灣福佬客議題看中國、
臺灣、日本的客家研究》。
韋煙灶，2009，《桃園地區粵東移民分布的地理意涵解析：以觀音、新
屋、楊梅三地調查為例》。
魏貽君，2009，《勇士當為義鬥爭：魏廷朝初傳》。
韋煙灶，2010，《新竹地區客家移民祖籍分佈的空間意涵解析：以湖口
及新埔的調查為例》。
王定士，2010，《客家源流之研究 : 客家族群與西伯利亞－中亞地區民
族族群發展史之比較分析》。
張震鍾，2010，《花蓮縣吉安圳開發與客家聚落發展關係研究》。
林正慧，2010，《19 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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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鴻仁，2010，《東勢梨農的商品鏈：九二一災後梨農農糧網絡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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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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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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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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為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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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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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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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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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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細格式規則請見「稿件格式」http://ghk.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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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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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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儘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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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Wanted
This Journal aims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Stud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and encourage the research of Hakka societies in regional,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scales. The Hakka, who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among the Han Chinese in the diaspora,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 population
who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on the move.’ As a saying has stated, the Han
Chinese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ide as the sea, and among
these Han immigrants, you can always find the Hakka. However, until recently, much of the research done on the overseas Han population has tended
to view the Han Chinese as a whole. As a result, the distinction of the Hakka
is usually devoiced. In view of this, we hope to build a platform by whic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can shar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Hakka. The Global Hakka Studies, therefore, i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Hakka Studies and the issues of ethnicity,
migration, diaspora, and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Global
Hakka Studies is a Semi-Annual Journal. The first issue will be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13.

1. Author Guidelines
We welcome articles of all disciplines concerning with Hakka issues and
Hakka communities. The types of articles we are looking for include: “Research Articles” (maximum words: 25000), “Research/ Fieldwork Note”
(maximum words: 15000), “Book Review/ Comment” (maximum words:
5000) and “Hakka Commun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maximum words:

361

Global Hakka

全球客家研究

Studies

10000). Articles could be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and Hakka.

2. Style and Formatting
2.1 Please format your document in Word, and upload the document online
to our peer review system.
2.2 The paper must be ordered by: Cover Page, Abstract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ain Text (including the figures), Appendices, References.
2.3 On the Cover Page, please provide: Title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 of the author, affilliated institution (full time) , contact method (in
cluding post address, phone number, fax, email, etc.), and running head
(less than 10 words).
2.4 On the page of Abstract, please provide title, abstract (300 words maximum), and keywords (at least three, but not more than eight)
** Please click “Style Guide” to download detailed format: http://ghk.nctu.
edu.tw/

3. Peer Review Process
3.1 All submitted papers will be sent for anonymous review by at least two
referees.
3.2 There is no deadline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paper. We welcome the
contribution anytime. The expected time of the peer review is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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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s
4.1 Manuscripts must not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and must not be
under consideration by another journal. The author must also indicate
whether the paper is posted on a website other than Global Hakka Studies.
4.2 The author is required to transfer copyrights of his/her paper to Global
Hakka Studies for both electronic and print publication. The auth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use all or part of paper in future works he/she may write,
but is quired to inform Global Hakka Studies.
4.3 The author will receive one copy of the issue, where his/her manuscript is
published.   

5. Submission
We don’t accept submissions by e-mail or postal mail. Manuscrip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via Global Hakka Studies’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 website (http://ghk.nctu.edu.t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by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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