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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特別是在現代國家還沒有成為支配性地位時代，會館

在社會經濟方面扮演了重要的功能，甚至在若干法制約束的層面也有作用。有

些業緣團體甚至負起該行度量衡的規定與執行。地緣性會館，通常是設在該地

區之外的其他地方，例如廣東會館不會在廣東本地設立，可能設在北京；苗栗

同鄉會會在台北設立，不會在苗栗本地設立一樣。會館也有以業緣為基礎的，

例如以錢業為例，成立「錢業公所」，以雜貨為例，可以成立「覃、懷、中洲會

館」或「上元會館」（何炳棣 1966：105）。此外，也有以血緣為基礎的宗親會

等團體。不同的結社性質，具有不同的功能。 
東南亞的客家會館在東南亞客家研究，顯得相當凸出，在東南亞客家基礎

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會館仍是瞭解海外客家人的重要線索，客家會館功能

的演變，可以作為瞭解海外客家社群的一個窗口。這些會館有些呈顯出古老的

歷史傳統，大廳掛滿了有功勞者的相片，各種題字；有些顯得歷經歲月蒼桑，

燈光昏暗；但是也有一些是最近才新蓋的建築，有現代的會議室，各種現代設

施，還有客家文化研究室，有時還可以看到他們鋪滿地的資料，正在編纂新書。

他們的樣貌很不一樣，但是當我們走訪當地客家朋友時，這些都是不能跳過，

而且還需要詳細探索的對象。 
本文的研究團隊分別去過東南亞許多客家社區，這次選四個地方作為討論

的對象，其餘部分也將陸續再加以討論。本文所選的對象是馬來西亞、汶萊、

泰國、與越南。我們將針對當地的一些背景加以介紹，以作為討論的基礎，然

後針對在地客家人社會經濟活動概況加以介紹，特別是他們的職業，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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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文化的特色，在會館的部分我們將針對其社會功能進行分析，尤其是瞭

解客家文化認同與發展的可能性。 

二、會館的性質 

會館的設立有許多類型，有些是以地緣為基礎，由同鄉人設在旅居的異地。

全漢昇在《中國行會制度史》中指出（全漢昇 1986：97）： 

中國人愛鄉心極強，每逢佳時令節必引起思鄉的情緒，故愛慕故

鄉的詩文甚多。他們以生死與故鄉為本，雖有時為生計所迫而作客他

鄉，事業成功後卻要衣錦還鄉。即不幸而失敗死亡的時候也希望能夠

把遺骨歸葬於先人之墓。所以他們在他鄉住上數代，仍呼祖先出生之

地為故鄉，同時仍被所在地的人目為客籍。他們在故鄉時，一向聚族

而居，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故一旦出外做官、作買賣，或從事其他

工作的時候，以同鄉之誼來做成一種團結是當然的事了。 

這種會館的性質類似於同鄉會，除了聯誼之外，相當程度也有自保的功能，

特別是在現代國家還沒有發展的時代，以同鄉為團結的基礎，組織會館來保護

其生命與財產，有時要把客死異鄉的長輩，運回原籍安葬。在長程的旅途上，

不論是在安全上或財務上，也需要同鄉人之同心協力，所以它是一種具有聯誼、

互助和自保的功能的民間組織。 
 地緣是一個彈性的範圍，可以伸縮調整，有以一個縣為範圍的，也有以幾

個省為基礎的，這方面全漢昇作了歸納約有六種，其組成則各自不同的理由： 
 

表1、地緣與會館性質 

由一縣人組成者 如湘鄉會館，武進會館等。 

由一府人合組者 如廣州府屬之嶺南會館，寧波府屬之四明公所。 

由地理語言歷史諸方面有 
特殊關係的兩三府人合組者 

如廣州肇慶二府人組成的廣肇會館， 
潮州惠州人組成的潮惠會館。 

由一省合組的會館 如廣東會館、四川會館。 

由互相鄰接的兩三省人 
合組一會館 

雲南會貴州二省人的雲貴會館， 
湖南湖北二省人的湖廣會館。 

由全部華人所組成的 中華會館。 

資料來源：整理自全漢昇（1986：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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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全漢昇提到「出海的時候，每不論其身地之異同而組成中華會館」（全

漢昇 1986：99）。確實如此，例如在吉隆坡有中華大會堂，在泰國有客家總會

這樣包羅廣泛的機構，不過在海外並非只有中華會館這樣的機構，表一（地緣

與會館性質）中的前五種會館也是有的，例如本文所分析的馬來西亞客家社團

中，像永定、惠州、茶陽、大埔、河婆這樣的小小的地方性的地緣性會館也不

少。 
會館的性質，並非一定是以地緣為基礎，也有以業緣為基礎的會館，例如，

「溫州的釣鉤行為福州人獨佔，鑄針行為台州人獨佔。在北平，山西人獨佔了

錢業票莊及顏料行。山東人有『水閥』之號。其餘各行，想亦也有同樣現象，

故各成立會館」（全漢昇 1986：101）。全漢昇舉出許多以專門的行業為基礎的

會館，但是同業組合也常和同鄉團體有重疊之處。不過純粹以業緣結合的行會，

確實有之。就長期發展的趨勢來看，「同一個城市的熔冶裡，經濟與社會的力量

無時不在削弱各種地緣組織原有的畛域觀念。共同經濟利益促成地緣的業緣結

合，長期全面接觸促成土客間的社會同化」（何炳棣 1966：114）。在「會館與

地域觀念的逐漸消融」這一章裡，何炳棣認為長期的發展是超地緣的業緣組織

是趨勢：「無論地緣觀念最初如何深固，同業的經濟利益遲早能克服同業之內原

來的宰狹地域觀念，所以最後總是趨向於超地緣組織的形成」（何炳棣 1966：

102）。 
本文所分析的對象，主要是以地緣為主的團體，雖然我們也發現這裡有許

多公會以方言或族群為基礎的，例如代表使用客家語言或客家文化的越南胡志

明市的客家崇正會館便是一例。詳細觀察，基本上大多是以地緣為基礎，但表

現出族群的特色。地緣的大小有相當的彈性，這些社團一方面多數使用原鄉的

地名，例如嘉應會館、大埔會館、龍岩會館、蕉嶺會館等地名，這些地名其實

相當程度的表示著他們的族群特徵，原鄉的地名和族群的特質在名稱上看得出

來，另一方面不以地名來命名而以客家公會為名的，也是運用地方來命名，所

不同的是用僑居地的地名，例如吉打客屬公會、吉南客屬公會、威省客屬公會、

霹靂客屬公會、柔佛東甲客屬公會，名稱上也充分的表現其族群特質。所以，

這些客家會館應該是地緣性與族群性重疊度很高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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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會館的設立宗旨與功能：以馬來西亞為例 

本節以馬來西亞客家會館的成立宗旨為分析內容。這些會館多數成立於

1930-1970 年之間（參見圖 1、馬來西亞客家會館成立時間），多數的會館成立

宗旨為聯誼和互相協助的性質，是一個民間互助性質的社團，從設立的宗旨來

看，幾乎並不關心政治，雖然團結互助，甚至於華裔人口的權益也是會館的主

要宗旨之一，但多數與政治無直接關係。從其設立的宗旨來看，大約涵蓋以下

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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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馬來西亞客家會館成立時間 

資料來源：請參閱本文附錄一。 

 
（一）團結互助、共謀福利 

「團結屬人，共謀客屬鄉親福利慈善事業」、「各地鄉團和鄉親的聯繫，發

揮團結的力量，為同鄉謀福利」、「團結鄉親，聯絡同鄉感情，共謀同鄉福利，

互助互惠」、「團結鄉親，發揚守望相助精神，促進鄉誼，照顧同鄉福利」，諸如

此類的宗旨相當普遍，在本文分析的 93 個個案中，把「團結互助」列入會館設

立的宗旨者有 36 個、把「共謀福利」或「慈善」列入宗旨者最多，有 63 個。

相似的宗旨有時表現在「設立福利委員會，辦理會員貧老度歲金，傷殘貧病救

濟，告老還鄉」，或「本會宗旨便是：使同鄉『生有所歸，死有所葬』」，或「老

死相助，疾病相扶」等，.協助貧困鄉親也屬於互助的範圍，列有這方面宗旨的

會館共又 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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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親聯誼 

在本文分析的 93 個會館中，「聯絡鄉情」、「聯絡感情」、「聯絡客屬鄉情」、

「敦睦鄉誼」等類似鄉親聯誼的措辭做為會館設立宗旨者次多，有 58 個。 

（三）獎勵教育 

這個宗旨，有時是以「頒發會員子女獎助學金」的活動來表現，有些則以

展開「多項體育、文化、教育等健康活動」或某人擔任會長時「倡議頒發會員

子女獎學金」，有些則在會館的宗旨明訂：「教育基金委員會，負責籌集基金及

頒發會員子女學業獎勵金」，「設立福利組，成立會員子女學業優良獎」，大部分

都是「設立貸學金委員會」以協助教育金費的籌措，例如：馬來西亞「嘉應聯

合會」的重要記事中指出：「1958 年設立大學貸學基金，至 1996 年，已幫助 800
多名家境貧窮同鄉子女完成大專學業」。基本上，會館功能之一就是要獎勵或解

決教育方面的需要。 

（四）相互合作、促進工商 

「實行互助合作，促進工商」、「實行互助合作，發展工商」這樣的宗旨也

相當重要，通常「互助合作」和「促進工商」連在一起。但是也有一些只提到

互助合作，未與工商活動有關。另有像「聯絡鄉誼，促進工商」者，未必提到

互助合作。據統計，將「實行互助合作」列入宗旨者有 14 個會館，將「促進工

商」列入者有 15 個會館。 

（五）排解糾紛 

這項宗旨和族內之團結以及族與族之間的相處有關，有些會館便將它作為

設館的宗旨之一。1930 年代成立的砂勞越「巴南客屬會館」之設館宗旨之一便

是，「調解屬人內部爭執或與外籍人之糾紛等」；檳城的增龍會館也明訂，「宗旨

在聯絡感情，守望相助，排難解紛，共謀福利」，類似這種案例共有 4 個。 

（六）發揚華人的文化與族群意識 

會館宗旨中表現出族群意識者有幾個例子，其一是「我群意識」，例如吉隆

坡河婆同鄉會，「宗旨是發揚中華文化，團結鄉親，照顧同鄉福利，發展社會慈

善和教育事業，加強與各民族的團結，共負建國使命」。其二是馬來西亞河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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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聯合會，「旨在促進華文教育，謀求鄉親福利和各民族的親善」。其三是馬來

西亞嘉應會館聯合會，「宗旨是對內致力於增進各地鄉團和鄉親的聯繫，發揮團

結的力量，爲同鄉大衆謀福利；對外則負起作爲華裔團體的任務，同其他華裔

團體氣息相通，爲加強華人社團的團結及促進社會、國家發展貢獻力量」。其他

如「促進與華裔社會的團結」，則是明白指出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關係。將遷出地

之文化意識的精神作為設立宗旨的會館有 5 個，數量不多。 

（七）展現客家族群意識 

相對於中華文化的意識，客家會館顯然重地域性和族群性，這些會館的客

家文化意識當然也很清楚。1938 年的務邊客屬公會設立宗只是「聯絡鄉誼，發

揚客家團結精神，謀求同鄉福利，以資建設社會，服務邦國」。1941 年成立的

霹靂客屬公會「首屆大會號召全霹靂客屬人士，團結在客屬公會旗幟下，集中

意志，集中力量，發揮客家精神」；「1976 年 4 月 4 日，舉行成立 25 週年銀禧

紀念慶典，同時召開全馬來西亞客屬公會代表大會，通過章程草案，議決成立

馬來西亞客屬公會聯合會（簡稱「馬客聯會」），1979 年 7 月，馬客聯會在怡保

舉行成立大會」。1965 秋成立的瓜拉冷嶽客屬公會則提到：「宗旨是：『聯絡鄉

情，互通聲氣，共謀客家屬僑福利』」。1965 年成立的佛柔三合港客屬公會，「宗

旨是聯絡團結客屬鄉親，扶危濟困，發揚互助精神；弘揚傳統文化，共謀同鄉

福利」。1991 年成立的雪隆客屬總會，也提到「旨在聯繫客家屬會」。吉隆坡是

大馬的首都，是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且人才薈萃，是設立客聯總會最理想

的地方. 但這個客屬人士最多的城市，雖然早年在吉隆坡分別有惠州、嘉應、

茶陽、增城、河婆、永定及興寧這七單位鄉會，但是之前卻沒有一個地緣性的

總會，將之聯繫起來」。類似於這種將客家精神明白列在會館宗旨中的共有 8
個。 

前述（一）至（四）四類宗旨（團結互助，共謀福利，鄉親聯誼、獎勵教

育、及相互合作、促進工商），性質多屬於會館內部的活動。但是這些活動也都

因為外部環境的關係而顯得需要。相對的，（五）（排解與他族群的糾紛）則比

較明顯考慮到與他族的互動關係。（六）、（七）兩類宗旨則展現會館本身所具有

的雙重族群意識，只是並未在宗旨中特別加以凸顯，特別是華人族群文化的部

分，這可能與本文在馬來西亞部分的觀察相似：「家鄉」的觀念遠比「國族」的

觀念強烈。此一觀察或許也可做為對其他東南亞各地客家會館之綜合性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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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緣和地緣是馬來西亞早期華人界定人群與我群的基礎，值得特別注意的

是，作為一個客家族群所成立的會館，似乎並沒有刻意將客家文化的復興和認

同列在宗旨裡面。這種情形所反映出來的可能是當時的社會環境裡，這方面的

議題並不是他們所關心的，他們所最關心的仍是經濟生存，互相合作，發展工

商，以及獎勵教育。 

四、馬來西亞的客家會館 

（一）歷史背景 

馬來西亞自 1957 年獨立以來，成立責任內閣制聯邦，種族由馬來人、華人、

印度人和其他少數民族組成之多元種族國家。根據馬來西亞政府 2001 年的資

料，馬來人加上其他土著（Bumiputera）人口共有兩千兩百四九十七萬人，佔

大馬總人口的百分之六十六。華裔人數為五百九十二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

二十六。印度人口為一百七十三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1華人雖占馬來西

亞人口的第二位，但始終都不是一個同質性的族群。由於移民時間的先後，殖

民政權和馬來西亞政府的治理政策，使得華人的身份認同趨於多元。 
不論在哪個歷史階段，馬來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課題，一直就是政治領導

層和華人社會關注的焦點。自十九世紀以來，華人離鄉背井，前來東南亞謀生，

至 1937 年止，馬來亞（包括馬來西亞半島部分與新加坡）華人達 210 餘萬人，

佔總人口的 41.4%，其中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的 76.5%， 而在馬來半島的 21 個

重要城鎮中，華人人口數超過居民總數 50%的就有 17 個（陳碧笙 1989：

202-205）。由於移民多來自於福建省與珠江三角洲，所以語言的共通性在凝聚

地方社群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同鄉者往往聚集在一起，相互幫忙。

當華人脫離祖籍地移民海外，在移居地重建社會組織，是海外華人所面對的共

同問題。由於祖籍背景相似，漸漸形成「福建幫」、「廣府幫」、「潮州幫」、「客

幫」和「瓊幫」等，不同籍貫的群體，因為使用不同方言，溝通上發生障礙，

造成幫派之間的對立。根據前述的分類，地緣性以及因地緣而有的語言文化特

性，也是這些社團形成的原因。 
除了在生活上的相互幫忙，有時各方言群之間還存在著利益上的矛盾。以

方言群為基礎的私會黨，更經常因為利益衝突而大打出手，釀成流血事件。十

九世紀末期，霹靂州的太平市所發生的三次械鬥便是例證。對早期華人移民來
                                                 
1 http://mytrade.com.my/MALAYSIA/DataAnalysis/PopulationMalaysi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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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鄉」的觀念遠比「國」的觀念強烈，語緣和地緣是馬來西亞早期華人界定

人群與我群的基礎。 
殖民政府的管理政策，也強化方言群的認同。1948 年，英殖民政府為了打

擊馬共的力量，「畢裏斯計劃」（Briggs Plan），進行人口大遷移，其中有些是

按照方言群分配居住的「新村」，相當程度的強化了各方言群、以及華人和馬來

人之間的隔閡。通過這個人口遷移的計劃，英殖民政府在 1950 年至 1954 年間，

強行建立了約 500 個華人新村，遷移了約 57 萬華人，華人佔了新村人口的 90%，

使得每四個華人，就有一位住在新村。在我們的訪談中，有些客家人聚居的新

村所使用的語言是客家語，目前許多年輕還能說客家語的客家人，小時都住在

新村。 
從 19 世紀中葉到 20 世紀中葉，會館是馬來西亞客家人主要的社團，會館

的主要功能在照顧同鄉，舉凡提供暫時住所、尋找工作、祭拜神祇、支持華文

學校或報刊，甚至是供奉靈位等。從十九世紀華人大量移民馬來半島，到 1957
年馬來西亞獨立建國，各地會館及客屬公會是地方權力機構和文化中心，一方

面負有保護同鄉的責任，一方面又必須維護華人宗教信仰，傳承華文教育。尤

其是處在半自治的殖民社會中，華人社會的運作是靠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組

織，設立華文學校，建立起特有的文化和認同體系。客家社團在興辦學校事業

上，發揮了重要的功能。 
 19 世紀末期，即有事業有成的客家人獨資辦學，但多為私塾性質。最早由

會館支持成立的學校是，1913 年霹靂州嘉應會館提供校地並資助經費，設立的

怡保明德學校。1916 年雪隆嘉應會館創辦吉隆坡中國學校，1949 年茶陽會館

創辦吉隆坡南開學校，1957 年霹靂客屬公會’創辦怡保深齋獨立中學，辦學成

為二次大戰前會館的時代任務。二次大戰後，取而代之的是不分方言群的全華

人辦學熱潮，強調的是「華人」而非「方言群」的認同。在這裡客家被淹沒在

華人的分類裡。 
1957 年馬來西亞獨立後，華人的身份認同發生了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是

馬來西亞政府開始採取同化政策。同時，中國政府不承認雙重國籍，並鼓勵海

外華人加入居住國國籍。華人的在地化過程發展的更為徹底，華人身份逐漸轉

變成馬來西亞華人，變成當地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此外，華人社會的人口特性

也強化了上述在地化的發展。20 世紀初女性移民的增加，形成純華人血統後

代，他們的價值觀念與文化與居住國的關係也愈來愈密切。除了政治身份和人



研究論文 193 

口特性的轉變外，會館的功能也有所轉變，減少以往社區權力的功能，增加了

文化和社會交往的功能。前者指的是支持華文教育的發展，後者是提供年長者

聚會，並舉辦文化活動，客屬會館逐漸轉變為華人文化活動的組織。 
 馬來西亞華人雖佔該國總人口的第二位，但在政治和社會文化上則屬於從

屬地位，馬來族在取得國家獨立以後，運用國家政權的強制力量，保護馬來族

群的發展，並享有許多優先權，例如 1970 年「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從 1970
年到 1985 年的 15 年間，政府開發了 128 萬公頃農地，幾乎全部分配給馬來西

亞土著。教育制度方面，60 年代起，馬來西亞政府以贊助經費為理由，強迫華

校改制，改以英文為教學用語，馬來文為必修課，華文每週只限 4 節的「國民

型學校」，華文中學也有近半數改制為「國民型中學」，只剩六十餘所中學得到

華人支持而不接受改制，就是所謂的「獨立中學」，以華語教學，但在學校裡嚴

禁使用包括客語在內的所謂方言。 
因此，當馬來西亞華人面對民族國家中強勢的馬來人時，沖淡了「馬來西

亞華人」的方言群歸屬，使得獨立前不同方言群的衝突，在最近四、五十年，

不再成為議題。換言之，獨立以後，只有「華人」的問題才可以喚起憂患的情

緒。就如馬華公會總會長林良實這幾年不斷重複「馬來西亞華人」是「more 
Malaysian, no less Chinese」（馬來西亞人的成份增加，但華人的成份並沒有

減少）。2從華人移民之初，馬來西亞的華人文化就不斷的變遷，形成目前的「馬

來西亞華人」的文化身份。 

（二）華人社團 

馬來西亞現有註冊的華人社團七千多個，以血緣、地緣和業緣團體為主，

此外也包括宗教、文教、學緣及聯誼等組織。在這些七千多個社團當中，比較

活躍的大約有兩千個。馬來西亞比較著名的華人社團有馬來西亞潮州公會聯合

會，簡稱馬潮聯會（1934 年成立）；馬來西亞瓊州會館聯合會，簡稱馬瓊聯會，

現改為海南會館聯合會（1933 年成立）；馬來西亞廣東會館聯合會，簡稱馬廣

聯會（1947 年成立）；馬來西亞嘉屬會館聯合會（1850 年成立）；馬來西亞福

建社團聯合會，簡稱馬福聯會（1957 年成立）；馬來西亞神州社團聯合會（1966

                                                 
2 1993 年馬華公會常年大會中，林良實說，馬來西亞各族群的「馬來成份、印度成份、

華人成份都沒有減少，他們只是更加馬來西亞化罷了。」（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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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立）；馬來西亞廣西總會（1952 年成立）；馬來西亞客屬公會聯合會（1979
年成立）；馬來西亞教師聯合會總會，簡稱「教總」（1951 年成立）；和馬來

西亞華校董事會總會，簡稱「董總」（1954 年成立）。  
以地緣為基礎的七個主要鄉團組織，稱為七大鄉團聯合會，包括廣東會館

聯合總會、福建社團聯合總會、潮州會館聯合總會、海南會館聯合會、客家公

會聯合會、三江總會、及廣西總會。成立最早的是 1933 年的馬來西亞海南會館

聯合會，客家公會聯合會則是成立於馬來西亞獨立之後，且估計的在籍人數和

1991 年國家統計局的人數有頗大的出入。（參見表 1）根據總會提供的資料，全

國共有 63 個客屬公會，這還不算以地域成立的客人組織在內。地區性的會館

許多在二十世紀初即已成立，嘉應會館甚至在 1950 年底成立「馬來亞嘉屬會館

聯合會」。值得注意的是，檳城嘉應會館的前身是仁和公司，成立於 1801 年，

是華人社團的鼻祖。 
馬來西亞近 600 萬華人中，有 130 萬人是操客家方言的（其中 60 萬人分佈

在東馬），佔 21%強，居第二位。居首位的是福建人，佔 36%，第三位是廣東

人，佔 19%，第四位是潮州人，佔 12%。客家人口雖然多，但成立全國組織的

時間卻很晚，且尚有許多地會館未加入，其中緣由頗值得探討。 
此外，根據表 2（七大鄉團聯合會基本資料）2003 年的資料，客聯會屬下

有 63 個組織單位（有的統計資料是 68 個），共用客家公會聯合會的名稱。除了

全國性組織外，有些地區並沒有成立客家組織，例如丁加奴地區，而有些會館

亦尚未加入客家公會，例如惠州會館、河婆和嘉應約 110 間的客家會館等。3沙

巴客家公會於 1886 年創辦，目前有 12 個屬會，會員二萬多人。沙嶗越的美里

客家公會成立於 1955 年，但屬於客家方言語系的龍川、嘉應五屬及大埔也都各

自成立公會，美里客家人最多的河婆客也於 1978 年成立公會。 
會館發展的另一趨勢，是會員人口結構的老化，根據檳州客屬公會會長謝

詩堅（2004 年 6 月）說，檳州客屬公會目前會員年紀大多數在六十歲以上，但

是廿歲至卅歲仍在增加，卅歲至五十歲的會員則是加劇上升。「雖然我也發現有

些資歷較深的會員，他們的子女都沒加入會館，但相信只要通過宣傳及馬來西

亞客家文物館的設置開放，屆時會吸引更多的年輕人參加。」因此，如何吸引

                                                 
3 例如永定同鄉會、茶陽會館、茶陽大埔會館、南洋茶陽趙氏公會、大埔同鄉會、龍岩

會館、河婆同鄉會、赤溪公館、豐順公會及增龍會館等，加上客屬公會，估計全馬來

西亞和客家有關的會館近兩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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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年輕人的加入，讓上一代及新一代聯繫一起，成為客家公會最重要的文化

任務。 
表2、馬來西亞七大鄉團聯合會基本資料 

在籍人數 

聯合會名稱 成立 
日期 

屬會 
數目 1991 年馬來西亞

國家統計局 
估計數字 

（單位：人） 

馬來西亞海南會館聯合會  1933 71  147,742 約 60 萬  

馬來西亞潮州公會聯合會  1934 51  495,839 約 60 萬  

馬來西亞廣東會館聯合會  1947 38  2,145,370 200 多萬 

馬來西亞廣西總會 1952 36  65,489 50－60 萬 

馬來西亞福建社團聯合會 1957 172  1,683,889 200 多萬 

馬來西亞客家公會聯合會 1978 63  961,522 180 萬 

馬來西亞三江總會 1978 5  58,630  
資料來源：http://www.hslmw.com/node2/node116/node119/node162/ 

node1295/node1297/userobject6ai78692.html     
 

五、泰國的客家會館 

（一）歷史背景 

 泰國華人的方言群人口分布，僅有 1909 年曼谷地區的統計數字。其中，

潮州人最多，佔有 53.1%；廣東人次之，佔有 18.5%；福建人第三，13.7%；海

南人第四，8.0%；客家人居第五，6.7%（Skinner 1957；李恩涵 2003：389）。

但之後的比例，以及在泰國境內各方言群人口的比例，缺乏確切的統計數字。

戰前來泰國的華人，多為男性；女的多是在戰後才來。4因此，早期的華人與當

地泰人女性通婚的比例非常高。移民至泰國的客家人，以豐順客家為最多5。根

據史料記載，1970 年代以前，泰國華人沒有政治野心，只管經濟。 
 早期泰國華人社會的階層結構，主要以財富來區分其社會地位。早期財富

的多少，常與華人各方言群的職業分類有密切關聯。泰國華人商人中，由於潮

州人取得多數利潤較高的工商業（如碾米業、房地產、紗布、西方貨品的進口

                                                 
4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問朱拉隆宮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楊作為教授訪談紀錄，2004.08.10。 
5 豐順縣位於廣東省東部，梅州市南端。 



196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八期 2005.06 

與典當業）和承包權，因此，社會地位最高。福建人由於在商業上也頗出人頭

地，特別是掌握了茶業的運銷，其社會地位僅次於潮州人。廣東人的社會地位

排列第三。他們在碾米廠和伐木廠方面也佔一席之地，但更重要的是他們經營

大多數的五金和機器店，並掌握了建築業。此外，他們也經營絲綢業，以及大

多數的旅店和酒樓。 
客家人和海南人則幾乎沒有在較高階層的職業中出現，在十九世紀，他們

一般的社會地位較低是事實。客家人多從事小商業，尤其是雜貨銷售。他們也

從事次要的工藝，如銀匠、皮匠和縫衣匠、徒手工人、小販和理髮師。海南人

則為手鋸工人、蔬菜園工人、漁夫、侍者、咖啡店主人；少數則為苦力、礦工

和挑販。他們是閩越五幫人中最窮的人（李恩涵 2003：387-390）。 
不過早期的現象，到近日已有很大的變化。一些泰國客家人，已在政治經

濟領域飛黃騰達，已很難再根據其方言群屬性，來定位其社會地位。6例如，目

前泰國的銀行界領袖，多為客家人；所經營的銀行包括幾個具有很大影響力的

泰華農民銀行、京華銀行、盤谷銀行等。在政治方面，有許多重要的政府職位，

也由具有客家血統的人出任。如，副國務院長Pichai；總理塔信；1995-1997 任

曼谷市長的劉均河等。 

（二）客家會館的功能分析 

一般而言，泰國社團組織繁多，組織面非常廣，在都市、府縣，甚至各街

道都有。這些社團是按地緣、血緣、同業、慈善、宗教、神廟、學術、新聞、

校友等性質組成。林林總總，應有盡有。而潮州人在泰國華人組織的社團中，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不過，泰國華人之社團，較有規模者，僅有曼谷一地。泰

國客家會館的成立，與其他泰國的華人社團的成立，其背景與意義是類似的。

當年由於不同的原因理由，移民至泰，「旅居異國，人地生疏，寄目無親，艱苦

奮鬥，白手興家」，「為了生存，保護自身和同鄉親，宗親的利益，聯絡感情，

發展福利，救災恤難，只有組織起來。」（徐仲熙 2002：107）其社團組織：如，

會館、同鄉會、宗親會等，乃是同鄉、宗族之社會福利及互助社團組織（徐仲

熙 2002：7），其職能「是防衛性的，即保護他們自己同鄉的利益。」（徐仲熙 
2002：7）例如，楊作為教授指出，客家會館在歷史上曾扮演的角色，最初始照

顧鄉親的「病」與「死」（人最怕「病沒人理/醫；死沒人葬」；後來開辦學校

                                                 
6 根據張維安與李美賢在曼谷進行的訪談資料，2004.0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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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醫院。7

客家會館如同其他社團對泰華社會作出的貢獻，依據徐仲熙的整理，主要

有以下各項（徐仲熙 2002：119-123）： 
（1）聯歡聚會，聯絡感情 
 大多數社團均有常年或常月聚餐聯歡活動。以豐順會館為例，會館常執委

會，每年舉行年度的新年聯歡活動，經常筵開數十桌。唱客家山歌等，是經常

有的餘興節目，「嘹喨的歌聲，獲得陣陣掌聲，宴會上斛光交錯，歡樂融融，鄉

情濃郁。」（徐仲熙 2002：119）此外，每年還有由豐順會館永遠名譽主席、名

譽主席作東，設宴的新年團拜活動。為方便大家參加不影響春節的放假旅遊，

此活動於元宵節前後舉行。 
 不過，類似的聯誼活動及其活動內容，端視各會館或社團的經濟能力。泰

國豐順會館，由於人力多，財力雄厚，因此，較有活動力；另外，如大埔會館，

人力單薄，經費較少，會館功能較屬於慈善救濟的性質，如去世、結婚、喜慶

時「慰問」、「幫幫忙」；「鄉親」這樣的觀念，並沒有深植在泰國大埔客家的意

識；來參加的一般都會問「對我有什麼好處？」8

（2） 救災恤難，關懷災民 
 當有水災、旱災、風災、火災、和地震等災害發生，導致財產嚴重損失，

人命嚴重傷亡時，不分國內外，不分地區之遠近，社團即發起賑災活動。 
（3） 興學育才，獎助學金 
 泰國華人移民泰國前，大多數為文盲或半文盲，深感學識的重要。為促進

培養人才及互助貧困學生得以繼續完成學業，泰國絕大多數華人社團，均創辦

有獎助學基金會，「以鼓勵學子之進取心，學好真本領，造福人群，照顧家境清

貧子弟，能繼續完成學業。」（徐仲熙 2002：122）以豐順會館為例，該會館自

1984 年至 1992 年發放的獎助學金共 3,337,200 銖（約合新台幣 2,800,000），受

惠學生 2633 人（泰國豐順會館 :376）；以 2001 年度言，發放 885,800 銖，受惠

學生共 523 名（新中原日報  2001.11.01，版 8）。 
 大埔會館的情形，更引人深思。大埔會館的經費，包括獎學金，全靠會館

理事提供，理事多為老一輩，當然希望藉由獎學金的提供，讓這些獎學金受惠

者--年輕的學生，能多接觸會館，未來甚至可以接管會館。但是，會館的活動

                                                 
7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問朱拉隆宮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楊作為教授訪談紀錄，2004.08.10。 
8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大埔會館總幹事何雅武，200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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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人不願意來，都是年紀大的參加」9，因此，與會館本身希望獎助學金期

望能達到的「承傳」的功效，仍有差距。 
（4） 贈醫施藥，服務病黎 
 為了對貧病同鄉，濟助醫藥。有些會館也創立醫院，提供醫療方面的幫助。 
（5） 創辦義山，終有所安 
 承襲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早期華人社會多採土葬，不同於泰國的火葬風

俗。因此，大多社團均創辦義山（在泰國稱為「山莊」），使終有所安。初期連

在曼谷市區內均有義山、墳場存在。晚近因城市發展的需要，當地政府要求市

內墳場必須遷移，泰華社會人士也隨著社會潮流的趨向，漸採火化。但是，遠

離曼谷市區，各宗祠仍有自己的「山莊」。10

 泰國客屬總會，如其他的會館，屬於地緣性的組織。成立於 1928 年 11 月

21 日。泰國客屬總會宗旨，明載於章程「第三條，（甲）本會聯絡客屬同僑情

誼，維持工商業生計，謀本屬之公共福利為宗旨；（乙） 本會為扶助貧苦病人

免費診治，必要時得設公立醫院。」 
總會下附設有：是隆、谷莊、崇正、贊化四座山莊；進德學校和「亞洲客

屬商學院」；三奶、呂帝、漢王、本頭公、關帝、觀音宮六座神廟；崇正醫院；

另設有獎助學金和敬老基金會。 
以泰國「豐順會館」為例，該會館位於泰京萬界區沙攀庫，由豐邑華僑捐

資，於 1970 年創建。會館成立的宗旨：團結鄉親、聯絡鄉誼、贊助公益、濟困

扶危（泰國豐順會館 1997：7）。該會館於 1996 年進行重建，為一現代化的九

層樓建築。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會館工作或出入會館的人，多數是年紀較大

的。而在宗祠此現象更為顯明。一位受訪者說，「閒人才來宗祠，聊天。」11（不

過，即使是閒人，幾乎清一色是男人，「在泰國，女人在家煮飯，帶小孩；拜佛

女人才來（宗祠）。」這樣的「危機」和馬來西亞的情形極為相似。 
 
 
 

                                                 
9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大埔會館總幹事何雅武，2004.08.11。 
10 張維安與李美賢於泰國Kanchanaburi吳氏宗祠、陳氏宗祠觀察紀錄，2004.08.12。 
11 張維安與李美賢於泰國Kanchanaburi吳氏宗祠的訪談紀錄，2004.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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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國客家文化與認同 

 關於泰國的客家文化，以客家飲食文化為例，依據實際的訪談經驗，並沒

有一套大家一致認同的客家菜。釀豆腐、炒粄條、粄條、鹹菜、梅乾扣肉等是

較常聽到的菜餚。不過，在泰國請客或喜宴較常吃的是潮州菜。12

在宗教信仰方面，一般而言，沒有分什麼泰人的神，客家人的神，潮州人

的神。例如，「大峰公」以慈善為事業，人人拜。13元宵、清明、五月節、中秋、

冬至都會拜觀音娘、拜祖宗（宗祠）。另外，也拜本頭公、關公。不過，這些一

般華人都拜，不是只有客家人拜。另外，祖先牌位旁邊沒有別的神，客家這樣，

其他華人也這樣。14

華人經由婚姻、教育與服公職而融入泰國社會並被同化，明顯地會沖淡他

們對中國的認同。15 楊作為教授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6來形容泰國華人

在泰國社會的情境。Dr. Supang則認為，泰國華人認同是受國家壓力而造成。 
 有趣的是，即便與泰人通婚的現象在泰國華人中已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

象，然而，華人仍自稱為「唐人」，稱泰族人為「番人」；而且對泰人仍有相當

深的負面的刻板印象，如「番人不好；番人不明理；唐人長幼有序，有禮教」，

如果華人家庭的小孩要與「番人」結婚，「一般都反對」17。 
 40、50 年前，華人之間的族群界線還非常明顯，一般都是客家人和客家人

結婚，潮州人和潮州人結婚；後來的人，也不太知道自己是什麼人，族群界線

模糊了，各族群間通婚的現象就多增加了。18

「現在小孩會聽不會說，客家話一般都流失了，『泰話』是主流，除非家庭

非常嚴格要求」19。對於客家話的流失（一般除了年紀較大者之外，年輕一代

50 歲以下的幾乎已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一般的反應是無奈而消極的。「沒辦

法，沒學校教。要教，要有課本、師資、中文學校。一個星期補習一兩個小時

沒有用」。20即便現在想在泰國宣傳客家話，「在泰國很難，能學普通話就不錯

                                                 
12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豐順會館副總幹事徐位營（仲熙），2004.08.11。 
13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問朱拉隆宮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楊作為教授訪談紀錄，2004.08.10。 
14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豐順會館副總幹事徐位營（仲熙），2004.08.11。 
15 Anusorn Limrananee的評論（Supang Chantavanich 1998）。 
16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問朱拉隆宮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楊作為教授訪談紀錄，2004.08.10 
17 張維安與李美賢於泰國Kanchanaburi吳氏宗祠的訪談紀錄，2004.08.12。 
18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大埔會館總幹事何雅武，2004.08.11。 
19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豐順會館副總幹事徐位營（仲熙），2004.08.11。 
20 張維安與李美賢於泰國Kanchanaburi吳氏宗祠的訪談紀錄。2004.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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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客家話太難了，沒有那樣的環境。」21「豐順縣只剩下『地名』，第二代可

聽不可以說、第三代不會聽不會說；自己是不是客家人也無所謂。」22  
泰國客家人的認同順序：首先認為自己是泰國人華裔泰人；其次認為自己

是華人；再其次才會說是客家人。23換言之，客家人的認同或說「客家意識」，

並沒有非常的強烈，且隨著世代逐漸的弱化中。依據張維安李美賢的訪談資料，

似乎也沒有會館積極推動客家文化的相關活動。 

六、汶來的客家會館 

（一）歷史背景 

汶萊是位於婆羅洲島西北方，左右為馬來西亞的沙巴跟砂勞越州所夾，國

土 一 分 為 二 ， 走 陸 路 從 西 邊 的 馬 來 奕 縣 （ Belait ） 到 東 邊 的 淡 武 弄 縣

（Temburong），必須出境經過砂勞越的 Lawas 省，再從那裡進入自己的國境，

形成一個有趣的景像。 
汶萊總人口大約在 35 萬左右，其中馬來人及其他的土著族包括 Kedayan, 

Tutong, Belait, Bisaya, Dusun 以及 Murut 就佔了近 70%以上，華人有五萬左

右，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請參考表 3、汶萊的華人人口及其所佔總人口

比例）。華人曾經在十八世紀時聚集在汶萊河河口，種植胡椒，不過後來很多華

人受到西婆羅洲金礦的吸引，而大量轉移到現在的西加里曼丹一帶。如果這項

傳言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肯定的說，當時這些華人椒農幾乎都是客家人。到

了 1810 年，尚有 3 萬名華人在汶萊以及北婆羅洲種植胡椒，後來可能是英國殖

民者的到來，而使得其中有些人移居到新開發的砂勞越地區。因此，1900 年初，

只剩下七百名華人留在汶萊。 
英國總督於 1906 年正式在汶萊成立，又開始吸引華人從中國東南、香港、

馬來亞、新加坡、砂勞越或納閩島（Labuan）移入汶萊。1929 年英國人在那

威（Labi）地區發現了第一個油田，華人開始在這裡聚集。那威後來也成為客

家人聚集的地方（Haji Muhammad Hadi bin Abdullah 1999: 208）。 
 
 

                                                 
21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大埔會館總幹事何雅武 2004.08.11。 
22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豐順會館副總幹事徐位營（仲熙），2004.08.11。 
23 張維安與李美賢訪談曼谷豐順會館副總幹事徐位營（仲熙），200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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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華人人口及其佔汶萊總人口比例24

年代 1911 1921 1931 1947 1960 1971 1981 1991 2001 
總人口 30000 25500 30100 40657 83877 136256 192832 260482 343650 
華人人口 736 1423 2683 8300 21795 31925 39461 40621 51547 
比例 2.4 5.5 8.9 20.4 26.0 23.4 20.5 15.6 14.9 

 
汶萊華人中以祖籍福建金門為主，金門人（絕大多數是小金門人）約佔華

人總人口的 80%，他們多經商，分布在首都及其周圍地方，Bandar Seri Begawan
有金門人的第二故鄉之稱。這些金門籍華人在商業、保險業以及金融業方面非

常活躍。汶萊金門人從事雜貨業者也很多，大多屬於家族經營的傳統雜貨店、

迷你超市等，佔了當地市場的 50%。25其他的行業包括餐飲、貿易、旅遊、金

融保險、醫療、運輸等。在製造業方面，則以電子電器以及機器儀器的製造比

較多。另外還有一些華人從事建築業、礦業跟運輸業。 
如前所述，汶萊華人人口大量的增加乃拜石油工業之賜。1929 年，馬來奕

縣發現了可觀的石油蘊藏量，英國蜆殼石油公司（Shell）乃從砂勞越等地方引

進大量技術工人，開發油田，這些石油技工很多都是廣府人。客家人則在馬來

奕縣石油開採而繁榮後，陸續遷入，定居在那威和雙溪嶺（Sungei Liang）兩

地，客家人以務農為主。這些客家人可能是由砂勞越移居過去的，有的則來自

新加坡，經納閩島的海路進來汶萊。馬來奕縣是汶萊經濟開發的頭一個地區，

也是最早的華人聚落之地區。曾如一位研究者指出：「從奕縣早期的血緣及地緣

組織的成立，反映出當時候華人移居該縣的數量，這包括華人機械公會、客屬

公會、海南公會、福州公會及廣惠肇公會的成立等」（林長南 2001b）。 可見

當地華人乃是由佔少數的方言群所構成，包括客家、海南、福州以及廣府人等，

其中客家人約有 4,000 人左右，佔了所有華人人口的 10%。 
在汶萊的客家人中，以揭西（河婆）、大埔、保安以及五華的客家人居多，

梅縣等其他的客家人就很少。根據客屬公會會員的籍貫，可以發現類似這樣的

分布情形（請參考表 4、汶萊客屬公會會員籍貫一覽表）：其中以務農的河婆客

                                                 
24 其中 1947 至 1991 年的華人人口及其百分比乃參考Bahagian Perangka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Kementerian Kewangan (1993:10)。 
25 「最早經營百貨公司者為林國沛開創第一百貨公司，稍后有劉錦國開設華和（Hua 
Ho）百貨商場，林長享開設長興超百貨商場，過後其他較具規模的百貨公司陸繼成立」。

參考林長南「經濟地位早已受肯定，華商對汶萊發展貢獻大」（林長南 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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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最多，他們大多集中在那威與雙溪嶺一帶。根據蕭新煌與林開忠到那威的

實地考察結果：那威的客家人多以種植水果如香蕉、木瓜和柑等果園為主，其

中那威柑是當地的特產。原居在那威的客屬公會現任主席楊謙勝先生，經過多

年的申請，終於獲得汶萊政府批准一塊佔地 50 公頃的土地，種植那威柑。楊先

生總共種了約 5 千棵的柑，是當地數一數二的大果園（另外一位是金門人劉錦

國先生的果園，也是以柑的種植為主）。楊先生的例子應該是汶萊河婆客家人從

事種植經濟作物的典型，他的祖父輩過去都是以種植胡椒為主，直到他才改種

柑桔。很顯然的，楊先生的事業還是跟土地有很密切的關係，其他的河婆客家

人也一樣。 
不像河婆客家人那樣靠土地維生，大埔客家人則散居在都市裡，有豐富經

商經驗的大埔客家人，主要以城鎮的中小型商業貿易為主。據胡文彪指出：「鄉

人在馬[Belait]詩[Seri Begawan]兩地，從事商業經營，大多以經營布賂、洋雜、

衣服…一類的買賣，只昆和兄弟，經營五金生意，由於詩里亞[Seria]有龐大的

油田公司，與之交往，頗有可為，旁及建築器材，供應建築店舖，房屋、修建、

漆油、三合板一類貨物，生意可觀，最為突出的是，鍾拔卿海事工程為龐大機

構，從事海上建造抽油台架，看管台架，據謂：乃東南亞從事此種行業之一，

聞此種機構僅有三處。除馬來奕外，尚有納閩及印尼耶加達，由此可見一斑。」

（胡文彪 1992：122） 
除了以上的行業，汶萊的大埔人也從事其他的事業，比如當時大埔人「經

營中西藥材店的，也僅有馬來奕的華安和恆益號、詩里亞的濟民藥行。為應時

代需要，也開設電器之物與風扇、雪櫃……此為近代電汽化時代，民間所需；

從事建築，修造行業的惟鍾國豪」（胡文彪 1992：122）。對照起來，大埔與河

婆客家人的差異，誠如客屬公會第一副主席蔡仔運先生用了很傳神的一句話來

形容不同客家人在汶萊的狀況：「客家人比較窮，沒有大的企業家，但在客家人

中大埔人又比河婆人來的好，河婆人拿鋤頭、擔屎；大埔人則多是財庫跟頭家」。

這種客家人內部的差異並非汶萊的特殊現象，而是普存於東南亞的客家人之中。 
那威客家先賢於 1947 年合力創辦了那威中華學校。目前這間學校雖然只有

40 幾位學生就讀，但它卻是那威地區客家子弟知識的搖籃。早期汶萊蘇丹政府

有提供學校津貼，經費不成問題，但是到了 1970 年代，政府開始實施國家教育

政策，強化國語教育，中華學校董事乃退出政府津貼名單，成為由華社籌辦經

費的華校。中華學校並沒有客語的鄉土課程，反而強調華語的重要性，就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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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少數民族一樣，華語成為團結所有不同祖籍華人的工具。 
 

表 4、汶萊客屬公會會員籍貫一覽表 
 詩里亞 馬來奕 雙溪嶺 那威 小計 百分比 

陸豐 2 4   6 2.3 
五華 4 10   14 5.4 
蕉嶺 2    2 0.8 
大埔 18 27  1 46 17.8 
東莞 3 5   8 3.1 
保安 9 26 1  36 13.9 
揭西 41 18 23 12 94 36.4 
新安 6 3   9 3.5 
惠陽 4    4 1.6 
惠洲 2 2  2 6 2.3 
普寧 1    1 0.4 
梅縣 3 3  1 7 2.7 
紫金 3 4   7 2.7 
鶴山 1    1 0.4 
興安 1    1 0.4 
江西  1   1 0.4 
開平  1   1 0.4 
豐順  2   2 0.8 
永定  2   2 0.8 
興寧  1   1 0.4 
惠來 1 4   5 1.9 
博羅  3   3 1.2 
梅林  1   1 0.4 

 101 117 24 16 258* 100 
*在 318 名會員中，有 56 名籍貫不明，4 個籍貫為福州（2）、福建（1）和汕頭（1）。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會員通訊錄」，汶萊客屬公會特刊編輯委員會（2000: 117-129）。 

 
但是，就像許多受訪的客家人士告訴我們的，他們並沒有客語流逝的危機，

雖然正規的教育中並沒有「母語」的課程，但是在家庭及週遭的環境裡，「母語」

的使用卻是很頻繁的事情。誠如蔡仔運先生談到他第一次到中國探親時，中國

的親人都很訝異他能夠說一口流利的河婆話，有人甚至認為他應該是說番話才

對，因為他的祖先過番到番鬼居住的地方。這說明了那威當地的客家話尚不至

於有消失的立即危機。相反的，居住在多元族群與多籍貫雜處的汶萊，就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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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東南亞的城鎮中，客家人（或其他籍貫的華人）通常是／不得不是多聲帶

的：很多客家人不只會講客家話，他們還因為環境的需要（如生意往來、不同

籍貫男女間的通婚、朋友交往等）而發展出對其他語言的掌握能力。 
廣惠互助社署理主席葉文清先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例子，據他指出他本人

是客家人，所以客語對他是沒有問題，他太太是福州人，所以他對於福州話也

能夠掌握，但他本身有很多金門以及海南朋友，所以這兩種語言他也沒有問題。

類似他這樣多聲帶的華人在汶萊比比皆是。這可能是汶萊，甚至整個東南亞華

人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因為這些華人移民大多不分祖籍雜處在同一個市鎮中，

多聲帶是他們適應多元族群／文化生活的最佳工具。 

（二）客家會館的功能分析 

作為華人中少數族群的客家人，出於對「聯絡感情、共謀同鄉福利、增加

團結、發楊互助精神」之需要，遂於 1960 年春天倡議，並隨後發起籌備公會的

大會，而於同年 10 月 19 日在馬來奕正式宣告成立「汶萊客屬公會（Hakka 
Community Association of Brunei Darussalam）」，並在首都、那威、以及雙

溪嶺設立分會，廣招會員。創會時的會員曾經高達 600 餘人，成為當時最有規

模的公會（饒尚東 2000：9）。根據蔡仔運先生的報告，由於 1980-90 年代，加

拿大、澳洲等國放寬移民政策，使得很多汶萊華人包括客家人，紛紛再移居到

國外（remigration）。這一波的移民潮，造成客屬公會（其他公會也一樣）從

600 多人的中型社團降為只有 200 多會員的小型社團，目前該公會維持在 326
個會員的水平。 

除了再移民潮的影響外，汶萊華人家庭普遍上生育小孩的數量下降也是造

成社團成員減少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蔡先生指出他那一輩兄弟姊妹有 8 人，到

了他的時候只生 5 個小孩。所以，生育率的下降也是造成公會會員人數普遍停

滯甚或下降的一個原因。 
1972 年，客屬公會終於購置了屬於自己的會所，公會也在 Pandang Tujuh

地區買了雙層店屋，樓上辦公室，樓下店屋都可以出租，每個月有 2000 汶幣的

收入（汶幣兌台幣為 1:20）。會所這邊的樓上也出租給外人當辦公使用，租金是

每個月 850 汶幣。 
與新加波、馬來西亞、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團不同的是，汶萊的

華人地緣／血緣社團都沒有自己的墓園或義山。這裡的墓園由一個慈善社統一



研究論文 205 

處理，所以一般社團並無法從墓園中獲利，而很多的新、馬華人社團則是靠出

租墓園來維持其開銷。公會利用這些租金以及會員的月捐（60 歲以上免費），

就可以舉辦各種活動如歌唱比賽、聚餐、運動會、互助金、獎學金發放等。但

是最令這些社團負責人擔憂的還是無法吸引到年輕人來參加公會的活動，恐有

領導層斷層之虞。 
除了客屬公會外，汶萊的大埔客家人還成立了大埔同鄉會。早期的大埔同

鄉大多來自砂勞越的美里（Miri）地區，所以早在 1953 年 11 月 1 日，大埔客

家人即在美里成立了同鄉會，那些在汶萊工作和經商的大埔鄉親也加入成為會

員，並在 1955 年於汶萊設有互助部分會。當時公會每年都會在美里舉辦週年慶

紀念會，汶萊境內的大埔鄉親不辭辛勞地自各處前來美里，參加盛會。 
1963 年，砂勞越與馬來半島共同組成了馬來西亞，而汶萊王國則保留了它

的英國殖民地之身份。結果，汶萊境內的大埔客家人雖然失去了美里的大埔同

鄉會會員身份，但仍保留互助會的會員資格。 
1975 年，由於美里大埔同鄉互助會上，汶萊的大埔代表對於美里母會疏於

照顧境內的同鄉而展開辯論，結果母會答應每年提撥 100 元作為汶萊大埔同鄉

辦理就地春祭的香燭紙寶費用。這種分家的結果，使得汶萊的大埔鄉親咸認為，

他們應該成立自己的同鄉會，於是在 1977 年正式註冊為一個新團體，並於 1981
年購置大埔同鄉會的會所（陳立賢 2000：118-120；謝鴻發 2000：39）。26

不論是客屬公會或大埔同鄉會，其所扮演的社會功能是最顯著的。誠如在

成立公會或同鄉會之初，它提供鄉親會員婚喪喜慶的互助功能，尤其是在喪事

上所提供的服務最為周全。誠如客屬公會章程中所強調的：「本會以聯絡屬人情

感發揚客家精神，增進互助合作，共謀屬人福利為宗旨」，在此精神下，客屬公

會設立了互助組織條例，組織治喪委員會處理會員的死亡、協助老弱殘廢的會

員、頒發會員子女獎助學金等。27

 在汶萊，華人或客家人所扮演的角色可以說是微乎其微，這當然跟汶萊的

整體政治情況有很大的關係。汶萊似乎是一個「沒有政治」的國家（這裡所謂

的政治是指我們一般人所熟悉的政黨、選舉等），汶萊的君主立憲裡，蘇丹就是

一切，蘇丹及其家族的婚喪喜慶就是汶萊政治的一切。雖然晚近有些華人被蘇

                                                 
26 參考饒尚東，「大眾結同心，埔民聯鄉誼—汶萊大埔同鄉會簡史與活動」（2000：46）。 
27 「汶萊邦客屬公會章程」（汶萊客屬公會特刊編輯委員會 2000：13）以及，「客屬公

會互助組織條例」（汶萊客屬公會特刊編輯委員會 2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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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封為宮廷大臣（Pehin 或丕顯），但是大多數是在商業上很成功的金門人後

裔，客家人除了少數人，在商業上並沒有形成集團或大企業，還差了金門人一

大截。如果說蘇丹及其家族的婚喪喜慶就是汶萊一切的政治的話，那麼個別的

華人在這樣的政治中，其實也只能透過財富的誇示來競爭與參與。但是對於公

會而言，參與汶萊皇族的婚喪喜慶顯然已經成為華人用以表示對汶萊「國家和

元首的不二效忠」之方式（饒尚東 2000：11）。 
文化上，汶萊的客屬團體主要是以舞蹈（採茶舞）、歌唱（包括山歌）、美

食（釀豆腐、芋頭扣肉、菜粄與算盤子等）等活動為主，對於客家語言、文學、

音樂以及衣服或建築型式等就很少被提及。誠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汶萊客家

人對於消失中的客家語言以及文化並沒有感到特別的憂慮，甚至也沒有意識到

那是一個問題。對汶萊的客家人而言，客家認同顯然並非以語言、文化等特徵

來界定的，而是個人的「祖籍」或「祖先來源地」決定了何者為客家何者不是。

但是客家的認同在汶萊，甚或東南亞其他地區，只有在相對於華人的其他亞族

群認同（sub-ethnic identities）如福建、廣府、海南等認同時才有意義。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地方的華人方言群，儘管一些會館領導層深覺

他們本身的經費來源非常的不穩定，但是似乎每一個鄉團都擁有自己所屬的會

所，即便在馬來奕縣有五屬鄉團聯誼會這個非正式的組織，但並沒有意圖將所

有的資源合而為一，形成一個涵蓋多個華人亞族群的更大的團體，以節省許多

重複的開支，並展現出華人大團結的企圖。這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每一個鄉團

的成立與存在，都象徵著歷史上殘存下來的亞族群認同，這種認同就如同研究

族群的學者所標示的，是由一種最初始的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所構成

的。 
但是這並非說華人的認同就不重要，其實更大的華人認同是在面對汶萊的

主流社會時才變得有意義的。廣惠互助社在這方面就展現出跟一般鄉團不太一

樣的活動本質：比如到公園清潔活動、中央醫院捐血活動、探視老人福利中心

的老人家、保護瀕臨絕種動物活動等，這些都是跨籍貫的（它接受任何籍貫的

華人之加入），有的甚至跨越華人界限而進入主流社會。雖然那只是起步，但是

卻可以看得出來，除了華人商會（如中華總商會）那種以商業利益為中心的華

人組織外，互助社應該是非營利的跨籍貫組織之典型了，雖然它還保留了廣惠

這樣的地緣性組織的歷史字眼，但在會員與活動上，它已經超脫了固有的，比

較狹隘的鄉親、地緣血緣觀念，而朝向一個更大的華人認同逼近。或許這是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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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華人認同發展的寫照，人們最終可能會將最後的地緣血緣觀念放棄掉，而本

土化為汶萊的非營利組織，到那個時候，汶萊的社會／國家認同將成為最重要

的指標。 

七、越南胡志明市客家崇正總會28

（一）歷史背景 

 原名西貢的胡志明市，自 1975 年被越南共產黨解放以後，和越南其他地

方一樣，改行社會主義制度。當地目前雖有許多台商前往投資，但經貿以外，

台越雙方來往有限，彼此聯繫不多，認識更少。我國雖在胡志明市設有「台北

文化辦事處」，但因政治社會制度不同及微妙的國際關係使然，解放迄今，華裔

與台商在胡志明市當地行事均極謹慎低調。范振乾拜訪當地華裔人士，對方在

比較對照和說明各項事務時，「解放」一詞成為最普遍的用語，顯見其影響之深。  
 越南全國土地面積為 33 萬 1,124 平方公里，人口有 7,920 餘萬人，最新之

平均國民所得美金 410 元，15 歲以下人口佔全國人口之 33.4%，70%的勞力受

雇於農業，工業雇用勞力僅 13%，服務業則為 17%，都市人口佔 24.5%（The 
Economist 2004: 226）。解放前後，胡志明市一直是越南境內最主要的經濟中

心，就經濟面而言，城鄉差距甚大。 
在胡志明市停留期間，無論在市區或市郊，令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機車人潮

與街道路樹。一方面，機車蜂擁而至的景象，和 30 年前之高雄市前鎮加工出口

區相似。雖然車潮洶湧無比，但卻感覺得到當地人旺盛的生命力與拼勁。筆者

相信，可以預期二十年後的胡志明市，其繁榮景象必定十分可觀。另方面，大

體而言，法國殖民時期留下來的成排筆直的高大路樹，至今保護得相當完好，

特別是在舊市區，一片綠意盎然，予人印象深刻。 
在訪談胡志明市客家崇正總會的過程中，曾讀到一份越南當局「華人工作

小組」29 有關胡志明市客家社區（Hakka Community）的最新資料，依據該

                                                 
28 當地原有客家會館，為隸屬崇正總會的一個單位，但考察早期的西貢或解放後的胡

志明市客裔社團組織時，均以崇正總會為對象。「復組」後當地客裔社團組織仍是崇正

總會。「客家會館」依舊只是崇正總會內的一個附屬單位，新建的會館館舍，比較像一

個「聚會所」，筆者謹誌。 
29 華人工作小組是越南解放後，由一群在解放前，為北越共黨政府在南越工作的華裔

地下工作人員，在 1975 年南越解放以後，解放政府當局將他們組織起來，專門負責管

理華人事務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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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內容，將當地的「崇正總會」組織沿革與客家社區情況，扼要析述如下： 

1. 越南崇正總會已成立一百四十餘年 

因「解放」後的種種原因，致使胡志明市崇正總會過去的歷史資料，大都

遺失或燒毀，無法詳述。究竟全越南有多少客裔人口，以及胡志明市還有多少

客裔人口，迄今仍無可信之數字。客裔耆老鄭環生告訴筆者，據他從「復組」30

後崇正總會、崇正會館、崇正慈善會的相關活動，以及與鄉親接觸的印象，他

推估胡志明市可能還有 4 至 5 萬客裔人口，約佔越南華裔人口的 5%。31崇正總

會執事人員則告知筆者，沒有可參考之數字。 

2. 從客幫到客家崇正總會 

越南華僑之有「幫」制，最初是因越南阮朝嘉隆皇 1814 年勒令，及明命皇

1834 年之勒令，旨准每幫之華僑設一幫長，32由商人選出，經當局批准，賦予

責任。幫之設立，在於「傳達政令、代收賦稅、調解幫民糾紛」，為越南政府「以

華制華」之管理工具。 
法國於 1859 年 2 月 17 日統治西貢後，仍沿舊制來管理華僑。1871 年 10

月 15 日，法國政府下令，華僑在西貢登陸者，必須加入某一「幫」。當時華僑

共分廣肇、福建、福州、客家、海南、潮州、瓊州等七幫。 
1874 年 11 月 24 日，法國政府在西貢設立移民局，管理華人進出與居住事

宜。1885 年 1 月 23 日，法國政府命令福州幫併入福建幫，瓊州幫併入海南幫。

                                                 
30 「復組」指的是，自 1975 年解放後被禁止或解散之所有民間社團，1989 年底起，越

南政府基於國際形勢與經濟發展需要，在國家指導下，允許民間社團重新組織活動的

一種狀態，崇正總會就是 1989 年 12 月「復組」的，理事會屆期與理事長任期全部從

第一屆、第一任重新起算。曾是崇正總會職員的鄭環生先生告知筆者，解放前的崇正

總會，比較像是有錢人的俱樂部，一般客裔並未參加該會。故解放時，崇正總會被共

黨政府完全沒收，而其原有資料檔案亦在解放前全部燒毀。1989 年「復組」後，崇正

總會開始普羅化，一般人也可參加活動。 
31 越南華裔人口約有 100 萬，在全越南人口 7,900 餘萬人中不足 1.3%。80%的華人住

在胡志明市，故客裔華人約佔全部華裔人口的 5%以下，佔胡志明市華裔人口的 6%左

右。參閱戴秀琴「越南華人掀學華文熱潮」（2001）。關於越南的華人數目，另一位在

解放前抵越，已在當地落地生根 33 年的巫姓客裔告訴筆者，據他所知，解放前南越全

國人口 3000 餘萬人，華裔有 300 餘萬，約佔 10%。解放前夕，擁有經濟資源與商業勢

力的華裔大都已遷離南越，解放後南越只剩下 50 萬左右的華裔。 
32 幫是由地緣、血緣、業緣、或語言組成的社群，是東南亞地區的當地政府，拿來針

對華人進行社會控制的組織。有些則轉變成會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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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屬廣肇幫、福建幫、海南幫、潮州幫之中國其他個省份人民移居西貢者，全

歸「客家幫」管理。惟中國其他各省在西貢之僑民，人數十分有限。 
客幫後來發展成「崇正總會」，擁有固定會址與辦公場所，並訂立規章，用

以規範內部行事及人事更迭，但其工具性質依舊。為了照顧客裔的生老病死與

子女教育，崇正總會先後成立崇正醫院、崇正小學、崇正中學、崇正體育會、

崇正群賓會館、崇正群旅社（負責喪葬事宜）、崇正義山（即客裔之墳塚）等附

屬組織，並有「嘗業」收益，可挹注支出。雖然其發展過程並不順利，但卻一

直是南越當地照顧與穩定客裔僑民的重要力量，也是南越當局與客裔僑民之間

重要的聯繫橋樑。 
1975 年，南越被北越共黨政權解放以後，原屬南越政府管控的崇正總會及

其所有附屬組織、建物、及嘗業，全被解放政府沒收充公，會內一切活動亦遭

禁止。 

3. 「復組」後的崇正總會「工具性」與「橋樑」功能依舊 

1989 年 5 月，胡志明市當地政府准許「復組」後的崇正總會恢復運作。同

年 12 月，當地政府並撥還原「崇正體育會」，做為新的「崇正總會」辦公場所

（會址是胡志明市第五郡第一坊阮鷹街門牌 676 號）。由客裔所屬原鄉籍貫之各

縣推派 55 位代表，組成理監事會，選出會長與副會長，每兩年改選一次，連選

得連任一次。這些縣分包括大埔、興寧、惠東寶、梅縣、紫金、揭西、五華、

欽廉、清遠、饒平、豐順、花縣等。會長之下設有財政、稽核、文書、總務、

福利、交際、康樂等七組。 
復組後的崇正總會，其組織功能之本質與過去相同。但卻是百事待舉，既

無基金，亦無財產，且乏挹注財源之路，僅靠理監事與顧問團有限的月捐與熱

心人士的捐獻，維持日常所需，財政十分困難。但仍努力勸募款項，逐步推動

歲末濟貧、獎助學金與康樂活動。 
崇正總會第三屆會長尤賜和（即尤凱成），倡議覓地建立公祠，得到客裔鄉

親支持，集資購得 4000 平方公尺土地，捐獻給崇正總會，作為永久公產，並興

建「客家公祠」。 
該地座落於胡志明市第八郡第十六坊張廷會街門牌 17 號。公祠於 1999 年

6 月動工興建，同年 9 月落成。次（2000）年 5 月，第六屆會長張世豪再集資

興建觀音閣（後改名為崇正慈善會），2001 年 9 月完工。此為兩層樓建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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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是奉祀觀音普薩的「觀音廟」（供奉「千手觀音」），一樓則為「崇正會館」，

會館正前方有高達 5 公尺之觀音普薩立姿塑像，供客裔及其他華裔與越南民眾

公同膜拜祈福。 
第三屆理事會除興建公祠及觀音閣之外，亦開始舉辦首期獎學金，共 108

人得獎，第四屆 280 餘人得獎。助學金亦從 28 人逐年增至 75 人。 
復組後現有的崇正總會轄下有崇正公祠、崇正慈善會（含觀音廟及崇正會

館）、及政府撥還的「舊邑群賓會館」。作為重新凝聚越南客裔向心力，爭取其

認同的中心。 
復組後的崇正總會歷屆會長是，首屆徐國斌、二屆羅浩源、三屆尤賜和（即

尤凱成）、四、五屆詹志榮、六屆張世豪、七屆郭鴻才（2002--4，但任內過世，

改由李思達繼任）。 

（二）客裔的客家認同 

 1975 年越共解放西貢之前幾年，原來掌握當地主要經濟資源或商業勢力的

華人，包括客裔華人，有辦法的，大部分都已陸續出走；即使一般平民，也都

想盡辦法離開越南。或舉家遷離，或將子女與財物送走，因而在 1975 年前後一

年間出現大量難民船在南中國海漂流的歷史畫面。此一現象所反映的是，1975
年之前，當時南、北越之間政治面的慘烈對抗，與雙方政治經濟制度、意識型

態、以及價值觀之間的巨大差異，在原「南越」人民心中造成極度的不安與恐

懼。 
據訪談所知，解放後當地政府的政治、社會控制，與教育、文化政策，使

得留下來的當地人，特別是華裔，在解放後最初一兩年，幾乎都將未送走的文

件、書籍、紀錄、或資料設法毀去；未處理的，也都繳交官府。這正是解放 30
年後的今天，筆者請求提供當地客裔菁英、社團或其他有助瞭解客裔的資料，

對方無法提供的原因所在。這也是為什麼當筆者前往客家「崇正總會」訪問時，

他們早年的出版品已經一無所有，看得到的只是最近幾年中國福建或廣東地區

客家社團偶而寄贈的零星刊物而已，但未見有任何台灣方面的客家資訊。 
胡志明市客家「崇正總會」的執事人員在談話中，都謹慎低調，顧左右而

言他。當地客裔耆老也只能憑記憶所及，「選擇性」地訴說非常有限的事物。或

許，台灣與越南當地，包括客家在內，需要更多的聯繫與交流，在互利互惠的

基礎上，增進彼此的認識與瞭解。這是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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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三）客語教學與客家認同 

1975 解放後，原有崇正總會所屬崇正中、小學全被當地政府沒收充公，僅

有的客語教學也被迫終止。惟 2001 年起，越南中央政府交付客家「崇正總會」

新任務，辦理客裔青少年學習客語事務，並自 2002 年暑假開始上課。 
胡志明市政府當局出資聘請客裔耆老李思達先生及鄭環生先生編寫客語教

材，並請鄭先生利用長達 3 個月的暑假，借用原崇正小學教室，開班教授客語。  
每週六日上課，每次 2 小時，每月至少 8 小時，完全免費。學生年紀約 15-6

歲，人數每年約有 4 班，每班 20-40 人不等。 
越南政府何以有此作為？鄭先生說，越南政府為了避免漫漫長假，青少年

閒散變壞，因此要客裔後生學習客語，這倒是很有意思的客語開課理由。 
復組後的崇正總會近幾年也進行其他活動，如暑期書法班、歲末濟貧慰問

等活動，這對維繫客裔向心力與民族感情有一定的作用，使客家認同仍能維持

一定的力道。 
 僑居越南的客裔，人口相對少數，難免遭受許多不如意之事。故思念故鄉

的心情常要透過崇正總會的鄉親聯誼活動來抒解，客裔之間的互助需要也比其

他地方迫切。受訪的鄭環生老先生曾即席吟誦兩聯對子如下，說明當地客裔的

心境。 

翹首望梅州遠隔關山每念異鄉為異客  

寄身於越國生疏人地好從鄉會洽鄉情 

翹首望梅州梓念倍殷同是天崖羈旅    

吾僑居越島鄉情永洽何殊海外家園 

 在這樣的心境下，客裔保留有許多傳統客家民俗，他們依舊過春節、天穿

日、五月節（端午節）、七月半打齋（即普渡之意）、八月節（中秋節）、重陽節，

一樣稱清明掃墓為掛紙。春節要貼「門紅」（在胡志明市區，若見到門額貼有五

張「門紅」的，前往詢問，必是客家鄉親。）這使得辨認是否客裔多了一項指

標。「五月節」及「七月半」仍要綁粽子。至今仍使用繁體中文 33，少部分人

                                                 
33 新加坡、馬來西亞、及印尼等其他東南亞國家已於 10 餘年前，從政府開始，相繼採

用簡體中文，據了解，這和越南曾經受到中國長期直接統治及當代的中越兩國關係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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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三山國王」，絕大多數信仰觀音菩薩、拜關公34及媽祖等神明。住家內普

遍有龍神、門口有門神。 
胡志明市的客裔，據當地客裔耆老告知，其生命禮俗和其中國原鄉大致相

同。有錢人仍採土葬，一般都用火葬，這是受到經濟與環境條件的影響。大部

分的客家菜名稱雖然相同，如薑絲大腸、梅乾扣肉，但其食材、樣式、及口味

則與台灣及梅州地區大不相同。 

（四）客家崇正精神與公民權 

崇正公祠籌建委員會主席「甲仙公司」總經理尤凱成，也是興建「客家慈

善會」的主要贊助人，在「以現代眼光看興建崇正公祠的深遠意義」（尤凱成 
2001）一文中說， 

崇正公祠的興建是一項群策群力的社會性工程，因而也是一項具

有本市（胡志明市）客家人特徵的文化工程，讓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共

同研討他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崇正公祠的興建業績充分體現了（客家）

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偉大力量。（西貢解放日報 2001.09.25） 

他在「現階段的崇正精神」一文中，更指出要以當代的公民觀，為崇正精

神增添新內容，因為這是源遠流長的崇正精神的具體延伸。他的論證如下： 
我客屬的崇正精神之所以能超越時間，與世並存，在於它能與時代相結合，

吸納時代的氣息。換句話說，每個新的歷史階段，皆賦予它新的時代意義。為

它的風貌勾勒出富時代性的奕奕神采。 
既為國家公民，應具有公民精神。崇正會館所應做的、已經積極做的、並

將繼續做的公益事業，是我客屬鄉親實行公民權利義務的一種體現。參與救濟

天災、支持扶貧運動、建獻『情義屋』、『溫情屋』、響應『為窮人日』運動等，

絕不單純是『悲天憫人』的慈善行為。 
從深一層意義上看，這是我鄉親盡了公民應盡的義務，積極參與發展經濟，

建設一個國富民強、公平與文明的社會的偉大事業的具體行動。我會館進行捐

獻成立獎學金、助學金，不僅僅是做公益，而且是參加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的

                                                 
34 崇正總會所在即緊鄰關帝廟旁，關帝廟由崇正總會與義安會館以三七分帳方式共有

共管，崇正總會佔有三份，餘七份屬義安會館所有。信徒前往許願祈福時，買香是一

批人管帳，買金紙及添香油又是另一批人管帳，因此香客信士要經過兩道手續，才能

完成祈福許願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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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業。是為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做貢獻的積極表現。 
當今，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為迎接發展機遇，應對嚴峻挑戰，

國家呼籲國內外投資。我會館應號召客屬鄉親發揮本身優勢，熱烈響應。並動

員海內外親友積極參與。這不但對國家的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本身

的營業發展也極有好處，是一個必然取得雙贏成果的作為（尤凱成 2002）。 
 上面這段話是尤凱成於 2002 年 4 月 20 日，以崇正總會名譽會長的身份，

對崇正精神的重新詮釋，用以期勉新任的第七屆理監事，積極任事。不過較為

突出的是，他提出了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客家崇正會領袖的觀點，值得重視。 
尤凱成將客家人傳統的聯誼互助觀念及作為，賦予時代新意含，而且將它

和國家公民意識結合一起。其中固有其政治經濟考量，如呼籲客家鄉親運用個

人優勢，聯繫海外親友共同投資越南的工業化與現代化，使越南國富民強，建

立公平與文明的社會。但他將崇正精神之層次提昇，並擴大關照至居住國在面

對全球化趨勢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課題，這是值得肯定的。 
從多重認同的角度來看，除了客裔的客家認同之外，也要同時以公民身份

認同居住國的國家。所以崇正總會頒發獎助學金的作為，就不再只是培養或扶

植優秀客家後生而已，而是站在為居住國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的社會事業的觀

點看問題，對當地社會採取積極參與的態度與作為，這應是散居世界各國客裔

今後應有的在地化觀念與行動。 

（五）綜合觀察 

 胡志明市是一個古老的城市，越南在歷史上也受到中國文化及法國文明很

深的影響。但這個古老城市在 1975 年被共黨解放以來，統治當局便決心用羅馬

拼音字與社會主義走出自己的路，塑造自己的風格。在這樣的政策堅定主導下，

人數比例甚少的客裔華人想在當地繼續維持自己的傳統，事實上十分不易。 
 客家崇正總會，在本質上，雖然歷來是越南統治當局對客裔的社會控制工

具，但無可否認的，長久以來它也是照顧與穩定當地客裔的主要力量。在胡志

明市解放後，崇正總會及其長久經營的一切網絡資源全被沒收充公，相關記錄、

文件資料幾乎都已毀去。 
1989 年越南當局主動允准崇正總會「復組」，自然是國際形勢、經濟發展、

與全球化大趨勢的多重需要，越南當局希望能經由此一管道，爭取客裔的海外

資源前往投資，助其工業化與現代化。甚至連對客家青少年的客語教學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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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社會控制形式。但從實際的訪問過程得知，經過解放的洗禮，客裔和其他外

族一樣，行事言談已經非常謹慎低調，這也是為什麼短時間的田野調查，實在

很難與當地的客裔菁英建立較深的互信關係。 
復組後的崇正總會，在其有限的運作範圍裡，仍然可以看到努力維繫客裔

傳統聯誼與互助的一面，如客家公祠、觀音廟、獎助學金、中文書法練習、與

濟貧慰問等。但更值得重視與肯定的是，胡志明市新一代的崇正總會領袖，已

經超越了過去，大聲呼籲客裔要採取客裔族群文化與當地公民身份的多重認

同，用積極的態度參與居住國的社會建設，以及工業化及現代化的建設事業。 

八、 結語 

東南亞客家會館，基本上是一個地緣性的社團，幾乎都以團結互助，聯絡

感情，合作發展為宗旨，基本上這些會館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社會性意義，但是

在政治與文化方面似乎較為沒有發揮效用。尤其是作為「客家」會館，雖然地

緣與族群有密切的關係，但就表現的情形來看，客家族群性格並未如其地緣性

清楚。 
客家會館的「客家意識」確實值得玩味也有待加強，由於東南亞的華人普

遍的情形都是先以「華人」作為認同的族群類屬，例如泰國客家人先認同自己

是泰國人，華裔的泰國人，其次認為自己是華人，最後才會說自己是「客家人」。

普遍來說客家人的認同或說「客家意識」，並沒有非常的強烈，且隨著世代在逐

漸地弱化之中。似乎也沒有會館在積極進行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的推動。 
本文所分析的客家會館，雖然也宣稱重視文化意識，但是實際上對客家文

化意識的強化與貢獻似乎並不那麼顯著，客家話流失得相當嚴重，未來客家會

館有可能聽不到講客家話的客家人。這可能和會館成立的宗旨有密切的關係，

從宗旨的分析來看，我們看到作為一個客家族群所成立的會館，似乎並沒有那

麼在意要把客家文化的復興和認同明顯地列在宗旨裡面。這種情形所反映出來

的可能是當時的社會環境裡，這方面的議題並不是他們所關心的，也有可能是

受限於移居國政治環境和條件，不便也不宜過份凸顯客家族群之文化意識。 
客家會館發展的一個趨勢是會員人口年紀偏老，偏高，在會館的社會空間

裡，年輕人似乎沒有被吸引，可能是因為會館的功能不能滿足當地年輕客家的

需要，造成會員的年紀普遍較高。我們也發現即使是有些資歷較深的會員，他

們的子女也都沒加入會館。所以如何吸引更多年輕人的加入，讓上一代及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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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聯繫一起，成為當前客家會館最重要的社會文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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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馬來西亞客家社團 
區域（州屬） 社團名稱 成立年份 
玻璃市、吉打 吉打客屬公會 1938 年 

吉中客屬公會 1946 年 春 
北馬永定同鄉會 1947.10.15 
吉坡嘉應會館 1972.04.21 
吉玻惠州會館 
吉南客屬公會 

檳城 檳城增龍會館 1801 年 
檳城惠州會館 1822 年 
檳城龍岩會館 1929 年 
檳榔嶼大埔同鄉會 1936.12.12 
威省客屬公會 1964.08 
檳城永定同鄉會、檳榔嶼客屬會館 

霹靂 霹靂嘉應會館 1900 年 
太平茶陽會館 1914 年 
霹靂司馬南嘉應會館 1915 年 
怡保惠州會館 1935 年 
霹靂蕉嶺同鄉會 1941.06.05 
霹靂客屬公會 1941.09 年 
江沙客屬公會 1941 年底 
霹靂永定同鄉會 1946.10.10 
丹絨馬林客屬公會 1950 年 
下霹靂客屬公會 1950 年 夏 
太平嘉應會館 1951.08.20 
華都牙也嘉應會館 1952 年 
美羅惠州會館 1958 年 
霹靂馬登巴冷嘉應五屬公會 1960 年 春 
霹靂大埔同鄉會 1964.03 
太平惠州會館 

雪蘭莪 雪隆惠州會館 1864 年 
雪隆茶陽（大埔）會館 1878 年 
雪隆嘉應會館 1902 年 
雪隆茶陽回春館 1931 年 
烏魯冷嶽客屬公會 1940 年 
馬來西亞嘉應屬會館聯合會 1950 年 12 月 31 
雪蘭莪茶陽勵志社 195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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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隆坡巴剎路茶陽大廈三樓瓜拉冷嶽客屬公會 1965 年 秋 
吉隆坡河婆同鄉會 1969.03.15 
雪隆龍岩會館 1972.03.05 
吧生客屬公會 1972.10.30 
馬來西亞增龍總會 1972 年 
馬來西亞客屬公會聯合會 1979.07.21 
中馬豐順會館 1981.06.28 
馬來西亞龍岩會館聯合會 1981 年 
馬來西亞河婆同鄉會聯合會 1986.04.07 
雪隆客屬總會 1991 年 

森美蘭 雪蘭莪豐湖聯誼社 
沙叻秀惠州會館 

馬六甲 馬六甲惠州會館 1805 年 
馬六甲茶陽會館 1807 年 
馬六甲應和會館 1821 年 夏 
野新客屬公會 1939 年 
馬六甲客屬公會 1940.06.01 
巴登馬六甲客屬公會 1957 年 

彭亨 立卑客屬公會 1891 年 
昔加末客屬公會 1936 年 
關丹客屬公會 1937 年 
林明客屬公會 1938.10.12 
彭亨惠州會館文冬客屬公會 1940 年 

吉蘭丹 吉蘭丹吉賴客屬公會 1939 年 
柔佛 巴株巴轄茶陽會館 1924 年 

麻玻茶陽會館 1925 年 
新山客屬同源社 1927 年 
東甲惠州公會 1933 年 
柔佛州惠州會館 1936 年 
笨珍客屬公會 1936 年 
柔佛令金客屬公會 1938 年 
柔佛東甲客屬公會 1939.11.20 
麻玻客屬公會 1940 年 
居鑾客屬公會 1940 年 
古來客屬公會 1941 年 
古來惠州會館 1947 年 
柔佛州嘉應會館 1956.03 
柔佛三合港客屬公會 195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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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鑾大埔同鄉會 1957.11 
麻坡嘉應同鄉會 1968.12.04 
柔佛州河婆（新山）同鄉會 1977 年 

砂勞越 古晉嘉應五屬同鄉會 1874 年 
古晉大埔同鄉會 1916 年 春 
砂勞越巴南客屬公會 1930 年代 
砂勞越古晉客屬公會 1934 年 
砂勞越詩巫客屬公會 1945.05 
砂勞越美里大埔同鄉會 1953 年 
美里嘉應五屬同鄉會 1954.04.18 
美里客屬公會 1955 年 
詩巫大埔同鄉會 1974 年 
砂勞越古晉河婆同鄉會 1977 年 
砂勞越第四省河婆同鄉會 1978 年 

沙巴 山打根客屬公會 1886 年 
亞庇客屬公會 1940 年 
沙巴客屬公會 1964.03 
沙巴保佛客屬公會 1964.12 
沙巴丹南客屬公會 1964.12 
沙巴大埔公會 1970.03.07 

資料來源：參見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計畫，海外客家基本資料調查：第一期計畫研

究報告（2003）表 4、馬來西亞客家社團。原資料之來源主要整理自「世界

華僑華人社團聯合總會」http://www.Hxuc.com/club/malaixiya.htm）、

「中華客商網絡」（於 http://www.Keshang.com/st/a5.htm）、「馬來西亞

惠州屬團體總會通訊錄」（於 http://www.Fuichiu.org.my/fui10.htm）等

三個網頁，以及 2002 年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國外報名統計之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