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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烈嶼（又稱小金門），位居金門島以西、廈門島以東，面積14.85平
方公里，2018年1月為止設籍人口數12,712人。19世紀中葉以後，烈
嶼人出洋謀生。在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烈嶼人主要的出洋地為汶
萊（Brunei）及新加坡（Singapore）。其中，位於婆羅洲西北、面
積5,765平方公里的蘇丹邦國汶萊，祖籍烈嶼的移民及其後裔，是當
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社群；經商有成的華僑華人，不少亦獲蘇丹冊
封宮廷官銜，地位崇隆。其中，1913年華僑鄉賢集議、1918年落成
的騰雲寺（後更名為騰雲殿）是百餘年來華人宗教信仰及社會生活
中心，也是汶萊移民社會發展的歷史見證。
    本文擬以烈嶼移民為主，探究汶萊及烈嶼兩地最重要廟宇---騰
雲殿及保生大帝廟的興建過程，通過社群跨境運作的機制，討論海
外華人的一種“兩頭社區”的文化網絡關係。首先，討論近代烈嶼
移民的南渡歷程及其分布，以及汶萊華人社會的構成；再者，以汶
萊斯市騰雲殿及烈嶼保生大帝廟等祠廟的修建歷程，討論海外華人
的重建家園及其對僑鄉之影響；最後，以跨境／國網絡廟宇的概念
，說明“兩頭社區”對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研究的重要性。

中文關鍵詞： 汶萊、烈嶼、海外華人、兩頭社區、跨境／國網絡

英 文 摘 要 ： Lieyu （also known as Little Quemoy）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Quemoy Island and east of Xiamen Island. It covers an
area of 14.85 square kilometers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5,000.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young people of Lieyu im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massively. Under the mechanism of chain migration, the main
overseas destinations of the Lieyu’s immigration are
Brunei and Singapore. Among them, the Sultan state of
Brunei,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Borneo, covers
an area of 5,765 square kilometers. Th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of the ancestral island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mmuniti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Brunei. The
well-established overseas Chinese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local Chinese social leaders, and many of them have also
obtained the official title of the Sultan's candidacy.
The project aims to discuss immigration memories such as
the experience of diaspora, settlement and homecoming of
Lieyu’s overseas Chinese in Brunei,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network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of the two
place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cluding family cohesion, remittance
economy, religious beliefs, geographic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etc. Further, the project want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soci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in modern time and try to rebuil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life history of Brunei Chinese. This
project will base on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oral interviews, and discusses the overseas
migration proces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Lieyu’s



immigrants. And then the project wants to analyze the
immigration situ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from
1950s to 1980s; further, try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runei,
including the role of Chinese temples, chambers of
commerc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project bases on the experience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families of diaspora, settlement and
returning home, and explore the oper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of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tion memories and multi-level social
networks, it i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hometown of Lieyu, and also to
describ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runei.

英文關鍵詞： 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hinese, Immigration Memories,
Social Network, Leiyu, Brunei.



“兩頭社區”的建構： 

汶萊與金門烈嶼廟宇的跨境／國網絡 

江柏煒1 

摘要 

 

    烈嶼（又稱小金門），位居金門島以西、廈門島以東，面積 14.85 平方公里，

2018 年 1 月為止設籍人口數 12,712 人。19 世紀中葉以後，烈嶼人出洋謀生。在

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烈嶼人主要的出洋地為汶萊（Brunei）及新加坡（Singapore）。

其中，位於婆羅洲西北、面積 5,765 平方公里的蘇丹邦國汶萊，祖籍烈嶼的移民

及其後裔，是當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社群；經商有成的華僑華人，不少亦獲蘇丹

冊封宮廷官銜，地位崇隆。其中，1913 年華僑鄉賢集議、1918 年落成的騰雲寺

（後更名為騰雲殿）是百餘年來華人宗教信仰及社會生活中心，也是汶萊移民社

會發展的歷史見證。 

    本文擬以烈嶼移民為主，探究汶萊及烈嶼兩地最重要廟宇---騰雲殿及保生大

帝廟的興建過程，通過社群跨境運作的機制，討論海外華人的一種“兩頭社區”的

文化網絡關係。首先，討論近代烈嶼移民的南渡歷程及其分布，以及汶萊華人社

會的構成；再者，以汶萊斯市騰雲殿及烈嶼保生大帝廟等祠廟的修建歷程，討論

海外華人的重建家園及其對僑鄉之影響；最後，以跨境／國網絡廟宇的概念，說

明“兩頭社區”對海外華人社會與僑鄉研究的重要性。 

 

關鍵詞：汶萊、烈嶼、海外華人、兩頭社區、跨境／國網絡 

 

 

 

 

 

 

 

 

 

 

 

 

 

                                                       
1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國社院院長，quemoei@gmail.com 



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 Study of Immigration Memories and Social Network between Lieyu, 

Quemoy and Brunei 
 

Chiang, Bo-wei 

Prof. & Direct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NTNU 

 

Abstract 

Lieyu （also known as Little Quemoy）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Quemoy Island 

and east of Xiamen Island. It covers an area of 14.85 square kilometers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5,000.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young people of 

Lieyu im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massively. Under the mechanism of chain 

migration, the main overseas destinations of the Lieyu’s immigration are Brunei and 

Singapore. Among them, the Sultan state of Brunei,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Borneo, covers an area of 5,765 square kilometers. The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of the ancestral island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mmuniti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Brunei. The well-established overseas Chinese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local Chinese social leaders, and many of them have also obtained the official title 

of the Sultan's candidacy. 

The project aims to discuss immigration memories such as the experience of 

diaspora, settlement and homecoming of Lieyu’s overseas Chinese in Brunei,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network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of the two place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cluding family 

cohesion, remittance economy, religious beliefs, geographic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etc. Further, the project want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soci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in modern time and try to rebuil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life history of Brunei Chinese. This project will base on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oral interviews, and discusses the overseas migration proces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Lieyu’s immigrants. And then the project wants to analyze the 

immigration situ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from 1950s to 1980s; further, try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runei, 

including the role of Chinese temples, chambers of commerc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project bases on the experience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families of diaspora, settlement and returning home, and explore the 

oper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of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tion 

memories and multi-level social networks, it i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hometown of Lieyu, and also to describ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runei. 

 

Keywords: 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hinese, Immigration Memories, Social Network, 

Leiyu, Brunei. 

 

 

 

 

 

 

 

 

 

 

 

 

 

 

 

 

 

 

 

 

 

 

 

 

 

 

 

 

 

 

 

 

 



一、前言 

    金門烈嶼位於九龍江口，東距金門本島 2 公里、西距廈門島 7 公里。面積

14.85 平方公里，至 2018 年 1 月為止設籍人口數 12,712 人。2島形東北寬而西南

窄，縱橫兩端相等，皆約六公里，地形狀如虎子。此外，《金門縣志》曾引明代

盧若騰《留庵文集》所提：「『烈嶼』作『笠嶼』」3，亦說明了一種島形樣貌的想

像。亦有地方傳說，烈嶼原與金門土地相連，之後兩個島嶼因地殼變動而分離，

因此烈嶼又有「裂嶼」、「列嶼」的說法。4 

19 世紀中葉以後，烈嶼人大量出洋謀生。根據本人長期田野調查資料顯示，

在連鎖式移民的機制下，烈嶼人主要的出洋地為汶萊（Brunei）及新加坡

（Singapore）。其中又以汶萊最為集中。 

    汶萊，位於婆羅洲西北、面積有 5,765 平方公里的蘇丹邦國，1888 年之後成

為英國的保護國，1984 年獨立。汶萊為多種族國家，2014 年統計全國人口約

411,900 人。主要為馬來人，佔 65.8%，華人約佔 10％，約 41,900 人。5其中有相

當大比例的移民來自烈嶼，是當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社群。經商有成的金僑為當

地華人社會領袖，不少亦獲蘇丹冊封宮廷官銜，地位崇隆。1913 年烈嶼僑民在首

府斯里巴加灣（Bander Seri Begawan）參與籌建騰雲寺，主祀福德正神及廣澤尊

王，1918 年建成；同年，烈嶼籍甲必丹王文邦創辦育才學校，1922 年更名為汶

萊中華學校迄今，對當地華人社會文化的傳承貢獻甚多。1960 年，騰雲寺更名為

騰雲殿，成為當地華人社會唯一合法的廟宇。此外，這些烈嶼僑領積極參與各種

公共事務，如捐修祠廟、捐獻教育等，對地方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林清注、林

德甫、李仁義、林文坤、劉錦國、林國民等俱為例證。其中，烈嶼人信仰中心保

生大帝廟之重建歷程，就是一個僑鄉社會再結構的重要案例。 

    目前為止，有關汶萊華人社會的研究並不多，更缺乏探究其移民與原鄉的文

化互動與網絡關係。6本文擬以烈嶼移民為主，探究汶萊及烈嶼兩地最重要廟宇-

                                                       
2 金門縣政府統計，

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2.aspx?n=98E3CA7358C89100&sms=BF7D6D478B9356

44&s=D7395151C7EF3DC6，查閱時間：2019 年 5 月 14 日。不過，根據烈嶼鄉公所祕書方小

萍的訪問，常住人口約 5 千餘人。（方小萍訪談，烈嶼鄉圖書館，2019 年 5 月 11 日。） 
3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頁 233。 
4 （清）林焜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411。 
5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

itePages/Population.aspx，查閱時間：2018 年 6 月 4 日。 
6 若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相較，汶萊華人研究相對少了很多，而且主要為饒尚東（Niew Shong Tong）

的研究成果。他出生於砂拉越美里，現為新加坡公民，1969 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為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馬來西亞、

新加坡與汶萊華人社群的人口地理學）。之後，他陸續出版了關於汶萊的華文與英文著作，如 1990

年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汶萊的人口趨勢）、1991 年的《汶萊華族會

館史論》及 1993 年的《汶萊的經濟發展》等。（這些研究可進一步參考：1.Niew Shong Tong,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microform], 

Thesis（Ph.D.）-University of London 1969; 2.Niew Shong Tong, Demographic Trends i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Brunei Darussala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re,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3.饒尚

東，《汶萊華族會館史論》，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4.饒尚東，《汶萊的經濟發展》，新加



--騰雲殿及保生大帝廟的興建過程，通過社群跨境運作的機制，討論海外華人的

一種“兩頭社區”的文化網絡關係。首先，討論近代烈嶼移民的南渡歷程及其分布，

以及汶萊華人社會的構成；再者，以汶萊斯市騰雲殿及烈嶼保生大帝廟等祠廟的

修建歷程，討論海外華人的重建家園及其對僑鄉之影響；最後，以“兩頭社區”及

“跨境／國網絡”廟宇的概念，說明跨境華人及其聚落（海外華人聚居城市、原鄉

僑村）的關係。 

二、烈嶼移民南渡之歷程 

（一）海外移民的啟動及近代人口的變遷 

烈嶼作為一座島嶼型的宗族社會，早期以農漁鹽生產為主，在承平時期或可

自給自足，但隨著人口的繁衍，或遇天災人禍（戰亂、災害、疾病等），即可能

促成移民理論所提的其中一個動力：「推力」。 

    有關烈嶼的人口，清代以前隸屬同安，並無單獨統計。待清中葉之後，方有

檔案可稽。根據《金門志》記載，道光年間（1821-1850 年）烈嶼保屬二十都、

轄三十二鄉（自然村）。道光 12 年（1832 年）烈嶼保二十三鄉有 1,333 戶，男

4,925 丁，女 3,108 口。7 

    第一次較為精準的人口普查在民國 4 年（1915 年）設立縣治後，當時「總共

十保、一百七十六鄉（村），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戶，男四萬四千一百四十一丁，

女三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口，計男女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其中，烈嶼保三十

三鄉，1,956 戶，男 4,814 丁，女 3,824 口。再者，民國 9 年（1920 年）內務部統

計，烈嶼保 1,956 戶，男 2,095 丁，女 1,584 口。戶數未減，但人口明顯流失。到

了民國 18 年（1929 年）的統計「全縣八千四百零四戶，男二萬五千零五人，女

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合計四萬六千四百六十七人。」。而烈嶼保的統計上雖

有 1,087 戶，男 3,147 人，女 2,413 口。8烈嶼在 1920-1929 年間的人口統計看起

來略有增加（有可能是歸僑、僑眷返鄉定居的因素），但總體上金門在 1915 年至

1929 年間的 14 年內，金門人口減少 41.45％，其中男性減少 43.35％、女性減少

39.06％，比例相當大。這段期間並無劇烈天災或戰亂，因此這些數據應可做為人

口外流之佐證。9 

    此外，從 1840 年代以來，世界上殖民地經濟的崛起以及非洲農奴的廢除，

使得勞動力甚為缺乏，印度與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或自願或被誘騙前往這些

東南亞殖民地區開墾；同時，中國農村經濟的失衡，特別是人口的增加、人均耕

地減少、天災與戰亂的破壞，加上“出洋夢”的作用，更增強了人口外移的力量。

                                                       
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 
7 林焜熿編修，《金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0，頁 20。 
8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頁 354-360；呂允在總編纂，

《增修烈嶼鄉志》，金門：烈嶼鄉公所，2010，頁 634。 
9 金門縣的人口統計，目前找到可信的兩次官方統計，分別是金門獨立設縣的 1915 年，另外一

次是 1929 年。因此，這些討論是以資料來討論。至於是否有大環境的影響，則是另外一個課題，

如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僑匯經濟數量與歸僑人數反而增加。 



清咸豐 10 年（1860 年）《北京條約》使得華工出洋合法化後，更進一步加強了這

樣的趨勢。他們踏上了歷史的不歸路，改變了個人的命運，也啟動了原鄉的變遷。 

（二）冷戰時期的南渡歷程 

    1949 年以降，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社會與空間高度被軍事

化，原本的華僑網絡與僑匯受到影響。1956 年以後，華僑返回金門或僑眷申請出

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及金門防衛司令部具有決定權，除了審查資格外，也負責臺

灣與金門之間軍用運輸機或運補船座位的供給，歸僑抵達金門後亦負責接待事宜。

在目前已知的 1958-1967 年之間華僑返金的統計，遠不及 1949 年以前的熱絡。
10 

    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收藏一份來自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回覆至美國的資

料，名為〈無畏的金門：金門建設進展的數據統計報告〉（ KINMEN 

UNDAUNTED_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記錄了

1952 年 2 月 1 日至 1959 年 4 月 30 日之間金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建設，藉

以檢視美國經濟援助的效益。11這種類似社會調查統計年報的紀錄方式，提供了

我們研究冷戰初期的社會變遷第一手的史料。 

    在這份報告中，有一專節說明了 1950 年代金門的移民狀況。文章統計了

1950-58 年間居民離開金門的原因及數量，並提到在戰爭發生初期的 9 年內，總

計有 12,962 位離開金門；其中，有 2,271 位、佔 17.52%遷居海外，比例不算太

低。此外，1959 年 12 月 31 日金門縣政府登錄之居住於外國人口數為 8,280 人。

馬來亞（當時包括新加坡）最多，其中男性 3,540 人，女性 1,890 人，佔海外移

民比例約 37.76%。北婆羅洲（包括汶萊、沙巴、砂拉越）等地金門籍民有 557 人，

男性 396 人、女性 161 人，佔海外移民比例約 3.87%。不過，若根據金門華僑協

會收集的紀錄，估計有 86,250 名金門籍民並未被金門縣政府統計、登記進去。此

數目是金門當時人口的兩倍之多。其中，新加坡約為 5 萬人，北婆羅洲為 4 千

人。12換言之，冷戰初期仍有近 2 成比例自金門島移出的人口前往海外，而不僅

僅是遷徙到臺灣本島，而北婆羅洲的移民主要就是前往汶萊、砂拉越的古晉

（Kuching）及砂拉越林夢（Limbang）。 

    

三、汶萊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一）從「僑居地」到「新家園」的汶萊 

    汶萊為東南亞回教（伊斯蘭教）國家之一，國名全名是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NEGARA 是馬來語的國家的意思，BRUNEI 是國名，

                                                       
10 李怡來，《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1，頁 197-198。 
11  Kinmen Undaunted: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Progress in Kinmen,” 1959.04.30, RG 469, Box 42,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頁 235-237。 
12 江柏煒，《冷戰金門：世界史與地域史的交織》，金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17，頁 235-

237。 



DARUSSALAM 則是和平，亦即「汶萊和平之邦」。地理介於北緯 4 度至 5 度、

東經 115 度左右，為馬來西亞東部（簡稱東馬）之砂拉越（Sarawak）州分成兩部

分，西臨沙巴州（Sabah），南為印尼屬地加里曼丹（Kalimantan），西北面為南中

國海，海岸線長約 160 公里，面積有 5,765 平方公里。汶萊全國分為四個縣區，

分別是 Brunei-Muara（汶萊摩拉）、Belait（馬來奕）、Tutong（都東）、Temburong

（淡武廊，又名淡布隆）。（圖 1、2）其中淡武廊縣與本土分開（為砂拉越林夢省

所分開）。首都斯里巴加灣（Bander Seri Begawan）是全國之行政、商業及文化中

心。距離首都 60 餘英哩的馬來奕縣有二大市鎮即馬來奕市（Kuala Belait）和西

里亞市（Seria），其他主要市鎮還有都東市（Tutong）和邦加市（Bangar）。汶萊

亦擁有兩個繁忙的港口，一為摩拉深水港，離首都不遠，約有 50 公里；另一個

為馬來奕港，位於馬來奕縣，主要為馬來奕市與西里亞兩地服務。13 

 

 

 

 

 

 

 

 

 

 

 

 

圖 1（左）：汶萊地圖（資料來源：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h?p=brunei&fr=yfp&ei=utf-8&v=0，

查閱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 

圖 2（右）：汶萊四縣及位於東南亞位置圖（資料來源：汶萊中華商會，《汶萊斯市中華商會創會

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汶萊斯市：編者自印，2002，頁 367。） 

 

    汶萊在中國古籍文獻中出現甚早。魏晉南北朝、隋朝已有使者與中國往來。

唐代文獻中汶萊被稱為「婆利」，元代史籍則稱為「渤泥」，自古為酋長部落之邦。    

自第 8 世紀建立王朝之後，15 世紀開始成為強大的回教王國。明永樂年間渤泥

王曾親自率使臣來中國拜見明成祖，不幸病故，葬於南京。汶萊蘇丹國以海上貿

易為基礎，勢力範圍一度擴及沙巴、砂拉越及菲律賓民答那峨島，與蘇祿（lulu）

王朝對峙。在 16 世紀，砂拉越的古晉被葡萄牙地圖學者稱為 Cerava，是婆羅洲

島上的五大港口之一。當時砂拉越位處汶萊帝國的勢力範圍，由蘇丹登加（Sultan 

Tengah）管理。14 

                                                       
13 饒尚東，《汶萊的人口與經濟發展（南洋大學學術論叢：饒尚東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

局，2010，頁 2。 
14  Rozan Yuno, Sultan Tengah — Sarawak's first Sultan, The Brunei Times ， 2008/12/28



    19 世紀初，西方殖民勢力的入侵，慢慢削弱蘇丹王國的統治勢力。汶萊蘇

丹逐漸失去對砂拉越的控制，只能管轄砂拉越的沿海地帶，這些地區由半獨立

的馬來族蘇丹管理；內陸地區則由伊班族（Iban）、肯雅族（Kenyah）、本南族

（Penan）及加央族（Kayan）等部落所主導，這些族群頻繁交戰以擴張他們的

領土。15因為海盜及歐洲殖民列強侵略，特別是英國的影響，版圖銳減。1847

年，汶萊前蘇丹與英訂約，加強商務關係及協同剿治海盜，並予英人在汶萊享

治外法權，後者條款又經 1856 年修正，1888 年雙方又立條約，汶萊外交亦由

英主理，1906 年增訂附約，同意派一駐地長官，代表英政府，受馬來亞專員

（參政司，Residents）節制。16 

    1929 年汶萊海岸的西里亞和摩拉發現蘊藏量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1941 年

12 月 16 日凌晨，日軍登陸馬拉奕，並佔領西里亞油田，6 日後汶萊淪陷。1945

年，盟軍反攻，汶萊幾日受到轟炸，市區燬於炮火，僅河岸的水村（Kampong Ayer）

未受影響。1945 年 6 月 10 日，盟軍光復汶萊，日軍無抵抗，忙碌於破壞其軍事

設備，焚燬油田，但將平日因反日嫌疑受囚之平民，慘酷殘殺，部隊退入山區內

地。1946 年英國恢復對汶萊的控制。1959 年，英、汶協定，訂定新憲法，汶萊

成為自治邦，英國負責汶萊的國防與外交事務。汶萊新憲法實施後，全部行政權

從原有之參政司移交給第 28 任、1950 年登基的蘇丹奧瑪賽富丁爵士殿下（Omar 

Ali Saifuddien III，1914-1986），並由蘇丹委任之總理或州務大臣，以及政務部

長等。配合以行政會議及樞密院，作爲處理政務機構。汶萊最高之行政權力仍屬

於蘇丹賽富丁殿下，立法議會有議員 33 名，其中 14 名爲官方議員，計 8 名爲部

長職位之官方當然議員，6 名則由蘇丹委任。至於其餘非官方之議員，16 名爲民

選，另 3 名亦由蘇丹委任。17此一設計，融合了汶萊的傳統蘇丹制度與英國的內

閣制度。 

    1963 年，馬來西亞組成聯邦國時，曾要求汶萊加入，但汶萊基於石油及天然

氣的利益而拒絕。1984 年 1 月，汶萊獲得全面的獨立，同年加入聯合國，並成為

東南亞國協的組織成員國之一。在政治上，汶萊實行君主立憲制，世襲的蘇丹是

國家最高統治者。汶萊國家官方語言為馬來語，伊斯蘭教為國教，而以「馬來，

穆斯林，君主」（Malay, Muslim, Monarchy）為國家立國觀念。181984 年初，第 29

任蘇丹哈山納•波嘉（Hassanal Bolkiah）就任迄今，強調馬來文化、回教和君主體

制。19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

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 查閱時間：2018 年 5 月 30 日。） 
15 The National Archives DO 169/254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respect of North Borneo and Sarawak on 

joining the federa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Malaysia. 1961–1963 [2015-04-23]. 
16 賴公任主編，〈商業大觀〉，《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新加坡：星州環球圖書公司，1959 年，

頁 11-18。 
17 賴公任主編，前揭書，頁 11-18。 
18 饒尚東，前揭書，頁 1。饒尚東華文使用「馬來，回教，君主」，本文將之改為「馬來，穆斯

林，君主」。 
19 Saunders, Graham E., A history of Brunei. London: Routledge, 20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100218/http:/www.bt.com.bn/golden_legacy/2008/12/28/sultan_tengah_sarawaks_first_sultan
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760803
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760803
http://books.google.com/?id=SQ4t_OJgSjAC


    正因為汶萊在獨立之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一部分，因此與東馬的關係十分密

切，包括砂拉越林夢（Limbang）、老越（Lawas）、納閩（Labuan）、美里（Miri）、

詩巫（Sibu）、古晉（Kuching）等地之外，與新加坡的關係也很密切。進一步說，

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自 1819 年取得新加坡之後所採

取的重商主義自由港政策，吸引了華南地區（特別是閩、粵、瓊）等地的移民出

洋謀生。汶萊與東馬、新加坡的地緣關係，也吸引了不少的華人前來。 

    據 1991 年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汶萊全國人口有 26 萬人，1981 年則僅有

192,832 人。馬來人為最主要的民族，佔全國人口 66%。華族人口約 4 餘萬人佔

人口之 16%。其餘土著約 10%，其他則以泰國人、菲律賓人、印度人、歐洲人和

印尼人為多，佔 11%。20到了 2002 年中期的統計數字顯示，汶萊人口約 34,800

人，平均年增率 2.4%。其中馬來人約有 227,200 人（佔總人口 66.7%）、華人約

37,600 人（佔 11%）、其他土著 12,100 人（佔 3.5%），而其他民族有 63,900 人

（佔 18.8%）。人口則是大量集中在汶萊摩拉縣內，此縣人口在 2002 年的統計約

有 236,200 人（佔全國人口之 69.3%）；馬來奕縣有 56,900 人（佔 16.7%），都東

縣 39,100 人（佔 11.5%），而淡武廊縣只有 8,600 人（佔 2.5%）。21 

    目前，汶萊最新的人口統計，根據 2014 年的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資料，

該國總人口約 411,900 人，約 65.8%為馬來人，華人則占總人口 10.2%，其他種

族 24%。22（表 1）進一步分析汶萊人口的地理分布可以發現，人口主要集中汶

萊摩拉縣和馬來奕縣。汶萊摩拉縣為首府所在地，亦為全國之行政、商業、文化

和服務中心。馬來奕縣是著名的產油區，早年石油生產之活動中心。因此，人口

大量集中此兩縣是可以理解的。以華人人口的分布而言，約有 94%的人口集中在

這兩個縣內，尤其汶萊摩拉縣居多，佔 61.4%。其實，早年華人的集中地主要是

馬來奕縣，他們從事和油田發展有關的工作。以 1960 年的分布數字來看，當時

約有 65%的華人居住在馬來奕縣，而汶萊摩拉縣只佔 30%。可是從 1970 年代開

始，隨著汶萊摩拉縣的發展方興未艾，華人人口開始從馬來奕縣往首都轉移。到

了 1980 年代初，將近 50%的華人集中在汶萊摩拉縣，超越了馬來奕縣的 44%。

到了 21 世紀初，情況剛好和 50 年前的相反，61%的華人集中在汶萊摩拉縣。23

同時，汶萊是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國家，據 2001 年的調查，全國約 71.7%人口居

住在市鎮內。以各族人口的情況下來分析，華人較集中在市鎮內（佔華人的

82.4%），而馬來人居次（69.3%）。24 

表 1：汶萊人口普查資料（2011-2014） 

                                                       
20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Summary Tables of the Brunei Population Census, 1981.（轉引自饒尚

東，前揭書，頁 154-155。） 
21 饒尚東，前揭書，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頁 3。 
2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

查閱日期：2018 年 6 月 4 日。 
23 饒尚東，前揭書，2010，頁 4。 
24 饒尚東，前揭書，2010，頁 5。 



 

2011 2013 2014 

數量（人） 數量（人） 
數量

（人） 

比例

（%） 

總人口 393.372 406,200 411,900 100.0 

男性 203,144 210,300 213,500 51.8 

女性 190,228 195,900 198,400 48.2 

行政區域     

汶萊摩拉 279,924 290,500 295,300 71.7 

馬來奕 60,744 62,500 63,400 15.4 

都東 43,852 44,300 44,300 10.8 

淡武廊 8,852 8,900 8,900 2.2 

身分     

汶萊公民 281,660 291,800 296,500 72.0 

永久居民 25,792 28,100 28,500 6.9 

暫時居民 85,920 86,300 86,500 21.0 

種族     

馬來人 258,446 267,200 271,100 65.8 

華人 40,534 41,600 41,900 10.2 

其他 94.392 97,400 98,900 24.0 

年齡層     

0 – 14 99,435 99,500 99,300 24.1 

15 – 29 112,302 111,200 110,200 26.8 

30 – 59 159,249 169,600 174,200 42.3 

60 以上 22,386 25,900 28,200 6.8 

資料來源：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

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查閱時間：2018 年 6 月 4 日。 



 

（二）汶萊華人社會的形成 

    華人與汶萊的接觸已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但當時的接觸是一種朝貢體制下

的官方互動。近代華人移民來到汶萊，約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之際。汶萊最

早的一本人口普查報告書於 1911 年出版時，記錄了全汶只有 736 名華人，約佔

總人口 3.4%。隨著華南移民進一步南來，逐年成長，1921 年計有 1,423 人、1931

年計有 2,682 人。到了 1930 年代，華人進一步自馬來半島、砂拉越以及福建、

廣東等地進入汶萊。華人移民的高峰期主要在二次戰後，也就是 1947-60 年之間。
25主要原因是石油發現之後，吸引了大量勞動力進入石油公司工作；同時也吸引

了不少農耕者到來墾殖；這時期的汶萊正邁向現代化道路，各地大興土木，積極

展開基層建設，引進不少華族建築技工參與工作。26華人人口數的迅速增加，以

至於佔汶萊總人口的比例在二次大戰之後超過了 20%，並在 1960 年達到史上最

高的 26.0%。之後，逐年下降，一直到 2014 年最新統計的 10.2%。（表 2）就華

人人口增長率來看，1947 及 1960 年顯然是兩個高峰期，遷入人數有顯著的成長。

這與汶萊石油經濟的崛起有直接相關。到了 1971、1981 年仍然有 1 萬多人、7 千

5 百多人遷入。到了 1991 年，因為公民權的考試愈趨困難，遷入人數銳減。在田

野調查訪談中顯示，若是沒有拿到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者，返回烈嶼定居者亦大

有人在。27 

 

表 2：汶萊華族人口之增長（1911-1991） 

年代 人口數 人口增長數 增長率％ 佔總人口％ 

1911 736 - - 3.4 

1921 1,423 687 93.3 5.6 

1931 2,683 1,260 88.5 8.9 

1947 8,300 5,617 209.4 20.4 

1960 21,795 13,495 162.6 26.0 

1971 31,925 10,130 46.5 23.4 

1981 39,461 7,536 23.6 20.5 

1991 40,621 1,160 2.9 16.0 

資料來源：1.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Summery Tables of the Brunei Population Census, 1981, 

p.31.; 2.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Population Census, 1991, Table 1, p.1. 

 

    事實上汶萊人口的分布並不均勻，城鄉差距頗大，首都斯市所在的汶萊摩

拉縣，人口佔了 7 成以上。而東部的淡武廊，人口僅有 8,900 人，佔 2.2%，夾

                                                       
25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Population Census, 1991, Table 1, p.1. 
26 饒尚東，前揭書，頁 155-156。 
27 林瑞典訪談，汶萊摩拉豐源公司，2018 年 9 月 28 日。方小萍訪談，烈嶼鄉圖書館，2019 年 5

月 11 日；呂合成（烈嶼鄉公所退休秘書）訪談，烈嶼東林，2019 年 5 月 11 日。 



在馬來西亞的國境之間，交通仰賴定期船班（目前，2018 年正在興建一條跨海

大橋），地廣人稀。具有汶萊公民身分者，約 72.0%。永久居民則為 6.9%，其

餘為暫時居民，佔 21.0%。28 

    雖然華人是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1960 年曾達到 26%的歷史新高之後，逐

年下降，到達目前的 10.2%。不過，汶萊的貿易與商業，代理商行絕大多數爲

華商所經營，歐商亦擁有商業機構，但主要仍掌握在華僑手上。但不論歐籍或

華僑商號，皆與新加坡主要出口商建立有聯繫，而輸入品亦皆採辦自新加坡。

惟「英馬石油有限公司」（British Malayan Petroleum Co. Ltd）所輸入者，則爲

例外，他們是向英國本土、澳洲、及其他產地直接輸入，貿易額亦漸增加，

1947 年底關稅更改，鐵器與機械免納入口稅。汶萊全部之貿易，皆在兩港埠：

汶萊市與馬拉奕，一切歐華重要公司商號多於該地區設立機構，以經營所業。
29 

    在 1959 年汶萊成為自治邦的那一年，賴公任主編了《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

略》一書，在其中〈商業大觀〉一文中，他提到了早期華僑由星馬移民到砂拉越、

進而移墾汶萊的過程，也盛讚華僑對於汶萊發展的貢獻，特別是經濟上的舉足輕

重的地位，以及各項建設技術上無可取代的角色。 

 

矧夫汶萊商業，固執牛耳者厥爲華僑，然其間雖有外商機構之

設，或囿於地理環境以及卓具成績等關係，仍須賴以從事招徠匡輔。

龐大礦務工業，歸之資力充沛外商所總攬，但建設工程技術人員勞

工，各當地衛生政教，日常生活供應等等，多賴同僑服務，甚此，我

華僑之在汶萊州邦，今昔皆處於極重要地位。 

華胄資本及勞工，初由星馬分流至砂拉越，嗣續奮進此邦，慘淡

經營，勤儉耐勞，奉公守法，成家立業，衣食全聚教養於斯，與各民

族和睦共處，遠溯漢唐而迄今茲，優哉遊也，儼如海外故鄉，熱愛是

邦臻於富強之域，咸樂於貢獻所能，各展所業，促進此「和平之居」

汶萊回教州邦永恆昌盛繁榮，蘇丹殿下德澤覃敷，吾僑民皆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喁喁企望殊殷。30 

 

（三）烈嶼鄉僑的分布 

    華人移民主要集中在汶萊首府斯市（華人有時直稱汶萊市）及馬來奕縣，前

者是汶萊的政經與文化中心，後者是石油的產業市鎮。進一步《汶萊商業大觀僑

賢事略》資料加以統計可發現，華人移民的方言群主要為福建（閩南）各邑、客

家各邑、廣府各邑及海南人，莆田與福州也占了一定的比例。福建幫集中於斯市，

                                                       
28 汶萊經濟規劃與發展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1151208/http://www.depd.gov.bn:80/SitePages/Population.aspx，

查閱時間：2018 年 6 月 4 日。 
29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新加坡：星州環球圖書公司，1959，頁 11-18。 
30 賴公任主編，前揭書，頁 11-18。 



包括金門烈嶼、廈門、同安、安溪等，其中又以金門烈嶼為最，並以經營貿易商

號為大宗；而馬來奕多為廣府、客家及海南人，行業上則較為多元，小店家、各

類技術人員、農漁業均有。有關 1959 年汶萊華商方言群、祖籍地的相關統計，

見表 3。 

 

表 3：1959 年汶萊境內華商祖籍地統計總表 

方言群 祖籍 
斯里巴加灣市 都東 馬拉奕 淡武廊 總計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閩南 

金門烈嶼 33 30.8 3 27.3 6 3.2 1 25.0 

66 21.2 

廈門市 3 2.8 - - 1 0.5 - - 

同安縣 - - - - 1 0.5 - - 

安溪縣 4 3.7 3 27.3 - - - - 

永春縣 1 0.9 - - - - - - 

晉江縣 - - - - 1 0.5 - - 

惠安縣 - - - - 2 1.1 - - 

詔安縣 - - - - 7 3.7 - - 

莆田 
莆田縣 5 4.7 - - 4 2.1 - - 

10 3.2 
仙遊縣 - - - - 1 0.5 - - 

福州 
福州市 1 0.9 - - 11 5.8 - - 

14 4.5 
閩清縣 1 0.9 - - 1 0.5 - - 

廣府 

花縣 1 0.9 - - - - - - 

34 10.9 

寶安縣（新安

縣） 
4 3.7 - - 2 1.1 - - 

中山縣 - - - - 3 1.6 - - 

順德縣 - - - - 1 0.5 - - 

南海縣 - - - - 2 1.1 - - 

廣寧縣 - - - - 1 0.5 - - 

四會縣 - - - - 1 0.5 - - 

四邑縣 1 0.9 - - - - - - 

新會縣 - - - - 2 1.1 - - 

台山縣 1 0.9 - - 4 2.1 - - 

開平縣 1 0.9 - - 3 1.6 - - 

鶴山縣 - - - - 1 0.5 - - 

新豐縣 - - - - 1 0.5 - - 

東莞縣 2 1.9 - - 1 0.5 1 25.0 

不詳 - - - - 1 0.5 - - 



方言群 祖籍 
斯里巴加灣市 都東 馬拉奕 淡武廊 總計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客家 

惠陽縣（惠

州） 
2 1.9 - - 4 2.1 - - 

46 14.7 

龍川縣 - - - - 1 0.5 - - 

海陸豐 1 0.9 - - - - - - 

陸豐 - - - - 2 1.1 - - 

嘉應州 - - - - 1 0.5 - - 

五華縣（長

樂） 
- - - - 3 1.6 - - 

梅縣 2 1.9 - - - - - - 

大埔縣 - - - - 15 7.9 - - 

蕉嶺縣 - - - - 1 0.5 - - 

揭西縣（河

婆） 
- - - - 12 6.3 - - 

普寧縣 - - - - 1 0.5 - - 

饒平縣 - - - - 1 0.5 - - 

潮州 

潮安縣 - - - - 1 0.5 1 25.0 

16 5.1 

饒平縣 - - - - - - - - 

澄海區 - - - - - - 1 25.0 

揭陽縣 - - - - 11 5.8 - - 

惠來縣 - - - - 2 1.1 - - 

海南

（瓊

州） 

瓊州 - - - - 6 3.2 - - 

23 7.4 
瓊山縣 1 0.9 - - 1 0.5 - - 

樂會縣 2 1.9 - - 4 2.1 - - 

文昌縣 2 1.9 - - 7 3.7 - - 

湖北 
天門縣 1 0.9 - - - - - - 

3 1.0 
不詳 1 0.9 - - 1 0.5 - - 

浙江 寧波市 - - - - 1 0.5 - - 1 0.3 

僑生 2 1.9 - - 1 0.5 - - 3 1.0 

不詳 35 32.7 5 45.5 56 29.5 - - 96 30.8 

小計 107 100 11 100 190 100 4 100 312 100 

資料來源：賴公任，前揭書，本研究統計。 

 

    進一步以上述資料所記載的 312 位人物，可以出歸納以下的結論： 



    1.有 96 位未登載祖籍地，佔 30.8%，是比例最高的一群。31而登錄有祖籍地

的僑民，其中有 43 位來自金門烈嶼，佔全部華人的 13.8%，是人數最多的一群，

同時也是福建（閩南）幫中最大的社群，佔了福建人總數的 65.2%。 

    2.汶萊境內的華裔商人，未登載祖籍地者 30.8%，福建（閩南）各邑移民佔

21.2%居次，客家各邑移民佔 14.7%、廣府人約 10.9%、海南人為 7.4%、潮州人

5.1%、福州與莆田僑民則分別為 4.5%、3.2%，浙江、湖北籍民及僑生（在南洋

出生的華裔）則占少數。 

    3.祖籍金門烈嶼的人數主要集中於斯市，有 33 人，佔斯市華人 107 人的 30.8%。

僅次於未登載祖籍地者的 35 人。可謂斯市第一大社群。 

  4.進一步以烈嶼人分布來算，斯市的鄉僑佔汶萊全部烈嶼人的 76.7%。其次

是馬來奕縣的 6 人，佔 14%；都東縣有 3 人，佔 7%；淡武廊僅有 1 人，佔 2.3%。 

  5.生產石油的馬來奕縣，除技術工人外，經商者祖籍地分布最為平均，人數

最多者為客家人，其中大埔人有 15 人、揭西（河婆）人有 12 人；潮州揭陽人有

11 位；福州人亦有 11 位。福建詔安人有 7 位、金門烈嶼人有 6 位。 

  6.馬來奕的華人人數最多，達 190 位；斯市居次，有 107 位；都東 11 位；淡

武廊僅記載有 4 位僑商，人數最少。 

    雖然，《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未能納入勞動階層的統計，但也能提供我

們關於 1950 年代後期汶萊華人社會的某一側面，特別是關於二次戰後移民祖籍

地分布與經營行業之了解，實為重要的史料，幫助我們還原 1950 年代後期汶萊

華人社會的一些特性： 

    1.由於賴公任的紀錄以商人階層為主，因此上述統計不是社群人口比例的

概念，而是商人階層為主的統計。 

2.與馬來半島（西馬）其他地區相比，汶萊的福建幫（閩南人）是數量與

比例上比較大的社群，客家、廣府、海南居次，潮州人在汶萊則不多。 

3.福建幫主要集中於商業繁盛的斯里巴加灣市，而出產石油的馬來奕縣吸

引了各方言群的移民，包括客家、廣府為主的技術工人，當然也有這些方言群

的小商家進駐經營生意。淡武廊人數規模小，華商數量亦少。 

4.福建幫移民主要來自烈嶼，而多數聚集斯市。 

 

四、異地建立精神家園：從騰雲寺到騰雲殿 

    對於以福建人為主體、特別是金門烈嶼人居多的汶萊斯市華人社會，方言的

使用以福建話為主。而首先作為海外移民凝聚的中心角色者，即為廟宇。其中，

百餘年前即已出現、位於首都斯市的騰雲寺（騰雲殿的前身）最為重要。此外，

汶萊摩拉港口地區，早期亦有華人聚居，從碼頭搬運、駁船或貿易工作，因此百

                                                       
31  未登載祖籍地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從南洋其他地方再移民到汶萊，本身已經是第二代甚至更

多；又或是文化水平之故，使得原鄉祖籍地的記憶已經佚失。 



餘年前也建有一座主祀廣澤尊王32的鎮南廟。33因此，討論汶萊華人社會，特別是

人口最集中的斯市，騰雲寺（騰雲殿）是關鍵的機構，它是百餘年來華人宗教信

仰及社會生活中心，也是汶萊移民社會發展的歷史見證。 

（一）戰前的騰雲寺之創建 

    汶萊斯市的騰雲寺，創建年代不詳，但根據口述訪談至少有百餘年的歷史。

早期華僑將廣澤尊王及福德正神自閩南原鄉分香至汶萊首府斯市，立廟奉祀，並

於每年農曆八月十五及八月二十二酬神之時，聘請戈甲（高甲）戲班演出。除此

之外，陪祀玄天上帝、關聖帝君、保生大帝、李府哪吒三太子、註生娘娘等神祇。 

    1913 年，華僑鄉賢集議，決定在汶萊河畔建一永久寺廟。由當時的拿督天猛

公石文熟（祖籍廈門禾山扳美社）獻出土地一塊，由曾受記負責廟宇建築之興建。

從目前僅存的舊照片來看，騰雲寺採二進式，正面屋頂為三川脊，前後進屋頂俱

為翹脊，兩側各以山牆收之，為典型的閩南鄉村祠廟的建築形制。1918 年，騰雲

寺落成並舉行奠安大典，自新加坡延聘道士主持奠安及神像開光、安座儀式。 

    根據廟內所藏《本坡建築騰雲寺諸捐款及諸開費》（1918 年農曆正月十五）

木牌記載，當時騰雲寺總共募得 8,075.5 銀元。捐款者主要是商號及個人，經費

的來源有五大項： 

1. 納閩坡 185 銀元； 

2. 林夢坡 126 銀元； 

3. 汶萊坡 1,627 銀元； 

4. 收抽入口芬捐（進口菸商之捐）1,056.1 銀元； 

5. 收抽入口白米捐（進口米商之捐）5,081.4 銀元。 

    由此可知，騰雲寺的信仰圈不只是汶萊華人，還擴及斯市附近的東馬地區納

閩、林夢等市鎮的華人，即使兩地的商號與個人財力不及汶萊。再者，1918 年騰

雲寺的肇建經費最主要的來源是收抽入口白米捐及收抽入口芬捐（芬捐，以閩南

語讀之，即為菸捐），兩者加起來達 6,137.5 元，佔總募款經費 76%之多。換言之，

當地商號自發性提供給廟宇的貨物稅捐是騰雲寺最主要的財力支柱。當時汶萊的

白米與菸多數自新加坡進口，這些商號提供了進口獲利的一定比例，貢獻給廟宇；

因此包括春源號、捷成號、豐成號、茂盛號、德源號、協成號、源盛號、泉盛號、

                                                       
32 廣澤尊王是福建泉州三邑的鄉土神，又稱「保安尊王」，俗稱「郭相公」、「郭聖公」、「郭聖王」、

「郭姓王」、「翹腳王」、「聖王公」等。清同治 9 年（1870 年），永春刺史翁學本與南安縣令吳光

漢奏請加封「保安」，封爵全稱「威鎮忠應孚惠威武英烈保安廣澤尊王」，因此民間俗稱「廣澤尊

王」。廣澤尊王的金身，面似紅臉兒童，造像為一腳盤腿、一腳下垂的「翹腳」造型，與其升天

得道的歷史傳說有關。（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y3p1Z

SikQA8SNr1gt.;_ylu=X3oDMTByNHJlbG03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3R3MQR2dGlkAw

--/SIG=1278160of/EXP=1381439543/**http%3a//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3fID=6254，

查閱時間：2018 年 10 月 10 日） 
33 汶萊摩拉鎮南廟於 1994 年 7 月中旬，舊廟地皮因政府發展計畫，海港局欲擴建深水碼頭，至

需徵用該地皮，在此情況下，以短暫一個月之內，匆忙籌建新廟，坐落於摩拉路 14 英哩加卜村

新邦 450 號之現址。…籌建新廟全部建造費，包含推泥、水溝、廟宇構造、美化栽種花草等費用，

總共耗資汶幣參拾柒萬柒仟陸佰零貳元陸角正。…丕顯天猛公拿督林德甫閣下與丕顯甲必丹方

文汀閣下聯合報效由大路口到新廟全部洋灰路。…（資料來源：摩拉鎮南廟管理委員會，〈汶萊

摩拉鎮南廟遷移及重建銘謝〉碑，1996 年 5 月 15 日立。抄錄於 2018 年 4 月 7 日田野調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E4%B8%89%E9%82%91


建發號、榮盛號、元成號、春和號、隆順號、源發號、豐美號、錦豐號、豐昌號、

恒盛號、建昌號等當時汶萊重要的華人商號，他們一方面以商號名義捐獻，一方

面也撥出白米捐與菸捐（芬捐）的款項，共同營造了海外華人社會的精神家園。
34 

    騰雲寺一開始並無董事會的組織，是由當時兩家規模最大的商號春源號、捷

成號輪流擔任爐主頭家，負責神誕慶祝及處理一切事務。之後，到了 1930 年代

隨著華人移民及商號的增加，才決定以擲杯決定爐主頭家，還規定爐主不得連任。

可以這樣說，騰雲寺主要是由汶萊斯市及其鄰近的東馬納閩、林夢等地的華商所

捐建，而且以福建人（閩南人）的進出口商號為最，在方言群或地緣會館、商會

尚未形成的年代，騰雲寺是汶萊、納閩、林夢為主的華人社會之中心，它不僅是

精神信仰的中心，也是互助合作、貿易網絡連結等世俗生活的凝聚之所。二戰期

間，斯市遭受轟炸，廟宇周遭被夷為平地，如原本熱鬧非凡的汶萊市場。只有騰

雲寺屹立不搖。這樣的神蹟，更讓當地華人更加崇敬。35（表 4、圖 3、4） 

表 4：1918 年《本坡建築騰雲寺諸捐款及諸開費》 

茲將本坡建築騰雲寺諸捐款及諸開費列明 

一將納閩坡喜捐大金芳名刻下 

喜記號喜捐大銀伍拾員  源茂號喜捐大銀弍十員 新上興棧喜捐大銀弍拾員  新合興喜

捐大銀壹拾員  振源號  喜捐大銀壹拾員  陳廣昌  聯源號  劉進記  劉進發  三益

號  龍泉號  興利號  協昌桂記  長宮號  新德盛  榮裕號  以上喜捐大銀弍員  新

源順  再發號  和安號  以上喜捐大銀壹員  計弍拾六条共銀壹佰捌拾伍員 

二將林夢坡喜捐大金芳名列左 

順通號喜捐大銀参拾員  永順號喜捐大銀弍拾員  陳振豐喜捐大銀弍拾員  福長美喜

捐大銀壹拾伍員  成安號喜捐大銀壹拾員  順泰號喜捐大銀壹拾員  新合美喜捐大銀

伍員  源盛號喜捐大銀伍員  陳糞掃喜捐大銀四員  合成號喜捐大銀弍員  謝秉中喜

捐大銀弍員  郭三石  瑞來號  源興號  以上喜捐大銀壹員  計拾四条共銀壹佰弍拾

陸元員 

三將本汶來坡喜捐大金芳名列覽 

捷成號喜捐大銀伍佰員  春源號喜捐大銀伍佰員  茂盛號喜捐大銀伍拾員  豐美號喜

捐大銀柒拾〥〇元  源利號喜捐大銀伍拾員  豐成號喜捐大銀伍拾元  源盛號喜捐大

銀参拾員  元成號  隆順號  協茂號  以上喜捐大銀弍拾伍員  新泉安喜捐大銀弍拾

員  豐昌號喜捐大銀弍拾員  鄭海沽喜捐大銀壹拾〥〇元  李高司喜捐大銀壹拾〥〇

元  源發號  石文搖  曾清雲  洪天棍  林金鐳  許安份南順號  以上喜捐大銀拾員  

陳芳草  趙德畧  林文炳  黃金全  蔡新芹  林文盤  方成偏  林來息  林財根  林

陣君  林武記  施岩峰  林加成  洪畨𡷑  林加凡  以上喜捐大銀伍員  張奢君  林

孔雀  林昭坡  以上喜捐大銀四員  馮天琼  林烏端  蔡清沛  以上喜捐大銀参員  

許安山  鄭達流  林慷慨  林豬屎  林清宇  林文丑  林應時  洪清柱  施水閏  林

                                                       
34 根據 2018 年 6 月、10 月兩度田野調查的查訪，這些戰前的貿易商號絕大多數並無存續。 
35 蔡天仁（騰雲殿第 18 屆董事長）訪談，汶萊斯市騰雲殿，2013 年 5 月 30 日。 



全喜  林文錯  蔡順意  林亜枝  洪天乞  林寶記  林梦勳  林陳滌  陳甲君  蔡三

桂  蔡開和  吳石君  方狗屎  林天賜  陳酒酵  陳酒糟  陳酒炉  陳酒金員  林取

君  陳寬君  以上喜捐大銀弍員  曾運宏  曾亜發  洪月司  以上喜捐大銀壹員    

計柒拾四条共銀壹仟陸佰弍拾柒員 

肆將本坡收抽入口汶唻芬捐欵芳名列左 

德源號喜捐大銀壹佰〤〇〦元          豐成號喜捐大銀四拾〦〡〇〥元 

春和號喜捐大銀壹佰〇〥十元          泉盛號喜捐大銀四拾〢〦〨元 

協茂號喜捐大銀捌拾〨〡元            茂盛號喜捐大銀参拾〦〣〤元 

捷成號喜捐大銀捌拾〩〡三元          隆順號喜捐大銀弍拾〤〤〥元 

豐美號喜捐大銀柒拾〩〨〡元          豐昌號喜捐大銀弍拾〢〥〥元 

建發號喜捐大銀柒拾〥〧〤元          建昌好喜捐大銀玖員〦〢角 

元成號喜捐大銀伍拾〩〨〡元          源發號喜捐大銀伍員〢〥角 

春源號喜捐大銀伍拾〦〡三元          恒盛號喜捐大銀弍員〤〧角 

源盛號喜捐大銀伍拾〤〇〦〥元        林天賜喜捐大銀柒角 

榮盛號喜捐大銀伍拾〡〤〨元 

    計拾九條共銀壹仟零伍拾六員壹角 

五將本坡抽收入口白米捐款芳各列下 

春源號喜捐大銀壹仟零〤〢〥十元      捷成號喜捐大銀四佰〨〧〩十元 

豐成號喜捐大銀參佰〡〇十元          茂盛號喜捐大銀弍佰〦〦〩十元 

德源號喜捐大銀弍佰〡一〇元          協成號喜捐大銀弍佰〣三元 

源盛號喜捐大銀弍佰〢三元            泉盛號喜捐大銀壹佰〤〦元 

建發號喜捐大銀壹佰〤〢二十元        榮盛號喜捐大銀壹佰〣二〨十元 

元成號喜捐大銀玖拾〣〥元            春和號喜捐大銀肆拾〨〡元 

隆順號喜捐大銀捌拾元〧〇角          源發號喜捐大銀弍拾〩〇元 

豐美號喜捐大銀弍拾〧〢元            錦豐號喜捐大銀弍拾〣〇元 

豐昌號喜捐大銀壹拾〨〇元            恒盛號喜捐大銀玖員〧〇角 

建昌號喜捐大銀捌元〡〇角            林天賜喜捐大銀肆角 

一對先收列幫諸號來大銀壹仟陸佰零〤〩〥元 

    計弍拾壹條共銀伍仟零捌拾壹員四角 

六將建築騰雲寺應開諸費著条列覽 

磚石集結開去大銀陸佰〡〇十元        白沙集結開去大銀玖拾〡〡〤元 

鋸刻集結開去大銀捌佰〣〦〡〥十元    白灰集結開去大銀柒佰〢〤〨〩十元 

枋柴集結開去大銀捌佰〢〩〢〤十元    油漆集結開去大銀陸佰〦〦十元 

畫工集結開去大銀柒拾〡〩〩元        榫費集結開去大銀弍佰〣〩〨〤十元 

塗匠集結開去大銀壹仟〩〥〦〥〥百元  木匠集結開去大銀壹仟〦〢〇〦百元 

填地集結開去大銀四拾〥〇元 

一開曾來受起宮不敷欠賬開去大銀四佰〧〡〤〥十元 

    計拾式條共銀捌仟零柒拾〥〥元 



茲將全盤捐款及開費總列於下 

一對收納閩坡捐金壹佰〨〥十元  一對全座門（以下文字佚失） 

一對收林夢坡捐金壹佰〢〦十元      計 

一對收汶萊坡捐金壹仟〦〢〧百元 

一對收入口芬捐金壹仟〥〦〡元 

一對收入口白米捐伍仟零〨〡〤十元 

  計五条共銀捌仟零〧〥〥十元 

      天和地合                 草結團□ 

      捐欵開費                 來魍两□ 

中華民國柒年歲次戊午端月拾五 

註： 

蘇州碼   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中文數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阿拉伯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圖 3：汶萊騰雲寺（1918 年） 

 

 

 

 

 

 

 

圖 4：騰雲寺的捐款木牌（1918 年） 

 

    此外，廣澤尊王原為泉州三邑（晉江、惠安、南安）的地緣神，但卻被烈嶼

（歷史上隸屬同安，地緣神為保生大帝）為主的汶萊華人視為精神信仰之所，進

而成為戰前華人社會異地重建家園、文化認同及社羣凝聚的中心。事實上這是一

個相當特殊的案例，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也就是烈嶼本身並無主祀廣澤尊

王的廟宇，金門本島也僅有東半島呂厝的朝山寺主祀了廣澤尊王，那為何在以烈



嶼人為主體的汶萊斯市，廣澤尊王作為騰雲寺主神，得到不分方言群或祖籍地移

民的崇信？原因可能是： 

    1.泉州三邑（特別是南安）移民是較早進入汶萊及其周邊之東馬納閩、林夢、

盧東等市鎮的地緣社羣，也是最早建立騰雲寺的發起社羣之一，我們從 1918 年

捐款木牌中，未發現多數於 1920 年代之後發跡致富、祖籍金門烈嶼的商號，因

此，一開始騰雲寺的建立，應非烈嶼人主導。是要到了二次大戰之後的騰雲殿時

代，才是烈嶼僑商領袖的影響。 

    2.華人為多神信仰，對神祇採取多元兼容的態度。推測來說，烈嶼移民略晚

於泉州三邑，來到斯市之後，騰雲寺已經是華人最重要的社會中心，烈嶼移民沒

有必要重建一座廟宇，而是尊重既有的信仰，並將保生大帝、關聖帝君、玄天上

帝、保生大帝、李府哪吒三太子、註生娘娘與福德正神等神祇陪祀於騰雲寺內。

這也是騰雲寺作為汶萊華人社會兼容並包、社會整合的一種具體表現。 

    3.另一方面，由於騰雲寺主要由商號捐獻而成，自然在這樣的一處社會空間

成為商業貿易網絡匯集與連結的中心節點，商號及其僑商們藉由捐輸廟宇獲得推

崇，進而得到華人社會領袖的文化資本，在當年更有助於與英國殖民地官員、馬

來蘇丹王室打交道，獲得生意上實質的益處。 

    4.二戰期間，斯市幾乎夷為平地，而騰雲寺卻神蹟式地未受損害，這使得當

地華人更加崇信廣澤尊王的神威，強化了這樣的信仰。這對在馬來人為主、回教

為主要宗教的汶萊，20 世紀初的騰雲寺已經是華人文化的象徵中心。 

（二）戰後騰雲殿的重建過程 

    儘管騰雲寺歷經二次大戰期間，屹立不搖。但 1953 年之際，由於政府徵用

土地，面臨拆遷的壓力。而這次的遷建，主要就是金門烈嶼鄉僑們的倡議及推動。 

    當時以丕顯天猛公拿督林德甫（祖籍金門烈嶼雙口）為首，以及多位汶萊華

人領袖的發動下，成立了騰雲殿建築委員會。林德甫受委為建委會主席、陳國棟

出任副主席。建委會的成立，讓委員們展開了大規模的募捐運動，在全境善男信

女的踴躍捐獻下。1958 年騰雲寺改建，並從汶萊河口碼頭邊搬遷至 LOT 13413, 

Jalan Sungai Kianggeh 現址，建築近坐西朝東，也面對了汶萊河的支流 Sungai 

Kianggeh，交通十分便利。1960 年完成，正式更名為騰雲殿。36奉祀廣澤尊王（神

誕八月二十二）、玄天上帝（神誕三月初三）、關聖帝君（神誕五月十三）、保生

大帝（神誕三月十五）、中壇元帥（神誕七月初七）、李府哪吒三太子、註生娘娘、

福德正神（神誕八月十五）、田都元帥、虎爺公等。由於僑商領袖們與皇室關係

良好，廟址土地是由當時汶萊蘇丹所贈送，並還捐獻汶幣 4 萬 5 千元予廟方。

1960 年 12 月 27 日舉行了奠安大典，由當時英國駐汶萊第一任最高專員懷特爵

士主持落成開幕典禮、王仁程先生主持開啟廟門儀式，南音社團羣聲音樂社現場

                                                       
36  當時丕顯天猛公拿督林德甫先生受委為建委會主席，由陳國棟出任副主席。其他委員包括：

財政林毓光，文書洪瑞睦，查帳楊豐盛，副查帳揚可飛，設計建築組主任吳鉉灩，組員李仁義，

林景坤，王仁程，張三發，林朝葉，許慶源，陳天振，林清球，方文聘，檢查主任曾受記，組員

林家室，林登福，林朝琴，林水濱，慶成號，施天棟，林天順，曾興隆。（蔡天仁訪談，汶萊斯

市騰雲殿，2013 年 5 月 30 日。） 



演奏。（圖 5、6）1961 年第一屆汶萊騰雲殿董事會成立，董事會成立主要的目的，

負責處理廟宇的大小事務及管理所屬義山，包括對面港義山、Tasek 舊義山、政

府撥發地的巴拉克斯華人福壽山等。董事會任期為每三年一屆，至今（2019-2021

年）已是第 20 屆，目前（2019）董事會主要領導為：董事長為李永貞（商號復

發號東主，進出口貿易及房地產），署理董事長程永明（天頂貨輸有限公司董事

經理，報關、貨運）、第一副董事長林聞慶（商號 Golden Boon Properties、Golden 

Boon Health Care，房地產及保健品）、第二副董事長方騰忠、第三副董事長林登

財（順豐五金公司股東經理，五金買賣）、第四副董事長曾瑞吉（進步車行有限

公司董事經理，汽車買賣）、第五副董事長林德福（長順貿易公司東主，房地產）、

第六副董事長林登源。37其中李永貞、程永明、林聞慶、方騰忠、林德福、林登

財、林登源等俱為祖籍金門烈嶼，比例相當之高。 

    在 1960 年代，因為汶萊第 28 世蘇丹奧瑪阿里賽義夫汀三世（1914-1986，

在位期間 1950-1967 年）對華人較為友善，政府允許騰雲殿的廣澤尊王遶境，每

年農曆八月十五於信眾將神輦抬出，出巡於汶萊首都斯市的主要街道。（圖 7）而

騰雲殿的日常科儀、求神問事，由來自烈嶼青岐的乩童蘇天賜38負責，宗教儀式

與烈嶼文化傳統相同。建築形制採雙進加左護龍，翹脊做法系出閩南，但採青瓦

鋪設，略有不同。大門立有四柱三間傳統牌坊，在伊斯蘭教國度的街景裡顯得十

分特殊。廟內有大量的的壁畫，乃延聘金門名畫家林松杞（林國沛、林國民兄弟

之父）所做。391982 年，騰雲殿再次整修，自金門烈嶼雙口延聘壁畫大師林天助

（林輔臣）40到汶萊，經 8 個多月進行彩繪磁磚燒製，翌年孟秋完成。林天助擅

                                                       
37 汶萊騰雲殿，《汶萊騰雲殿理事名冊》，汶萊斯市：編者自印，2018。 
38 蘇天賜，1937 年出生，烈嶼青歧人。幼年時期因身體不適，經「問佛」（青歧仙祖宮）得知「太

子爺」找「乩身」，所以 12 歲時便成為「太子爺」的乩童。30 歲左右到汶萊，烈嶼鄉親知曉他是

太子爺的乩身，常於神明生日作醮時，由他請太子爺上身，主持祭拜天公及祭拜廟內各神明、並

獻茶、酒、供品等。平時閒暇之時，也會在廟中，義務為信眾請神問佛。他在汶萊待了近 20 年，

1980 年代因中風而返回烈嶼。（程永明（騰雲殿副董事長）訪談，汶萊騰雲殿會議室，2018 年 9

月 29 日。） 
39 在廟內虎邊天井壁畫上書有：「本殿以前原有壁畫故事，係由林國沛、林國民、林國勝、林國

平昆仲先嚴福建金門名畫家林松杞老先生所設計繪畫，特此謹誌留念。」林松祀（出生及卒日待

考），烈嶼西宅人，父親林扶桑，生有四子，林松杞排行第二，林家祖傳「師公」即道士為業，

除此亦兼作「擇日」、「糊紙」民間信仰道教儀式的操辦；林松祀多才多藝，除了從事祖傳道士的

家業外，在 1920 年代，鄰近東林村許文舉籌組「東林戲班」演出歌仔戲，由來自福建泉州石井

人布袋戲師傅張虎西，又名「好師」，將布袋戲劇本改成歌仔戲，同時邀請林松杞教授團員「腳

步走路」，林松杞善於表演，配合劇本的發展，結合道士科儀的身形步伐，融入歌仔戲的劇情中；

同時為了演出需要，運用其「糊紙」的手藝，並取其新婚妻子的嫁妝「紅花布」，再搭配糊紙的

素材製作戲服、道具；就在這克難的環境下，東林戲班逐漸打出名號，受邀到處演出，聲名遠播，

林松杞功不可沒。（可進一步參考林志斌，《烈嶼之心-東林那些人、那些事》，金門縣：金門縣文

化局，2017。） 
40 林天助，1914 年出生於烈嶼中墩，對於書畫極具天分，所繪人物表情生動，維妙維肖，深受

鄉民讚賞，尊稱為「天助師」。林天助自小就聰穎過人。在 1920 年代，林天助的父親林遣有一艘

帆船，專門載運石蚵乾、食米、魚貨、什貨等民生物品，主要往來於烈嶼、漳州石碼間，故又稱

為「石碼船」；林天助青年時期跟隨父親跑船，協助物品搬運及商品買賣。由於林天助熟讀詩書，

在 1930 年代被指派擔任烈嶼地區首任「保長」，1949 年任烈嶼地區官派區長，1950 遷至西方村，

並與李金滿女士結為連理，育有 3 男 6 女。他閒暇之餘勤練毛筆，寫得一手好字；此外青年時期



長將忠孝節義的歷史典故以生動活潑造型、豐富多層次的釉色，燒製於磁磚之上。

騰雲殿的壁畫主要分為四個主題，內殿兩側牆面上為主要的繪圖區，以三國演義、

岳飛傳、征東征西演義、孫龐演義等民間通俗小說為主，以 180 幅的連環圖畫，

描寫唐朝名將薛仁貴、薛丁山父子平定高麗及吐蕃的故事；牆面上部山牆部分，

繪製「三十六宮將」、「十八羅漢」等民間信仰神仙；外牆立面、水車垛、內牆空

白處則依其大小繪製吉祥圖案，包括「漁、樵、耕、讀」、「獅球獻瑞」、「仙童報

喜」等，十分精彩。（圖 8-14）林松杞與林天助的圖繪磁磚，以生動的圖像搭配

部分的華文主題，在海外的新故鄉詮釋了中國歷史典故，是汶萊華人認識中華文

化與欣賞古典藝術的一個重要媒介。 

    另外，在 1960 年代後期騰雲殿發生過一件大事。一位馬來族、中年的、極

端回教分子曾經在白天拿著斧頭闖入騰雲殿，大肆破壞廟內環境與文物，導致供

奉於神龕上的神像被毀損。事後這名馬來人立即被拘捕，但汶萊政府以精神病患

之理由，不久便釋放。這樣的暴力事件與文化衝突，讓汶萊華人社會議論紛紛且

人心惶惶。時任董事長的林德甫毅然決定到臺灣重新塑造神像，並重新安座開光，

以安定人心。41這個事件也說明了在穆斯林為主體的汶萊，華人信仰文化維繫之

不易，文化衝突隨時有可能發生。同時，可能也是因為這個事件，現任蘇丹逐漸

緊縮騰雲殿的宗教活動，到了 1970 年代騰雲殿的遶境活動已不復見，酬神演戲

只限於騰雲殿內的廟埕。 

 

 

 

 

 

 

                                                       
跟隨父親的跑船經歷，讓林天助得以見識到泉州府、同安一帶的宮廟壁畫，極具藝術細胞的他，

空閒時在泥土地上、牆上，或利用廢棄的紙張，臨摹神像、人物的畫法；22 歲那年，在一班朋友

的鼓吹下，林天助首次在上林「將軍廟」牆面上作畫；1950 年代後期，林天助的家鄉中墩真武廟

整修，身為中墩人，自然出錢出力，因此真武廟的牆面自然由林天助負責繪製，完工後的真武廟，

其壁畫人物栩栩如生，林天助的藝術天分很快地便傳遍烈嶼島上，其他聚落宮廟紛紛來邀請作畫，

也開展了林天助宮廟壁畫繪製的工作。他也熟悉「三國演義」、「孫龐演義」等民間故事，創作上

以此為主題。烈嶼地區東林的「佛祖廟」（1968 完工）及前埔的「保障宮」（1969 年完工）其石

灰牆面的筆墨壁畫，為林天助早期僅存的作品。在 1970 年代以前，烈嶼的宮廟建築主要是以紅

土壓模製磚再砌為牆，外層再以白灰、紅土、蚵殼灰、紙巾混合後，以鋤頭反復捶打以增加黏度，

再均勻塗抹於牆面上，乾後的牆面呈現灰白，所以稱為「紙巾壁」；林天助接獲工作時，首先先

行丈量牆面尺寸，以毛筆規劃出繪圖格子，依據現場空間決定繪圖主題，主要是以等民間章回小

說為主；決定好主題後，前一晚，先構思章回內容，翌日現場再以鉛筆簡單人物定位，然後以毛

筆沾墨作繪於牆面上，由於石灰極具吸水性，故繪畫時必須一氣呵成，不容塗改，也由於石灰牆

面的空隙較大，墨汁畫在牆面上，很快的渲染開來，有如中國書畫的「水墨畫」，完工的牆面，

內容豐富生動，極具藝術價值。（可進一步參考林志斌，《烈嶼之心-東林那些人、那些事》，金門

縣：金門縣文化局，2017。）  
41 根據騰雲殿第 19 屆董事長方天誥的說明，該名破壞廟宇的馬來人被釋放不久之後，即因不明

原因過世，算是一種上天的懲罰與報應。（方天誥訪談，汶萊騰雲殿會議室，2018 年 9 月 28 日。） 



 

 

 

 

 

 

 

 

圖 5（左）：騰雲殿落成典禮致詞（1960 年） 

圖 6（右）：騰雲殿落成典禮合影（1960 年） 

  

 

 

 

 

 

 

 

 

圖 7（左）：遶境活動（1960 年）（圖 5 至 7 由騰雲殿管理委員會提供） 

圖 8（右）：騰雲殿入口牌坊（2013 年） 

 

 

 

 

 

 

 

 

圖 9：騰雲殿外觀                   圖 10：騰雲殿大門 

 

 

 

 

 

 

 

 

圖 11：正殿神龕                    圖 12：騰雲殿前殿及天井 



 

 

 

 

 

 

 

 

 

圖 13（左）：1960 年代林松杞壁畫紀念   

圖 14（右）：1980 年代林天助的彩瓷壁畫 

 

（三）從彩瓷壁畫的捐獻者看移民社會的身分認同 

   此外，從 1982 年騰雲殿整修時信眾們所獻上的彩瓷壁畫的落款中，可以探究

汶萊與烈嶼的文化網絡關係。根據田野調查的統計，總計有 372 人次（含家族、

公司）捐資奉獻，除了 4 位沒有標註祖籍地之外，其餘皆有。近 9 成的捐款人仍

以中國原鄉為主，其中又以福建佔絕大多數。表明汶萊或海外各地身分者，不到

1 成。（表 5）在 300 位福建籍移民中，以金門人最多，有 252 位，佔 84％。其次

是安溪 10 人、廈門 7 人。（表 6）其他方言群（廣、潮、惠、瓊等）僅有 18 位，

地緣則是相當平均。（表 7）可以說，金門人是騰雲殿重建捐資的主要社群。 

    進一步分析，在金門籍移民的 252 位中，41 位來自金門本島（大金門）4

個村落，211 位則出身於烈嶼（小金門）的 20 個村落。烈嶼鄉又以西宅（王文

邦、林成國、林國民等知名僑領的原鄉）的 53 位居冠，東林（林清注僑領的原

鄉）30 位次之，西方也有 20 位之多，有集中於幾個主要村落的現象。（表 8）

標註汶萊的捐建人有 19 位，主要為首都斯市的僑民，佔 11 位之多。（表 9）馬

來西亞方面則有 8 位，以砂拉越美里（Miri）5 位最多，不過也有西馬的柔佛州

及檳城人參與了騰雲殿的捐建。（表 10） 

 

表 5：騰雲殿內彩瓷捐資者地緣統計 

汶萊或海

外各地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汶萊 香港 義大利 

8 2 19 4 1 

小計 34（9.16％） 

中國原鄉

各地 

福建 廣東 江蘇 湖北（天門） 浙江 

300 19 1 10 2 

海南  

1 

小計 333（89.76％） 

不詳 4 



小計 4（1.08％） 

總計 371 人／次（100％） 

 

表 61：祖籍福建捐資者地緣統計 

城市或

縣份 

金門 廈門 安溪 同安 閩青

（福清） 

永春 不詳 總計 

數量 252 7 10 1 1 3 26 300 

比例 84％ 2.33％ 3.33％ 0.33％ 0.33％ 1％ 8.68％ 100％ 

 

表 7：廣、潮、惠、瓊等捐資者地緣統計 

惠陽 梅縣 文昌 新安 鶴山 高安 潮安 

1 1 1 2 1 1 2 

潮州 番禺 湖安 四會 洛陽 興寧 不詳 

1 1 2 1 1 2 1 

總計 18 

 

表 8：金門籍民捐資者地緣統計 

金門

本島 

古寧

頭 

後浦 東村 湖下 不詳 

 1 4 1 1 34 

小計 41 

烈嶼 上林 上庫 西口 西方 西宅 西路 東坑 東林 林邊 青岐 

 6 12 1 23 53 25 12 30 2 15 

 前埔 後頭 埔頭 庵下 湖井

頭 

黃厝 雙口 西吳 後宅 中墩 

 6 4 1 1 10 9 15 2 9 2 

小計 211 

備註 分布於大金門 4 個村落、小金門 20 個村落。 

 

表 9：汶萊捐資者地緣統計 

省、市 摩拉 斯市 都東坡 斯里巴 

（克津市） 

不詳 總計 

 1 11 3 1 3 19 

 

表 10：馬來西亞捐資者地緣統計 

州、城市 柔佛 檳城 砂拉越美里坡 不詳 總計 



 1 1 5 1 8 

 

    汶萊騰雲殿的案例反映了至少三個層面的文化意義。 

    1.對汶萊說，戰後騰雲殿的重建基本上是烈嶼社會文化網絡的延伸，是海外

華人「越洋再建家園」的一種典型，對移民幫羣的社會建構有重要意義。42而且，

做為汶萊目前唯一被政府所允許的華人廟宇，騰雲殿除了是烈嶼人的精神寄託外，

也扮演了不同方言羣整合的角色。 

    2.對烈嶼來說，遠在南中國海一隅的汶萊騰雲殿所奉祀的廣澤尊王，雖然並

非烈嶼的境主神（烈嶼全島奉祀的神祇為保生大帝），但從重建廟宇參與成員地

緣分布來看，可謂海外的僑居地的境主神。由於汶萊烈嶼人的數量集中、僑商經

濟實力強大，他們形成兩地兩種境主神的特殊現象。 

    3.烈嶼人即使僑居海外，其身分認同仍以原鄉為主，他們視自己為烈嶼村落

成員的一份子；也就是說，烈嶼人多數於 1910-30 年代及 1950-60 年代移民到汶

萊，就算取得公民權或永久居留權，在 1980 年代左右，他們仍認為自己是華僑。

在騰雲殿捐獻的署名呈現了烈嶼原鄉，正是反映了這樣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

心智結構及身分認同。 

（四）騰雲殿所轄義山墓碑所透露的社群訊息 

    騰雲殿除了廟宇之外，也是汶萊斯市華人義山的管理機構。根據騰雲殿管理

組主任林長興的訪談，騰雲殿擁有三座華人義山，分別是 19 世紀中後期的 Tasek

舊義山（Tasek Lama）、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中葉的對面港義山（Sungai Kebun）

（圖 15），以及 1960 年代以後的巴拉克斯華人福壽山（Berakas）。43 

    Tasek 舊義山（Tesek Lama）應為斯市年代最早的華人墓地，並且安置了 18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左右的僑民。這座義山位於汶萊河北側坡地，在山上立有一塊

總墳碑，是清同治元年（1862 年）孟春的社群總墳，墓碑書有「萬應祠」（歲次

甲戌年重立，應為 1994 年），為「本境失名落位尊神東南西北中無祀孤魂鬼眾之

神位」，碑上並刻有「萬水朝堂真福地，應山聖跡納吉祥」。在萬應祠碑之旁，築

有一間小廟「福德祠」，內立「本山土地公之位」。此一社群總墳，說明 1860 年

代以前已有華人在此地墾殖，同時在騰雲寺正式肇建之前，汶萊斯市華人已經為

客死異鄉、無主奉祀的僑民所立的一座總墳，是海外華人相互照顧的一個重要例

證。葬於此地的鄉僑，祖籍地多為廣府、客家、海南等地，福建人數不多，也有

發現湖北省之籍民。金門則找到雙口的林德勇之墓（1973 年立）。這直接說明了

初到汶萊的僑民，一開始主要並非是福建人，而是廣、客、瓊的籍民。（圖 16-21） 

 

                                                       
42 曾玲從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中闡述民間宗教和神明信仰的重要性。她強調「在殖民地時代，

每個華人移民幫群基本都有自己的信仰中心。福建幫有天福宮，潮州幫有粵海清廟，瓊州幫有天

后宮，廣客兩幫則有綠野亭福德祠。這些廟宇在福建會館、潮州八邑會館、海南會館等出現之前，

都曾是該幫群的總機構。」（曾玲，《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

校出版社，2003，頁 213-214。） 
43 林長興訪談，汶萊騰雲殿會議室，2018 年 9 月 27 日。 



 

 

 

 

 

 

 

 

 

 

 

 

 

 

圖 15：1960 年代以前汶萊斯市的華人義山分布圖（改繪自 Google Map，2018

年 11 月 6 日） 

 

 

 

 

 

 

 

 

 

圖 16：萬應祠總墳（1862）            圖 17：山上的福德祠 

 

 

 

 

 

 

 

 

 

 

 

圖 18（左）：萬應祠的墓碑          

圖 19（右）：福德祠的本山土地公之位 



 

 

 

 

 

 

 

 

 

 

 

 

圖 20（左）：雙口林德勇墓（1973）  

圖 21（右）：Tasek 舊義山的告示牌 

 

此外，我們也實地考察了對面港義山（Sungai Kebun），並記錄了一些墓碑。

對面港義山位於汶萊河畔的坡地，時間多在 1920-1970 年代，早期尚未興建過河

大橋時，清明節掃墓必須從汶萊斯市市區的渡口搭乘舢舨渡河到此，並不方便。

義山入口並無牌坊或門柱之類的標示，但有一座簡易的亭子，應為大伯公廟，然

目前神像已佚失，僅存香爐。義山內發現最早的墓塋為林建德之墓，卒於清光緒

拾陸年（1890 年），祖籍地不詳。因為可以推測對面港義山應該是次於 Tasek 舊

義山之後所闢建的華人墳山。 

除了 1890 年林建德墓外，在對面港義山年代較早的墓碑尚有廣東文昌籍的

清國學生（疑為國子監學生或縣學學生，1913 年），顯見除了經商者之外，可能

也有少數文人南來。另外，我們還發現一座重要的墓園，亦即早期重要僑領、被

蘇丹封為拿督天猛公（Datuk Temenggong）的石文熟（Cheok Boon Siok）之墓。

根據石文熟墓碑上的資料，他的祖籍在禾山扳美社（今廈門湖里區），生於 1874

年，卒於 1919 年。1918 年，他曾經獻出土地供騰雲寺作為廟址，可知他對華人

社會的貢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墓碑的華文書寫上，石文熟後人並未寫以拿

督天猛公，而是使用了「準蘇丹」三字，可見地位之崇高，但在墓碑基座上則刻

有英文名字、巫文馬來封銜，以及石文熟家族的英文家譜。這樣的華文、英文與

巫文並存，在英殖民地的馬來伊斯蘭國度中，是富有且有社會聲望的華人墓園的

常見作法。 

    安座於對面港義山的華人祖籍地，有福建幫的金門烈嶼、廈門禾山、惠安等，

也有廣東台山、潮州潮安、福州、海南等方言群移民。其中又以金門烈嶼居多。

根據實地調查的初步統計，我們一共紀錄了 88 座墓塋，其中男性 56 位、女性 28

位、夫婦合葬墓 2 座，以及印度裔兒童墓塋 2 座。進一步分析，方言群的統計以

福建幫（閩南人）為最，有 60 座之多，佔調查總數的 69%，其中又以金門烈嶼



佔大多數。不詳者（未刻有祖籍地者）有 17 座，佔 19%。44當然，最特別的是在

華人義山中安葬了兩座印度裔的兒童墓塋。這可能是印度族與華人在宗教上相容

性較高（相較於馬來人），印度族若無自己的義山時，便選擇葬於華人墓園，是

故騰雲殿所屬的對面港義山也接納了印度族裔的墓瑩。（表 11、12） 

再深入分析葬於對面港義山的金門僑民祖籍地可發現，墓碑上明確可知祖籍

地者有 55 位，17 位未載明。在這當中，僅有 3 座為金門本島的僑民，包括安岐

村馮氏 1 位及古寧頭北山李氏 2 位，其餘皆來自烈嶼。（表 13）姓氏方面，葬於

此地的金門籍民共有 18 個姓氏，其中以林姓為大宗，計有 33 人，這也大致可以

說明烈嶼的姓氏結構，以及來到汶萊「連鎖式移民」的歷史現象。在對面港義山，

我們同時記錄了不少烈嶼知名鄉僑，如在黃厝建有天棍大廈的洪天棍（1882-

1952）、林貞瑞（1897-1927）、烈嶼西路林景連之墓（?-1945）、烈嶼上庫的吳鉉

灧（?-1967）45等。（圖 22-27） 

    從騰雲殿所屬的兩座舊義山來看，它是在 1860-1980 年代之間，一百多年來

汶萊斯市華人的最重要的墳山，先是 Tasek 舊義山，後是對面港義山。對面港義

山主要以福建人為主，也少部分其他方言群及印度裔民；福建人當中又以烈嶼人

為主，佔了 63%，比例相當高。騰雲殿作為汶萊華人社會的中心機構，特別是義

山管理，協助照顧南渡無法歸鄉的先僑，得其安眠之所，其社會功能與象徵意義，

十分重要。 

 

表 11：對面港義山墓塋調查總數 

 男 女 其他 合計 

數量 56 28 1.夫婦合葬墓 2 座。 

2.印度裔兒童墓塋 2 座 

88 

註：本研究整理，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6 日。 

 

表 12：對面港義山墓塋方言群統計 

方言群 祖籍 人數 比例 比例 

福建（閩南） 金門（烈嶼） 55 人 63% 69% 

                                                       
44  根據騰雲殿林長興的說明，不詳者多數為祖籍金門烈嶼的僑民。（林長興訪談，汶萊騰雲殿，

2018 年 9 月 26 日。） 
45 根據 1959 年《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吳鉉灔先生原籍福建金門，書香子弟，聰慧好學，

對於中國文學，甚有修養。少有大志，二十三歲南來汶萊，從事商業，創辦『隆發號』於蘇丹街

五十七號，經營洋什百貨進出口業務。先生精明幹練，籌劃有方，故業務蒸蒸日上。一九五五年

及一九五六年，連任婆羅乃中華商會會長，現任該會及中華中學董事。出錢出力，貢獻良多。先

生鑒於音樂之足以陶冶性情，為我國故有文化，亟須予以發揚廣大，爰於一九五八年創辦羣聲音

樂社，任該社社長，現更兼任汶萊店屋租戶公會主席，負責調解並仲裁地主與租戶間之糾紛，以

保護租戶利益為宗旨，其熱心公益，不辭勞瘁，辦事負責之精神，誠堪欽佩；先生現年五十，精

神充沛。夫人陳水蓮女士，教子有方，對於先生事業之發展尤多助力，有子六人，曰：景源、景

良、景浩、景平、景煥、景智，有女二人，曰 金花、景蕙，均年輕有為，前途亦未可限量也。」

（賴公任主編，《汶萊商業大觀僑賢事略》，新加坡：星洲環球圖書公司，1959，頁 24。） 



方言群 祖籍 人數 比例 比例 

廈門 4 人 5% 

惠安 1 人 1% 

福州 福州 1 人 1% 1% 

潮州 潮安 1 人 1% 3% 

義安 1 人 1% 

澄海 1 人 1% 

廣東 台山 3 人 4% 4% 

海南 文昌 2 人 2% 2% 

不詳  17 人 19% 19% 

印度裔  2 人 2% 2% 

合計  88 人 100% 100% 

註：本研究整理，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6 日。 

 

表 13：對面港義山金門僑民祖籍地調查 

祖籍地 人數 祖籍地 

金門本島 3 人 古寧頭北山村 2 人、金岐鄉 1 人 

烈嶼 52 人 在刻有烈嶼祖籍地的墓塋中，有 14 座進一步載明

的村社聚落，包括：西路 1 人、庵頂 1 人、黃厝 4

人、上庫 2 人、東坑 1 人、雙口 1 人、黃埔 1 人、

東林 1 人、西宅 1 人、西方人 1 人。 

不詳 17 人  

合計 72 人  

註：本研究整理，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6 日。 

 

 

 

 

 

 

 

 

 

圖 22：對面港義山入口               圖 23：對面港義山一景 

 

 

 

 



 

 

 

 

 

 

 

 

圖 24：林建德之墓（1890 年）        圖 25：廣東文昌籍清國學生墓 

 

 

 

 

 

 

 

 

圖 26：拿督天猛公石文熟之墓（1919） 圖 27：烈嶼黃厝洪天棍之墓（1952） 

 

五、海外參與下的烈嶼祠廟修建  

    許多資料顯示，烈嶼的海外僑民通過捐資，主導了近代以來地方社會祠廟的

修建、重建。這些跨境／國的社會網絡重建，再現了華僑家族及其社區作為一種

「散居共同體」（the diasporic community）之實踐，讓海外華僑華人得以“離而不

散”地存在於祖鄉之地。 

    事實上，在海外華人研究的學術領域中，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散居的華僑家

族之特性：地理上雖不住在一起，但仍盡其可能地維持經濟上的共同體，並有效

地維持家族成員權利及義務的分派。這種家族成員分隔兩地，成為一種“分散家

庭”（dispersed family）、“分散氏族”（dispersed clan）、甚至是“分散社群”（dispersed 

community）情況。因此，我認為在 20 世紀中葉以前的華僑，他們“同時存在”於

僑鄉與僑居地社會，產生跨境的社會影響。這樣的現象也提醒我們從社會網絡的

面向重新思考僑鄉家族、宗族及其社區聚落（僑村）的特殊性。 

    人在海外的華僑，透過參與僑鄉各種公共事務、透過各種方法，重建地方網

絡，以確保地方影響力。晚清新加坡富商、新加坡浯江孚濟廟（金門會館前身）、

祖籍金門西山前的大總理李仕撻（1839-1911 年）通過捐納制度取得名銜，一方

面滿足衣錦還鄉及光宗耀祖之期望，一方面奠定自己在僑鄉社會及家族內的地位。



46僑居日本神戶、經營復興號、祖籍金門山后的王明玉47（又名國珍，1843-1903

年）、王敬濟及王敬祥（1871-1922 年）、王敬施48（1887-1961 年）等二代父子又

是另外一種案例，他們在 1876-1900 年間返鄉興建了一座僑村，包括雙落大厝宅

第 16 幢、學堂及王氏宗祠各 1 幢，並透過家產的購置與分配，僑居神戶的復興

號成員得以在遙遠的金門原鄉發揮影響力。49在荷屬印尼群島及新加坡經商、原

籍的陳厚仲（生卒年不詳）以捐資造橋、修建宗祠與創辦學校，在地方社會名聞

遐邇。50以下，我將以海外參與烈嶼祠廟修建的案例，描述僑鄉社會文化的面貌。 

（一）烈嶼保生大帝廟的重建 

    烈嶼保生大帝廟（大道公宮），建於明代初年。鄉眾集議在浯山上建廟，迎

請同安白礁保生大帝主神香火，雕塑金身供奉，尊為烈嶼全鄉境佛，分八保輪值

爐主，每年聖誕建醮膜拜，故亦稱八保老大。明嘉靖元年（1522 年），荷蘭與倭

寇為患，佔領金門凡五十餘日，期間烈嶼大道公宮亦被焚燬。主神保生大帝由廟

祝暫遷請至西方佛祖宮避難，直到清初信眾重組「四甲」輪值組織，每年臘月十

八或二十日，始由當值保甲迎請回該境坐鎮供奉。51 

    四甲之意，是將烈嶼鄉境概分為四個甲寄祀圈。根據林志斌的研究，每甲分

別由數個聚落組成，四甲分別為：「一甲」為青岐甲，由青岐、楊厝聚落組成；

「二甲」為西甲，由西方、西吳、下田、東坑、雙口、湖井頭六聚落組成；「三

甲」為上庫甲，有上庫、南塘、湖下、羅厝、后頭、黃厝、林邊、埔頭、庵頂、

庵下、后宅；「四甲」為上林甲，有上林、前埔、中墩、后井、東林、西宅、西路

等聚落；配合傳統民間天干地支紀年方式，也就是每逢地支年子、辰、申歲次由

青歧甲奉祀，西甲輪祀丑、巳、酉歲次，上庫甲輪祀寅、午、戌歲次，上林甲輪

祀卯、未、亥歲次，以每一年一甲之方式依序輪祀。52 

    從其地緣關係分析，除既有之「西甲」組織外，其餘三甲，「上庫」、「青歧」、

「上林」有可能是由保生大帝廟附近聚落先行開始奉祀；由於民間宗教儀式活動

中，需動員大量人力與物力，對於規模較小的聚落而言，可能較為吃力，故此原

發起輪祀之聚落，依其需要而尋找其他合作的聚落分擔輪祀儀式，逐漸擴展至全

島性祭祀活動。輪祀規則來說，各聚落並非均等，主要是四甲內部細分數個次級

                                                       
46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政府，2010，頁 53。 
47 王柏林，〈金門島山後鄉王家三代記：神戶に定著した一華僑家族の記錄〉，《社會學雜誌》第

七號。神戶：神戶大學社會研究會編印，1990，頁 31-38。神戶中華會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

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 121-122。江柏煒，〈晚清時期的華僑家族

及僑資聚落：福建金門山后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五卷第一期，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2003 年，頁 1-57。 
48 林王昭基（王敬施之女）訪談，2013 年 9 月 29 日，日本神戶北野町林王宅。 
49 江柏煒，〈晚清時期的華僑家族及僑資聚落：福建金門山后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頁 1-57。 
50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頁 1329。江柏煒，〈近代印尼

邦加島的金門家族，陳仲厚僑商的案例研究〉，收錄於陳益源主編《2016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7 年 7 月，頁 227-255。 
51 林長固總編輯，《金門縣烈嶼鄉保生大帝重建落成奠安大典專輯》，金門：烈嶼鄉保生大帝廟

管委會，2005，頁 27-28。 
52 林志斌，《趨吉避邪：烈與民間信仰儀式觀點下的空間防禦系統》，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115-118。 



群體，是故輪祀機會並不平均，某一聚落每 4 年輪祀一次，如青歧，有些聚落則

長達 20 年才有機會輪祀，如羅湖與埔黃。53 

    換言之，清代之後的烈嶼保生大帝是有神祇而無固定廟宇的信仰模式，為烈

嶼四甲（涵蓋了多數主要的宗族聚落）所共同奉祀。有鑑於每年這樣的輪祀，所

費不貲，加上因迎神發生一些衝突，1991 年鄉賢協議在原址上重建廟宇，1995

年成立重建委員會。54重建過程中，汶萊僑領拿督天猛公林德甫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先後前往汶萊、新加坡、林夢、臺灣各地勸募，於 1996 年正式動土鳩工。1998

年竣工，耗資新臺幣肆仟伍佰餘萬元。當時，由新輪值的上林甲以及全鄉信眾親

抵去歲輪值之上庫甲后頭社恭迎保生大帝鑾駕巡迴各保甲村境寺廟，供善信朝拜

後，供奉入殿安座，繼行開光點樑儀式。明訂每年三月十五神誕日，由重建委員

會舉辦建醮慶典，昔時八保四甲爐主制度至此告終。55 

    烈嶼保生大帝廟的重建，從捐獻資金來源來看，海外華僑占了主要的部分，

幾乎接近一半，達 49％；烈嶼四甲本身則佔 45％。其中，汶萊華僑林德甫、林

成國、陳仙隆兄弟、吳景進、林國沛兄弟、洪秉輝等，捐資都在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上，出力甚多。（表 14）明顯地，一直到 1990 年代，烈嶼與汶萊的華僑網絡仍

相當緊密，僑匯經濟是重建全島共同廟宇的關鍵力量。 

 

表 14：烈嶼保生大帝廟重建經費收人明細表 

捐款來源 金額 比例（％） 

汶萊、新加坡 19,975,050 49 

臺金地區（大金門、台灣本島） 1,532,000 4 

青歧甲 3,794,000 9 

西方甲 3,028,000 7 

上庫甲 5,270,200 13 

上林甲 6,368,000 16 

其他收入 896,376 2 

合計 40,863,626 100 

資料來源：林長固總編輯，《金門縣烈嶼鄉保生大帝重建落成奠安大典專輯》，金門：烈嶼鄉保生

大帝廟管委會，2005，頁 144。 

                                                       
53 洪曉聰，《烈嶼傳統聚落之研究：村落領域關係、擇址和空間組織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建

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26-30； 
54  林志斌的研究發現，烈嶼各聚落間為輪祀保生大帝經常產生摩擦與衝突，如屬上林甲之東林

聚落，在某一當值年奉祀「保生大帝」於該境廟，居民爭相膜拜，香火鼎盛，而隔年青歧甲要來

迎接保生大帝時，一直「擲沒筊」，而青歧又堅持要迎接，造成兩聚落間之衝突，經乩身指示，

保生大帝不願離開東林，最後由雙方長老協調，東林另以大道公分香方式，重塑神像，奉祀在東

林靈忠廟，而東林每逢三月十五保生大帝聖誕，都會舉行建醮為保生大帝祝壽，祈求合境平安。

（林志斌，前揭文，頁 119。） 
55 林長固總編輯，前揭書，頁 29。 



（二）各社廟宇的重建或修建 

    不只是保生大帝廟，幾乎所有烈嶼各社的廟宇，近代以來的重建或修建，均

有海外鄉僑的捐獻。由於廟宇是傳統社會生活的中心之一，散居各地的僑民為了

在故鄉佔有一席之地，或是仍可被視為社區的一份子，抑或為了建立在故鄉的社

會聲望，經常會在能力可及之際，參與廟宇的重建或修建。尤其是在冷戰對峙時

期，烈嶼身處前線中的前線，受到砲火的襲擊，廟宇損壞時有可聞，是故，境外

（汶萊、新加坡、臺灣本島）力量的挹注往往成為關鍵。當然，這些捐輸可視為

海外僑民對故鄉的一種文化認同，也是烈嶼廟宇信仰圈的一種跨境運作。 

    以下，茲以廟宇碑記（重建誌），整理海外鄉僑之具體貢獻。當然，這也可

以映證烈嶼人主要出洋地為汶萊與新加坡，甚至在 1949年之後的戰地政務時期，

並無中斷。（表 15） 

 

表 15：海外鄉僑參與廟宇重建、修建紀錄 

村社廟宇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羅厝西湖古廟 《羅厝西湖古

廟重建誌》，

1989 

……。旅星金合發同鄉會倡議重建，鄉民有鑒

於斯，特邀重鄉親集議，成立重建委員會，籌

募重建基金。荷蒙旅汶星、臺暨本境眾善信踴

躍輸將，遂得於民國七十六年夏，擇吉鳩

工，……。 

東林靈忠廟 《靈忠廟重建

誌》，1976 

……。後因原建廟宇狹窄陳舊，又已不敷迎神

應用，經本境士紳父老發起重建之議，於是一

唱百和、共讚美舉，本境及旅居新加坡、汶萊

等地諸弟子，熱烈響應。 

《金門縣烈嶼

鄉東林靈忠廟

重建誌》，2004 

……。茲又因廟宇架構老舊，垣壁剝蝕；蓋以

東林實烈嶼首善之區，誠有失觀瞻。……再獲

我旅臺鄉戚善信大力支持，旅星洲、汶萊僑親

慷慨解囊，踴躍捐輸，方得水到渠成。 

西宅忠仁廟 《重建忠仁廟

記》，1976 

……，迨民國二十四年秋，曾復繕修一次，倏

已四十年之久，蟲蛀蟻食，椽腐榱折，破漏不

堪，行見坍塌。茲為維護古蹟，與付民眾信託

之觀念起見，爰發起重建，得蒙海外鄉僑，熱

心醵資，贊襄其事，始於六十二年春，鳩工整

建，……。 

黃厝關聖帝君

廟 

《黃厝關聖帝

君廟重建誌》，

2005 

……，隨即召集村眾會議，成立籌建委員會，

組織勸募團，共推舉洪木盛先生為主任委

員，……，一呼百應，眾志成城，深得汶萊坡，

臺灣及家鄉各地鄉親慷慨解囊，鼎力相

助，……。 

后頭麟護宮 《麟護宮重建

誌》，1981 

……。委員等有鑒于斯，乃倡議籌募重脩，並

擬建牌坊以壯觀瞻，承蒙海外星洲、汶萊及旅



臺居鄉等善信，踴躍輸將，遂得於民國六十八

年擇吉鳩工，……。 

《麟護宮重建

誌》，2003 

……。廟堂始建自大清乾隆皇朝，於茲幾近三

百年曆，雖經數度修繕或整建，未臻完

善，……。然資金短絀，用乃起而疾呼，越洋

勸募，深獲海內外衷心善信眾所共鳴，慷慨捐

輸，歡欣解囊，……。 

林邊李府將軍

廟 

《林邊李府將

軍廟重建誌》，

2006 

……，迄今將屆四百載曆史，因歷久年湮，雖

數次修葺，難抵風雨飄搖，歲月摧殘。迄民國

十六年，旅星洲、汶萊大德，返里探親，仰瞻

神殿，腐蝕不堪，再次捐資修建，……。 

后宅九天玄女

廟 

《九天玄女廟

重建誌》，2003 

……，年久失修，經社鄉賢蔡金遠君提議重建，

由蔡永裕君獻地，經本社鄉老諮議成立籌建委

員會，號朝本鄉及旅居臺灣鄉親，海內外善信，

共襄盛舉，慷慨解囊，集腋成裘，爰於民國九

十年秋動土鳩工。 

下田真武廟 《下田上帝宮

建築序》，1986 

……。民國七十三年，清文回國，有鑒於此，

特邀父老集議，並獻土地為廟址，……。遂發

起家鄉募捐，南洋方面，即由清文奔走勸募，

乃得同年擇吉破土興工，至本（七十五）年全

部告竣。 

西方北極上帝

廟 

《北極上帝宮

重建記序》，

1990 

……。後旅汶鄉僑陳天送先生，於民國七十八

年初返鄉，視其廟損毀嚴重，隨即召集村中熱

心善信，組織建築委員會，改以鋼筋混泥重建，

以求永遠，並負向旅汶僑親勸募經費，熱心公

益，堪為吾人敬佩。 

西方釋迦佛祖

玄天上帝廟 

《修建西方甲

廟宇序》，1972 

……。迨年前本境僑汶弟子陳天送回國，目 賭

廟容簡陋，襤褸不堪，毅然有翻建之議。返汶

後，當家林德甫、陳天振、林水擇、葉天扶、

林水華等力襄其事，終於幕回巨款，……。 

《西甲西方宮

重建記序》，

1986 

……。民國七十三年，天送君適回國探親，有

覽于斯，為圖一勞永逸計，返問汶後與德甫共

議發動捐募，再邀甲內人士集議，……。 

西吳田帥廟 《西吳田府元

帥 宮 重 建 記

序》，1991 

……。迨於民國 74年間，旅汶鄉僑蔡水旺君

返梓省親，鑒於全島各鄉里廟宇，煥然新貌壯

觀，由是倡議翻建之誠。回汶後，遂與蔡天華、

水晚諸位鄉僑共商斯舉，……，決議家鄉及旅

外共襄盛舉，同時成立籌建委員會，……。 

東坑清雲祖師

廟 

《清雲祖師廟

重建記》，1994 

……，遠赴汶萊、星洲勸募建廟基金，渥蒙各

地鄉親熱誠贊助，慷慨熱捐，資力粲備，遂於



民國八十一年壬申夏鳩建，今秋慶成擇及奠

安。…… 

上林李將軍廟 《李府將軍廟

重建誌》，1983 

……。爰於民國六十九年，鄉老及熱心人士，

組籌重建委員會，向新加坡、汶萊、林夢、印

尼等僑地募捐，計臺幣壹百五拾玖萬元，……。 

前埔保障宮 《序言》，1969 本境廟宇創建迄今，垂三十餘載，中經風摧雨

剝，藍褸不堪，既失瞻仰，又礙村容，爰飛函

海外呼籲僑胞，醵資修葺，乃復舊觀。 

中墩真武廟 《重建真武廟

記》，1992 

……，為一勞永逸，擬以鋼筋水泥，重新翻建，

即派天助赴汶萊向吾鄉僑籌捐，當承林天科等

人，熱烈響應。並蒙林德甫甲必丹力向境外旅

汶人士協募，……。 

后井劉府王公

宮 

《劉府王公宮

重建誌》，1988 

……。至民國五十三年，鄉老及委員與鄉紳等

集議，乃向海外鄉親籌募經費重建，時因建材

欠周，經費不裕，以致廟容簡陋。迄今已又二

十有年矣，廟牆已露破漏，近海外鄉親有鑒于

斯，熱誠捐輸，……。 

南塘真武廟 《玄天上帝廟

創建誌》，1986 

……。工程策畫為鋼筋水泥建築，費新臺幣伍

拾萬元發包，乃素仰吾鄉僑慈善熱心人士，一

本敬佛至誠，共襄盛舉，……。 

烈嶼保生大帝

廟 

《烈嶼保生大

帝廟重建誌》，

2004 

……。適逢汶萊僑領，拿督天猛公德甫君，返

梓省親，樂襄盛舉，鼎力玉成，先後前往汶萊、

新加坡、林夢、臺灣各地募勸，蒙獲鄉僑及家

鄉善信熱烈響應，慷解義囊，……。 

上庫天后宮 《天上聖母、

保生大帝廟重

建序》，1994 

……，召集各家戶開會，成立本廟重建委員會，

乃一呼百諾，隨即發動募捐，並廣獲旅居汶萊、

新加坡、臺灣之諸鄉親及上庫已出閣之女兒，

女婿等慷慨義囊，熱烈響應，……。 

青岐天師宮 《張府天師宮

重建序》，1986 

……。幸值境賢洪天送君等相繼回國，熱烈響

應，敦促天映等出主其事，乃邀境中人士，集

議成立籌建會，……。多蒙海內外諸鄉親慷慨

解囊，乃得集腋成裘，共襄盛舉。 

青岐代天朱府 《朱府王爺宮

重建誌》，1999 

……，境眾有鑒於大道尊神供眾民宅，有失威

儀，由是倡議重建，幸蒙旅汶鄉僑洪清在、李

仁義二君鼎力奔募建費，……。歷經四十餘載

歲月，屢遭烽火風雨摧殘，……。隨即成立籌

建委員會，……，頗得住鄉泊旅外境眾，同心

協力，……。 

青岐清水祖師

廟 

《烈嶼青岐清

水祖師廟重建

……。地方人士咸表關切，倡議重建，共推洪

志成主其事，荷蒙洪允典大得慷慨解囊，……，



誌》，2008 一呼百應，眾志成城，家鄉大德暨海外各地鄉

親誠心喜捨。 

青岐關聖太子

廟 

《關聖太子廟

重建誌》 

……。幸蒙先賢化龍賢裔五郎李仁義先生，僑

居汶來坡，秉其先嚴遺志，即命侄永鳳君，於

民國六十九年三月間返梓，集鄉人扵府第，成

立籌建會，致函汶邑懇諸僑親慷慨襄助建

費，……。 

青岐仙祖宮 《仙祖宮重建

誌》，1984 

……，致書家鄉諸賢，由是召開籌建會，共舉

本房鄉紳洪福田君，專程赴新加坡、汶萊等地

處，懇請僑親籌捐建費。……，毅然慨解義囊

襄助，捐得巨資，欣然響應，……。 

青岐烈女廟 《烈女廟重建

記》，1979 

……。民國六十五年間，本鄉旅汶僑領林德甫

君，扶親回國，膜拜之際，有鑒於是，遂慨諾

獻資，擴大翻建，……。 

《烈女廟誌》，

1995 

……。民國六十五年雙口旅汶僑領林德甫君，

扶親回國，趨廟祈愿，有鑒於是，遂慨諾獻資

擴建，囑湖下村陳清海君籌任其事，邀請地方

士紳集議，……。 

資料來源：1.呂允在總編纂，《增修烈嶼鄉誌》，烈嶼：烈嶼鄉公所，2010，頁 257-

332。2.田野調查，2019 年 4 月 15-18 日。 

 

（三）宗祠的重建或修建 

    自明代中葉以後，在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宋朱子《家禮》的影響深入民間、

國家制度性的支持、科舉的興盛等因素下，金門的宗族出現興建宗祠建築之風，

並建立祭祖儀式、編纂族譜等強化認同之事。也就是說，提倡儒家之宗法倫理是

科舉紳士的職責，而宗祠又是其中具體的表徵，品官階層如此，庶民階層在合法

化之後也群而傚尤，遂成興建宗祠風氣。金門科舉最為成功的瓊林便是一例，瓊

林蔡氏於清代所興建之祖祠，均以追遠奉祀明代各房祧之登科先祖。如建於清初

的藩伯宗祠為奉祀蔡守愚（萬曆 14 年成進士）之專祠；建於道光 20 年（1840

年）的新倉上二房十一世宗祠為奉祀蔡宗德（嘉靖 10 年舉人）之專祠等。56這也

是學者所稱的「祠堂宗族」。亦即，明後期以後的組織化與制度化宗族，以祠堂、

族產、譜牒為三大標誌。其中，祠堂是首要和根本的特徵。57無疑地，興建宗祠

有助於展現宗族及其房祧的認同凝聚及其實質力量。 

    正因如此，海外華僑即使地理上遠離故鄉、祖宗廬墓，但在心理上卻絕大多

數不會離開宗族的文化體制。宗祠建築的修建或重建，自然也會將海外僑民納入

成人丁成員的一部分，海外僑匯對於宗祠的參與也可以貢獻心力。以下茲以宗祠

                                                       
56 江柏煒，〈金門的宗祠建築及其祭祖儀式：兼論文化遺產價值論述〉，收錄於陳益源主編《2017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8，頁 59-98。 
57 郭志超、林瑤棋主編，《閩南宗族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頁 3。 



重修碑記為主，引介海外鄉僑參與烈嶼各姓祠堂重建或修建的紀錄。（表 16） 

 

表 16：海外鄉僑參與宗祠重建或修建紀錄 

村社宗祠 碑記年代 碑記摘錄 

羅厝羅氏家廟 《金門縣烈嶼

鄉羅氏家廟重

建 落 成 記 》，

1978 

……，迨至民國十六年，宗長洋頭，倡議擇

地，大事興建。……，詎至民國四十八年秋，

狂風大作，一旦毀成平地，……。得蒙宗彥

金不辭辛勞，登高一呼，海內外諸族親踴躍

捐資，共襄盛舉。乃於民國六十五年冬，擇

吉日興工，……（新嘉坡暨羅厝本社籌建委

員會 敬撰） 

湖下陳氏宗祠 《陳氏宗祠重

建記》，1980 

……，當即成立建委會，以策劃重建事宜，

並遴派宗紳清海君分赴海內外各地，向吾宗

人勸募建費，承蒙族外族眾踴躍輸將，遂得

于民國六十七年擇吉依原址破土興

工，……。 

東林林氏家廟 《林氏家廟重

建 落 成 誌 》，

1979 

……。乃於民國六十五年歲次丙辰，爰集眾

議，發起籌款整建之舉，閤族響應，經費除

收丁款外，幸蒙旅居新加坡、汶萊、納閩坡、

吉隆坡、台灣省等地宗親，踴躍捐資，……。 

西宅林氏家廟 《烈嶼鄉西宅

路林氏家廟重

建 落 成 奠 安

記》，1984 

……。幸蒙旅汶宗彥清不辭辛勞，登高一呼，

諸族親踴躍捐資，共襄盛舉，乃于民國六十

八年春，擇吉日興工，歷時四載，竟于七十

三年春告竣，遂於同年小春廿五日奠安。 

西路林氏家廟 《金門烈嶼西

路林氏家廟重

建 落 成 奠 安

記》，1989 

……。幸蒙旅汶宗親不辭辛勞，登高呼應，

諸族親踴躍捐資，共襄盛舉，乃于民國七十

四年二月吉日重建，至七十七年間落

成，……(西路暨旅汶林氏家廟重建委員會 

立) 

后頭方氏家廟 《護頭方氏家

廟 重 建 誌 》，

1996 

……。旋即起而疾呼，且遠涉重洋勸募，幸

得海內外族裔群策群力，……，計募款新臺

幣九百餘萬元，完成人神共仰之重建壯舉。 

黃厝洪氏家廟 《 建 祠 誌 》，

1990 

……。幸值旅汶宗賢瑞泉、龍發、金池君返

國，毅然熱烈响應，乃邀請族中人士，集議

成立籌建委員會……多蒙鄉居族丁，暨海外

諸宗人慷慨解義囊，乃得集腋成裘，共襄盛

舉，遂於民國七十六年鳩工。 

庵頂謝氏宗祠 《 宗 祠 重 建

誌》，2008 

……，宗親們爲謀生計及求發展，遷往台灣

與東南亞。……，族人發起成立宗親會，繼

而設立重建委員會，以凝聚宗人，重建宗



祠，……。爲完成使命，並遠赴新加坡、汶

萊籌募基金，復賴宗親熱烈響應。 

西吳蔡氏家廟 《西吳蔡氏家

廟 重 建 序 》，

1996 

……。緣爲舊有祖廳距建至今，已逾二百餘

載，……，而臨倒塌之虞，八十一年秋，適

僑親天華君返梓，目睹斯景，乃發起籌建之

意，並慷諾捐獻部分基金。 

東坑呂氏家廟 《呂氏家廟修

建記》，1996 

……。民七十一年冬，旅星宗賢亞海君榮旋，

鑑于廟容坍塌，即邀集宗親會議，當眾慨捐

臺幣五十萬元爲修建基金。 

《亞海宗賢略

歷》，1996 

……。民國七十一年冬，亞海君再返國省親，

目睹宗廟幾經滄桑，凋敝不堪，爲尊祖敬宗，

爰邀集宗人會議，并首捐巨款，以資重修。 

東坑六姓宗祠 《六姓宗祠重

建記》，1991 

……；承六姓宗親和衷協力，無分在鄉、在

僑，咸樂捐資輸誠，盡心襄贊。遂擇吉於九

十七年庚午夏鳩工。 

雙口林氏家廟 《 重 建 宗 祠

序》，1967 

……。迨民國四十八年八月，暴風驟雨，廟

堂傾塌，時人無所措。延及五十四年，德甫

君歸國，感念先世功勛，致力向僑親籌募經

費，……。 

《重建林氏家

廟碑》，1985 

……。又遇蟲害，今再由德甫倡重建。 

上林頂林林氏

家廟 

《林氏宗祠重

建誌》，1978 

……。茲因原祠毀于民國已丑年戰亂，列祖

奉祀無所，癸丑年汶萊宗親長享返梓，倡議

重建，……。 

《重修頂林林

氏家廟碑誌》，

2008 

……，又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由主任

委員林天生先生組團赴南洋籌募經費，蒙南

洋宗親林催呼、林文坤、林水川、林金樹熱

烈支持，慷慨解囊，……。 

上林下林林氏

宗祠 

《重建下林祖

祠記》，1976 

……，民國六十年，吾族賢德德甫君回國省

親，……，倡議重建。返汶後，即邀同文賢

君等，從事籌募工作，不遺餘力，旋匯回鉅

款以充建費。 

高厝劉林家廟 《創建劉林氏

家廟記》，1986 

……。民國六十八年，錦國回鄉探親，目睹

現狀，特邀集族人集議，決定翻建爲祖

廟，……。在經費方面，錦國全部負責；……。 

青岐洪氏家廟 《重建祠誌》，

1981 

……。直至民國六十五年，乃共推宗紳洪水

木，洪福田二君，專程赴海內外各地，向請

旅外宗親籌募建費，深蒙毅然慨捐鉅

款，……。星洲洪水勝、天生、天送熱忱咸

欽。 



上庫吳氏家廟 《吳氏家廟重

建記》，1990 

……，子孫茂衍，爾後廣為發展，僑居新加

坡、汶萊坡、台灣，實祖德之垂澤。……。

旋至民國七十三年冬至祭祀中，諸宗賢提議

籌建宗祠，……。幸賴海內外宗族之團結，

慷慨解囊,得以次年鳩工興建，……。 

資料來源：1.呂允在總編纂，《增修烈嶼鄉誌》，金門：烈嶼鄉公所，2010，頁 333-

379。2.田野調查，2019 年 4 月 15-18 日。 

 

六、結論：跨境／國網絡廟宇及兩頭社區之建構 

    在汶萊烈嶼移民的案例中發現，自 1920 年代起，海外華僑積極參與烈嶼的

祠廟修建，特別是對於烈嶼四甲共同祭祀的烈嶼保生大帝廟的捐獻，可以獲得跨

宗族、跨社區的崇高地位。王文邦、林清注、王金紀、林德甫、劉錦國、林國民、

林明泰等僑領均是如此，這些網絡關係到現在幾乎沒有改變。同時由於身處伊斯

蘭國度，接受蘇丹的封銜有助於增進他們與王族的關係，更有利於僑居國地位的

晉升；當然，蘇丹賜予華人社會領袖封銜也可懷柔、拉攏他們對於國家、王室的

效忠。是故，從王文邦、林清注、林德甫等僑商開始，幾乎在事業有成之後，都

受封天猛公、拿督、甲必丹等不同層級的名銜，同時帶頭倡議、捐資，對烈嶼有

所回饋，包括自己家族的住宅、宗祠，以及村里社區或全島性的廟宇、學校等。 

    此外，“兩頭家庭”（bilateral family）是早期華僑家庭常見的現況。亦即，有

些華僑會在海外另娶婚配，以便更快融入僑居地社會、擴大經商網絡，或者讓自

己的海外生活有人照料；如從事椰乾生意的菲律賓僑民往往迎娶當地婦女，以便

可以取得椰子園土地產權。這種同時在僑鄉已有元配、在僑居地再娶「番婆」（本

地俗稱南洋的異族妻子）的情況，在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建立前，俱為合法，因

此被稱為“兩頭家庭”。58從汶萊華人社會與烈嶼地方社會的密切關係來看，我們

可以延伸這個概念進一步稱為“兩頭社區”（bilateral community）。 

    兩頭社區意謂著一群菁英（或商紳）、民間文化保存者在不同的兩地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進而使得這兩個社區（地方社會）發生緊密的文化網絡。華僑為主

的兩頭社區，經常表現在祠廟修建的參與上。換言之，騰雲殿一方面是汶萊華人

社會網絡關係的具體再現，是華人文化認同與歸屬感的空間載體；另一方面，騰

雲殿也是烈嶼社會動員的結果，廣澤尊王的信仰成為海外華僑共同奉祀的神祇，

與烈嶼的保生大帝相輔相成，並不衝突。汶萊騰雲殿與烈嶼保生大帝廟成為兩頭

社區的二座“跨境廟宇”，信眾成員相同，科儀與乩童亦然。 

此外，王銘銘在〈居與游：僑鄉研究對“鄉土中國”人類學的挑戰〉一文中，

曾以泉州圍頭半島西南側蔡姓的塘東村為例，注意到其移民在 1920 年代在海外

建立了菲律賓錦東同濟會（1945 年更名為菲律賓錦東同鄉會），分析這種“雙邊共

                                                       
58 不少案例顯示，兩頭家庭在男主人過世之後，分處兩地的配偶經常有分產糾紛，晚清至民國初

年菲律賓宿霧經商致富的金門浦邊何仁慈家族即為一例。 



同體”的游離與回歸，進而指出文化中國的“跨國性”（transnationalism）。59王銘銘

側重在華僑家庭的內在秩序如何通過移民在僑居地的貿易商號或鄉團經營上的

作用，也看到歸僑在中國大陸進入 1949 年的處境變遷。他的雙邊共同體概念，

是建立在家族紐帶之上。而我在本文所提出的兩頭社區，則不只是血緣紐帶而已，

在僑鄉社會發展歷程中，超越血緣的地緣認同、神緣信仰等，更將原鄉與海外社

群聯繫起來，建立了一種歷時且跨域、具有維繫散居社群功能的兩頭社區。本文

所指出的兩頭社區之概念更能涵蓋近代華人移民文化的普遍範式。 

    對僑鄉來說，跨境廟宇儘管是一種突破了地緣限制的境域延伸，不過卻不能

完全以信仰圈60概念涵蓋之，原因是信仰圈指的是一神信仰超越了地方社區的範

圍。進一步說，汶萊騰雲殿與烈嶼保生大帝廟的信仰對象不同，對個別廟宇來說

是一種跨／國境的信仰圈，境域確實超越了原本的地緣；但對華僑信眾來說，卻

是產生了兩頭社區、跨境廟宇之雙重神祇的關係。汶萊與烈嶼（僑居地與僑鄉）

互為境域，通過海外移民交織成一組文化網絡及基於民間信仰的想像共同體（an 

imagined community）。（圖 28） 

 

 

圖 28：汶萊與烈嶼跨境／國網絡廟宇 

 

                                                       
59 王銘銘，《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74-212。 
60 林美容指出，所謂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和）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信徒所形成的志願性宗

教組織，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範圍，通常必須超越地方社區的範圍，才有信仰圈可言。信仰圈是

以一神為中心，其信仰的對象就只包括該神及其分身。一般說來，臺灣的神明信仰具有開放性，

廟宇之興建與祭祀之維持固是社區居民的責任與義務，一旦建立廟宇，並不排除外地來的香客，

因為香客多表示香火盛，就會引來更多香客，增加廟宇之油香錢的收入。也因此能夠形成信仰圈

的神祇常常有所為「蔭外方」的傳說；這是吸引外地信徒，形成信仰圈的過程中不可少的步驟。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搆成與發展〉，收錄李筱峰、張炎憲、戴寶

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社，1988，頁 9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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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萊與烈嶼，就是一種兩頭社區的網絡關係。斯市騰雲殿及烈嶼保生大帝

廟是一種跨境廟宇，彼此境域交疊。烈嶼人（特別是華僑家庭）擁有僑鄉保生

大帝與僑居地廣澤尊王的兩尊共同奉祀之神祇。此外，也因為騰雲殿及其文化

傳統的建立，烈嶼人於海外異地建構出熟悉的華人社會，藉此安身立命。而海

外華僑的跨境運作，亦即在兩地之間參與公共事務，使得這群菁英同時在相隔

遙遠的兩地發揮了社會影響力。 

    另一方面，到目前為止，這些跨境／國網絡的聯繫仍為持續進行中，並沒

有隨著東南亞國家認同的興起而銷聲匿跡，固然有一些轉型，但海外烈嶼社群

所集中的新加坡、汶萊仍以個別家族或鄉團的方式，返回祖鄉出資修建或重建

祠廟，並出席於奠安儀式之中。這些跨境／國網絡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景觀，仍

是金門當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圖 29-32） 

    最後我想強調，作為一個地方，近五百餘年來，金門從來不是封閉的島嶼，

跨境流動已經是一種地方傳統，尤其是近代華僑。第一代、第二代的他們，絕大

多數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的性質，盡可能地維持散居家族的

共同體運作。亦即，地理上的散居、經濟上的夥同及網絡關係上的連結。華僑家

族及其村落、社區是一種跨越地理疆界的社群，挑戰了西方漢學的宗族內部運作

概念，也質疑了地理學先驗式存在的傳統領域之村落研究，具有反思理論的價值。

而通過兩頭社區的概念重新思考僑居地與僑鄉的關係，實有其學術上的價值。 

 

 

 

 

 

 

 

                                 

 

圖 29（左）：烈嶼東林忠孝堂林氏家廟奠安慶典牌坊（2018） 

圖 30（右）：地方仕紳及海外僑領主祭（2018 年 11 月 11 日） 

 

 

 

 

 

 

 

 

 



圖 31（左）：奠安慶典流程（2018）                  

圖 32（右）：林長鏢率領新加坡東安渡頭聯誼社返鄉參加奠安慶典（2018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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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考察主要目的為探討歷史上金門、烈嶼（小金門），以及華僑華人移

民記憶與社會網絡，包括移民歷史、海外組織會館、與僑鄉互動模式等。考

察過程包括訪談移民後裔、進行舊照片與重要文件之蒐集。通過對移民後裔

之訪談與會館考察，了解了海外移民的僑鄉記憶與經歷，建構移民社會網絡

與近代僑鄉社會與空間發展。 

本次行程針對多位金門後裔進行訪談，此外也透過實際上皆訪談與錄像 

，走訪移民的生活記憶空間，保存口述歷史。也受邀聆聽湘靈音樂社於新加

坡天福宮之演出，了解華人移民文娛生活與文化保存。參訪新加坡開埠兩百

年特展、亞洲文明博物館以及位於龜嶼的兩間重要廟宇，對於華人移民的移

動足跡與其文化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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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始(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建議字數為600字以上) 

一、 目的： 

本計畫旨在通過海外華人的散居、定居與歸鄉經驗等移民記憶，以及兩地

在二次大戰前、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所建構的社會網絡及文化影響，包括家

族凝聚、僑匯經濟、宗教信仰、地緣與國族認同等，進而探究近代僑鄉社會與

空間發展的動態過程，藉此了解華人社會、經濟與生活史。 

並試圖了解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包括華人廟宇、商會、地緣社

團、華文學校等所扮演的角色；以幾個代表性家族的散居、定居與歸鄉的經

驗，探討華僑網絡的運作，以及文化與國族認同的多重性與複雜性。藉由這些

不同類型的移民記憶及多層次的社會網絡，一方面了解僑鄉的社會文化景觀，

一方面掌握海外華人社會的動態變遷。 

   因此，本計畫嘗試了解冷戰時期移民前往汶萊或新加坡的金門人，藉由他們

的家族移民故事，理解包括冷戰下的僑鄉網絡、汶萊與新加坡的移民條例、南

渡家族的適應等課題。 

 

 

二、過程： 

 

2019年10月9日至10月19日之新加坡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安排 備註 

10/9 
出發、 

新加坡金門會館文件收集、 

桃園機場→ 

樟宜機場 

新加坡金門會館 

10/10 
金浯江公會文件收集、 

金門後裔黃道長會面 
新加坡金門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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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陳景蘭洋樓後代會談、 

金浯江公會文件收集、 

許振義教授會面 

新加坡金門會館 

10/12 
島嶼紀行講座、 

陳景蘭洋樓後代會談 
新加坡金門會館 

10/13 

龜嶼島（Kusu Island）參訪、 

金門浯江公會文物保存會議、 

新加坡開埠兩百年特展(福康寧山) 

龜嶼島、新加坡金門會

館、福康寧山 

10/14 

古甯同鄉會訪談、 

薛馬嬰訪談、 

新加坡李氏總會參訪、 

新加坡古寧同鄉會、 

Joo Seng Road、 

新加坡李氏總會 

10/15 

古甯同鄉會訪談、 

浯卿陳氏公所參訪、 

張家傑教授會面 

新加坡古寧同鄉會、 

新加坡浯卿陳氏公所、 

10/16 

新加坡湖峰社訪談、 

李氏總會文件掃描、 

培道中學參訪 

新加坡湖峰社、新加坡

李氏總會、培道中學 

10/17 

許國振訪談(直落亞逸)、 

方百成訪談(天福宮)、 

方耀明訪談(紅燈碼頭)、 

湘靈音樂社─南音表演 

直落亞逸一帶、天福

宮、紅燈碼頭 

10/18 

林長標訪談(牛車水)、 

亞洲文明博物館、 

金門會館主席─蔡其生會面 

牛車水一帶、亞洲文明

博物館、德華工業 

10/19 返台 
新加坡樟宜機場→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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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出國考察的過程中，透過訪談與文件收集，對於華人移民下南洋的經歷、

移民過程、個人家族歷史、參與會館的經驗，甚至是會館的建立與發展，都有

更深入的了解。透過第一手的資料收集與整理，可以建構出金門後裔在新加坡

與汶萊兩地的發展奮鬥的歷程，也有助於建立家族史、移民史以及對於海外會

館發展史。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個人與地方；家族與國族；小歷史與大歷史之

間的連結與互動，透過一個一個的移民家族的小故事，建構一個華人移民的大

歷史。 

此次訪談除了定點訪談，如古寧同鄉會、新加坡李氏總會、浯卿陳氏公

所……等之外，也結合了實際的街頭訪談。本此主要對許國振、方百成、方耀

明與林長鏢進行口述歷史之紀錄，透過移民或其後代的回憶，回到早期南來新

加坡的落腳地，透過口述歷史，建構出移民的移動足跡，有助於後續對於移民

歷史的建構與記憶之保存。 

除了訪談外，本次考察也參觀了位於福康寧山的「新加坡開埠兩百年特展」。

展中透過科技的應用使參訪者回到了13世紀新加坡的初始。接著展演到19世紀，

英國與萊佛士爵士的到訪，以及移民先輩對於這片土地做出的貢獻，接著進入

20 世紀，工業化的到來帶來進步，也帶來了黑暗。時序進入了二次大戰，日本

的占領所帶來的苦難，以及新加坡人意識的形成，最後通過「雨」的意象，連

結抗日勝利、李光耀之死與新加坡的浴火重生。整個導覽如同進入時光隧道，

讓參訪者如同親臨，了解何謂「新加坡」與「新加坡人」，以及開埠兩百年來，

新加坡的光輝與黑暗。 

同時參訪了「亞洲文明博物館」，館中透過幾大主題，將亞洲文明劃分為幾

個不同的區域，除了亞洲共同的經驗，分別是關於「唐代沈船」、「海上貿易」、

「朝廷與東印度公司」，再來就進展到宗教與信仰方面，分別是「古代宗教」、

「祖靈信仰」、「基督教藝術」、「伊斯蘭藝術」以及「中國士人文化」。本館坐落

在新加坡河河畔，因此透過地利，以新加坡的港口文化為主軸，著重在新加坡

的歷史與文化，因此參訪亞洲文明博物館，對於新加坡的藝術、文化有更深層

之認識。 

此外，也前往位於新加坡本島外圍的小島─龜嶼，島上僅有一座大伯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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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座馬來拿督公祠，農曆九月正是島上一年難有的祭拜忘記。龜嶼本身在華

人移民歷史中，也占據重要的歷史意義。 

此次新加坡考察，結合了人事時地物，透過移民的訪談、博物館的參訪、

會館的參訪、文物資料的收集，希望通過研究整理，建構出一個更加完整與多

元化的移民歷程與新加坡華人社會。 

 

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無 0 0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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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島嶼紀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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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嶼參訪─大伯公廟、拿督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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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開埠兩百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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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浯江公會文物保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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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總會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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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古甯同鄉會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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浯卿陳氏公所訪談 

 

新加坡湖峰社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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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振街頭訪談(直落亞逸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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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百成街頭訪談(天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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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耀明街頭訪談(紅燈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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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靈音樂社南音演出─天福宮 

 

林長鏢街頭訪談(牛車水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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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文明博物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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