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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希望以馬來西亞為例，探討馬來西亞華人建構集體記憶的場
所與政
治，其中將以華人義山、抗日紀念碑與華人博物館作為研究主軸
，分析華人的
記憶空間被賦予何種意義。本計劃將主張前兩者是一種集體記憶的
展演，而後
者包含紀念館、檔案館，是一種集體記憶的保存。馬來西亞作為一
個主要的華
人移民社會，使馬國在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層面上都是個多元
族群國家。
但馬來西亞華人做為一個族群，其身分意識與文化命運在強調族群
政治的環境
中經常引發許多社會議題。雖然今天大部分的華人都土生土長，但
自建國以來
的執政者卻認為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華人是外來者。由於歷史發展
所出現的複
雜因素，馬來人以「土地之子」為依據，擁有其他族群所沒有的特
權，並且被
法律保障。在這種社會契約影響下，每個族群的對立面都有一個「
他者」，而
巫、華兩族則是在這種參照環境中最為明顯的對立。本計畫要探討
馬來西亞華
人在被參照為他者的環境下，其族群空間所經歷的障礙、衝突、困
擾，以及華
人回應的建構、調整與重組。

中文關鍵詞： 馬來西亞華人、記憶地景、義山、抗日紀念碑、博物館、檔案中心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places in which Malaysian Chinese
invested with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thnic politics. Particularly,
Chinese cemeteries, war
memorials and Chinese museums are the foci of this study.
It will argue that the
former two embody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later, including Chinese memorials and
archives center, indicates preserv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Malaysi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at
any level, yet Malaysian
Chinese was perceived as unsatisfied with curr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easily
provoke many social issues. The dominant Malay group base
their privileges on
the assumption of being the "true son of the soil" and thus
polarizing non-Malay
groups. The Chinese group is a salient cas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alaysia
of being the "other". This project concerns the spatial



obstacles, conflicts and
persec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ve been through and
analyzes how they
react with spatial construction, adjustment and
restructuring.

英文關鍵詞： Malaysian Chinese; memoryscapes; public Chinese cemeteries;
war memorials; Malaysian Chinese museums; centers for
document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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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探討馬來西亞華人建構集體記憶的場所與政治，其中將以華人義山、抗日紀念碑與華人博

物館作為研究主軸，分析華人的記憶空間被賦予何種意義。1本文主張前兩者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展演，

而後者包含紀念館、檔案館，是一種集體記憶的保存。馬來西亞作為一個主要的華人移民社會，使馬

國在歷史、社會、政治、文化層面上都是個多元族群國家。但馬來西亞華人做為一個族群，其身分意

識與文化命運在強調族群政治的環境中經常引發許多社會議題。雖然今天大部分的華人都土生土長，

但自建國以來的執政者卻認為從歷史的角度出發，華人是外來者。由於歷史發展所出現的複雜因素，

馬來人以「土地之子」為依據，擁有其他族群所沒有的特權，並且被法律保障。在這種社會契約影響

下，每個族群的對立面都有一個「他者」，而馬、華兩族則是在這種參照環境中最為明顯的對立。本研

究要探討馬來西亞華人在被參照為他者的環境下，其族群空間所經歷的障礙、衝突、困擾，以及華人

回應的建構、調整與重組。 

 

馬來西亞的權力結構可追溯至英殖民者所確立之統治者（蘇丹）與宗教（伊斯蘭）的關係，以及

這層關係對隨後馬來穆斯林文化的影響與呈現（Hussin 2009）。這層關係的確立限制了日後宗教在馬國

公共領域的多樣性發展（Hoffstaedter 2013）。另一方面，因為與華人、印度人競爭，馬來菁英把宗教信

仰作為「族群」識別方式。當馬來人等於同時具有穆斯林身分，也就進一步區別了非馬來人與非穆斯

林（Hefner 2001: 21-22）。「多元」其實是馬來半島上的歷史現實與社會現實 ，但馬來貴族以馬來特權

為訴求，而非以反殖民為首要目標，殖民時期為控制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族群分治，在馬來民族主義興

起之時，延續深化為族群對立。也因此，當英國於 1946-48 提出「馬來亞聯邦」時（Malayan Union），

給予華人、印度人公民權的計畫，變成談判「馬來至上」的籌碼。馬來(西)亞國族主義從一開始就並非

提倡多元族群的國家主義，而是馬來族國（Bangsa Melayu）的概念。「族群」議題是種動員優勢族群

的手段，其他如階級、文化、宗教等因素，是用來深化族群議題的嫌隙（Tan 2001: 952）。馬來西亞華

人在對立中求生存，要如何才能建立「華族」共同的歷史記憶？本文提出馬來西亞華人從自身的族裔

空間建構專屬的記憶空間，並藉由意義的轉化與身體的參與，使記憶空間得以想像與維續。2 

 

根據傅柯對於權力的闡釋：權力並非僅是被政府、某政治系統，或某特定人物所霸佔。相反地，

權力也從「在地的行動」（local arenas of action）產生，並應該從社會生活的微觀層次出發（Foucault 1984: 

60-61）。權力帶來的影響並不僅僅是壓迫，權力同時驅動了反抗。權力不應被視為是所有物，而是從

特定的策略或方法中展現。換言之，權力是被行使，而非被擁有的（Foucault 1979）。另一方面，傅柯

也認為對權力的反抗事實上更為真實也更為有效，因為反抗是在權力關係被行使的當下所形成

（Foucault 1980: 142）。在馬來西亞，空間形構也成為權力關係下的社會工程之一，種族政治影響權力

關係的結構，也因此是形塑國家空間的重要因素。大部份華人普遍居住於城鎮，是英國殖民依其殖民

經濟需求結合族群分而治之下的結果。自 1948 年起，爲了解決「馬共」問題，英國實施了「緊急狀態」，

為數眾多的華人在英殖民政府政策的推行下，被迫遷至稱之為「新村」的新居所。在 1969 年造成種族

衝突流血的「五一三事件」之後，政府在七 O 年代起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及一連串偏袒馬來族的社

                                                 
1本文觀察到這樣的機構包括檔案館（學術中心）、紀念館、博物館，或者是混合的形式，目前選定華社研究中心、林連玉

基金會，與甫成立的華人博物館。 
2 本文區分了馬華的族裔空間與記憶空間。前者範圍更大，可以包含各級華校、各地新村、大小廟宇等等，後者在本文則

有特定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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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策。提升特定族群文化的同時，3也邊緣化了華族的歷史、文化與襲產。對照傅柯對於權力的闡釋，

華族面對各個層面的權力關係，產生（重新）建構集體記憶的需求，並投射在空間/地景的創造、維持

或重構。 

 

文獻回顧 

 

「集體記憶」可被理解為群體對過去經驗的共享，並具有特定的時間性與空間性（Bell 2006: 27）。

集體記憶有不同的形式，若做為一種政治或文化記憶，則需要可長期使用的工具作為基礎，以承載其

符號與再現，例如圖書館、博物館、紀念碑、檔案機構、教育性機構、藝術性機構、儀式、慶典、紀

念日等等（Assmann 2008）。 

 

集體記憶的具體物質化展現，經常透過空間/地景將無形化為有形。記憶/遺忘雖是種認知機制，但

物質環境與傳統偏好，使得「紀念」是多方社會勢力調和的產物。其中，記憶地景對於國族建構扮演

了重要的角色。記憶地景（memoryscape）在 Hamzah Muzaini 的定義下，是指對於過去的記憶，以各

種不同的方式經由空間顯現。因此，戰場遺址、博物館、紀念儀式、紀念碑、紀念館等等，其中的物

品及周遭環境都是記憶地景的一部分（2012: 218）。Dwyer and Alderman（2008）的紀念地景（memorial 

landscapes）則是指對過去的集體詮釋，一部分是由對地方（place）的記憶建構，此地方可稱為「紀念

園區」（memorials）4。此定義下的紀念園區有一系列與集體記憶相關的物質元素，例如路標、地標、

歷史介紹看板、雕像、保護區、公園等。因此，記憶地景也可稱為襲產/古蹟地景（heritage landscape），

牽涉遺產空間的創造與再造（ibid.: 167）5。我們對過去的記憶是經過建構的集體記憶，經由各種文化

實踐不斷傳遞給下一代。被紀念的不一定等同於史實，而是被某集體定義為值得紀念的重要事情。官

方的記憶地景不只是表達一種歷史版本，更投射該特定版本合法性，使被紀念的過去看來自然，是理

所當然的事物秩序（Azaryahu 1996），經常反映的是政府領導人，或是某特定集團/階級的價值與世界

觀。歷史既為特定版本，自然是有選擇性地揭露，更有選擇性地隱藏，因此，伴隨形塑記憶的社會過

程，也是排擠其他歷史敘述的遺忘過程（Legg 2007）。也因此，紀念碑或紀念園區的設立，多半反映

了既存的權力關係，或社會空間關係（Dwyer 2002: 32），或者說是霸權集團的物質性與象徵性證據

（Hershowitz 1993: 397）。 

 

在東南亞區域看待記憶政治，需要了解這些新興國家在二戰後如何為國家認同問題建構歷史敘

述。東南亞自從被劃為一地理區塊，看來有著類似的殖民、去殖民、後殖民情形，但是東南亞的「國

族」（nation）、「國家」（nation-state）、「國族主義」（nationalism）卻有不同的發展情況。如 Hill and Lian

指出：「東南亞國家的成立，是去殖民化的結果，而非是人民起義或革命下的產物」（1995: 18）。所謂

「國家」（nation-state）的概念，東南亞各國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才逐漸形成（McVey 1984: 3）。若從獨

立建國算起，東南亞各國建國時間短暫，不論是走社會主義道路，或民主路線，各國政府對其社會多

                                                 
3 馬來西亞政府於 1971 年頒布國家文化政策，並以馬來群島原住民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為主流。 
4 文獻原文中所用之 memorial 一詞，在中文上有許多意義，包含紀念物、紀念碑、紀念館，或紀念活動等等，而原文較為

指涉紀念園區之概念，故本計畫亦先暫譯為紀念園區。 
5 這也符合「古蹟」概念在近年來的演變。在過去，古蹟的涵義偏向遺產的概念，是經過代代相傳，遺留給後人的東西。

現在，古蹟指涉根源、認同、地方感與歸屬感。相對地，被認為值得保存的古蹟範圍也隨之擴大，包含環境、物品、活動

等等（Hoelscher 2006: 200-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世界遺產協會（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的定義，認為「文化遺

產」包含了一組具關聯性的建築物，或是與歷史、美學、考古、科學、人種學、人類學有關的遺址（Hitchcock & King 2003: 
3）。現今的古蹟可以是考古上的發掘、歷史遺跡、紀念碑、建築物、都會或鄉村地景、或物品（Hitchcock & King 2003: 3），

因此，古蹟的呈現，並不只是在國家歷史博物館內，也在街景、自然公園、族譜、或節慶當中；古蹟不再只是被動地容納，

而是積極的承載者，生產、分享、賦予關於過去歷史的意義（Hoelscher 2006: 20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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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意志或意識型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權力的運作並不只是個抽象的概念，而是滲透進日常生活的

經驗。國家意識的形塑與「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的歷程卻不脫離東南亞各國類似的境遇。民族

主義在二次大戰之前已在東南亞興起，但民族國家的建立卻多始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McVey 1984: 

3）。正由於族國肇建初始即需同時面對與處理政治穩定、族群融合、經濟發展等等議題的「加速過程」

(accelerated process)，故政府有必要展現其決策力、領導力與執行力。這樣的脈絡使得國家的權力不只

是抽象的存在，而需要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作為經歷不同外來統治者的新興國家，在獨立建

國後面臨重新詮釋歷史的必要性（Hobsbawm 1992）。因此，政府需要積極地創造論述，以及國家的自

我再現。 

 

國家政治的分析，可從地景所扮演的角色來進行探究。其中，地景如何體現國家的意識形態、權

力關係，或者與歷史論述嵌合，已有不少文獻關注。例如：Bunnell（1999）將吉隆坡石油雙子星大廈

視為是馬來西亞國家發展願景的彰顯。同樣地，他認為（2002a; 2002b）馬來西亞多媒體超級走廊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的建構，反映了地景如何被國家操作成為進步和發展的象徵，也是民族

主義與國家發展論述的物質化體現。另一方面，印尼雅加達市中心的獨立廣場（Medan Merdeka）也具

體化了國家認同與獨立的象徵（MacDonald 1995）；蘇哈托時期落成的縮影公園（Taman Mini）更是個

具現了國族建構的主題公園，結合人種博物館的概念，井然有序地展現多元族群，其中的訊息說明「印

尼」需要透過中央集權的政府融合群島內多元的傳統與文化，才能將「族群」過渡到「國家」，國家統

一的認同從此才能開展，並再度合理化「異中求同」的意識形態（Lukito 2016: 121-165）。越南河內的

巴汀廣場（Ba Dinh area）及周遭環境為了展現一系列的國家象徵，包括胡志明陵寢（Ho Chi Minh’s 

Mausoleum）、胡志明博物館、國會大廈（the State Assembly）、越共總部；一柱寺（ancient Chua Mot Cot 

pagoda）等等，成為不受商業發展干擾之處，使首都有別於發展中的城市，呈現文化為服務政治目的

而凌駕經濟的特質（Logan 2005）。除此之外，越南政府開放戰爭時期的古芝地道（Cu Chi tunnel）為

觀光景點，融合越南對美戰的歷史記憶與美國流行文化裡的越戰形象，6打造越南人之種族特質才是贏

得軍事勝利的形象，同時興建濱藥烈士紀念祠（Ben Duoc），以每年固定舉行的紀念儀式來教育「革命」

是國家傳統的觀念（Schwenkel 2006）。軍政府時期的緬甸，一方面藉由保存、修復佛教寺廟，用以提

醒前殖民時期的歷史光榮，另一方面，則挪用了小乘佛教與王室互為支撐的文化傳統，以強化軍政府

執政的合理基礎（Philp and Mercer 2002）。 

 

華人義山 

 

在馬來西亞全國，尤其是西馬的城市，華人義山與華人社會始終並存。「義山」的名目之所以稱為

「義」，被認為是對公共墓地的一種約定成俗之稱法，並從當地的狀況可被理解是種義務性的，非營利

性質的社區組織(賴觀福 2000)。義山起源於早年在南洋形成的華社為照顧同鄉移民的身後事，會買下

大塊土地做為墓葬用途，也因其「公塚」性質，多以同一地緣性鄉里人為限。7早年購買的土地位於市

郊，但隨著城市發展，其地理位置也逐漸接近市中心地帶（Loo 2013: 147），華人義山成為城市發展的

障礙在獨立後的馬來西亞經常是華社需要面臨的重大議題。從 1980 年代在麻六甲發生三保山（Bukit 

China）事件。81983 年，馬六甲州政府表示要將三保山剷平，後改口為「剷平兼發展」。華社集體向馬

六甲州政府抗議，開始了一個長達三年的「挽救三保山」運動。華社反對的理由，用當時《南洋商報》

                                                 
6 即所謂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越方稱呼這場與美國的戰爭為美戰，美方則稱之為越戰。 
7 例如本篇所談之吉隆坡廣東義山標以地緣性名稱，位於麻六甲之三保山則不標名。 
8 據當地傳說，三保山是鄭和下西洋的駐紮地，山麓的三保亭及三保井，亦傳為鄭和所建。四百年前，第二任甲必丹李君

常捐獻此地為華人葬地，至今被認為是在中國境外最古老的一座華人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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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論的話：「三保山一旦剷平，將使許多珍貴史料和史跡消失，特別是最近三百年來，有關華人在本國

從事開荒建設的奮鬥史，將失去重要的一環」。9  

 

雖然三保山事件最終落幕，但十年之後，位於吉隆坡多個聚集的華人義山（包括廣東義山、福建

義山、廣西義山），自 1982 起先後被政府徵收四次。10。政府基於該義山位於市中心，有礙市容美觀而

宣布收回義山墓地做為發展用途。其中，廣東義山占地最大，是 1895 年多位華社領袖如葉亞來、葉觀

盛、趙煜、陸佑等人有感於華工客死異鄉卻草率埋葬，向殖民當局申請後獲准設立廣東義山（Loo 2013: 

148）。各地華社因三保山做為前車之鑑，聯合聲明捍衛。 

 

從麻六甲的三保山事件(1984-1987)，到吉隆坡的廣東義山事件(1994-2000)，馬來西亞華人的反

應，除了有華教鬥士陸庭諭的禁食與靜坐抗議，11也開始出現了在義山舉行更多的公眾活動。例如：年

度舉行的「華人文化節」開始在三保山上點燃聖火，然後傳遞到各州的華人社會，以此隱喻馬來西亞

華人的歷史從麻六甲的三保山開始，然後開枝散葉在全馬各地，與馬國政府強調國家歷史從麻六甲王

朝開始，其實並無不合。此外，也出現集結眾人行走義山的活動，希望讓年輕一代近距離接觸與認識

義山，也藉此希望義山能成功轉型為一多用途空間。12三保山事件也從一地方性事件轉變為各地華人齊

力發聲抗議的全國性事件。雖然這些義山在幾次大型都市計劃下倖存，但並未因此得到法令保障。華

社因此發起將義山轉型為開放的歷史空間，並提出美化義山計劃，進一步規劃為古蹟公園(陳亞才 

2000：139-141)。13以廣東義山為例，在策畫之下，整座義山分成若干區，各道路皆以先賢中英文名字

命名，各區陸續進行美化；同時也編纂一份地圖手冊，把吉隆坡夜景、鳥瞰圖、廣義塔、歷史文物館、

涼亭、總墳、南僑機工紀念碑、葉亞來和趙煜墓園，和 90 個總墳座落地點涵蓋在地圖內(140-1)。整

體而言，古蹟公園的規劃希望將義山轉型為多功能場所，對馬來西亞年輕一代成為一學習場所；對考

古學家、歷史學家等研究者成為考究場所；並希望美化為一旅遊景點(140-1)。 

 

從兩次義山事件可以看出「義山」成為一象徵符號。「義山」既是移民社會的歷史產物，也就成為

華人維護其歷史的文化象徵(王琛發 2001)。換句話說，義山保存的是大馬華人在歷史上的證據，迫遷

義山就牽涉了摧毀「民族象徵」。馬來西亞華人的墓葬空間已經不再只是祭祖的地方，而是個會引發活

動與抗爭的場域，更將個人性的追思轉化為公共性的紀念。捍衛義山就是一場文化記憶與文化認同的

保衛戰。義山已不只是個「地方」，也不只是單純表達哀悼或記憶先人的場所，它見證了先輩們開發此

地的貢獻。一旦消失，社群集體記憶的物質性證據等於遭到毀滅。Cartier（1993; 1997; 2001）以麻

六甲的三保山說明：三保山的象徵意義從華人保存義山運動，轉化為歷史文化襲產場所，希望藉由三

保山的實質存在，證明華人群體與馬來西亞各階段的歷史，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從三保山的例子除

了可以看到地方價值與國家發展的衝突，更可以看到華人以墓葬空間結合對華族先民的紀念與政治性

的集體記憶，並以紀念地景隱喻了後殖民國家論述中對於多元文化尊重的期許。 

 

                                                 
9 爲了表達抗議，華教鬥士陸庭諭從 1984 年 11 月 25 日開始，每天早上 7 時到晚上 7 時禁食，並且每個星期日到寶山亭靜

坐《南洋商報》社論，1984 年 4 月 12 日。 
10 
http://ktc.org.my/category/%E8%B5%84%E6%96%99%E5%BA%93/%E5%8F%8D%E5%AF%B9%E5%B0%81%E5%B1%B1%
E4%BA%8B%E4%BB%B6 (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4 日)；陳亞才，2000，頁 128。 
11 見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編：《歷史的跫音：三保山資料選輯》（馬六甲中華總商會及馬六甲中華大會堂，1989）。 
12 見《跑跑古蹟、帶出關懷：千人義山行》。 
13 
http://ktc.org.my/category/%E8%B5%84%E6%96%99%E5%BA%93/%E7%BE%8E%E5%8C%96%E4%B9%89%E5%B1%B1%
E8%AE%A1%E5%88%92 (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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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豐楙(2009)在研究馬華在義山事件中的修辭時指出：「為什麼我們要把它剷平？」，是兩次事件

中一致出現的質疑。他認為句中的「我們」是華人將三保山，以及後來的廣東義山視為從華族到馬、

華民族的「共同體」象徵(2009: 386)。於是，在這個問題背後的更深層疑問，是「華人為何不能擁有

自己的文化認同？」以及「為何文化認同會妨礙國家認同？」14 

 

抗日紀念碑 

 

 二戰期間，日本幾乎佔領了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在三年八個月的佔領期間，馬來亞華人社會遭遇

有史以來最為劇烈的變化（Yen 2008）。這些變化多由苦難、反抗與犧牲所組成，但在馬來西亞，華族

對二戰的回憶沒有出口（Cheah 2007: 47）。也就是說，受暴、受苦、受驚嚇、受屠殺的經驗與官方的

記憶版本有著極大的差距。最明顯的例子莫過於檢視國家博物館裡的陳列與歷史教科書裡的陳述。Abu 

Talib Ahmad 指出馬國博物館對回顧日據時期的態度經歷轉變。在從前的國家歷史博物館（National 

History Museum），關於日據時期的陳列可以在「國族主義」的區位中看到。但該博物館在 2007 年轉

型並更名為國家博物館（National Museum）後，日據時期幾乎從國家歷史中消失（Ahmad 2015: 

120-156）。這個現象也符合馬國歷史教科書的變化。謝文慶的觀察指出（Cheah 2007: 49-50）：馬國獨

立前後時期的教科書立場偏向同盟國，詳細敘述了二戰，並紀錄了以華人為主的馬來亞人民抗日軍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所領導的抗日運動。但在 1990、1992 的三年級歷史教

科書中，只輕描淡寫了各族對日軍政策的反應，淡化了日軍的侵略行為以及馬來亞人民抗日軍的角色，

但對於馬來族為主的抗日活動則有較多描述。Blackburn and Hack（2012）也認為馬國政府對於二戰是

選擇性的記憶。但馬國政府的選擇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自 1981 年馬哈迪出任總理至本世紀初以

來，可以看到不管是曾抗日的，或與日本合作的馬來人士，如今都是「國家英雄」。在多元族群的國族

主義中，政府選擇性的記憶是為了強化馬來中心認同。 

 

日本的形象在戰後逐漸轉趨正面有幾項因素：除了日本是馬國重要的投資夥伴，日據時期被認為

是提升馬來民族意識的重要時期，也因此日人的形象從壓迫者轉變為解放者（Ahmad 2015; Cheah 

2007）。大馬獨立後，延續英殖實行的「緊急狀態」，視馬共為國家最大的敵人。位於首都的國家英雄

紀念碑，軍人雕像腳下踩著的即為馬共成員屍體。日據時期在經濟層面與意識形態層面都不再重要。

若官方的歷史敘述對日據時期沒有記載與評價，日軍犯下的各種暴行、馬來亞土地上的各式抗日運動，

以及日軍在佔領時期進一步撕裂種族關係的行為，也不會進入公共記憶當中。15時至今日，全馬各地每

州至少有一座二戰殉難同胞紀念碑16，而各州華人群體依其當地慣例或生活經驗，會選擇在每年的清明

節，或是七月七日舉行公祭。17 

 

目前馬來西亞各州幾乎都設有抗日紀念碑，雖然各州設立時間不一，18但早期的設立幾乎均為紀念

在日據時期，因為中日戰爭而犧牲的華人，包括回祖國(中國)抗日，也包括在馬來亞受害的華人。在獨

立之前設立的紀念碑，為對祖國的「忠誠」而紀念，也標誌了華人在移民經驗仍不忘為祖國奉獻的忠

誠。然而在獨立之後，這些抗日紀念碑的意義逐漸轉型，它們象徵華族是在本質上就具有忠誠的民族，

                                                 
14 從何國忠、林開忠等學院論述，再到王琛發民間學者，都提出過類似疑問。 
15 例如，森美蘭州汝萊鎮華人墓園內分別於 2003、2007 設立抗日紀念碑，但該紀念碑的建造還曾受到政府官員阻止。見

http://gb.cri.cn/12764/2006/12/26/2225@1368810.htm (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5 日) 
16 見《跑跑古蹟，帶出關懷：千人義山行》，頁 31。 
17 七月七日被認定為日本於 1937 年侵華的開始日。 
18 例如：森美蘭州知知港新村在 1997 年設的余郎朗紀念碑；在吉隆坡的廣東義山更有華僑機工抗戰紀念碑；馬六甲抗日

義士紀念碑(1946)；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195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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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衛在馬來亞的家園而犧牲。抗日紀念碑下通常集葬了受害者的骨骸。「愛祖國的精神」19從中國轉

換到馬來西亞。 

 

對於在日據時期犧牲的人，無法在國家論述中被記憶，華族以自己的方式進行紀念。但這也直到

1989 年，大馬、泰國與馬共簽訂和平協議之後，華族對抗日的紀念才較為廣泛的進行。雖然日據時期

身處馬來亞的華人被認為仍為「華僑」認同，而非馬來(西)亞認同（Blackburn and Hack 2012: 170），然

而，對已經身為馬國公民的華人而言，當今在抗日紀念碑舉行的紀念活動與儀式，是為了見證日軍的

暴行，也為了彰顯當地華族於二戰時期保衛家園的決心。20所謂的祖國意識與視當時的馬來亞為家鄉其

實並不衝突。當今戰爭紀念碑除了辨認與紀念死者之外，更有安慰倖存群體，賦予犧牲價值的意義

（Koselleek 2002: 287-88）。對於抗日的紀念是專屬於馬來西亞華人的二戰記憶。在《馬來亞抗日紀念

碑圖片集》的前言裡：「對於在抗日戰爭中殉難的英烈忠魂，紀念碑是深刻的歷史見證，牽引人們的記

憶和崇敬之情，同時也是國民歷史教育的具體教材」(iii)。每年七七紀念日，都有公祭殉難機工之舉(馬

來亞抗日紀念碑圖片集 76)，或者在清明節，舉行抗日烈士的公祭(28)。 

 

華人博物館、林連玉基金會、華社研究中心 

 

 博物館的展覽展現了權力/知識的關係（Luke 2002: xiii-xxv），是負有政治訊息的教育機構

（Macdonald 1998: xi-xii），由其是國家博物館，肩負國家文化的再現，以及國族建構的社會工程。例

如印尼國家博物館（前巴達維亞博物館）與新加坡歷史博物館，其展覽有著明顯的政治訊息（McGregor 

2004; Tarulevicz 2004）。吉隆坡的國家博物館，前身為歷史博物館，在 2007 年後，館內設置的展覽區

重新分為四部分，分別是早期歷史；馬來王國；殖民時期與獨立後之大馬。轉型後的國家博物館其展

覽內容符合 2000 年改版的歷史課綱，並在第四展區強化國族建構的訊息（Ahmad 2015: 20），敘述基調

仍符合 1971 年頒布的國家文化政策，也就是以馬來族的史觀為敘述中心（ibid.: 4）。馬來西亞華族面

對自身歷史被邊緣化，感到保存歷史的強烈需求，在各華社華團的努力下集資集力，希望能將保存歷

史記憶的空間機構化。 

 

華社研究中心原名為華社資料研究中心，在 1985 年由華社最有影響力的十五個華團委託雪蘭莪中

華大會堂成立，負有收集、整理、翻譯、分析及保存文化資料的任務，也擔負對華人文化各領域釐訂

研究計劃，以及促進各族文化交流的責任。21在 1996 年改為現行名稱，希望華人對本邦的貢獻有「文

字記載的歷史做為見證」。22林連玉基金會是 1985 年以馬來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為首的十五個

華人社團設立了「林連玉基金委員會」。林連玉先生是教總前主席，被譽為是華社的「族魂」。林連玉

先生是五十年代董教總的主要領導人，領導全國華人爭華教權益、爭公民權，是馬來亞華文教育以及

華裔公民權益的實際代言人。23基金成立之初，是配合各地舉行的追悼與紀念活動。1987 年，將林先

生的忌辰 12 月 18 日訂為「華教節」。該基金會目前結合紀念館與定期出版刊物的功能，定期舉辦林連

玉講座，並於每年「華教節」發行特輯，以及資助相關的專案計劃。華人博物館從一開始即為民辦的

博物館，由華社領袖吳德芳主導籌備，並有馬來西亞華人大會堂的支持。在接受星州日報的訪問時，

吳德芳表示該博物館的任務在於還原大馬早期歷史原貌，除了華族的生活經驗之外，也將強調各大族

                                                 
19 「愛祖國精神」是提及這類紀念碑時經常出現的用語。例如 http://beta.orientaldaily.com.my/s/228356  
20 見《馬來亞抗日紀念碑圖片集》與《跑跑古蹟，帶出關懷：2002 千人義山行》頁 31-33。 
21 《華社資料研究中心手冊》（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85），頁 4。 
22 《華社資料研究中心手冊》（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0），頁 1。 
23 https://llgcultural.com/%E6%9C%AC%E4%BC%9A%E7%AE%80%E4%BB%8B/ (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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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早期社會生活的融和與團結，以及共同爭取國家獨立的努力。24 

 

 這類空間並並非僅是靜態的存在、儲存或紀錄，而是藉由定期或不定期的活動來活化記憶，更動

態地依政治或社會事件的發生，給予史料上的支援，並舉辦不同的會議、展覽等討論，形成各地華人

在議題上的共識。 

 

結論 

 

本研究視義山、紀念碑，以及紀念館/文物館或檔案中心等，是華社建構本族記憶的場所。義山、

抗日紀念碑是馬來西亞獨立前華人社會的歷史產物。義山見證了早期華人移民的經驗，並逐漸跨越了

幫群、語群的識別標誌；抗日紀念碑見證了華族的二戰經驗，凝聚了華族在二戰時有別於他族的情感

與創傷，也因此可以說在經歷意義的轉化後，成為華族想像共同體的記憶空間。儲存型的記憶空間如

檔案館、博物館等，則是建國後華人面臨族群政治下，自行建構的空間，未曾經歷方言群的區別，是

有意識的建構專屬馬來西亞華人的歷史脈絡。「華族」如何才能建立共同的歷史記憶？從初期就有會

黨、會館所會合的幫群、鄉群、語群等突顯地緣性的名目，並引以為認同基礎的識別標誌。這段牽涉

了利益爭奪或分享的移民歷史，到華人參與獨立建國之後，逐漸產生建立共同歷史記憶的需求。從幫

群、語群的「文化識別」到產生大馬公民的歸屬感，這段融入的過程促使華族內部自行產生變化，原

本各自獨立、區別的方言群，需要有超越地緣、血緣組織的想像，進而整合為「華族」，並在文化上與

他族產生「識別」。這種過程，也使得專屬於「華族」的空間產生意義上的轉化。 

 

馬來西亞華人曾是歷史上的移民群體，並被加上「外來者」的角色。因此，與原鄉/母國的情感連

結使得他們的「效忠」問題被質疑。馬來亞華人在二戰時期的抗日活動固然與中日戰爭相關，但半島

上的華族被日軍針對性地殘害，以及自願性地組成義勇軍抗日也是事實。堅持對「抗日」行動的紀念，

是在於這是專屬於本地化華人的歷史，也應該是國家的歷史的一部分。從義山事件所引發的民族情緒，

是希望跨越「民族」，而試圖融入大馬「國族」。 

 

所有展示、儲存型的記憶地景都指向一個核心：所有的記憶場所都圍繞在「根」的概念。「根」指

涉了先人下南洋後，華族對於「想像的」共同祖先的追溯、記憶與紀念，也指涉了華人來自於中國大

陸的文化性根源。記憶依賴構建物質性的空間以存續，並重新賦予精神層次的意義，因此建構的過程

是動態的，隨時依需求，或依被挑戰的項目而轉化記憶。然而，無論記憶如何轉化，重點都是華族如

何在已生根的地方印刻出我族的記憶，並掌握對自身歷史的詮釋權。「義山」轉化成「共同體」象徵；

抗日紀念碑從紀念受害者，轉化成英勇保衛在馬來亞的家園，是馬來(西)亞華人留根的線索。但記憶的

建構若沒有社群的參與也是無效的建構。Paul Connerton(1989)指出紀念的「深化」(inscribing)實踐與「融

合」(incorporating)實踐有不同之處。前者指把記憶記錄於某件物體，後者則牽涉將某種形式的身體活

動融入集體記憶的創造。經由活動、儀式、重複特定行為模式，後者比前者來得更為重要。這些記憶

場所提供公共性質的講演與討論、儀式的展演或舉行、舉行慶典或是節慶活動的地方，甚至是遊行集

會與抗議之處。 

 

華人雖然期待自身的文化與歷史超越華族、我族的民族界限，而成為馬、華國族共同體的「我國」

歷史與文化，但華族也深知真正關心並想為歷史留下紀錄，只有依賴本身。華族並非自視為外來他者，

                                                 
24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600816 (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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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視為被受害群體對於官方記憶的回應。相反的，本文認為華族並不認同外來群體的說法，而是認

為國家意識產生之時，也有華人的參與與貢獻。華人不應該因為歷史性的移民經驗，而被視為這塊土

地上的外來者，保衛家園、開發家園，是催生國家誕生的族群之一。華人的歷史深植於馬來西亞的誕

生的歷史當中。義山、抗日紀念碑與華人博物館等物質性地構建了專屬於華族的記憶空間，三者互相

連結，互為輔助，使得「共同體」的想像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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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108 年 9 月 30 日 

一、 執行移地研究過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7/23 抵達吉隆坡/前往雪隆華大會堂進行訪談 

7/24 前往華社研究中心蒐集

資料 

前往華社研究中心蒐集資料 

7/25 前往廣東義山與葉亞來

文物館蒐集資料 

前往烏魯冷岳文史館蒐集資料與訪談

7/26 前往林連玉基金會蒐集

資料與訪談 

前往林連玉基金會蒐集資料與訪談 

7/27 前往華人博物館蒐集資

料與訪談 

前往華人博物館蒐集資料與訪談 

7/28 返台 

 

 

二、研究成果 

在移地研究過程，主持人訪問數個馬來西亞華人社團組織。其中雪隆華大會堂正籌

備吉隆坡博物館，但此博物館並不定位在紀念葉亞來，而希望以吉隆坡的發展這樣

的地方性脈絡為主。換句話說，在策略上不標榜「華人」，而是希望強調被稱為「外

來者」的華人早已融入城市發展歷史。此博物館的籌備概念則與甫成立的華人博物

館相當不同。後者直接表明這是屬於馬來(西)亞華人歷史的博物館。而在訪談中，

更得知強調華人歷史並非為了與當政者唱反調，其重點反而是在打造和諧社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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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之常設展以鄭和下西洋作為開始，雖已開幕，但同時也在預備籌建第二部分。

這兩個博物館，以及林連玉基金會裡的林連玉紀念館，還有廣東義山裡的葉亞來文

物館，都未受到官方支持與贊助，籌備過程格外艱辛。其困難之處都在於史料的蒐

集，尤其非常重視第一手的資料蒐集。各華社組織都有很大程度的使命感，從各層

面保留華僑華人對馬來(西)亞這塊土地的貢獻，另一方面更為保存與傳承華僑華人

的歷史文化與教育而努力，為移民社會裡的華人認同奉獻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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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心得報告 

                         日期： 108 年 9 月 30 日 

一、 執行移地研究過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7/23 抵達吉隆坡/前往雪隆華大會堂進行訪談 

7/24 前往華社研究中心

蒐集資料 

前往華社研究中心蒐集資料 

7/25 前往廣東義山與葉

亞來文物館蒐集資

料 

前往烏魯冷岳文史館蒐集資料

與訪談 

7/26 前往林連玉基金會

蒐集資料與訪談 

前往林連玉基金會蒐集資料與

訪談 

7/27 前往華人博物館蒐

集資料與訪談 

前往華人博物館蒐集資料與訪

談 

7/28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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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在移地研究過程，主持人訪問數個馬來西亞華人社團組織。其中

雪隆華大會堂正籌備吉隆坡博物館，但此博物館並不定位在紀念

葉亞來，而希望以吉隆坡的發展這樣的地方性脈絡為主。換句話

說，在策略上不標榜「華人」，而是希望強調被稱為「外來者」

的華人早已融入城市發展歷史。此博物館的籌備概念則與甫成立

的華人博物館相當不同。後者直接表明這是屬於馬來(西)亞華人

歷史的博物館。而在訪談中，更得知強調華人歷史並非為了與當

政者唱反調，其重點反而是在打造和諧社會。此博物館之常設展

以鄭和下西洋作為開始，雖已開幕，但同時也在預備籌建第二部

分。這兩個博物館，以及林連玉基金會裡的林連玉紀念館，還有

廣東義山裡的葉亞來文物館，都未受到官方支持與贊助，籌備過

程格外艱辛。其困難之處都在於史料的蒐集，尤其非常重視第一

手的資料蒐集。各華社組織都有很大程度的使命感，從各層面保

留華僑華人對馬來(西)亞這塊土地的貢獻，另一方面更為保存與

傳承華僑華人的歷史文化與教育而努力，為移民社會裡的華人認

同奉獻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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