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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代以來，閩南地區的跨境移民前往東南亞各埠、日本長崎及神戶
等地謀生，並將民間文化帶到海外，進而形成各種多元的發展模式
及文化樣態。同時，幸運致富者匯款返鄉照顧家族、興建樓房，有
時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慈善、教育、實業發展等，可謂僑鄉
社會近代化的關鍵力量。其中，位於九龍江出海口的金門島及廈門
海滄（海澄）為典型案例。前者集中僑居新加坡、雪蘭莪巴生及汶
萊等地，後者則是檳城五大姓的祖籍地。
    1949年之後迄今，一水之隔的金門與廈門歷經了特殊的歷史過
程。前者從國共對峙、世界冷戰島嶼到國家公園、海峽兩岸交流平
台之一；後者則從對峙前線到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特別是晚近
30年，兩地以不同的方式重構跨境網絡，援引海外力量挹注地方發
展。是故，本計畫擬以金門與廈門海滄為比較個案，分析1980年代
以來關於「再造僑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空間發展的計畫。
首先，討論歷史上兩地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再者，分析後冷戰
時期兩地如何召喚僑鄉及海外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使之成為一種
新的社會資本；最後，進一步探究、比較兩者「再造僑鄉」作為一
種記憶政治，如何成為地方發展策略，且建構華人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的具體實踐。

中文關鍵詞： 跨境華人、閩南文化、社會文化史、僑鄉研究、金門、廈門

英 文 摘 要 ： Since the 18th century, many young people in south Fujiang
migrated to some port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Nagasaki, Kobe, Japan. They searched for work and
transplanted the folk culture abroad and then the overseas
Chinese developed multicultural tangible or intangible
culture in the strange lands. Simultaneously, several lucky
men became rich and remitted money to their hometown to
take care for the family or build mansions. Sometimes, they
invested public affairs including charity,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should be the
key force in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There are two typical cases in south Fujiang,
Quemoy（also named Kinmen, Jinmen）and Hiacang, Xiamen. The
former emigrant moved to Singapore, Brunei and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The latter emigrant mainly migrated to
Penang, Malaysia.
  From 1949 to now, Quemoy and Xiamen have quite different
historical process. Quemoy pass through Cold War Island,
national park and one of harbor connecting China. Xiamen, a
frontline, also turn into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recent
30 years, both of two places try to reconnect
translocal/translation network and make use of the overse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wer to help their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ways. The project will analyze the
project of “Remaking the Hometow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for Quemoy and Hiacang,
Xiamen from the 1980s to now, especially focus on plans of



political-economic, social-cultur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First, we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translocal/
transnational network between the hometown and the abroad.
And then try to analyze how to recall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post-Cold War
period and let it become a new social capital. Finally, we
will compare Quemoy with Hiacang, Xiamen in the Project of
“Remaking the Hometow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I
will point out the project as a memory politics how to
become a local strategy for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globalization.

英文關鍵詞： Translocal Chinese、Min-nan Culture（South Fujiang
Culture）、Social-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Quemoy（Jinmen, Kinmen）, Amoy（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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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僑鄉」中的跨境／跨國網絡、記憶政治及地方策略： 
金門與廈門海滄的比較研究（1980 年代迄今） 

江柏煒 
 

摘要 
    近代以來，閩南地區的跨境移民前往東南亞各埠、日本長崎及神戶等地謀生，並將民間文化帶到海

外，進而形成各種多元的發展模式及文化樣態。同時，幸運致富者匯款返鄉照顧家族、興建樓房，有時

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慈善、教育、實業發展等，可謂僑鄉社會近代化的關鍵力量。其中，位於九

龍江出海口的金門島及廈門海滄（海澄）為典型案例。前者集中僑居新加坡、雪蘭莪巴生及汶萊等地，

後者則是檳城五大姓的祖籍地。 
    1949 年之後迄今，一水之隔的金門與廈門歷經了特殊的歷史過程。前者從國共對峙、世界冷戰島嶼

到國家公園、海峽兩岸交流平台之一；後者則從對峙前線到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特別是晚近 30 年，兩

地以不同的方式重構跨境網絡，援引海外力量挹注地方發展。是故，本計畫擬以金門與廈門海滄為比較

個案，分析 1980 年代以來關於「再造僑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空間發展的計畫。首先，討論歷史

上兩地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再者，分析後冷戰時期兩地如何召喚僑鄉及海外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

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資本；最後，進一步探究、比較兩者「再造僑鄉」作為一種記憶政治，如何成為

地方發展策略，且建構華人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的具體實踐。 
 
關鍵詞：跨境華人、閩南文化、社會文化史、僑鄉研究、金門、廈門 
 
 
 
 
 
 
 
 
 
 
 
 
 
 
 
 
 
 
 
 
 
 
 
 
 
 
 
 
 



13  

 
 
 
 

Translocal/ Transnational Network, Memory Politics and Local Strategy in the Project of “Remaking the 
Hometow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inmen（Quemoy） and Haicang, Xiamen.

（1980s-2010s） 
CHIANG, Bo-wei 

 
  Since the 18th century, many young people in south Fujiang migrated to some port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Nagasaki, Kobe, Japan. They searched for work and transplanted the folk culture abroad and then the 
overseas Chinese developed multicultural tangible or intangible culture in the strange lands. Simultaneously, 
several lucky men became rich and remitted money to their hometown to take care for the family or build 
mansions. Sometimes, they invested public affairs including charity,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should be the key force in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There are 
two typical cases in south Fujiang, Quemoy（also named Kinmen, Jinmen）and Hiacang, Xiamen. The former 
emigrant moved to Singapore, Brunei and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The latter emigrant mainly migrated to 
Penang, Malaysia. 
  From 1949 to now, Quemoy and Xiamen have quite different historical process. Quemoy pass through Cold 
War Island, national park and one of harbor connecting China. Xiamen, a frontline, also turn into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recent 30 years, both of two places try to reconnect translocal/translation network and make 
use of the overse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wer to help their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ways. The 
project will analyze the project of “Remaking the Hometow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for Quemoy and Hiacang, Xiamen from the 1980s to now, especially focus on plans of political-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First, we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translocal/ transnational network between 
the hometown and the abroad. And then try to analyze how to recall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post-Cold War period and let it become a new social capital. Finally, we will compare Quemoy 
with Hiacang, Xiamen in the Project of “Remaking the Hometow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I will point out 
the project as a memory politics how to become a local strategy for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globalization. 
 
Keyword：Translocal Chinese、Min-nan Culture（South Fujiang Culture）、Social-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Quemoy（Jinmen, Kinmen）, Amoy（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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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文獻評述 

    1.跨境／跨國華人與僑鄉研究的研究視角 
    國際移民研究，特別是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碰撞、衝突或交融，是近 20 年來人文社會領域非常關

注的學術課題。1跨境／跨國華人（translocal／transnational Chinese，華僑華人）研究是其中的一個焦點，

從歷史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政經研究到文化研究，通過不同的發問，嘗試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

華人移民散居的情境，他們在不同地方的調適、融合或衝突的歷程，以及他們如何維繫家族、地緣的網

絡關係，對於中國及當地國之國族認同的意識之形成、轉變，對於現代性的文化想像、書寫再現及具體

實踐等。 
    15 世紀以降，華南地區的青壯人口突破朝廷禁海、弛海政策的反覆 2，從事海上貿易且僑居海外，

尤以福建、廣東為盛。他們除了東渡臺灣之外，也大量前往東南亞各埠、日本長崎等地，部分地區華人

被限制聚居在同一處，如西班牙殖民的菲律賓馬尼拉巴石河（Pasig）澗內、幕府時期的長崎唐人屋敷，

這些可謂最早的海外華人聚落。319 世紀中葉前，廣東移工做為苦力，成批被賣到古巴、祕魯等拉美地區

開礦、墾荒、築路；隨之在北美相繼發現金、銀、銅、水銀等礦產，帶著發財夢的「賒單工」方式以自

由身份從香港前往淘金。1862 年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決定修建聯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鐵路，大量廣東

籍的鐵路華工參與其中。4扣連到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史，華人的海外移民是其中的一個篇章。 
    “僑鄉”使近代以來流行於華南地區的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標誌那些曾出現過較大規模出國移民潮

的鄉村。目前人口學上公認的定義是「基於歷史及經濟的理由，泛指與華僑有廣泛聯繫的中國城市與鄉

村，意謂『華僑之原鄉』」，並以移民或歸僑、僑眷的比例至少佔總人口數 10％來認定。5此外，三項質性

指標也可用來界定僑鄉，一為主要經濟來源依賴僑匯的地方社會；6二為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三

為密切社會網絡關係（relationship of social network）等。7 
因為早期出洋者的心理願望多半是落葉歸根、衣錦還鄉，僑居或暫居的概念驅使他們盡可能地與家

                                                      
1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mills: the 
Macmilan, 1993; Douglas S. Massey,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2 明代的對外政策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極力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朝貢關係，另一方面嚴厲禁止私人與其他國家、部族間的海外

貿易。（施偉青、徐泓，《閩南區域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頁 164。）此外，自洪武之後，海禁時鬆時緊。

洪武建文間，由於政治因素，海禁最嚴。永樂至宣德間，由於當時的社會經濟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又由於統治者及其統

治集團自身的要求，海外貿易獲得大規模的發展。鄭和等七次下西洋，在客觀上也使“海禁政策”略顯鬆弛。正統至正德間

土地高度集中，但手工業與商業資本的發展也較為迅速，對於海外貿易的要求更為迫切，而統治集團內部的人也逐漸認識到

發展海外貿易對解決財政困難的重要性，所以這一時期雖依舊執行海禁，但卻出現了一些開放的傾向。自正德末至嘉靖末，

由於葡萄牙侵略勢力的東來以及“倭寇之患”逐漸嚴重，“海禁政策”又嚴厲起來。只是在“倭寇之患”初步平定之後，才

又出現了開放海禁的徵兆。隆慶至崇禎間宣布開放海禁，默許私人進行海外貿易，但仍加以種種的限制，不能算是海禁政策

完全的取消。（張維華，《明代海外貿易簡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頁 52-53。） 
3 江柏煒，〈近代菲律賓金門移民社群及其文化變遷：以鄉團及家族為主〉，《海洋文化學刊》第 19 期，基隆：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16 年 4 月，頁 67-116；江柏煒，〈在金門與長崎之間：新頭陳氏家族的社會網絡考察〉，《2012 年金

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金門縣文化局，2012 年 12 月，頁 455-480。 
4 黃心雅主編，《北美鐵路華工：歷史、文學與視覺再現》，臺北：書林出版，2017。 
5 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27 
6 例如：1934 年晉江有僑匯數約 2,113 萬元，而當年的財政收入是 81.4 萬元，二者的比例是 26:1，也即 1934 年，晉江縣僑

匯數相當於晉江全縣財政收入的 26 倍。1935 年晉江有僑匯數約 1,646 萬元，而財政收入僅 80.6 萬元，二者之比 20.4:1，1935
年晉江縣僑匯數字是當年全縣財政收入的 20.4 倍。（鄭林寬，《福建華僑匯款》，福州：福建省秘書處統計室，1940 年 8 月版，

頁 42-43。）又如 1949 年以後，金門民信局從 19 家減少為 5 家。（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下冊，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
頁 1110）據統計，在此之前，金門每年平均的僑匯金額約在 3,000 萬元左右，1950 年因戰事影響僅剩 300 萬元，1953 年約

1500 萬，1956 年約 830 餘萬。（許如中，《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頁 483-484。） 
7 文化認同可用出洋者對於家鄉的認同來檢視，包括在海外籌組宗鄉會館、參與家鄉事務等；網絡關係則為僑民定期或非定

期返鄉、書信往來（書信往往依附於匯款）、僑刊寄往僑居地等。（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2010，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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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保持聯繫，不論是書信、僑匯或返鄉，部分經濟能力較佳者也會參與家鄉的公共事務，扮演了商紳

（merchant-gentry）的關鍵角色。進一步說，海外華人對於祖籍國的宏觀情感，在實踐中往往落實在維

繫個人之“根”的“僑鄉認同”上，它表現為那些具有共同地緣關係的海外華人對其祖籍地的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以及內心的承諾（commitment）。8 

關於僑鄉研究，1938 年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開風氣之先，也是一部歷久彌新的經典。1933
年，太平洋國際學會號召各會員國對太平洋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況進行調查研究。相關研究設計所提出的

一個重要理論假設是：人口遷移是影響生活水準的一個重要元素。當時中國區的研究計畫由社會學家陳

達主持，在 1934 年 9 月起，他以四個社區案例分析嘗試回答上述問題，其中擇定位於廣東潮汕和閩南

漳泉地區的三個僑鄉社區、一個非僑鄉社區作為田野調查之比較對象。他也親自到這三處僑鄉社區的南

洋（東南亞）僑居地考察。從研究設計、田野調查到書稿撰寫，歷時三年，1937 年 5 月中文書稿完成。

該書分兩編九章，通過對僑鄉、非僑鄉及南洋華僑社區的綜合比較研究，詳細描述了南洋華僑對僑鄉人

文環境、家庭關係、都市建設、教育文衛、民間信仰所產生的各層面影響。9書中所展示的大量數據，一

再被研究華僑史及閩粵僑鄉之後來學者所引用。同年 11 月，該調查的英文報告完成，題為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華南移民社會：海外移民及其對生活水平和社會變遷影響之研究），並於 1940 年由太平洋國際

學會在美國紐約出版，為國外學者了解閩粵僑鄉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10 
江柏煒在以金門為中心的僑鄉研究領域累積了不少成果。他關注華僑社群如何藉助雄厚的經濟實力，

從不被國家認可的邊緣社群變成商紳階層，在晚清到民國的僑鄉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捐納制度提

供了致富華僑提供了社會晉升的機會，他們透過捐輸取得名銜，一方面滿足衣錦還鄉及光宗耀祖之願望，

一方面奠定自己在僑鄉社會與海外華人社會的崇高地位。新加坡孚濟廟（金門會館前身）倡議者、首任

大總理、祖籍西山前的李仕撻（1839-1911）即為代表性案例。以及，部分僑商參與了跨宗族的公眾事務，

包括修茸廟宇、造橋鋪路、興辦學堂、施藥濟貧、衛生改良、治安防禦等公益事業，以重建地方社會網

絡。11在金門幾座主要的祠廟，如後浦城隍廟、武廟、烈嶼東林靈忠廟等，民國以來的幾次修建，俱有新

加坡、汶萊、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各埠等僑商的捐獻。原籍烈嶼雙口、僑居汶萊、受封為「天猛公」

（Temenggung）的林德甫（1910-1999）是其中的典型，烈嶼全鄉的 39 座宮廟中，載有林德甫捐資記錄

者高達 23 座之多。12 
同時，由於近代閩粵華僑返鄉興建大屋，蔚為風氣，江柏煒首先提出物質文明史是僑鄉研究的新課

題。先是關於出身金門山后、僑居日本神戶經商的王家及其復興號之研究，兩代人於 1876-1900 年間返

鄉興建了 16 幢雙落大厝民宅及 1 幢學堂、1 幢宗祠，按照四房人丁多寡分配於族人，進而指出晚清時期

華僑對於家族主義的實踐與共同體的維繫過程。13接著在金門洋樓的研究，他整理了其平面格局、立面

形式及其系譜來源，以及討論了外觀裝飾的象徵表現，進而提出“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做

為樹立權威的文化資本，是近代華僑對於地方社會的一種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有別於以殖民者為主體的

“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運作。14 
而海外移民的機制一般稱為「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亦即，同鄉、同族陸續前往同一地點，

甚至從事類似的行業，如金門為例，烈嶼人往汶萊與新加坡、古寧頭李氏多往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巴生埠、

珠山薛氏居菲律賓依里岸、安歧至泰國曼谷、水頭赴印尼峇里巴板等。儘管，金僑多數是自由移民的身

份，但地點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多半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後期的新僑必須依靠先來的

                                                      
8 李明歡主編，《福建僑鄉調查：僑鄉認同、僑鄉網絡與僑鄉文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頁 35。 
9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10 Ta Chen,English version edited by Bruno Lasker,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Y: Ams Press Inc., 1940. 
11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12 江柏煒，〈華僑跨國網絡的形成及其文化互動：烈嶼及汶萊的案例研究〉，收錄於江柏煒主編《2013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成果冊》，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3 年 12 月，頁 287-3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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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2003 年 3 月，頁 1-57。 
14 江柏煒，〈金門洋樓：近代閩南僑鄉文化變遷的案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二十期，臺北：臺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12 年 12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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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不過，正如王賡武所指出的，一開始他們的本質是「僑居社

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而非「定居社群」（settling communities），這既與“落葉歸根”的儒家文化觀

念一脈相承，又與僑居地不穩定、不安全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15但歷史的現實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

後，他們往往會在海外“落地生根”，從華僑轉為海外華人的身分。 
    關於華僑或海外華人政策，中國學者莊國土及臺灣學者李盈慧的研究值得重視。莊國土的《中國封

建政府的華僑政策》，爬梳了「華僑」一詞的起源與應用，也對晚清海外移民政策提出了完整的討論。16

李盈慧進一步處理民國以降的華僑政策，出版了《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等重要著

作，幫助我們了解國民政府的僑務政策與海外華僑華人民族主義的興起、發展。17此外，廈門大學東南

亞研究中心的學者所編寫的《族譜與海外華人移民硏究》18，以及古鴻廷、莊國土合編之《當代華商經貿

網絡：臺商曁東南亞華商》19等研究成果，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及比較研究的角度掌握海外華人與華商

網絡。潘翎主編的《海外華人百科全書》則常是以通論及各地個案兩大部分，呈現僑鄉及僑居地華人社

會的文化面貌與特色。20 
    事實上，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 1980 年代起，一些理論性的出版相繼問世。麥留芳的《方言群認同：

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是另一本重要著作；他從海外華人的分類、中國遷民的聚落型態（區分檳城、

馬六甲及新加坡的三州府、馬來聯邦、非聯邦州的三種類型）、市區內的地緣社群、方言群的互動模式、

各幫組織與領導人物等主題，逐一爬梳會館碑文、官方檔案，提出了「方言群認同」（dialect group identity）
的理論概念，對於解釋東南亞華人的社會組織有重要的貢獻。21王賡武經典之作《中國與海外華人》，引

領新的課題之討論。除了華人移民類型、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明代與東南亞關係、閩南僑居

集團、新加坡華人移民和定居者等歷史的剖析之外，他亦討論了當代的論題，包括華商文化、東南亞華

人的身分認同、海外華人政策等課題。22 
    顏清湟（Yen, Ching-hwang）的著作亦具獨到見解，包括《新馬華人社會史》23、《海外華人史硏究》
24、《社區與政治：殖民地時期新馬華人》（Community and politics :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25等，其中對於晚清官方對於星馬苦力階層（Coolies）的政策，以及其生活處境之探討，尤為

深入。人口統計學家蘇瑞福（Saw, Swee-Hock）精闢的《新加坡人口研究》，以詳盡的數據、合理的分析

勾勒出自 1819 年開埠以來新加坡的人口成長、人口結構變遷，以及分析了各族移民的今昔狀況，提供了

族群和方言（群）的構成、性別構成、年齡結構、宗教構成、文化水平模式、公民身分類型等變遷之人

口統計學觀點，為理解新加坡社會史開創了一種跨學科的新視野。26 
    西方學者白晉（Jean DeBernardi）則是處理了檳城華社民間宗教與文化身分認同的課題，她指出在

                                                      
15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79-101. 
16 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17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18 紀寶坤、崔貴強、莊國土主編，《族譜與海外華人移民硏究》，新加坡：新加坡華裔館、廈門：廈門大學東南亞硏究中心

共同出版，2002。 
19 古鴻廷、莊國土，《當代華商經貿網絡：台商曁東南亞華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5。 
20 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 
21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22 王賡武曾根基於不同的歷史階段，提出從十八世紀以來的兩個世紀間，華人移民的四種類型：華商型（The Trader Pattern）、
華工型（The Coolie Pattern）、華僑型（The Sojourner Pattern）、華裔或再移民型（The Descent or Re-migrant Pattern）。其中，

華商型是指早在十八世紀的主流移民類型，直到 1850 年以前是唯一的移民類型；華工型一開始以美洲為主、後為東南亞，美

洲移民大約在十九世紀末結束，東南亞也在二十世紀二○年代結束；華僑型移民是 1900 年以後發展起來的，1911 年達到高

峰，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年代，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華人移民類型；華裔或再移民型則是晚近的移民類型，如香港、臺灣、中國

新移民，目前尚在發展中。（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23 顏清湟著、粟明鲜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市：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 
24 顏清湟，《海外華人史硏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25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26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中文版為著、薛學了、王

艷譯，《新加坡人口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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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多年英國殖民統治與戰後馬來西亞新的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檳城特有的福建人主導的華人集體

歷史記憶、宗教儀式成為一種具備現代性特徵的社會政治策略，以建立華人族群的歸屬認同感。27 
    另一方面，關注新加坡社會史、城市史的專書在 20 餘年來亦累積不少出版。最具代表性者有三：一

為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在新加坡進行福建人社區的田野調查後，看到了移民社會的三個特點：

（1）民族成分所含有的分割性和異質性，對於塑造新加坡華人親屬組織，有極大的影響；（2）長久以來，

移民多為壯年男性，即使在近世，也以男性居多；（3）華人移民多半來自中國的「低層社會」。從這些特

點中分析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28二為瓦倫（James Francis Warren）的新加坡人力車苦力（Rickshaw 
Coolie）研究，他從底層社會的考察中揭露了殖民地時期中國僑民的貧困處境，以及在日常生活街道上所

呈現的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與生活真實（reality of life）之斷裂。29三是道柏斯（Stephen Dobbs）的

著作，他從社會史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處理了新加坡河印度人、華人（福建、潮州）舢舨工人的日常生

活、工作情境、社會組織、空間地景，並關注新加坡治理計畫下所帶來的變遷。30江柏煒對於新加坡金門

人社群組織的考察中，提出「一種地緣移民、兩種階層身分」的分類概念，指出了自 1870 年代以來，以

商人階層為主的金門會館（前身為浯江孚濟廟及金門公司），以及以勞動階層為主的浯江公會（前身為金

浯江）及其下屬 34 間估俚間（coolie house）鄉團的運作與變遷，以及他們與原鄉之間的關聯。31在僑鄉

研究的領域中，江柏煒通過公共事務的參與及物質文明的再現，具體梳理了華僑及其僑匯資本對於金門

近代化的影響。32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之後，海外華人社會研究愈來愈蓬勃，而且有明顯的社會史之轉向，關心歸屬

感、身分認同，以及僑鄉與海外網絡再連結等課題。柯群英（Kuah, Khun Eng）以新加坡安溪移民為例，

討論了柯氏宗親在僑鄉如何尋根問祖、重建宗親村社、道德經濟、文化身分認同等現代跨國背景互動下

的碰撞、失落、衝突與文化權力關係。33她又與其他學者合編了一本論文集，提供澳洲、紐西蘭、南非、

日本、南韓、香港各地的海外華人社群對於僑鄉祖籍地的集體記憶、認同與歸屬感。34 
    正因如此，僑鄉研究不只是個地域研究的題材，也是一個跨境／跨國文化網絡研究的當代課題。1949
年之後迄今，一水之隔的金門與廈門歷經了特殊的歷史過程。前者從國共對峙、世界冷戰島嶼到國家公

園、海峽兩岸交流平台之一；後者則從對峙前線到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特別是晚近 30 年，兩地以不同

的方式重構跨境網絡，援引海外力量挹注地方發展。是故，本計畫擬以金門與廈門海滄為比較個案，分

析 1980 年代以來關於「再造僑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空間發展的計畫。首先，討論歷史上兩地跨

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再者，分析後冷戰時期兩地如何召喚僑鄉及海外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使之成為

一種新的社會資本；最後，進一步探究、比較兩者「再造僑鄉」作為一種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
如何成為地方發展策略及建構華人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的具體實踐。 
 
二、僑鄉的比較：金門與海滄 
   近代以來，閩南地區的跨境移民前往東南亞各埠、日本長崎及神戶等地謀生，並將民間文化帶到海外，

進而形成各種多元的發展模式及文化樣態。同時，幸運致富者匯款返鄉照顧家族、興建樓房，有時更積

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慈善、教育、實業發展等，可謂僑鄉社會近代化的關鍵力量。其中，位於九龍江

出海口的金門島及廈門海滄（海澄）為典型案例。前者集中僑居新加坡、雪蘭莪巴生及汶萊等地，後者

則是檳城五大姓的祖籍地。（圖 1）地緣上十分接近的兩者，1949 年以降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歷經了相

當不同的社會與空間變遷。本計畫將通過比較研究，分析兩者在重建僑鄉網絡之差異，以及對於地域發

                                                      
27  DeBernardi, Jean,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 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與羅伊菲譯，《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臺北市：正中書局，1985，頁 12-15。 
29 Warren, James Francis,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0 Dobbs, Stephen, The Singapore River: A Social History, 1819-200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 江柏煒，《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0。 
32 江柏煒，〈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社會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民俗曲藝》17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85-257。 
33 Kuah, Khun Eng,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Aldershor: Ashgate, 2000.  
34 Kuah-Pearce Kuhn Eng and Andrew P. Davidson edited, At hom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belonging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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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政經、社會文化與空間發展的影響。 

 
圖 1：金門與海滄位置圖（重製於 google map，2017/12/29） 

 
1.做為“僑鄉”的金門 

    a.1949 年以前的跨境流動 
    金門（Quemoy），舊稱浯洲、浯江、浯島、滄浯等，由金門島、烈嶼等島群所組成，位於臺灣海

峽西側、廈門灣外，14 世紀後半葉即為重要的海疆戰略要地。16 世紀初至 17 世紀初的百餘年間，閩

南沿海居民突破海禁，與東南亞、日本進行海上走私貿易，泉州安海港及漳州月港是當時兩個重要港

口。由於熟悉南中國海航路，出洋發展遂成風氣，東南亞各城市也形成規模不小的福建人社區。因為

地緣關係，金門人也順著季風，越過南中國海尋找發展的新天地。 
19 世紀初期東南亞殖民地經濟方興，1840 年清英鴉片戰爭、1842 年廈門開港之後，漳州、泉州、

興化（莆田）等地的青壯人口為謀更好的生活，紛紛透過廈門出洋。從 19 世紀後半到 1949 年之間，金

門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第一次大規模南渡於 1860 年代。35第二次集中於 1912 年至 1929 年間。36

第三次在 1937-45 年間的日本侵華期間。37第四次則是 1945-49 年間國內內戰之影響。38 
    從《顯影》39僑刊可發現，近代金門鄉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諸邦，如新加坡、馬來半島、北婆羅洲、

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地的主要港埠，部份則散居日本、香港等地。另根據 1971 年金門縣

華僑協會的調查統計，以僑居新加坡者，人數最多，約五萬人左右；印尼及馬來半島次之，前者約二萬

五千餘人，後者約二萬四千餘人；北婆羅洲及菲律賓則有五千餘人；僑居海外的金僑約有 11 萬餘人。 
出洋人數超過當時本地人口數，顯見金門是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an emigrant society）。其中，不乏

                                                      
35 耕地不足、連年荒災所造成的經濟問題是出洋的內部因素。此外，1860 年《北京條約》華工出洋合法化，以及英國萊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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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大批金門農村剩餘勞動

力相偕出洋謀生，就算「得歸者，百無一二；獲利者，千無二三」，仍然擋不住潮流。 
36 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本土，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吸引大批金門男性外出謀生。其中 1915 年至 1929 年間，短短 14 年內，

金門人口減少 41.45％（男性減少 43.35％、女性減少 39.06％）。（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續修，金門：編者自印，2009，
頁 43。） 
37 1937 年 10 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為止。青壯年不

願成為日軍的人伕，紛紛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本地俗稱「走日本手」。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

戰亂之故。 
38 國民政府一方面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一方面自南方省縣抽丁（徵兵）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南逃。1949
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

者 1954 年九三砲戰、1958 年八二三砲戰之際，新加坡、汶萊等地僑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出地主要以臺灣本島

為主。 
39 金門珠山薛氏華僑所辦，原為珠山小學校刊，後成為關注金門僑鄉及海外僑民的通訊。1928 年創刊、1937 年停刊。1946
復刊，1949 年結束，一共發行 21 卷、25 期。可進一步參考江柏煒，〈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
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七卷第一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 年 3 月，頁 15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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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同族陸續前往同一地點之例，如烈嶼（小金門）人往汶萊、古寧頭李氏多往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吧

生埠、珠山薛氏居菲律賓依里岸、安歧至泰國曼谷、水頭赴印尼峇里巴板等。雖然金僑多數是自由移民

的身份，但自由移民擬前往的海外國度，通常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移民地點的選擇多半取決於當

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後期的自由移民常需依靠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這種

移民的機制，學者一般稱為「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而這些出洋者在 1937 年以前多數是男性，

以 1966 年金門戶籍統計為例，邑僑在家鄉尚保有設籍關係者有 22,414 人，男性為 19,054 人，比例達

85.01％，僑居地則以新加坡的 11,433 人最多，印尼的 4,657 人居次。40因此，除了是向外移民的社會外，

還是一個性別結構、年齡層分布不均社會，男子往往到了 16 歲之後會循著父親兄長的腳步南渡謀生，僑

鄉人口多為老人、婦女及未成年的子女。 
    海外華僑對僑鄉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即是僑匯經濟的引入。廣義的僑匯是包括一切捐輸回國的義款、

賑款，以及接濟僑眷的家用匯款。但在早期多數依賴水客、民信局（俗稱批局）的匯款方式下，若要精

確統計僑匯數量，實為困難之事。民國建立之後，才有較多的記錄幫助我們了解昔日的僑匯模式。1949
年以前，福建的民信局主要集中在厦門、泉州和福州等地，而以厦門數量最多。廈門的民信局涵蓋範圍

包括厦門、金門、同安、晋江、南安等地。依據 1934 年郵政總局所調查的「國內掛號領照批信局一覽

表」，設在廈門思明路的「正大」、「瑞記」、「新泰」等 19 家民信局，在金門均設有分局或聯號；而金門

的「鎮記」信局，直接在新加坡就有代理商。41 
    除了日常生活的支出外，如有盈餘，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在鄉建業（興建住宅或購置田產）供

族人居住或自己將來落葉歸根時居住之現象，十分普遍。而 1920-30 年代是僑匯資金返鄉置產、建屋的

高峰，主要原因是當時發生世界經濟危機，為避免在僑居國受到破產衝擊，許多華人企業結束經營，再

加上當時白銀跌價、美元高漲，有利資金匯回國。因此在 1949 年以前，金門有超過 161 棟洋樓出現，分

布於 56 個傳統聚落或城鎮中（金門目前有 156 個傳統聚落及 4 個城鎮），其中後浦（金城城區）達 19
棟，水頭有 14 棟居次，沙美城區及浦邊各有 11 棟，佔金門洋樓總數超過七成。由此可見，當時“中西合

璧、華洋雜處”的洋樓有集中化的現象，在部分社區或宗族形成一種風氣，富有的僑商或本地商人競相追

逐，蔚為一種風潮。 
    此外，華僑及其海外鄉團挾其雄厚的資金，積極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扮演了一種商紳角色，包括

宗族事務的祠廟的翻修、教育事業的創辦（如金門在 1929 年有 25 所小學，俱受到華僑的捐助）等，以

及他們十分關注整個地緣共同體（金門）的公共議題，經常對金門的治安維持、交通建設、公共衛生與

醫療、地方政治發表意見，甚至籌募款項以具體落實。是故，華僑及其僑匯經濟是金門近代化發展的重

要推手。 
    b.從僑鄉到戰地的變遷：194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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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負責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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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49 年以後，金門民信局從 19 家減少為 5 家。42根據統計，在此之前，金門每年平均的僑匯金額

約在 3,000 萬元左右，1950 年因戰事影響僅剩 300 萬元，1953 年約 1500 萬，1956 年約 830 餘萬。43在

金門防衛司令部首任司令官胡璉將軍的回憶錄也提到，1950 年末至 1951 年初，「正是金門兵荒馬亂，

攻守難測的時候」，幾個老人上吊輕生，「初以為是軍紀有關，下令徹查，結果是僑匯未到，無以為

                                                      
40 〈金門華僑志〉，頁 99。 
41 民信局一般可分為經營一地業務的「專局」和經營許多地區的「雜局」兩種，並依業務分為頭盤、二盤、三盤等三種；直

接在海外收信、獨立經營的海外信局，稱為頭盤局；接受各地海外信局所託，辦理轉駁中國内地信件的海外代理局為二盤局；

受海外代理局委託，專營派送僑信的當地民信局為三盤局。以金門來說，僑民最多的新加坡設有頭盤局，透過香港中介，進

入廈門為二盤局，金門本地則是三盤局，而此一體系將東南亞華僑的款項匯回原鄉的家庭。 
42《金門縣志》，頁 1110。 
43 許如中，《新金門志》，1959，頁 48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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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乃厭世自殺。」44金門商會為此還曾舉行僑匯座談會，商議僑匯之溝通及解決僑信積壓問題。45 
 
表 1：1958-67 年華僑返金人數統計 

年份 
   
地點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total  

新加坡  14  17  25  31  43  59  85  104  73  129  580  

菲律賓  4  5  7  6  8  8  13  12  13  14  90  

馬來亞* 3  3  4  7  10  8  17  14  12  9  87  

印尼  4  6  34  31  14  4     3  1  4  101  

越南  2                 2  2     4  10  
泰國                 1     2  4  2  9  

北婆羅洲  2  7  10  11  19  21  45  34  27  22  198  

緬甸                    4  2  2  6  14  
香港              1                 1  

合計  29  38  80  86  95  101  166  173  132  190  1,090  

資料來源：李怡來，《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1，頁 197-198。 
*：1963 年脫離殖民地，成為馬來西亞聯邦；1965 年新加坡、汶萊獨立建國。 
 
    華僑的返鄉受到極大的限制。然而為了確立政權的正統性，並爭取海外華僑一致反共，1949-1951 年

間僑務委員會曾積極凝聚海外僑社的力量，鼓勵華僑捐獻，發動反共救國運動、組織華僑訪問團回國參

觀、鼓勵僑生回國升學、獎勵華僑投資等。這個階段的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果，如：1951 年底前各地捐

款達 34 萬餘美元，其中以菲律賓華僑最多；海外成立了 45 個反共團體；有 16 個團體回國參訪；142 名

僑生返國就學等；2 家工廠、資本額計 2 萬 3 千餘美金返國投資。46 
    不過，參訪戰地金門不是那麼容易。在戰爭初期嚴格的入出境管制下，組織勞軍團是海外華僑唯一

的、正式的返鄉管道。從當時金門軍方《正氣中華報》的報導得知，菲律賓華僑考察團是第一批訪問戰

地金門的團體，團長吳金聘帶領 30 位團員，在 1950 年 9 月 2 日由上午自臺北乘專機飛抵金門，除了慰

勞將士外，並與金門軍政各界首長及民眾代表見面，軍方特意舉行歡迎會。47然而，這次的參訪時間很

短，下午旋即飛往澎湖；且無法得知代表團成員是否為金門籍，行程也以軍政參訪為主，並無會見親人

的安排，政治意味濃厚。不過，也因為這次的突破，海外華僑開始可以藉由勞軍團踏上禁地的家鄉金門。 
    新加坡金門鄉團組團返鄉始於 1970 年代初期。1973 年 10 月，新加坡浯江公會開風氣之先，首度組

團返回金門探親。48此例一開，1975 年 9 月 27 日新加坡金門會館亦主辦「回金省親團」，關心僑眷及僑

鄉事務。之後，浯江公會幾乎每年組織金門省親團，鼓勵新加坡鄉僑回歸故里探訪親朋好友，亦參加臺

灣雙十節慶典，拜訪臺灣本島各地金門同鄉會，聯絡鄉誼。1982 年在金門並落成了一幢由新加坡浯江公

會號召募款、以「華僑之家」為名的招待所。可以這樣說，1973 年浯江公會返鄉的歷史之行，開啟戰爭

期間金門人海外僑社的返鄉潮流，重新建構了華僑網絡；並且為了促成華僑之家的順利進行，他們善用

海外僑社的身分，懂得向臺北層峰陳請、向金門軍方施壓的政治操作；綜括來說，華僑之家現代旅館的

出現，更積極的政治意義在於要求封閉的軍事前線朝向開放旅遊勝地的一種策略性運用。（圖 2、3）49 

                                                      
44 胡璉，《金門憶舊》，臺北：黎明公司，1976，頁 67。 
45 不著撰人，〈金門商會召開座談商討僑匯問題〉，《正氣中華報》，1951 年 4 月 11 日第四版。 
46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編者自印，1964，頁 585-586。 
47 記者，〈菲律賓華僑攷察團昨日專機蒞金慰勞〉，《正氣中華報》1950 年 9 月 3 日。 
48 新加坡浯江公會主席洪天送訪談，新加坡金門會館，2009 年 7 月 24 日。 
49 江柏煒，〈另一種新加坡河故事：以浯江公會為中心的考察〉，收錄於張瓊惠、梁一萍主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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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新加坡浯江公會訪金（1973 年） 圖 3：金門華僑之家籌建文宣（1977 年） 
 
    （c）後戰地時期的金門及僑鄉網絡重建 
    1980 年代後期隨著世界冷戰的落幕、臺灣民主化進程，金門及馬祖終於 1992 年 11 月 7 日解除戰地

政務之後，逐步非軍事化。1995 年成立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約佔全島的四分之一的面積。1997 年第一所

高等教育（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金門分部）在金門成立，2010 年進一步改制為金門大學。

2001 年，俗稱「小三通」的金門、廈門、泉州的定期航班開通，打破了 1949 年以來的斷絕。2002 年金門

縣政府頒布施行〈金門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組團進入金門地區旅行管理辦法〉，積極爭取中國大陸

觀光客，期能為後戰地的地方產業尋找出路。 
    在這樣的轉型過程，在海外的僑親，成為地方政府亟欲串連起來的一種“資源”。2003 年起，金門縣

政府先是編列預算，補助星馬、印尼等地會館的青年團（40 歲以下的金門裔青年 50）返鄉，參加由縣政

府安排的「尋根團」。這些活動一方面讓他們重新找到祖籍的村落，也安排回到宗祠祭祖，另一方面也通過

旅遊認識金門的人文風情與島嶼風光。這些返回東南亞各地的青年，用英文、華文書寫旅遊心得，在網

路上分享，成為行銷金門的重要媒介之一。再者，2004 年舉辦的「第一屆世界金門日」更是擴大舉辦。在

縣政府的號召之下，東南亞各地的金門會館組團返鄉，舉行團拜儀式、繞街遊行，也讓海外出生的第一

代、第二代得以重新認識祖籍地的文化。2006 年，「第二屆世界金門日」更是移師吉隆坡，由馬來西亞丹

斯里拿督斯里楊忠禮（Dato' Sri Yeoh Tiong Lay）博士獨資支持，除了慶典表演之外，更舉辦論壇，提供金

門未來發展之參考。 
    經過兩次的世界金門日活動之後，以馬來西亞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新加坡金門會館、印尼雅加達

金門互助會等人數較多、組織健全的會館為主，結合菲律賓金門同鄉會、新加坡浯江公會、新加坡文山

聯誼社、新加坡湖峰社、印尼泗水金門同鄉互助會、峇里巴板金門慈善互助基金會、越南胡志明金門會

館等中小型鄉團，儼然形成一個以金門地緣認同為中心的跨國華人網絡，無形中也為金門帶來新的社會

資本。 
    這些網絡的再連結，至少產生兩種現象：一為對於金門大學的捐資，一為僑領返鄉興建紀念館。（圖 
4、5）前者表現在具體的捐資及各學院、演講廳、講堂的冠名，包括（馬來西亞）楊忠禮理工學院、 （新

加坡）黃祖耀人文社會學院、（印尼）黃進益管理學院，以及楊肅斌演講廳、陳開蓉會議室、黃木榮講堂、李

皆得講堂、方文言講堂、方基錠講堂、呂慶安講堂等；後者是 2007 年楊忠禮在其父親出生的東堡村興建了

「楊氏明馨祖祠暨楊清廉紀念館」，2007 年落成，2011 年第二次整修，充實展示內容，成為三樓祖祠、二

樓引介楊忠禮機構（YTL）事業成就及家族事蹟展示館、一樓為紀念楊忠禮父親楊清廉、母親黃金切的展

廳，以慎終追遠、敬祖尊親；2008 年新加坡太平船務公司（PIL）張允中返回沙美故里探親祭祖，獲頒金

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宗親會永久名譽理事長的聘書，並為坐落於沙美老街、紀念其父母親的「張文夏、黃玉

                                                      
新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5 月，頁 155-197。 
50 以新加坡金門會館及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為例，他們界定金門裔的方式除了父親為金門後裔之外，母系部分 也
採認，因此也可以擴大社群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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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紀念館」舉行揭牌儀式。2016 年新加坡物流界的龍頭之一，金順利私人有限公司（Kim Soon Lee Pte Ltd）
林再球返鄉於頂后垵興建「懷鄉樓」。 
    產業投資方面，金門縣政府也嘗試通過僑鄉網絡的再連結，成為吸引外資的一個媒介。2014 年馬來西

亞楊忠禮機構執行董事長丹斯里拿督楊忠禮偕李深靜（ＩＯＩ集團）、鍾廷森（金獅集團）、林偉才（頂級

手套集團）    、方天興（錦記鋼鐵）等 4 位丹斯里拿督及林國璋（義利有限公司） 、戴良業（新陽光集團）  
、李平福（興華中學）、方天福（錦記五金）等 4 位拿督，來到金門考察投資環境，並參觀金門大學，即

為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自 1992 年之後，歷任金門縣縣長或福建省政府主席，均在上任之後安排到東南亞

各地會館訪問，聯絡鄉誼；重要海外會館每年的會慶，縣政府也都會組團參加，保持密切的關係。縣政府

的公有報紙《金門日報》定期寄往海外會館，東南亞的金門裔長者，經常到會館閱讀報紙，藉此了解故鄉

的消息。另外，金門國家公園在水頭、瓊林、山后中堡等聚落，修復了數幢昔日華僑所建之宅第或洋樓，

並作為華僑華人歷史文化之展示       ，    提高了社會大眾對移民歷史的了解。這種僑鄉歷史記憶的現代表述、

跨境網絡的維繫及如何成為地方發展的策略，值得重視。 
 

  
圖 4（左）：「第一屆世界金門日」馬來西亞丹斯里楊忠禮博士捐資興學（2004 年） 
圖 5（左）：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副部長何國忠一行參訪金門的楊清廉紀念館（2011 年） 
 
    b.做為“僑鄉”的廈門海滄 
    （a）1949 年以前的跨境流動及僑鄉的聯繫 
    廈門市海滄區位於廈門島西側。明代原屬漳州府龍溪縣，與新安、霞陽合稱「三都」。三都下設四保：

永昌保、集興上半保社和集興下半保澄瀛甲、崇隆保、新安保。明嘉靖 9 年（1530 年），巡撫都 御史胡

璉在海滄置安邊館，築土堡禦倭。嘉靖 45 年（1566 年）12 月朝廷批准從龍溪縣及漳浦縣劃出部分轄

地，置海澄縣，海滄鎮屬第三里第四都。到民國元年（1912 年），海滄鎮屬海滄縣第三都，1940 年劃歸海澄

縣第四區，下設滄江鎮、金鐘鄉、新霞鄉。1942 年 7 月海澄縣第四區改為海滄區，初由區轄鄉。1945 年

撤區，1946 年 5 月調整鄉鎮保甲建制，設海滄、金霞兩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地區於 1950 年實

行以區轄鄉，為海滄區，下設海滄、稛瑤、錦里、石塘、新安等五鄉。1958 年 4 月撤區併鄉為海滄鄉和

新安鄉。1958 年 10 月 15 日成立海滄人民公社，鄉改為生產大隊。1984 年後改為海滄鄉，1987 年改為

海滄鎮至今，當時屬集美區。1989 年 5 月 20 日，國務院批覆杏林為臺商投資區。1995 年 12 月 20 日海

滄、東孚兩鎮劃歸杏林區。2000 年 8 月海滄鎮及杏林鎮新安、霞陽、東孚鎮的祥露三個村歸海滄管委會

管轄。2003 年，廈門行政區劃調整，撤銷杏林區，成立海滄區。51目前（2017 年）下轄 4 個街道辦事處：海滄

街道、嵩嶼街道（2014 年 12 月，海滄街道辦事處分設爲海滄和嵩嶼兩個街道辦事處）、新陽街道、東孚

街道等行政單位。52 
以位於海滄新陽街道的新安 （又名新江、新垵）53為例，18 至 19 世紀本地移民大量移居東南亞各 

                                                      
51 李明歡，前揭書，頁 37。 
52 海滄區人民政府，Http://www.haicang.gov.cn/xx/zdxxgk/jbxxgk/hcgk/hcdsj/201510/t20151029_295026.htm, 查閱時間： 
2017 年 12 月 30 日。 
53 新陽於宋屬漳州府龍溪縣三都，明嘉靖 45 年（1566 年）劃屬海澄縣。清屬新垵保。1940 年爲第四區（後名海滄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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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中又以馬來亞的檳榔嶼為集中。據廈門大學劉朝暉對《新江邱曾氏族譜》的統計，從嘉靖 6 年（1527 
年）新安第一人移民南洋的汶萊始，到族譜有明文記載的清同治丁卯年（1867 年）止，在此期間的 340 年

內，族譜中有姓名記載的邱氏族人下南洋者共 2,226 人，移居的國家和地區達 32 個之多。其間，以乾隆、

嘉慶和道光朝（1736-1851 年）間出洋者最多，達 2,073 人，佔出洋人數的 93%強。這些人的主要移居地

為檳榔嶼、呂宋、馬六甲及三寶壠（Semarang），其中又以移居檳榔嶼者最多達 817 人，佔移居南洋人數

總和的 36.8%。54 
移居馬來亞檳榔嶼的邱氏族人在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經濟上得到較佳的發展。張少寬的研究顯

示，1800 年檳城廣福宮創建碑記為首者是邱來官，助緣的邱姓族人共達 20 名；5年後的另一塊福建公塚

碑記，載自邱太陽以下共有 20 名邱姓族人參與，參與人數居當時各姓氏之冠。這兩塊碑記合計邱姓族人 
40 餘人，其中 4 人為兩塊碑記所共有。55可見海滄新安邱氏族人已在檳榔嶼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新

江邱曾氏族譜》中記載華僑將大量的批款（信款）寄回，用以生活和建設家鄉。56其中，包括 1818 年匯

款「公銀百貳元」返鄉，提供做為新安正順宮重修費用。57 
在海外重建宗族，並加強與家鄉新安的聯繫，是邱氏異地重構家園的文化實踐。建於 1851 年，位於

檳榔嶼椰腳街龍山堂，體現了此一精神。根據 1851 年《龍山堂碑記》記載，建立龍山堂的初衷是供奉大

使爺、王孫爺 58，舉辦迎神賽會及辦理婚喪嫁娶諸事。取名龍山堂是因為「龍山堂邱氏祖，原處泉郡龍山

曾氏，譜載家乘，取以名堂，不忘本也。」另外 1906 年《重修龍山堂碑記》載：「吾鄉舊祀王孫大使，

今欲無改鄉風，堂中額沿正順宮，以妥英靈，左福德祠，妥福德正神，右詒穀堂，妥新江歷代祖考，蓋

詒穀堂即吾新江大宗題額，觀此者入觀於鄉，則祀典明矣。」也就是說，龍山堂是正順宮、詒穀堂、福德祠

之總和。龍山堂邱公司的祠廟，移植了原鄉的閩南建築風格，但富麗堂皇、施工細膩、用料講究，更勝一籌，

是海外邱氏經商富裕的物質象徵。 
而管理組織稱為：「龍山堂邱公司」（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負責日常的宗族內部祭祀開支、 

族產管理以及主持婚喪嫁娶、添丁入譜等事務性的工作，兼具經濟和社會管理的功能。同時，19 世紀起，

邱公司在檳城大量購置土地，擁有可觀的房產，所有房租與土地發展的收入可用於維持公司的運作，包

括祭祖、祠廟維修、照顧族人及開辦教育等。在這裡所稱的「公司」，並非當代營利為目的之商業組織，

而是源自閩粵傳統社會公共產業及其管理單位的名稱，今天閩南語仍保留 kongsi 一詞，作為宗族財產公

有之代稱。1906 年龍山堂邱公司在祖祠內開辦「邱氏兩等小學堂」，邱氏子弟可免費接受教育。1914 年

                                                      
霞鄉鳌冠、霞北、霞南、霞西、東社、海墘、巷内、上丘 8 保。1945 年撤區，爲海澄縣新霞鄉。1946 年 5 月金鍾鄉、新 
霞鄉合併爲金霞鄉，金霞鄉領貞庵、嵩嶼、石倉、溫厝、漸美、鍾山、東嶼、石塘、上丘、東社、巷内、霞東、霞南、鳌

冠 14 保。1950 年代爲海澄縣第四區的霞陽鄉、新垵鄉。1955 年 10 月海澄縣第四區改名海滄區。1956 年 7 月霞陽鄉併入

新垵鄉。1957 年新垵鄉析出霞陽鄉。1958 年 4 月撤海滄區，霞陽鄉又併入新垵鄉；同年 8 月新垵鄉劃屬郊區海滄公社，

爲霞陽大隊、新垵大隊。1961 年改屬杏林公社。1978 年 9 月杏林區成立，轄之。1984 年改杏林鄉（1991 年 12 月改鎮）

霞陽、新垵村委會。1996 年 1 月，集美區海滄鎮、東孚鎮劃歸杏林區。2000 年東孚鎮祥露村劃屬海滄鎮。2002 年杏林鎮

霞陽、新垵村改屬海滄鎮。2003 年 8 月杏林區改海滄區，轄之。2006 年 1 月海滄鎮析祥露社區、霞陽社區和新垵村委會置

新陽街道。2007 年 3 月成立興旺社區。（海滄區人民政府，http://www.haicang.gov.cn/wiki/index.php?doc-view-103，查閱時

間：2017 年 12 月 30 日。）新垵村南朝蔡尖尾山，北負海灣塭田，東鄰許厝村，西接邱氏村落的惠佐村。村子依宗族關係

自然成長六百年，形成數個角頭的聚落。在這宗族村落各角頭，分佈了十三間大小宗的祠堂，代表邱氏的十三個房派，全

村有兩間主要的寺廟，即正順宮和福靈宮，前者主祀王孫爺和大使爺，後者供奉保生大帝。（馬來西亞檳城龍山堂邱公司，

Http://www.khookongsi.com.my/history-ch/sin-kang-sin-aun-village-china-ch/，查閱時間：2017 年 12 月 30 日。） 
54 李明歡，前揭書，頁 47。 
55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16。 
56 李明歡，前揭書，頁 52。 
57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新安人重修本地正順宮，得到來自「大使爺檳榔嶼公銀百貳元。（《重修正順宮碑記》1818 
年）。 
58 據傳大使爺為晉代謝安之侄、名將謝玄，在淝水之戰運籌帷幄，擊退強敵。邱氏後人感佩之，奉之為神。新安正順宮明

代末年以來就主祀大使爺與王孫爺（謝安），視為邱氏的守護神。族人下南洋時也帶到檳榔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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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海墘新路 89、91、93、95 四間店屋闢為課室，並更名為「新江學校」」。這些例證具體說明了龍山堂

以移植家鄉的廟宇及宗祠、開辦學堂作為海外邱氏共同體凝聚的作用。 
事實上，1860 年代之後的檳華社會形成了福建幫與廣東幫（及其他方言群）兩大方言幫群的構造。

其代表性的會館，前者為福建公司與福建公塚，後者為廣東暨汀州會館、潮州會館、瓊州會館等。當然，

檳華社會亦有跨幫群的組織，包括 1800 年廣福宮（觀音亭）、1886 年的平章會館（由閩粵兩幫各派 7 人

擔任董事）。然福建幫的主要組成，主要是五大姓於 1840 至 1860 年代所組成的公司，包括新江龍山堂

邱公司（新江邱氏）、石塘謝氏福侯公公司（石塘謝氏）、霞陽植德塘楊公司（霞陽楊氏）、九龍堂林公司（錦

里林氏）以及穎川堂陳公司。除陳氏之外，都是來自海滄三都的移民。五大姓以本頭公巷的大伯公為精

神中心，解決宗族之間的矛盾，以求社區的和睦與穩定。。（圖 6、7）59 
1852 年謝、邱、楊三家公司成立「三都聯絡局」照顧故鄉事務」。總局設立在檳城，海滄為分局，分

局會址在滄江小學。據 1936 年所立的《檳榔嶼三都聯絡局章程》記載，檳榔嶼三都聯絡局設在本頭公巷

街門牌 57 號，其宗旨：（甲）聯絡都眾感情 ；（乙）增進都眾幸福；（丙）鼓勵都眾生產 ；（丁）注重勸學崇

化；（戊）為人排難解紛。三都聯絡局最重要的財政一職，由邱、謝、楊三姓公司輪流選派人員擔任。60三

都聯絡局成為檳榔嶼閩南移民與家鄉的聯繫之機構，這種制度性的安排，十分罕見。 
 

  

圖 6：檳城廣福宮 圖 7：檳城龍山堂邱公司 

                                                      
59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吉隆坡：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頁 19。 
60 另外，三姓的公司在 1881 年共組三魁堂，將購置房屋出租的租金，寄回唐山家鄉，資助組織地方性質的護村隊，保護 
家鄉。三魁堂至今仍然存在，由每個公司輪流管理三年。（李明歡，前揭書，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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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49 年至 1978 年間僑鄉的政治動盪 
1941 年底，日軍發動的太平洋戰爭佔領了東南亞各地，三都聯絡局總局與分局之間的聯絡中斷。

1945 年之後，一度恢復聯繫，且海滄三都聯絡局主要由新安邱氏負責。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原鄉與海外華人的聯繫停止。在 1950 年代初期的「土改運動」中，三都聯絡局海滄分局的所屬房產、

魚池、果林全部被徵收。到了 1957 年，根據國務院僑務政策有關規定，當地人民政府將房產退還海滄 
三都聯絡局，三都聯絡局則將房產委託廈門市房管部門和海滄公社代管，所收房租用於公益事業。但 1966 
年起的文化大革命，三都聯絡局完全停止活動。61文革期間，華僑及其僑眷的權益受到相當大的損害，

過去百多年來海外僑社與僑鄉密切的網絡畫下句點。 
其實，文革之前海外與僑鄉之間仍存在一些聯繫，不過隨之而來的政治動盪則完全中止了彼此的 

聯繫。1952 年新安人打算重修詒穀堂，希望得到檳城方面的支持。於是地方上將詒穀堂的破漏部分拍成

照片，函致檳城龍山堂邱公司，請其將邱永在公（即遷榮公）公款題會為修祠之用。因為種種原因，檳城的

匯款直到 4 年後才寄抵新安。詒穀堂經過一年的整修，於 1957 年完工。這段期間，新安與檳城龍山堂的

聯繫主要是通過宗族組織詒穀堂爭取海外贈款，用於興修水利、辦僑校、點路燈、修路、組織薌劇劇班、

建涼亭、建籃球場和排球場等。其時利用僑資修好的水庫在新安有 5 座：新僑水庫、水壩水庫、石井內

水庫、柯坑水庫、山東低水庫。1966 年文化大革命後，宗族活動不僅全部取消，而且還開始「四清運動」

和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動。在劉朝暉的調查中發現，1966 年檳城龍山堂一位家長派了一個人返鄉省親，此

人親眼看到這位家長的祖墳在“破四舊”運動中被搗毀，看到很多華僑家庭被“革命”，詒穀堂族長邱美斯

甚至被抓起來戴高帽遊行示眾。令此華僑更加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作為邱姓象徵的詒穀堂董事會居然也

被進行“革命改造”：除了邱姓人員以外，還有王姓、柯姓、蔡姓等外姓人加入董事會的管理。當這位華

僑將其親眼目睹的一切告訴給檳城龍山堂的族親後，檳城龍山堂董事們極為震驚，由此斷絕了與新安的

一切來往。62而新安的正順宮在文革時被破壞拆除，直到 1997 年才由檳城龍山堂邱公司撥款馬幣二百

五十萬重建。63 

（c）改革開放後，僑鄉網絡的重建 
1984 年 5 月新安松房家長邱有利到香港與當時的檳城龍山堂邱公司主席邱吉種  、財政邱鼎才等會 

面，說服海外能夠恢復匯款，支持家鄉發展。他們回到馬來西亞，跟其他董事討論之後，決定恢復僑匯，

每月匯人民幣 500 元至新安詒穀堂。到了 1990 年代，增加到每月 1,000 人民幣價值的馬幣，此後一直

延續到現在。這些錢主要用於修理村里的路燈設備和宗祠的修繕，以及支付村里公共衛生、幼兒園、小

學、春秋二祭、鄉村文化、三年一次的「王幫節」（王爺信仰的廟會）等費用，還有每年的農曆 3 月 15 日

到青礁東宮進香，以及正順宮日常的水電費和看管人員的工資等等。64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檳城龍山堂正順宮是 1851 年自家鄉新安正順宮分香而來的，成為整合邱氏族

人社會關係的象徵，建築形制上也多所參考；但新安的正順宮卻因文革時期的破壞被夷為平地。隨著改

革開放政策，海滄善用了僑鄉網絡以建設家鄉。1995 年，新安詒穀堂董事會為重建正順宮，諸董事自籌

經費，組團飛抵檳榔嶼，就重修正順宮一事與龍山堂邱公司磋商。最後決定由龍山堂邱公司出資 250 萬

元馬幣，供作建堂專款。1997 年農曆 6 月 24 日破土動工重建，1998 年夏天竣工。馬來西亞龍山堂邱

公司組團回鄉，參加落成慶典。新落成的正順宮占地面積 9,000 平方公尺，仍襲舊制，採用三進式的殿

堂形制，殿堂內箔金描彩、碧麗輝煌，左右兩側並有鐘鼓樓及入口門樓。正順宮旁另建詒穀堂招待樓一

幢，樓高五層，一樓設客廳、會議室、辦公室等，二樓以上為客房，做為接待之用。從 1850 年代的從中

國到南洋的分香與移植，到 1990 年代中期以後自南洋將建築形制及資金再度帶回僑鄉，這種複雜的歷

史互動是一種多重的、迂迴的鏡像關係，具體再現了中國政治的變遷、僑鄉網絡的斷裂及重建之動態過

程。（。圖 8、9） 

                                                      
61 李明歡，前揭書，頁 71。 
62 李明歡，前揭書，頁 74。 
63 馬來西亞檳城龍山堂邱公司，Http://www.khookongsi.com.my/history-ch/sin-kang-sin-aun-village-china-ch/，查閱時間： 
2017 年 12 月 31 日。 
64 李明歡，前揭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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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招商引資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目標之一，尤其是作為經濟特區的廈門市。65對於海 
滄來說，昔日的僑鄉網絡成為一種地方發展的機會，「詒龍花園」項目的投資便是一例。1993 年海滄臺

商投資區管理委員會向新安村徵用了近 4,000 畝的土地，作為興建工業區之用，另外為村子預留約 5 萬

平方公尺的用地，按規劃其中 3 萬平方公尺為企業用地（村辦企業建設） 、2 萬平方公尺為事業用地（學

校等事業性建設用地），不過一直沒有具體的投資。2000 年管委員計畫在正順宮前方建造一條新街道，

取名正順路，集公園、車站、商場為一體。由於自身經濟實力不足，村部動員詒穀堂董事會出面聯絡檳

城龍山堂共同開發，制定了以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主的 「詒龍花園」，規劃投資金額 1000 萬元人民幣。這個

名稱的由來甚至是兩地各取一字。然而經過一年多的人來互訪、傳真書信往來，最終因為各種溝通不良、

互信不足、開發方式的歧見、利益分配及中國大陸政策等因素而使本計畫喊停。66 
 

近年來，海滄區僑聯致力於重構僑鄉網絡，並修正了原來趨利導向的連結方式，改以鄉情、文

化做為基調，並成立海滄僑聯僑史研究會，不定期舉辦會議，推動僑鄉研究及地方歷史的探詢。當

然，與檳城方面也組團互訪，加強聯繫，以修補前一階段因為投資流失利的嫌隙。 
 

  
圖 8：海滄龍山堂 圖 9：海滄三都聯絡局舊址（現華僑聯誼會） 

 
c.做為比較案例的金門與海滄作為共同的閩南文化圈及僑鄉時代背景，金門與海滄在歷史變遷卻有

相當程度的差異。表 2 初步彙整了兩地僑鄉網絡之異同。表 3 則是 1980 年代以來金門與海滄華僑

華人返鄉活動。 
 

                                                      
65 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同意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 年 5 
月， 進一步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這四個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1984 年 2 月廈門特區範圍擴大到全島（初期僅

限於湖 里區），面積 13.1 平方公里，並逐步實行自由港政策。隨後，中國國務院相繼批准設立海滄、杏林、集美三個臺商

投資區，採行經濟特區的相關政策。1992 年又批准設立象嶼保稅區。期間，中國國務院還賦予廈門市相當於省一級經濟管

理權。1994 年 3 月中國人大授予廈門特區地方立法權。（江柏煒，〈後戰地城市治理的比較：金門與廈門的生態保育及歷

史保存案例〉，收錄於江柏煒主編《2013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冊》，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3 年 12 月，頁 
187-212。） 
66 此一過程詳見李明歡，前揭書，頁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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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金門與廈門海滄僑鄉網絡之比較 
 

 金門 廈門海滄 
出洋地  遍及東南亞各埠，主要集中於新加

坡、馬來亞雪蘭莪巴生

（Klang,Selangor）、汶萊等地。 

遍及東南亞各埠，主要集中於檳榔

嶼。 

會館鄉團 以地緣認同及階層區分為主，包括

新加坡金門會館（商人階層）、浯江

公會及其他 34 間估俚間 67（苦力階

層），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等。 

以血緣、地緣認同為主，如檳城的邱、

謝、楊、林、陳五大姓公司

（Kongsi）及三都聯絡局（邱、謝、 
楊為主，總局在檳城、分局在海

滄）。     

1949 年以前對僑鄉影響 1. 贍養家眷、興修祠廟、創辦學校、

造橋鋪路、實業發展等。 
2. 1922 年底成立金門輪船公司，做

為金門往來廈門之運輸，照顧鄉

僑。 
3. 關注地方政治，如今門獨立設

縣、治安、抽丁（徵兵）等問

題。 
4. 數份僑刊創辦，最著名、完整者

為《顯影》。 

1. 贍養家眷、興修祠廟、創辦學

校、造橋鋪路、實業發展、興

建水庫、籌組薌劇戲班等。特

別是正順宮重修的匯款。 
2. 1852 年成立三都聯絡局，凝聚檳

榔嶼三都人，且照顧海滄親族。 
 

1949-1980 年代僑鄉網絡 1. 軍事前線、戰地管制。 
2. 返鄉勞軍。1973 年新加坡浯江

公會組團返鄉，1982 年建「華

僑之家」。 
3. 華僑華人匯款修建祠廟及戰爭受

損的民宅。 

1. 中共建政、文化大革命（1966-
1976 年）。 

2. 華僑與僑眷家庭權益受損。邱

姓詒穀堂在文革時期加入外

姓；三都聯絡局停止運作。 
3. 正順宮被拆。 

1980 年代以降 1. 世界金門日、青年團返鄉尋根等

活動的舉辦，重新聯繫鄉誼與

建構文化認同。 
2. 縣政府不定期拜會東南亞各地會

館，“宣慰僑胞”。 
3. 海外捐資挹注金門大學。 

1. 正順宮重建，修復家鄉的宗族與

社區文化。 
2. 招商引資，共同開發海滄。 
3. 僑聯組團訪問檳城，並邀請鄉僑

返鄉。 
4. 海滄僑聯僑史研究會，不定期

舉辦會議，推動僑鄉研究及地

方歷史的探詢。 

 
表 3：金門與廈門海滄華僑華人返鄉活動紀事（1980 年代至今） 

序號 時間 金門 廈門海滄 

 1 1983 汶萊僑領林德甫捐烈嶼三李將軍廟新臺幣

15 萬 5 千元。 
 

2 1984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下田真武廟新臺 10 萬

元。 
檳城龍山堂邱公司恢復匯款，每月約 500 元人民

幣的款項重新寄回新安詒穀堂。1990 年代增加到

約 1,000 元人民幣。 
3 1986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西方佛祖廟新臺幣 30 

萬元。 
 

4 1987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湖井頭顯靈宮新臺幣

40 萬元、西湖古廟新臺幣 20 萬元。 
 

5 1988 僑領林德甫捐后井劉府王爺公廟新臺幣 10 
萬元。 

 

6 1990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西方玄天上帝廟新臺

10 萬元。 
 

                                                      
67 結合血緣、地緣與業緣的苦力間（Cooli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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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金門 廈門海滄 

7 1991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六姓宗祠新臺幣 10 萬

元。 
 

8 1991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西吳田帥廟新臺幣 10
萬元。 

 

9 1992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中墩真武廟新臺幣 15
萬元。 

 

10 1992 菲律賓僑領林克山擔任金門後浦林氏家

廟名譽主席，並捐新臺幣 250 萬元，祖厝

廳柱新臺幣 15 萬元及天后宮牌坊新臺幣

100 萬元，合計新 
臺幣 365 萬元。 

 

11 1994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三代公宮、厲王爺宮

各汶萊幣 9,000 元。 
 

12 1994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下林林氏宗祠新臺幣

20 萬元。 
 

13 1994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東坑清水祖師廟 10 萬
元。 

 

14 1997 僑領林德甫捐雙口拱福宮新臺幣 60 萬
元、林氏家廟 50 萬元。 

新安正順宮於 1997 年農曆 6 月 24 日破土動工重

建，1998 年夏天竣工。馬來西亞龍山堂邱公司組

團回鄉，參加落成慶典。 
15 1997 新加坡華僑李增紅回饋鄉里，捐贈新臺幣

千萬興建「增賢書室」，並添購圖書、鋼

琴及運動休閒器材，供家鄉子弟求知上進

場所。 

 

16 2002.10.20 第五十屆的華僑節金僑返鄉參與盛會，包

括新加坡金門會館、馬來西亞巴生金門會

館、菲律賓金門同鄉會、印尼峇里巴板金

門慈善互助基金會等僑親。 

 

17 2003.12.1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金門籍華僑

青年開六天的尋根之旅交流活動。 
 

18 2004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保生大帝廟新臺幣 200
萬元。 

 

19 2004.05  檳城植德堂楊公司楊清水主席率宗親代表團回霞

陽祭祖。 
20 2004.10.12  馬來西亞檳城石塘謝公司謝仁忠主席一行將祖傳

清代祭祝器皿全套送回國贈予華僑博院珍藏。 
21 2004.12.31 大馬楊忠禮返鄉參加世界金門日。  

22 2005 僑領林德甫捐烈嶼闗帝廟新臺幣 30 萬
元。 

 

23 2005.05  新加坡國家博物院院長柯宗元先生受其姑母李光

耀夫人柯玉珠女士所托帶領新加坡歷史博物館館

長林孝勝先生一行到後柯尋根謁祖。 
24 2005.6 新加坡華僑李增紅於家鄉建立增賢書室

後，今年起頒發獎助學金，鼓勵古寧頭

子弟上進。 

 

25 2005.9.14-
23 

 海滄區政府成立後，首次派出僑聯代表團出訪東

南亞、香港，參加檳城三都聯絡局 105 周年慶典。 
26 2005.12.16 馬來西亞金門裔子弟返鄉尋根團，展開五

天的尋根之旅。 
 

27 2006.06  馬來西亞龍山堂邱公司主席丹斯里拿督邱繼國先

生一行訪問海滄。 
28 2006.06  馬來西亞檳城九龍堂、勉述堂主席拿督林榮順率

林氏宗親訪問海滄。 
29 2006.12  赴檳城加龍山堂公司重建 100 年慶典。 

30 2006.12.12 馬來西亞、新加坡的金門籍華僑青年一  



29 

 

序號 時間 金門 廈門海滄 

行，共 332 位前往金門進行三天參訪行

程。 
31 2007.01  美國加州劉雲平議員回鄉，還其外祖心願，到新垵

祭祖。 
32 2007.04  區僑聯邀請馬來西亞福商工會主席章督林俊棱、菲律

賓菲華總商會常務理事陳天才、印尼棉蘭華商總會

副會長陳保安率代表團參加第二屬保生慈濟文

化節。 
33 2007.10.19 菲律賓金門同鄉會一行十人，由首任理

事長的林克山、李玉荷伉儷帶領返鄉祭

祖。 

 

34 2007.11.16 丹斯里拿督斯里楊忠禮、潘斯里拿汀斯

里陳開蓉偕同子孫循金廈小三通，參加

「楊忠禮園」及「楊氏明馨祖祠暨楊清

廉紀念館」落成啟用典禮。 

 

35 2007.12  祥露莊氏家廟「懷恩堂」重修告竣慶典，時任金門

縣議長莊良時一行出席慶典活動。 
36 2008.04  僑聯邀請新、馬、港、印尼、金門協僑等組織代表

團參加第三屬保生慈濟文化節。 
37 2008.08.04  檳城柯進山宗長一行回後柯尋根謁祖。 

38 2008.10.24 馬來西亞僑領楊忠禮返鄉祭祖。  

39 2008.11.13 新加坡太平船務公司（PIL）張允中返回沙

美故里探親祭祖，並獲頒金門縣金沙鎮沙

美張氏宗親會永久名譽理事長的聘書，並

為坐落於沙美老街的「張文夏、黃玉燕紀

念館」舉行揭牌儀式。 

 

40 2009.04  僑聯邀請新、馬、菲、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港、澳、

台宗親團體組織參加第四屬保生慈濟文化節。 
41 2009.9.23 馬來西亞僑領楊忠禮夫婦帶著長女、次子

及孫子等 13 人返鄉祭祖。 
 

42 2009.12.20  海內外宗親團體代表 500 多人參加閩南柯氏一經

堂族譜修成發行慶典大會。 
43 2010.10  赴金門參加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 13 屆第三次會員

代表暨 2010 年全球華人李氏懇親大會。 
44 2010.11 2010 年，金門技術學院改制為金門大

學，楊忠禮返回祝賀，並捐贈 100 萬美

金。 

 

45 2010.11 新加坡大華銀行黃祖耀主席捐助新加坡幣

一百萬給國立金門大學，以鼓勵故鄉的高

等教育邁向卓越發展。 

 

46 2010.12.22  海內外宗親團體代表 800 多人參加閩南柯氏一經堂

海內外柯氏宗親聯誼大會。 
47 2010.12.23  謝福坤董事長出席檳城石塘世德堂公司成立 200

周年慶典。 
48 2011.9.22 新加坡船王張允中主席捐贈金門大學新臺

幣一仟萬元。 
 

49 2012.3.25 新加坡大華銀行集團（UOB）暨新加坡

金門會館主席黃祖耀博士偕同家人自廈

門「小三通」返鄉探親，暌違金門故鄉

75 年。 

 

50 2012.4.1 馬來西亞砂拉越金門會館青年團返鄉尋根

之旅。 
 

51 2012.04  僑聯邀請新、馬、菲、印尼、緬甸等國家及港、澳、

台宗親團體參加五屆保生慈濟文化節，並參加僑

聯開展的「同心同根、鄉情鄉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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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金門 廈門海滄 

52 2012.04  檳城胡氏敦睦堂胡明添副主席一行訪海滄東享胡

氏敦睦堂華僑聯誼會。 

53 2012.5 金門大學舉行閩南文化高峰論壇，探討華

商成功之道、海外金門會館經營及海外閩

南發揚等議題，有印尼、馬來西亞、新加

坡及日本僑領與僑胞參加，會中巴生雪蘭

莪金門會館署理主席李錫循在金大宣布

將集資 100 萬元馬幣成立「教育基金會」，

新加坡浯江公會主席李志遠、新加坡金門

會館主任方耀明，也各捐贈金大新臺幣

100 萬元。 

 

54 2012.8.21 華僑呂德成、呂亞海昆仲帶著子孫回鄉

尋根謁祖。 
 

55 2012.12  三都華僑聯誼會應馬來西亞吉蘭丹中華總商會 
邀請組織代表團前往參加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年

文化經貿交流會。 
56 2012.12.15 新加坡金門會館前副主席暨文山聯誼社

榮譽社長方水金及其子女方得屾等 4 人，

拜會金門大學，表達願意提供物流事業部

門供學生實習。 

 

57 2012.12.18 36 位馬來西亞金門華僑青年 18 日下午搭

機抵金門，展開 6 天 5 夜尋根活動。 
 

58 2013.3.25 烈嶼鄉旅居新加坡的僑領方水金帶領家

人返鄉謁祖。 
 

59 2013.6.28 金門僑鄉與海外華人研究學術研討會邀

請新加坡僑領蔡其生主席、許國振先生、

楊素美小姐、日本華僑王柏群、林正茂等

人共同參與討論。 

 

60 2013.08  馬來西亞馬六甲市議員、著名僑領顏永成後裔顏

泳和先生一行訪海滄尋根謁祖。 
61 2013.6.25 楊忠禮博士參加「兩岸僑界懇親節－閩

南僑鄉文化交流活動」。 
 

62 2013.10  香港弘農楊氏宗親聯合會、楊氏宗親會、楊衡雲

紀念協會蒞臨霞陽楊氏宗祠祭祖。 
63 2013.11  赴泰國參加泰國李氏宗親總會成立 50 周年慶典

等活動。 
64 2013.12.02  世界柯蔡總會副理事長蔡珠仁、秘書長蔡智信總

幹事何進益等人參訪後柯一經堂。 
65 2013.12.9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金門籍華僑青

年開 5 天的尋根之旅交流活動。 
 

66 2013.12.22  舉行閩南柯氏一經堂落成慶典活動，新加坡、檳 
城和臺灣高雄市屏東縣、台中市、臺北市、嘉義

市、金門縣等柯氏宗親團體代表出席聯誼慶典活

動。 
67 2014.01  檳城邱公司主席邱吉壽一行回祖地新垵祭祖。 

68 2014.4.7 馬來西亞楊忠禮機構執行董事長丹斯里

拿督楊忠禮偕李深靜（ＩＯＩ集團）、鍾

廷森（金獅集團）、林偉才（頂級手套集

團）、方天興（錦記鋼鐵）等 4 位丹斯里

拿督及林國璋（義利有限公司）、戴良業

（新陽光集團）李平福（興華中學）、方

天福（錦記五金）等 4 位拿督，參觀金門

大學。 

 

69 2014.10.11 2014 年第五屆世界金門日邀請海內外鄉

親僑領返鄉參與盛會，配合金門建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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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金門 廈門海滄 

百週年慶祝活動。 

70 2015.3.18 楊忠禮參與昇恆昌金湖飯店開幕儀式，並

在金門大學校長陪同下訪問「楊氏明馨祖

祠暨楊清廉紀念館」。 

 

71 2015.12.10 新加坡金門僑領方水金關懷故鄉，多次捐

款在金大設置獎學金，再捐贈新臺幣 200 
萬元，做為校務發展之用，校方特設「方

基錠講堂」，感謝他對提升教學環境的貢

獻。 

 

72 2016.06.04  邀請兩區的僑青會委員、政協僑聯界別和港澳臺 
僑委的委員等參加了「看自貿區·論創新創業」的

活動。 
73 2016.06.28  「同心同根鄉情鄉約」──海滄僑鄉調研暨兩岸青

年夏令營舉辦開營儀式。來自廈門大學、臺灣師範

大學的 40 余位博碩本科學生將在海滄開展持續

一周的僑鄉調研。 
74 2016.07.06  新加坡學者柯木林來訪海滄。海滄區政協副席樂

智強、區僑聯主席楊建良接待並與之就海滄僑史

研究、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加強海滄與新

加坡華僑華人交流與合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

流。 
75 2016.08.03  馬拉西亞肖蛇總會一行三十餘人在馬來西亞肖 

蛇總會會長兼訪問團總團長顏進明博士的帶領下

來訪海滄，先後參觀了廈門市資訊化館、海滄區展

覽館。 
76 2016.08  致公黨海滄總支、海滄區僑青會一行二十餘人聯

合出訪菲律賓。 
77 2016.08.27  海滄區僑聯召開區僑聯三屆五次全委（擴大）會

暨區僑青會第二次會長會議。 
78 2016.11.27  馬來西亞、臺灣等地眾多賓客前來參加海滄區鐘

山社區水美宮「送王船」民間信仰習俗活動。海滄

區僑聯副秘書長鐘鑫華接待馬來西亞馬六甲永全

殿代表團、馬來西亞砂勞越蔡氏公會一行。 
79 2016.12.16-

22 
 應緬甸仰光新江邱氏詒穀堂的邀請，海滄新垵詒 

穀堂理事成員一行 20 人在理事長邱錦容的帶領 
下赴緬甸仰光參加成立百周年慶典。 

80 2016.12 新加坡物流界的龍頭之一，金順利私人

有限公司（Kim Soon Lee Pte Ltd）林再球

返鄉於頂后垵興建「懷鄉樓」。 

 

81 2017.2  馬來西亞謝氏華裔回鄉尋根。 

82 2017.04.09-
14 

 緬甸仰光詒穀堂，馬來西亞宗親邱國民一行訪海滄

謁祖。 
83 2017.07.11  著名華人醫生柯全壽家族後代，現居荷蘭的華裔 

柯崇麟夫婦在思明區僑聯的協助下來到海滄東嶼

村尋根。海滄區僑聯主席楊建良、海滄僑史研究會

副主任廖藝聰等參與了該活動。 
84 2017.10.29  青礁慈濟祖宮被授予「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

地」。 
85 2017.11.12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宜居城市中心執行總監邱鼎財

回海滄探親謁祖。 
86 2017.11.19  馬來西亞馬六甲顏泳和帶領馬六甲勇全殿一行來

訪海滄。 
87   菲律賓漳廈（龍同海）聯鄉總會副理事長雷林章 

一行來訪海滄僑聯，海滄僑聯主席楊建良接待，

並深入探討加強該會與海滄的聯絡聯誼工作，力



32 

 

序號 時間 金門 廈門海滄 

求挖掘出更多的海澄三都人在菲律賓創業的足

跡。 
88 2017.12.15  馬來西亞檳城帝君胡公司一行 26 人，在席胡俊傑

的帶領下，回到廈門海滄區鼎美村探親謁祖。 
89 2017.12.4 東南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汶萊及馬來西

亞等五個國家八個區域的  54 位華僑青

年，返回金門故里參訪。 

 

 

不完全調查，部分活動事件待補。 

註：1.2006 年第二屆世界金門日於馬來西亞舉行；2.2008 年第三屆世界金門日於廈門舉行；3.第四屆世界金門日活動原

訂於 2011 年舉辦，後併於金門建縣 100 年之 2015 年的第五屆世界金門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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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20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視察□訪問□
開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細明體26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再造僑鄉」中的跨境／跨國網
絡、記憶政治及地方策略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14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姓名/職稱：江柏煒/教授 

              （得以1人為代表，其餘人員請詳列於報告內） 

               派赴國家/城市：馬來西亞/巴生、新加坡 

               出國期間：1/9-3/1 

               報告提交日期：108.03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江柏煒/ 02-7734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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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字，採細明體12號字) 
 

 

本次考察的主要目的為探討歷史上金門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包括移

民歷史、海外組織會館、與故鄉互動模式等。本次考察主要在馬來西亞雪蘭

莪州巴生市的金門會館進行。雪蘭莪州巴生一帶是馬來西亞最多金門人聚集

之處，亦是馬來西亞最早有金門會館的地方。另外，也有一週的時間到新加

坡金門會館進行考察。本次考察過程包括收集會館文獻、訪談會館主要領導

以及掃描舊照片。通過在兩地金門會館的考察，了解了海外金門會館的歷史

發展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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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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12號字） 

      

     探討歷史上金門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包括移民歷史、海外組織會館、

與故鄉互動模式等。分析1949-1980年代，戰地時期下的金門僑鄉網絡的斷裂及

僑鄉社會的衝擊。進一步探究1980年代後期「再造僑鄉」作為一種記憶政治

（memory politics），如何成為地方發展策略，且建構華人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的具體實踐。通過多學科、實證研究，討論跨境／跨國華人移

民的歷史及其當代變遷，扣合移民研究的國際趨勢，做為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

一種嘗試路徑。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及新加坡華人社會構造的比較，以及他們在

歷史上、當代與僑鄉網絡關係的維繫方式之差異。通過「再造僑鄉」的剖析，

可做為僑務政策的參考基準，並呼應「新南向政策」，提供文化向度的政策參考；

同時，在永續、共榮的價值下，讓華僑華人的歷史文化、社會資本成為帶給地

方發展之正向力量。 

      

二、過程：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12號字） 

      

第一部分，進行文獻收集與分析。收集新加坡、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組織

資料，如會議記錄、會訊、紀念刊物等。另外，收集華文學校的校刊，以利了

解移民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此外，包含相關學術出版品的收集與閱讀，包括

地域社會文化、華僑華人家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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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進行口述訪談。通過與當地華人的口述訪談，以建立其家族史

或個人生命史，還原昔日金門於海外發展的事蹟、活動或產業，並注意不同世

代的生命經驗之差異。與會館領導人或成員之訪談，以了解會館社會功能與扮

演角色。 

 

第三部分，進行舊照片收集與記錄調查。收集金門會館的舊照片，作為歷

史場景之說明。以翻拍為原則，並請所有權人准許用於研究報告書中。另外，

會館、廟宇、華文學校、義山、聚落及民居建築等華人史蹟之調查，以攝影為

主，記錄其歷史及空間變遷、現況。影像紀錄時，盡可能以多視角方式拍照，

並涵蓋全景。 

      

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12號字） 

      

     在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的考察過程中，深入了解會館的發展及運作。會館

的圖書室中收藏了許多資料，除了會館本身的出版品之外，也包含各社團的特

刊、金門相關書籍、報刊及學術出版品。這些書籍多來自各單位或相關人士的

贈送，透過這些書籍，可了解會館與其他社團的交流互動及關係，尤其與金門

僑鄉關係密切。通過會館理事的訪談，了解到了會館的服務和職能，像會館在

協助處理白事時，使用的是金門傳統儀式，並為逝世會員朗讀祭文。而新加坡

金門會館方面，通過協助會館掃描舊照片，了解到了新加坡金門人的歷史發展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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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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五、附錄：(可無) 

 

雪蘭莪金門會館曾發生火災，本次考察也協助會館整理火災中受損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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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雪蘭莪金門會館圖書室閱讀會館所收藏之資料。 

 

 

於新加坡金門會館會議室，整理與掃描會館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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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明體20號字加粗，靠左對齊)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視察□訪問□

開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細明體26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再造僑鄉」中的跨境／跨國網
絡、記憶政治及地方策略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細明體14號字，置中對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姓名/職稱：江柏煒/教授 

              （得以1人為代表，其餘人員請詳列於報告內） 

               派赴國家/城市：馬來西亞/巴生 

               出國期間：4/1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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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提交日期：108.05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江柏煒/ 02-7734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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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00字，採細明體12號字) 
 

 

本次考察的主要目的為探討歷史上金門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包括移

民歷史、海外組織會館、與故鄉互動模式等。本次主要考察馬來西亞雪蘭莪

州巴生市的金門會館、福建會館、福建義山以及巴生歌樂節籌備之進行等

等。其中，到雪蘭莪金門會館採訪青年團前團長、婦女組副主任。在福建會

館進行墓冊資料的掃描，並到福建義山考察。另外，也參與觀察歌樂節籌備

會議。通過本次考察，對於會館組織運作、福建會館義山的樣態、參與巴生

歌樂節的各社團組織以及巴生歌樂節的籌辦都有了進一步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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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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12號字） 

      

     探討歷史上金門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包括移民歷史、海外組織會館、

與故鄉互動模式等。分析1949-1980年代，戰地時期下的金門僑鄉網絡的斷裂及

僑鄉社會的衝擊。進一步探究1980年代後期「再造僑鄉」作為一種記憶政治

（memory politics），如何成為地方發展策略，且建構華人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的具體實踐。通過多學科、實證研究，討論跨境／跨國華人移

民的歷史及其當代變遷，扣合移民研究的國際趨勢，做為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的

一種嘗試路徑。通過「再造僑鄉」的剖析，可做為僑務政策的參考基準，並呼

應「新南向政策」，提供文化向度的政策參考；同時，在永續、共榮的價值下，

讓華僑華人的歷史文化、社會資本成為帶給地方發展之正向力量。 

      

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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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12號字） 

      

第一部分，進行文獻收集與分析。收集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組織資料，如

會議記錄、會訊、紀念刊物等。此外，包含相關學術出版品的收集與閱讀，包

括地域社會文化、華僑華人家族史等。 

 

第二部分，進行口述訪談。通過與當地華人的口述訪談，以建立其家族史

或個人生命史，還原昔日金門於海外發展的事蹟、活動或產業，並注意不同世

代的生命經驗之差異。與會館青年團及婦女組成員之訪談，了解會館社會功能

與扮演角色。 

 

第三部分，參與觀察與記錄調查。巴生福建會館的墓冊資料收集，掃描巴

生福建會館的墓冊資料，並現場拍攝義山照片。實際參與巴生歌樂節籌備會議，

了解巴生華人社團組織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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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內文字體設定採細明體12號字） 

與雪蘭莪金門會館婦女組和青年團訪談過程中，了解到雖然婦女組和青年

團是附屬於會館的組織，但是都有自行獨立運作的空間。雪蘭莪金門會館青年

團在1970年代成立的合唱團，就突破了籍貫限制，大部分合唱團的團員員均非

金門籍。在參與旁聽巴生歌樂節籌備會議，了解到巴生各社團如何透過歌樂節

的形式，進行互相交流合作。今年巴生歌樂節由金門會館舉辦，在參與大籌備

會議之前，也參與旁聽了金門會館內部籌備會議。 

 

在掃描的巴生福建會館墓冊資料當中最早的記錄是在1921年。現場到義山

勘察後發現五條路的巴生福建義山，有很大數量比1921年還要早就存在的墓。

可推測巴生福建會館開始記錄墓冊資料始於會館開始對義山進行較正式化的管

理。遺憾的是在詢問了巴生福建會館負責人以及巴生福建義山守墓人後，還未

找到墓冊記錄上之墓地，需下次考察再繼續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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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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五、附錄：(可無) 

 

 

於巴生五條路義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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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門會館理事合照 

 

旁聽巴生歌樂節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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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視察□訪問□
開會□談判□進修□研究□實習□業務洽談) 

 

 

 

 

「再造橋鄉」中的跨境／跨國網

絡、記憶政治及地方策略： 

金門與廈門海滄的比較研究 

（1980年代迄今）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姓名/職稱：江柏煒/教授 

               派赴國家/城市：新加坡 

               出國期間：2019.05.01-2019.05.06 

               報告提交日期： 

               報告聯絡人/校內分機：江柏煒/02-7734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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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考察主要目的為探討歷史上金門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包括移民

歷史、海外組織會館、與僑鄉互動模式等。主要活動地點圍繞在新加坡金門

會館、新加坡湖峰社進行。考察過程包括訪談金門移民後裔、進行舊照片與

重要文件之蒐集。通過對金門後裔之訪談，與會館考察，了解了海外金門後

裔的僑鄉記憶與移民經歷。 
本次行程針對多位金門後裔進行訪談，同時對應金門戰地遺址的發展，

探訪聖淘沙西樂索砲台（Fort Siloso），了解新加坡戰地遺址的運用經驗，提

供金門戰地遺址發展策略。同時受邀參與金門會館主辦之「新馬印各民族清

明祭祖大典」，了解海外華人集體記憶之塑造、華人全球化以及新加坡華人與

各民族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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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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閩南地區的跨境移民前往東南亞各埠、日本長崎、神戶等地謀

生，進而形成多元的發展模式與文化生態。其中，位於九龍江口的金門島，多

移民至新加坡、雪蘭莪巴生等地，值得深入探討。 

本次考察以新加坡做為中心，透過金門移民後裔枝口述，建構出歷史上金

門跨境／跨國網絡的形成，包括移民歷史、海外組織會館、與故鄉互動模式等。

藉此探討在1949迄今，冷戰時期下的金門僑鄉網絡的斷裂及僑鄉社會的衝擊，

以及1980年代後期，「再造僑鄉」作為一種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如何

成為地方發展策略，且建構華人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透過對金

門後裔之訪談、戰地文化遺址之考察與重要文件之蒐集，研究僑鄉歷史記憶現

代表述、跨境網絡的維繫及如何成為地方發展的策略。 

 

二、過程： 

 

2019年5月1日至五月6日之新加坡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安排 備註 

5/1 

 

早上 出發 桃園機場→樟宜機場、 
湖峰社、 

洪文漢自宅 下午 
湖峰社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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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洪文漢 

訪談 

5/2 

 

上午 
Fort Siloso 

參訪 

聖淘沙西樂索炮台、 

金門會館 
下午 

方耀明 

訪談 

晚上 
金門會館 

餐敍 

5/3 

 

上午 
湖峰社 

文件掃描 

湖峰社、 

林長鏢自宅、 

濱海灣金沙會展中心 
下午 

林長鏢 

文件掃描 

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

大典彩排 

晚上 

 

許振義 

交流 

5/4 

 

上午 
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

大典 

濱海灣金沙會展中心、

金門會館 

 

下午 

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 

代表團 

交流 

晚上 
金門會館 

祭祖大典晚宴 

5/5 

 

上午 
方百成 

訪談 

金門會館、 

牛車水 

下午 
李志遠 

訪談 

晚上 

陳景蘭孫女 

陳麗清 

訪談 

新加坡李氏總會 

交流 

5/6 

 
中午 返台 樟宜機場→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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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5月1日，下午，抵達新加坡後，立即前往新加坡湖峰社進行訪談，湖峰社

來自金門湖下村，由當地楊氏族人所組成，是地緣與血緣融合的華人社團。這

次行程主要是訪談湖峰社中文書─楊永生，了解其1937年為逃離日本侵略與家

人南渡新加坡之經歷，在金門與新加坡之生活與參與湖峰社之情形。透過老先

生的敘述，彷彿時光倒流回到了1940年代。晚上，前往洪文漢自宅，訪問洪文

漢先生，了解其1952年左右來到新加坡的過程，以及其父親的移民經驗。透過

訪談了解早期移民南來的辛苦經歷，如何在異地奮鬥打拼，同時也使我們更加

珍惜和平年代的可貴。 

5月2日，上午，前往聖淘沙參訪西樂索砲台。聖淘沙島內的西樂索砲台為

新加坡唯一的海岸軍事遺址，除了西樂索砲台地區保留了軍事遺址，其他聖淘

沙的土地開發做觀光、娛樂、休憩等空間使用。西樂索砲台記錄了新加坡在英

國統治時期軍事的歷史、二戰時期日本前往東南亞擴張的歷史、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的過程，其成為了新加坡歷史與世界史的重要見證。  

下午，與新加坡重要的船舶公司經營者方耀明先生訪談。方先生表示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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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原本經營的產業—船舶業、或是近期開始經營的博物館—牛車水原貌館，

都是他童年經歷過的，船舶業是家庭經營的產業，從小也有許多在河邊的童年

回憶；而牛車水原貌館所描述的便是他小時候居住的環境。而這些方先生所熟

悉的新加坡回憶，通過他所經營的產業—船舶、牛車水原貌館，使來自於全球

的觀光客、本地的新加坡人，能認識新加坡這段艱辛、但十分重要庶民歷史，

其記錄並傳承了新加坡不該被遺忘的華族遷徙、落地深耕的記憶。 

5月3日，上午，再次前往湖峰社掃描文件，在訪談的過程中，得知湖峰社

保留創造以來的各種文件，因此安排時間進行會館舊照片與重要文件之蒐集，

對於建構會館的發展、活動舉辦與其於華人社團之交流情形，都可以進一步的

探討。透過一張張老照片，感受到歷史在時光中流過，也從中建構出一個地緣

與血緣混合之華人團體是如何在新加坡發展。下午，前往林長鏢自宅，掃描其

移民與成長過程中保留下來的珍貴文件，由於林先生除了在新加坡外，也曾經

赴汶萊發展，透過林先生與其家族的人生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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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族史以及還原昔日金門後裔於海外發展

史有重要之幫助，對於先輩努力在海外打拼、不放棄的精神由衷佩服。 

5月4日，上午參加「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大典」。新加坡金門會館即將邁

入150週年，今年特別邀請馬來西亞與印尼的金門團體與會，盛大舉辦各民族清

明祭祖大典。從移地研究中可以得知，金門會館是新加坡重要的宗鄉會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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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不少來自台灣的金門鄉親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推動祭祖對新加坡提倡孝道

文化傳統具有深遠意義，因爲這樣的傳統活動，承襲了東南亞傳統祭祖之珍貴

文化，得以宣揚慎終追遠的精神。而此次由金門會館所主辦的「新馬印各民族

清明祭祖大典」更是加強了金門鄉親的凝聚力。 

下午，與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代表團交流。藉由上午的新馬印各民族清明

祭祖典禮集結各地金門會館的代表團，下午我們與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代表團

敘舊，並一同前往參觀「藝術科學博物館（Art Science Museum）」，除了對博

物館裡先進精彩的展覽方式嘖嘖稱奇，相談甚歡之餘也得到雪蘭莪巴生金門會

館的盛情邀請，讓我們儘快到當地拜訪，與我們分享馬來西亞當地珍貴的文史

資料與資源。晚上，參與金門會館舉辦的祭典晚宴，主辦單位金門會館邀請來

自各個國家的重要貴賓參與祭典晚宴。在飯桌上與許多不同產業佼佼者的華僑、

華商談話後，了解到這麼多年來，金門會館的成員都會輪流作東、定期聚餐，

以維繫最密切的情感網絡。這些眼前的人物，鮮明了腦海裡海外華僑的故事。

金門會館成員彼此之間的凝聚力量，深深在我心中感動、烙印。 

5月5日，上午在金門會館對新加坡宗鄉總會秘書長方百成先生進行訪問。

方先生同時也是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董事、南洋方氏總會會務顧問、新加坡文山

社副社長。通過對方先生的訪談，除了對其如何離鄉，飄洋過海來到新加坡的

成長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因其個人的特殊成長經歷（中學後成為廣播員與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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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我們也對新加坡的藝文發展有了一個系統的認知，更是掌握了自1987年

來逐漸發展成為新加坡最重要的民間節慶活動「春到河畔」的較為詳細的信

息。 

中午，新加坡金門會館的董事或者會員會在每個週日輪流作東組織名為

「歡樂星期天」的活動，邀請會館同鄉一同共進午餐。很榮幸一同用餐，在新

加坡品嚐來自遙遠金門的味道。下午，對新加坡李氏總會會長同時也是金門會

館的董事李志遠進行訪談。因其父親李皆得（前新加坡浯江公會主席）的產業

包含旅遊業，二位李先生也為鄉親們在僑鄉和海外的連結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晚上，與透過會長李志遠的引薦，我們與新加坡李氏總會的多位理事進行交

流，了解新加坡宗親團體目前的發展狀況，有利於掌握新加坡華人社團發展與

轉型，以及華人網絡建構的狀況。 

通過在新加坡對於這些移民與其後裔之訪談，以及對於會館或是個人的照

片與文件蒐集，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大歷史背景下的個人與地方小歷史的連結

與互動以及在新家園的努力奮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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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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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附錄： 

 

 

 

 

108.05.01 湖峰社訪談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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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1  洪文漢訪談合照（與洪文漢及其家人） 

 

 



1040114修訂 

12 

108.05.02 西樂索砲台參訪 

 

 

108.05.02 方耀明訪談合照（與陳成欣、方耀明、許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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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3 湖峰社蒐集資料花絮（與林長鏢先生） 

 

108.05.03 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大典彩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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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4 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大典活動海報 

 

108.05.04 新馬印各民族清明祭祖大典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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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4 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代表團交流 

 

108.05.04 金門會館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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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4 祭祖大典晚宴（金門會館主席蔡其生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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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6 訪談合照(與楊素美、李志遠、方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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