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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馬來西亞的金門移民眾多，19 世紀中葉起主要分布於馬來半島及的
城市或附屬島嶼，包括吉隆坡（Kuala Lumpur）、雪蘭莪州
（Selangor）的巴生（Klang）、瓜拉雪蘭莪（Kuala Selangor）、
浮羅吉膽（Pulau Ketam）、馬六甲州的馬六甲（Malacca）、柔佛
州（Johor）的蔴坡（Muar）、峇株巴轄（Batu Pahat）、龜喀
（PalauKukup）及邊加蘭(Pengerang）、檳州的檳城（Penang）等
；東馬的砂勞越（Sarawak）的古晉（Kuching）亦散居一些金門裔
鄉僑。其中，地處吉隆坡西側的雪蘭莪州巴生是大馬金門人最集中
的一個地方。濱海的巴生及其周邊地方，因開採錫礦而迅速發展
，同時也因豐富的木材及漁業資源，致使華人聚居在此。
    建於1892 年的巴生五條路觀音亭，是雪蘭莪最早的華人廟宇之
一，目前由19 個鄉團聯合理事會管理，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華人
社會的凝聚中心。1904年成立的巴生福建公所（1921 年更名閩南公
所、1947 年再易福建會館）是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群會館，下轄4 座
義山。金門人最早的鄉團是1909 年以前成立的巴生金浯江公會，是
照顧新僑的苦力間（估俚間），奉祀邱府王爺。之後隨著移民人數
的增加及分布的擴散，鄉團紛紛成立，包括1920 年浮羅吉膽金浯江
會館、1921 年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奉祀蘇府王爺）、1946 年雪
蘭莪金門會館、1947 年巴生浯聲協進社等。本計畫擬以巴生的金門
社群為例，了解其移民歷史、會館祠廟的建立及其社會功能、商業
網絡及漁業發展的模式；並以浮羅吉膽的沼澤地高
腳屋漁村為田野，掌握金門社群的生活場域，包括生產方式、民俗
信仰、聚落型態及社會組織，並了解他們和其他地緣社群的關係。
最後，通過近十餘年來雪蘭莪金門會館與金門原鄉的再連結，進一
步探究其移民記憶及社群認同的建立過程。

中文關鍵詞： 移民史、華僑華人、會館、金門、馬來西亞

英 文 摘 要 ： There were a lot of Quemoy emigrants in Malaysia. From the
mid of 19th, most of them have situated in the city of
Malay Peninsula and its subsidiary islands,
included Kuala Lumpur, Klang of Selangor, Kuala Selangor,
Pulau Ketam, Malacca of Malacca state, Muar of Johor, Batu
Pahat, Palau Kukup, Pengerang and Penang of
Pulau Pinang state; Kuching of Sarawak in Eastern Malaysia
also had scattered some Quemoy emigrants. Among them, most
of Quemoy emigrants, gathered up in Klang of Selangor
stat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of Kuala Lumpur. Due
to the coal of mining tin, rich timber and fish stocks,
coastal Klang and its surrounding places had developed
rapidly, caused Chinese gathered up here.
    The Kuan Yin（Goddess of Mercy）Temple was built in
1892 and it was one of oldest Chinese temple in Selangor.
The Kuan Yin Temple is not only a religious place
but also the center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Temple is organized by 19
Chinese associations now. Beside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 association was the Hokkien Kongso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21, and renamed Minnan Kongso in 1921 and
Hokkien Association Klang in 1947. The Hokkien Association
Klang have four Chinese Cemetery now. The first one Quemoy
Association in Klang was Jin Wu Jiang Associ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before 1909. It combined a Coolie House with
the Chiu Fu Wang Ye Temple and have the social function for
taking care of new emigrant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migrant and the dispersion of place of
migration, many Quemoy Association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Jin Wu Jiang Association Palau Ketam in 1920, Jin
Wu Yu Association Klang Harbor （and also the Su Fu Wang Ye
Temple） in 1921, Selangor Kim Mooi Association in 1946 and
Wu Sheng Xie Jin She in 1947. The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overseas Quemoy’s emigrations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migration history,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temple, business network and fishery development in
Klang Selangor, Kuala Selangor and Palau Ketam. And then
the project will analyze their living place, including mode
of production, folk cultures and religion, settlement,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Finally,
Selangor Kim Mooi Association have very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ir hometown in recent years, so the project will
explore the making process of their migration memories and
social group identity.

英文關鍵詞： Migration History, The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Association, Quemoy(Kinme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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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金門社群的生活場域及認同建構 

一、跨境流動的社群：金門人在馬來亞（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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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歷史上的僑鄉之一，金門島的海外移民往東南亞各地甚眾，其中馬來半

島（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港埠、城鎮或漁村是主要的出洋地。選擇在這些地方

聚族而居，主要是謀生的考量，如吉隆坡及古晉的錫米礦、巴生的木材（火鋸、

板廊）、吉膽島及龜喀島的漁業、馬六甲的小商業等，都吸引了金門社群的到來。

巴生及其周邊地方，19 世紀後期因開採錫礦而迅速發展，同時也因豐富的木材

及漁業資源，致使華人聚居在此。金門人最早的鄉團是 1909 年以前成立的巴生

金浯江公會，是照顧新僑的苦力間（估俚間），奉祀邱府王爺。之後隨著移民人

數的增加及分布的擴散，鄉團紛紛成立，包括 1909 年巴生金浯江（奉祀邱府王

爺）、1920 年浮羅吉膽金浯江、1921 年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奉祀蘇府王爺）、

1946 年雪蘭莪金門會館、1947 年巴生浯聲協進社等。 
    本文以雪蘭莪州巴生的金門社群為例，了解其移民歷史及其在地化過程，特

別是聚焦於會館、祠廟的建立及其社會功能；接著以浮羅吉膽的漁村為例，討論

金門社群的生活場域，包括生產方式、民俗信仰、聚落型態及社會組織。最後，

通過近十餘年來雪蘭莪金門會館與金門原鄉的再連結，進一步探究其移民記憶及

社群認同的建構過程。 
（一）做為“僑鄉”的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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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金門出洋始於何時，並無確切文獻可考，地方志稱 1567 年之後即有出洋者，

原因是海盜侵擾漸歇、熟悉南洋航路等緣故，「有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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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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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浯民自不例外，其餘斯時

附海舶遠涉重洋者有之。證以南洋之物產，如蕃薯等，明時即已移植本島，良足

為信。洎顏思齊、鄭芝龍縱橫海上，金門人之往來澎、臺、日本者，絡繹不絕。

清兵入關，鄭成功據島抗清，其後隨東渡開闢臺澎者固多，然因干戈擾攘，頻年

不靖，加以清人之墬城毀舍，不甘辮髮事仇，而遠避南洋者尤夥。」2金門各姓氏

族譜中有不少出洋的記載，雖多數集中於 1840 年代以後至 20 世紀初期，但仍可

見到一些 17 世紀中葉以降的出洋記錄。3 
    田野調查可進一步佐證早於鴉片戰爭之前即有海外金門人足跡。位於馬六甲

（Malacca）城區東南、佔地 106 英畝（約 42.93 公頃）、高 1,007 英呎（約 307.14
公尺）的三寶山（Bukit China）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義山（公共墓園）之一，

整座山約有 12,500 多座墳墓。2007 年本人在馬六甲金門會館耆老的協助下，找

出了三寶山上只少 7 座早期祖籍金門的僑民之墓，其中最早的是祖籍金門陳坑的

陳巽謀之墓，年代為清乾隆 37 年（1772 年）（圖 2）。顯然，早於 18 世紀中葉以

前即有金門人來到馬六甲開墾，並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此外，日本長崎福濟寺

（1628 年創建）也有閩南船員所遺留的歷史痕跡。在福濟寺後山現存 339 座閩

南船員為主的墓碑群，最早的金門人卒於 1748 年的○石旭（姓氏無法辨識）之

墓。（圖 3）4這些例證均說明了在鴉片戰爭之前即有海外移民。 
1840 年清英鴉片戰爭、1842 年廈門開港之後，東南亞殖民地經濟方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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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集中於 1912 年至 1929 年間。第三次在 1937-45 年間的

日本侵華期間。第四次則是 1945-49 年間國共內戰之影響。5 
    從《顯影》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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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萬人左右；印尼及馬來半島次之，前者約 2 萬 5 千餘

                                                      
2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華僑志》，金門：編者自印，1960，頁 95-96。 
3 如烈嶼《護頭方氏族譜》中載有「莆陽開烈派十一世（方）善玉移居南洋生茂玖，（方）寧玉遷

澎湖為瓦硐派始祖…」，推估起來應在 1650-80 年間。清道光元年（1821 年）版本的《浯江瓊林

蔡氏族譜》記載明代族人「往柬埔寨、卒柬埔寨…」、「十八世（蔡）士振長子諱竈字允慎，生於

柬埔寨，…丁卯年尋回」等，推算至少於 1687 年以前即已出洋。 
4 福濟寺的 339 座墓碑中，有 128 座無法辨識祖籍。其他的 211 座中，有 84 座的祖籍地為金門

（或其村落）、83 座為同安（當時金門人有時以同安人自稱，因此也有可能為金門人）；128 座

未能辨識者，據信應有金門人。換言之，在日本幕府鎖國的唐船貿易時代，有一定比例的金門船

員參與其中。 
5 江柏煒，〈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從僑鄉到戰地的金門〉，《人口學刊》46 期，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2013 年 6 月，頁 47-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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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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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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後者約 2 萬 4 千餘人；北婆羅洲及菲律賓則有 5 千餘人。7粗估起來，當時

僑居海外的金門人約有 11 萬餘人，已經超越當地人口。 
 
 
 
 
 
 
 
 
 
 
 
 
 

圖 1：金門位置圖（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2016） 

 
 
 

 

 

 

圖 2：馬六甲三寶山金門陳坑陳巽謀之墓   圖 3：長崎福濟寺閩南人墓碑群 

出洋人數超過當時當地人口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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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縣志》卷七〈華僑志〉，金門：編者自印，1971，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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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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

此，僑鄉社會是一個性別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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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跨境華人除了贍養家眷、興建大厝及洋樓、翻修祖墳之外，他們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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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
gent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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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為“僑居地”的馬來亞（馬來西亞） 
    歷史上，馬來亞位於東南亞的核心，處於西方及東方兩大貿易國---印度和中

國之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多元族群與文化交融之處。15 世紀初，伊斯蘭教被引進

馬六甲王朝。中國明朝的鄭和下南洋，馬六甲是重要的補給站，明朝與馬六甲王

朝也相當友好。16 世紀初起，馬六甲歷經了葡萄牙、荷蘭及後來英國的統治。

178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從吉打州蘇丹的手中買下檳城，

他們同時也控制了檳城對岸的城市---北海。 9而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於 1819 年自柔佛蘇丹的手中買下了新加坡，成了東印度集團的主要貿

易根據地。兩年後，英國政府建立了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它是由新

加坡、馬六甲、檳城、納閩、可可群島及聖誕島組成，以新加坡為中心，受到加

爾各答（Calcutta）的印度政府的行政控制，直到 1867 年。此後，它們以直轄殖

民地（Crown colony）的地位，移交給倫敦的殖民部（Colonial Office）統治。從

1824 年開始的整個半世紀，英國的政策是不干涉馬來諸邦（Malay States），也不

想對它們政治控制，直到 1873 年。1895 年，英國人通過律政司（Resident system）

的制度，全面控制了整個馬來半島及新加坡。在英殖民時期，爲了大量開發錫礦

及樹膠園，從中國閩粵地區及印度大量引進勞工，開啟了馬來亞多元種族的社會

特徵。10 
    華人移民社會和語言背景及移民過程的特性決定了早期華人社會的組織和

結構。信仰是最早凝聚海外華人的方式之一，成立於 1646 年的馬六甲青雲亭

（Cheng Hoon Teng Main Temple），為閩南人所建立，是馬來半島華人社區最古

老的宗教信仰中心。之後，中國強韌的血緣紐帶促使早期華人移民熱衷設立宗親

                                                      
8 〈金門華僑志〉，頁 99。 
9 檳城位於檳榔嶼島（Penang）東北，又名喬治城（George Town），港臨海峽，東對大陸邊的新

路頭（北賴，鐵路終點）與北海（Butter Worth，公路終點），有渡船定時聯絡。海峽水深浪靜，

可容洋輪多隻。兩側皆有碼頭，相距最狹處僅 2 公里。為馬來亞北部最近最便之港口。以位於馬

六甲海峽北端，最近歐洲，為英國最早殖民之地。（鄭資約，《東南亞地理誌略》，台北：正中書

局，1972，頁 319）。 
10 薩德賽（D.R.SarDesai）著、蔡百詮譯，《東南亞史》（South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上冊，

台北：麥田出版，2001，頁 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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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11，不同的語言和區域特徵導致他們各自成立代表其方言的會館。12 
    今日的馬來西亞（Malaysia）是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名詞，1957 年 8 月 31
日正式宣佈獨立，1963 年併入英屬婆羅洲（Borneo）的沙巴（Sabah）、砂勞越

（Sarawak），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獨立，脫離馬來西亞聯邦。馬來西亞現有 
13 個州和 3 個聯邦直轄區，中間隔著南中國海。西邊是馬來半島，有 11 個
州和 2 個聯邦直轄區（吉隆坡和布城），另一邊東馬，有 2 個州組成（沙巴及

砂勞越）和 1 個聯邦直轄區（納閩島）。（圖 4）面積有 329,758 平方公里，另

根據大馬統計局的統計，馬來西亞在 2018 年的人口已達 3,240 萬人，其中人口

最多的是雪蘭莪州，超過 640 萬人。13 
 

 
 
 
 
 
 
 
 
 
圖 4：馬來西亞位置圖（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觀光局官方網站，

http://www.promotemalaysia.com.tw/about.aspx，2016/12/27 查詢） 
 

19 世紀中葉起，金門移民分布於馬來半島城市或附屬島嶼，包括新加坡、雪

蘭莪州（Selangor）巴生（Klang）、瓜拉雪蘭莪（Kuala Selangor）、浮羅吉膽（Pulau 
Ketam）、馬六甲州的馬六甲（Malacca）、柔佛州（Johor）蔴坡（Muar）、峇株巴

轄（Batu Pahat）、龜喀（Palau Kukup）及邊加蘭（Pengerang）、檳州檳城（Penang）
以及後期的吉隆坡（Kuala Lumpur）等；東馬的砂勞越古晉（Kuching, Sarawak）
亦散居一些金門裔鄉僑，也組織或參與了一些地緣鄉團。（表 1） 

 
表 1：馬來西亞金門社群鄉團 

會館名稱 創辦年代 性質 備註 

巴生金浯江公會 1909 年以前 金門人所屬社團  

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 1920 年 金門人所屬社團  

                                                      
11 Yen Chin-hwang（顏清湟）, “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
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1),1981, A Special Issue on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C. F. Yong, pp.62-87. 
12 Yen Chin-hwang（顏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36. 
13 《南洋商報》，2018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promotemalaysia.com.tw/about.aspx%EF%BC%8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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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 1921 年 金門人所屬社團  

雪蘭莪金門會館 1946 年 金門人所屬社團  

巴生浯聲協進社 1947 年 金門人所屬社團  

巴生華商公會 不詳 華商聯合社團 越幫參與 

檳榔嶼同安金廈會館 不詳 同安、金門、廈門三邑聯合社團 金門人參與不多 

雪蘭莪福建會館 1904 年 福建人聯合社團  

蔴坡金門會館 不詳 金門人所屬社團 今已無運作 

馬六甲同安金廈會館 不詳 同安、金門、廈門三邑聯合社團 金門人另組會館 

馬六甲金門會館 1946 年 金門人所屬社團  

峇株巴轄金僑同鄉會 不詳 金門人所屬社團 今已無運作 

柔佛州金同廈會館 1966 年 金門、同安、廈門三邑聯合社團 由丹斯里陳成龍

博士擔任會長 

砂勞越金門同鄉會 1935 年 金門人所屬社團  

資料來源：江柏煒，《海外金門會館調查實錄：馬來西亞篇》，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頁 63。

（資料修正於 2018 年 5 月 19 日。） 

 

二、巴生金門移民社群的分類與建構 

（一）近代巴生的發展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Klang）坐落於馬來半島西側中部，東距吉隆坡約

35 公里，是雪州的皇城，亦為巴生谷（Klang Valley）的港口城市。巴生的華文

名稱，據說是當年華人常聽到馬來話 PASANG（漲潮之意），而把它冠上的。巴

生的英文名稱，則是巴生河畔常可聽到河水撞擊河岸 callang 的聲音，而被英國

人命名為 Klang。巴生也曾被稱為 Pengkalan Batu，石碼頭之意。 
    15世紀的巴生是在馬六甲蘇丹的屬地。在1511年馬六甲由葡萄牙控制之後，

巴生仍為馬來人的地方，並由柔佛廖內的蘇丹控制，直到 18 世紀創建雪蘭莪蘇

丹王國。19 世紀起，隨著錫礦業的迅速擴張，巴生地位更為重要。開拓者從巴生

港口沿著河谷，開採錫礦，並逐漸擴展到吉隆坡周圍的區域。此時，雪蘭莪皇室

也發生了皇位之爭及錫礦之爭，拉賈·馬哈迪（Raja Mahdi）與拉賈·阿卜杜拉（Raja 
Abdullah）互不相讓，導致當時雪蘭莪發展受挫。這也讓英國人趁機介入，於 1874
年逼迫雪蘭莪蘇丹簽署條約，成為英國的保護國，至此雪蘭莪納入為英國的殖民

地之一，經過英國人的協調後，經濟活動恢復。在 1896 年，英國人將雪蘭莪、

彭亨（Pahang）、霹靂（Perak）和森美蘭（Negeri Sembilan）四個邦組成馬來聯

邦。14 
    巴生在英殖民首府 1880 年遷至吉隆坡後，成為雪蘭莪州的行政中心。不過

巴生市區的商人、礦工，一批批地湧進吉隆坡，在 1879 年吉隆坡的人口率增加

                                                      
14 Andaya, Barbara Watson & Andaya, Leonard Y., A History of Malaysia, KL: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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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30％。吉隆坡的崛起，影響了巴生的發展。1870 年代的吉隆坡，是雪州的主

要貿易中心，也是錫業的繁盛地帶。1890 年 5 月，英殖民政府建立了巴生衛生

局（Klang Health Board），負責管理巴生鎮。目前巴生的行政範圍也是於 1895 年

劃定出來的。1926 年，巴生衛生局和斯溫特納姆港（Port Swettenham）合併，並

於 1945 年更名為巴生市政局（Klang Town Board）。15 
    雪蘭莪州的土地蘊藏了豐富的錫礦，氣候條件也非常適合樹膠的生長，於是

吸引了大量的中國和印度移民。巴生成了華人進入雪蘭莪州礦場工作、經商的據

點。據統計 1879 年底，巴生人口只有兩千人，至 1884 年底已超過 3,500 人。16

至 1884 年底已超過 3,500 人。20 世紀初人口激增，從 1911 年的 7 千人增到 1970
年的 10 萬人。（表 1）截至 2010 年的統計，巴生區的總人口 842,146 人，其中巴

生市人口占 240,016 人（市中心則有 10,445 人）。17其中馬來族約占 42.78%（含

1.60%的土著）、華人 26.83%、印度裔 21.37%等。18 
    巴生港在 1901 年 9 月正式開港，2011 年已是世界上第 13 個最繁忙的中轉

港口和第 16 個最繁忙的集裝箱（貨櫃）港口，正式超越了檳城而為大馬第一大

港。19晚近的發展，巴生成為吉隆坡的近郊城鎮。巴生河的巴生谷沿岸，安邦

（Ampang）、吉隆坡、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莎阿南（Shah Alam，現在雪

蘭莪首府）、巴生、巴生港口，連成一個大型都會城市，成為馬來西亞最具發展

潛力的地方。（圖 5） 
 
表 1：巴生、吉隆坡、雪蘭莪州人口統計表（1970 年代以前） 
巴生及吉隆坡人口表（萬人） 

年代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1970 

巴生 0.7 1.2 2.1 3.4 7.6 10.0 

吉隆坡 4.6 8.1 11.1 17.6 31.6 56.0 

雪蘭莪人口表（萬人） 

年代 1830 1911 1921 1931 1941 1957 

 0.1 29.4 40.1 53.5 71.1 101.3 

資料來源：巴生濱海南安會館，《巴生濱海南安會館金禧紀念特刊》，2005，頁 134。 

 
    19 世紀後期，華人絡繹不絕到南洋謀生。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巴生地處濱海，

                                                      
15 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Selangor".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2, No. 3 (120) ,October 1934, pp. 1-34. 巴生濱海南安會館，《巴生濱海南安會館金禧紀念特

刊》，巴生：編者自印，2005，頁 130-34。 
16 巴生濱海南安會館，《巴生濱海南安會館金禧紀念特刊》，巴生：編者自印，2005，頁 130-34。 
17 MPK, Klang. "TABURAN PENDUDUK DAN CIRI-CIRI ASAS DEMOGRAFI TAHUN 2010". MP 
Klang Site.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4 March 2014. 
18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able 13.1: Total population by ethnic group, Local Authority area and state, 
Malaysia, 2010", p.181.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7 February 2012. 
19 PORT KLANG CELEBRATES OVER 100 YEARS OF BEING MALAYSIA’S PREMIER PORT
（http://www.pka.gov.my/index.php/en/about-us-/over-100-years.html，查閱時間 2018 年 5 月 17 日） 

https://www.jstor.org/discover/10.2307/41559525?uid=3738032&uid=2&uid=4&sid=2110681527836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7082213/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population/04Jadual_PBT_negeri/PBT_Selangor.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7082213/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population/04Jadual_PBT_negeri/PBT_Selangor.pdf
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Population/files/population/04Jadual_PBT_negeri/PBT_Selang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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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巴生河的地利之便，資源豐富，成為落腳處之一。一百多年來，巴生華人建

立了會館、義山、學校、廟宇等公共空間，作為華人社會運作的機制。（圖 6-10）
早期金門鄉僑到此多數從事勞動工作，如伐木、操舯舡、劈柴等，巴生河沿岸的

火鋸、板廊等產業也以金門人為主，其中柴埕即為一例。（圖 11）近海的浮羅吉

膽（螃蟹島，Palau Ketam）也因為漁業資源豐富，吸引了海南人、潮州人、同安

人、金門人等的移居。 
 
 
 
 
 
 
 
 
 
圖 5（左）：巴生谷的城市群（資料來源：Klang Valley Map, 2015） 
圖 6（右）：巴生及其巴生河景觀 
 
 
 
 
 
 
 
 
 
 
 
 
 
  
圖 7：巴生及其巴生河                   圖 8：巴生福建義山中路圖（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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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947 年巴生興華中學開幕典禮（徐威雄主編，《頌之卷：興華春秋》（上冊），

巴生：興華中學出版，2015，頁 92。） 
 
 
 
 
 
 
 
 
 
圖 10（左）：巴生天福宮 
圖 11（右）：巴生柴埕示意圖 
 
    巴生及其近海的吉膽島，是馬來西亞聚集最多金門人的地方，也是出現金門

人會館最早的地方。目前文獻資料記載最早的鄉團為 1909 年以前興建的巴生金

浯江公會（伍德宮，主祀邱府王爺）、1920 年的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1921 年的

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伍德宮，主祀蘇府王爺）以及 1946 年的雪蘭莪金門會館

及 1947 年的巴生浯聲協進社。大致上可以說，戰前的鄉團性質上比較接近地緣、

業緣、神緣所凝聚的估俚間（苦力間）與廟宇，兼具照顧新僑、排解糾紛的世俗

功能及慰藉心靈、祈求平安的信仰功能。戰後所成立的會館，則為一種鄉誼聯絡、

發展商業、慈善公益、娛樂生活為目的之社會網絡建構。以下，針對戰前與戰後

巴生金門社群的鄉團討論之。 
 
（二）戰前估俚間（苦力間）為主的互助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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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巴生金浯江伍德宮（KUIL KIM NGOH KANG TECK KEONG KELANG） 
    巴生金浯江伍德宮前身為「金浯江」估俚間（苦力間），確切始於何時，無

可稽考，應是 19 世紀後期落腳巴生金門人相互照料所發展出來的地緣組織。 
    《金門縣志》提到巴生金浯江伍德宮為古寧頭先僑李煌所設，「創始人為先

僑李煌，自家鄉分爐而設。內供奉邱王爺之神，迄今已百有餘年，因其為邑僑報

賽及親友過從送往迎來之處，遂成為聚首聯觀公所，簡稱金浯江。」20另有一說

是，1909 年，旅居巴生金門鄉僑愈眾。同鄉留宿於林茂街金浯江及後街金浯江

者，日漸擁擠。兩者均為南渡勞工的寄宿之所，林茂街金浯江主事者為李森仲，

後街金浯江主事者為蔡可伯。21如果屬實，那應該是林茂街金浯江李森仲供奉了

邱府王爺，作為信仰寄託之所。 
    1913 年，林茂街金浯江遷移於彭亨井，1915 年再遷峇都知甲律六號。1917
年復遷橋頭街。這時會員達一百餘人。1928 年這兩所金浯江，為統一組織、健全

聯盟，乃合併為一，遷址於峇都知甲律一號，1934 年遷於峇都知甲律二十六號

A，當時主事者為鄉賢李森獅、李炎彪等人。1939 年喬遷北區哥事律 26 號（現

為巴生長城百貨市場附近），當時由較具聲望之鄉賢李豆是、李天仁、李允德、

李森老等位主持一切事務，同時協助南渡之鄉人尋覓職業及抵禦外部糾紛事項，

鼓勵鄉親互濟互助與團結，宮內供奉邱府王爺供金門鄉親膜拜，祈求平安。 
    1941 年日軍佔領馬來亞，因此金浯江活動停頓。直至 1945 年日軍投降，金

浯江恢復活動，直至 1950 年始組織執委會，以便處理鄉親一切事務，當時由李

增泉任主席、宋民生、張鴻駒、李錫江、李水坤等代理鄉親喪事、漸獲各鄉親支

持。但隨之而來的活動經費日形支絀，幸獲柴埕經營舯舡鄉親之鼎力支持，將承

載運費每擔捐獻三角錢作為活動經費，方得平衡開支。 
    1961-62 年邑人鑑於所址簡陋，乃發動興建新所宇，購置浯聲協進社隔鄰一

段屬金門會館產業之空地（武吉古打律廿號 A），興建伍德宮以供奉邱府王爺、

乃由鄉親聯函會館要求，經會員大會通過批准後，積極籌建，選楊誠財為主席，

李朝第、楊清廉為副主席，正總務李贊生、財政李增意、正募捐主任李增泉、副

主任張鴻駒。更名為金浯江伍德宮。22此時，金浯江的成員已非戰前的勞動團體，

有一大部分是經營有成的商賈，特別是領導階層。23 
    1963 年該會主席李增泉募集巨款，重建新式樓房於金門會館右側，樓下為

伍德宮，樓上作為金浯江理事會會所。1964 年由鄉賢李贊生的推動，成立金浯江

伍德宮理事會，眾推黃世國為主席，何福進任總務，財政由李增得擔任。1984 年

由李金灶、王瑞良、黃金生、蔡成吉、楊金土等鄉親提出申請，希望將伍德宮註

                                                      
20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縣志》卷七〈華僑志〉，金門：編者自印，1971，頁 132。又根據

田野調查，古寧頭為李氏族人聚居的村落，而奉祀邱王爺之地方為振威第，又名提督衙。這幢三

進大厝為清代名將、歷署浙江提督，廣東提督的李光顯（1757-1819）一門兄弟 4 人合建，內奉

祀邱王爺。據信，當時移民自此分香帶到南洋。 
21 楊大金，〈吧生金浯江伍德宮簡史〉，《金門會館廿週年紀念特刊》，巴生：金門會館出版，1966，
頁 187。 
22 楊大金，前揭文，頁 187。 
23 （金門會館前主席）王豪傑訪談，金門會館，201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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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為社團。1986 年 1 月 21 日金浯江伍德宮之註冊申請，獲得批准，成為正式社

團，參與巴生區域各社團、神廟等活動。1995 年金浯江伍德宮理事會決定擴建一

座宮閣，在主席李金灶副主席王良豹，總務張增光，財政王良才為主的籌建委員

會積極推動下，順利落成，使得今貌。24 
    從照顧新僑的估俚間與心靈寄託的神廟，到調解糾紛、處理後事的互助團體，

金浯江伍德宮的發展是百餘年來在巴生金門移民共同歷史的縮影與見證。 
 
 
 
 
 
 
 
 
 
 
 
 
圖 12（左）：金浯江伍德宮平面圖  圖 13（右）：金浯江伍德宮外觀（2018 年） 
 
 
 
 
 
 
 
 
圖 14：伍德宮內殿                   圖 15：伍德宮木匾（1959 年） 
 
    2.巴生港口金浯嶼伍德宮（KIM NGOH SEE） 
    19 世紀後期、20 世紀初期，巴生港口已有不少金門社群聚居，從事駁船、

碼頭搬運或漁業謀生。由於人數漸眾，1921 年起他們組織了一間鄉團，坐落於巴

生港口過港村，並承租一幢亞答厝（Attap house，以棕櫚科、學名水椰 Nypa 
fruticans 的樹葉為屋頂，是戰前東南亞常見的民居建築材料）為會所。其主旨在

聯絡鄉誼，提供同鄉初抵馬來亞寄住之所，事實上就是一間估俚間（苦力間）。 
    1937 年，原籍金門新頭村的陳德地，迎來了蘇府王爺，在估俚間內供奉神

明，保佑僑民平安。1945 年 10 月 20 日呂慶福主其事，將估俚間搬至三美路門

                                                      
24 《伍德宮新修碑記》，1963，存於廟內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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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481 號，並定名為「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至此成為廟宇及鄉團合一的地緣、

神緣性質的團體，主祀蘇、梁、蔡、邱、秦五王爺，配祀虎爺、五營、拿督公等，

農曆 4 月 12 日為熱鬧之日。1979 年 8 月 15 日，三美路地主欲收回宮地自用，

因此 1979 年 9 月 13 日召開緊急會員大會，成立購館工委會，全國到處奔波籌

款，旋即得到鄉親通知，位於港口惹蘭速速門牌 50 號（50, JALAN BUAH SUSU 
MENTEKAP PORT KLANG, SELANGOR MALAYSIA），有一幢雙層排屋擬出售，

經踏勘後決議購置為會所，連同整修費共為 20 萬元，一樓為伍德宮，主祀蘇府

王爺，二樓為金浯嶼辦事處。1982 年 5 月 1 日正式遷入，並註冊成正式的社團。

歷任會長有呂俊來、呂俊培、蔡清江、呂振隆、呂清便等。25（圖 16-18） 
    從港口金浯嶼的估俚間到巴生港口金浯嶼伍德宮廟宇，這間位於巴生港口的

金門社群鄉團，為勞動階層為主的金門移民提供了寄宿之所，也在團結互助、聯

絡鄉誼及信仰需求的多重目的下，成為公會及廟宇合一的社團。1990 年起，金浯

嶼伍德宮並進一步轉型，提供更多的服務，如創設子女獎勵金，以及協助會員或

其父母妻室後事之處理。26移民社群組織的在地化及其與時俱進的調整，巴生港

口金浯嶼伍德宮可謂一個典型案例。 
 
 
 
 
 
 
 
 
 
 
 
 
 
 
圖 16（左）：巴生金浯嶼伍德宮配置圖 
圖 17（右上）：巴生金浯嶼伍德宮外觀 
圖 16（左）：巴生金浯嶼伍德宮正殿 
 
（三）戰後社群認同的鞏固：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及巴生浯聲協進社之創立 
    1.戰後巴生金門社群的總中心：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SELANGOR KIM 
MOOI ASSOCIATION） 

                                                      
25 呂清便訪談，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2016 年 8 月 11 日。 
26 呂清便訪談，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2016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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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後初期的組建 
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日軍佔領金門，迫使青壯人口進一步南逃、落腳東南亞，

新僑人數激增；同時，日軍佔領期間的東南亞華人社會受到極大的衝擊，戰後的

重建反映在不少會館的創立上，其中成立於 1946 年 12 月 20 日的巴生雪蘭莪金門會

館即為一例。 
    事實上，倡議籌組會館始於 1937 年秋，主要是為了照顧南來避難的鄉親。

到了 1945 年冬，劫後餘生的海外鄉僑發起團結合作，由李朝秋、楊誠財、李增

意、李豆是、陳維長、楊海滄、陳大同、楊誠燦、李朝第、李增仁、李世龍、李

水吉等人挺身號召，經整年之奔走籌備，終於組織起來。27草創時期，租賃夏巴

律二層民房為會所，首任會長陳維長。會館於 1949 年 3 月批准為合法社團。1953
年，陳金杯鑒於會館無固定會址，建議自置會所於武吉吉打律 16-18 號，鄉人紛

紛捐輸，襄成義舉。（圖 17-22）28根據《雪蘭莪金門會館興建新會所碑序》載： 
 

邑僑陳金杯先生，素來敬恭桑梓，為觀我會館興建會所時機成熟，爰倡議願將

武吉古打律自建之大廈献讓與我會舘為會所，俾得事半功倍惟茲事體重大，

我會館定期于九月四日召集鄉僑大會，專案商討僉認陳金杯先生之大廈地址

之適中，設計之寬敞，建築之堂皇富麗，誠可謂天成地設，會逢其適乃最合理

想之會所。即席公議以七萬五千元為承讓賠補其建築代價，同時并組織雪蘭

莪金門會館興建新會所籌備委員會全權負責辦理矣。29 

 

                                                      
27 《金門縣志》（1971）記載雪蘭莪金門會館創辦過程：「吧生坡為雪蘭莪州首都，我邑僑來居是

邦者，為時久遠。當英人統治是邦之時，聞有邑人李煌伯者，曾因軍事上之聲援，著有榮譽，而

政府念其勳，事無大小，終殊遇之，故華夷雜處，相安無事矣。都治濱海而立，為水陸交通之樞

紐，而樹林陰翳，港灣河道，交織密佈。山澤之別，觸處裕如，誠所謂天然之寶藏也。有清之季，

海禁洞開，我邑人放洋謀生，多相率來居斯土。乃以披蓁斬棘，計慮深長，或萍水成家，墾荒立

業，迨今村莊市鎮，漁場農圃，無不有吾邑鄉僑足跡，亦云盛矣。惟是群以類聚，親親之愛，乃

我國人固有之美德，況遠托異邦，人事之頻繁，感情之聯繫，則團體之組織，實為自然之趨勢。

民國二十六年秋，祖國抗戰軍興，我邑淪陷敵手。當是時，微論居鄉之人，或僑居外邦者，靡不

敵愾同深，遷家出走。據事後調查，避難南洋群島者，馬來亞則新加坡為最多，其次則為巴生坡

焉。邑僑人士為安定群情，即有創辦會館之倡議。乃事有匪夷所思，而馬來亞又相繼失守，於是

事成過去。覆巢之下，安得不伈伈俔俔，度過此匪兇匪虎之生活焉。民國三十四年冬，盟軍勝利，

故國河山得慶重光，而英軍重治馬來亞。於是創辦會館之說，應時而興。邑僑人士，如陳君維長、

楊君誠財、楊君滄海、李君豆是，乃本諸愛護鄉僑之熱情，首為號召，於是一呼百應，坐而言者，

居然起而行焉。祇以戰後之餘，民不聊生，間雖不免人事之調整；然事關僑益，功在必成，至民

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遂由我駐吉隆坡領事許孟雄先生主持開幕，宣告成立。越年，當地政

府頒行僑團註冊法令，爰再呈請註冊，於民國卅八年三月十四日又承政府批准為合法社團。夫創

始難，守成亦不易。我雪蘭莪金門會館之創辦，開宗第一義，無非使吾僑共同發揮前賢之美德，

克盡親愛互助之精神，與夫不失立身海外之風度。百尺竿頭，從今日始。光前垂後，胥賴吾僑一

致之努力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靜山李增仁謹撰。」（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志》，

金門：編者自印，1971，頁 130-131。） 
28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馬來西亞雪蘭莪金門會館七十週年紀念特刊》，巴

生：雪蘭莪金門會館，2016，頁 16。 
29  雪蘭莪金門會館，《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慶祝成立廿週年紀念刊》，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

1966，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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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左）：雪蘭莪金門會館開幕典禮（1946 年） 
圖 18（右）：雪蘭莪金門會館建築舊觀（1953 年） 
（圖 17、18 資料來源：雪蘭莪金門會館，《金門會館廿週年紀念特刊》，巴生：編者自印，1966，

圖版。） 

 
 
 
 
 
 
 
 
 
 
                           

 
圖 19：1970 年代雪蘭莪金門會館平面  圖 20：金門會館立面（左為伍德宮） 
 
 
 
 
 
 
 
 
圖 21：金門會館（舊會所）外觀       圖 22：金門會館（舊會所）二樓大廳 
 

（2）1970 年代倡辦青年團及倡辦公益慈善 
進入 1970 年代，金門會館思考著如何讓社團永續經營，青年團（組）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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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獎助學金的頒發、社會公益的參與、文化活動的策劃是維持華人社團生生不

息的方法之一。 
    1971 年 9 月倡議組織青年組，獲執委會核准。1971 年 9 月 20 日產生籌委會

推動，以會執委何福進為主任，許紹熙為秘書，陳禮教助理，募捐主任林福坤，

在各籌委遊說之下，徵集組員 2 百餘人，籌集基金萬餘元，購置樂器，組成 40
人華樂隊。1972 年 12 月 20 日青年組正式組成，超齡主幹退任顧問，選拔新秀

出任第一屆職員，以李天福（錫）為主任，林福坤為副，陳禮教任秘書。青年組

執委就任，則舉辦團結班，實施成人教育，組織歌詠隊和合唱團，展開社交活動。

1974 年起，每年參與由多個團體聯合主辦的「巴生歌樂節」。1973 年倡辦獎學金，

12 月 20 日會慶中頒發第一屆高初中獎學金及小學獎勵金。30 
    此外，金門會館的各種公益慈善義行，更凝聚著海外鄉親情感，其中涉及到

與原鄉的再次聯繫。1973 年會館接獲鄉親黃文水申訴一家八口因自印尼避禍，

非法入境，潛居馬六甲，8 年後自首，被移民廳寄押吉隆坡監獄，飭令出境，因

非印尼公民，遞解無從，勢將畢生慘度黯淡無光之鐵窗生涯。事由名譽主席李朝

第、主席楊誠財、總務許丕金、執委許紹熙探監調查詳實後，一面通過總領事向

臺灣政府請准入境，一面發動星馬鄉親籌款資遣返臺，經過多方的努力，終於使

黃家如願返臺定居。31又如，1981 至 83 年間籌款一萬多元幫助 2 位貧困鄉親幼

童分赴星洲及臺灣醫治。至於幫助貧困鄉親辦理後事，更是不勝枚舉。1975 年

10 月組團參加國慶並回鄉訪問。32這是戰地政務時期海外華僑團體返回金門的唯

一管道，在此之後，幾乎每年赴臺灣慶賀雙十節，並拜會臺北和高雄各地同鄉會，

返金探親，持之不墜。 
（3）1980 年代起籌建新廈與丹斯里楊忠禮博士的貢獻 
1982 年，登嘉樓（Terengganu，舊譯丁加奴）鄉賢李滄溪購會館右鄰店地三

間餘，會館獻議轉讓，以備建築四層大廈，承李君允諾，並以令先尊李世龍名義

捐獻五萬元為倡，地價照原價 20 萬元轉讓，時會館並無分文，乃由張成章、許

紹熙、陳金德、陳大同、楊誠燦、陳禮教等四出奔走游說，12 日間獲鄉親大力支

持，認捐 40 萬元，先交 21 萬購下該段地皮及手續費。新廈籌建委員會被組織起

來，圖測經幾度檢討，並在 1997 年獲巴生市議會批准，新廈於 2000 年 4 月落

成，雄偉壯觀。（圖 23、24）33 
自 1980 年代起，榮任永久名譽主席的丹斯里拿督楊忠禮博士（已故）的鼎

力支持下，無論是新廈籌建、設立「雪蘭莪金門會館大學獎助學基金」及會館各

項會務發展，除提供了會館發展所需，也更加密切地與海外金僑互訪，以及在

1992 年金門解除戰地政務之後，進一步與金門原鄉建立聯繫。 

                                                      
30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18-19。 
31 當時，星洲黃章福代籌 4,000 令吉（馬幣）、馬六甲同安金廈會館 1,000 令吉，巴生屬籌集 8,000
令吉，除華航半價優待外，餘匯臺幣 18 萬寄存臺北市金門同鄉會會長楊水應先生保管，以備謀

生之需。（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19。） 
32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19。 
33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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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金門會館大廈    圖 24：會館大禮堂楊清廉禮堂（2018 年） 
 
2.聚會娛樂的場所：巴生浯聲協進社（NGOH SHING RECREATION CLUB）

創辦 
    為了提供金門鄉親一處娛樂的場所，以調劑身心，是故 1947 年 2 月 9 日雪

蘭莪金門會館的領袖們提議籌組俱樂部，組織中西音樂社，並以其收入開辦福利

事業。34這是 1940 年代許多華人社團組織為了維持經費或聯絡會員感情而設有

俱樂部形式，1949 年浯聲協進社遵照社團註冊官諭令申請註冊，成為合法社團。
35 
    由於歷屆社長執委通力合作，浯聲協進社存款頗豐。1961 年時本想自行購

置新廈，並成立興建會所籌備委員會。後經鄉賢磋商，認為當時購置金門會館店

地之銀行貸款尚未還清，應以資助會館還清貸款為要務，執委會經過討論，決議

                                                      
34 《金門縣志》（1971）記載巴生浯聲協進社的創辦：「巴生浯聲協進社創辦序言：從來花天綉地，

酒色徵逐，朝歌夜舞，消遣世慮，此乃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而非凡民之可遣興。楊州夢覺，悔不

當初，徒喚奈何而已。若夫吾儕關山萬里，重洋遠涉，來居斯土，或運籌握算於商場，或衡心困

慮於事業，允文允武，勞心勞力，若非有泮渙之遊藝，優悠之修養，其影響於身心事業，何等重

大。夫浯之洲，孤懸海島，廣袤三十餘方里，南有烈嶼橫障，北則兩嶝映帶，江流廻護掩抱，各

盡地勢，誠所謂天生地設，天雄之藩鎮。而東則雄視東海，每於陰氣怒號，濁浪排空之際，掀天

潮響，前推後繼，無不予吾人以乘風破浪之想，顧名思義，此浯聲協進社之組織所由來也。民國

三十五年冬，我金門會館於焉成立。邑僑賢明人士，鑒於吾僑旅居異邦者，為數日多，不可無業

餘聯歡梓誼團體之組織。越年陳君維長不惜膏唇拭舌，奔走號召，爰於二月九日，召集僑眾會議，

同時公推陳君維長為社長，並推定各部委員人選，假金門會館二樓為會所，居然宣佈成立矣。民

國三十八年秋，楊君誠財出任社長，而葉君振興副之，一方依照政府頒行法規，呈請政府註冊備

案。一方群策戮力，刷新協進會務之措施，無不遵循正常軌道，蒸蒸日上矣。惟本社之組織，以

智、德、體三育為主旨，以大眾化為立場，凡有益於身心事業之藝術，陶情遣與之樂趣，無不搜

羅刮剔，分門立部，力求精進。雖機構之偉大，非可一蹴而幾，吾同僑如能再接再勵，埋頭苦幹，

欲求其能成為歷史性之團體，何難之有。況衡文角藝，智能以交換而逾精。琴棋鬪謎，友情以聯

歡而更密。漁、工、商、學，渾忘然於無猜。老安、少懷，共哄堂於一室。至足樂矣。適玆社慶

紀念之日，僉認本社有頒佈施行章程之必要，迨至編成付梓，爰將本社組織之綱領，綴述數言，

補白部首。是為序。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邑僑李增仁識。」（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

門縣志》，金門：編者自印，1971，頁 131-132。） 
35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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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館以二間店面之會所割一間給予協進會，協進會則還清銀行之貸款。故至今

協進會仍用原址並維持與金門會館的良好關係。（圖 25、26）36這也是浯聲協進

會坐落於金門會館二樓的原因，以及說明了當時金門社群即使在不同組織仍相互

協助的例證。 
    由於每年收益豐厚，浯聲協進會經常舉辦重要活動，例如曾於 1960 年邀請

來自臺灣、當時取名小娟（也是後來紅遍臺港、東南亞的凌波）的藝人，蒞臨會

館演唱南音，掀起極大的轟動。37同時，積極投入公益事業，組織乒乓隊，參與

當地球類比賽，相當活躍，所主辦的賽事，所屬球隊常獲錦標，儼然為 1970 至

80 年代巴生體育運動之主流。1990 年代之後球隊因人事變遷，後繼無人，兼以

後來體育運動多以各獨立中學為主流，球隊無形解散。但浯聲協進會每年用於資

助巴生四所獨中（中華中學、濱華中學、興華中學、光華中學）、殘障慈善公益

機構、金門會館經費、青年團對外文娛活動、會館獎助學金、新春施貧敬老等活

動都達一萬餘元令吉（馬幣）。會館青年團之成為巴生青年運動主力之一，浯聲

居功厥偉。38 
    浯聲協進會除了聯繫社友、鄉親之間的情誼外，也與巴生各社團保持關係，

共謀華社福利。1994 年由社長李福源率領組團訪問金門、臺灣。在臺灣拜訪各同

鄉會時，所到之處均獲熱烈招待，聯繫鄉誼。回到金門省親，又蒙縣政府和華僑

協會接待，瞭解金門發展的現況。協進會自 1996 年經社團註冊官批准，將執委

會改為兩年一任。浯聲協進會現有社員兩百餘人，現任社長李昭合鄉賢。39他們

豐富了巴生金門社群的文娛生活，也和金門會館相輔相成，形成更完整的地緣社

會文化網絡。 
 
 
 
 
 
 
 
 
  
圖 25：浯聲協進社招牌               圖 26：昔日娛樂場所 
 

                                                      
36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34-35。 
37 王豪傑訪談，雪蘭莪金門會館，2006 年 8 月 3 日。 
38 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前揭書，頁 34-35。 
39 歷任社長計有；陳維長、楊海滄、李增宇、楊誠財、李贊生、李增添、謝火淵、呂慶福、陳

金德、王瑞福、李金灶、莊和平、李清水、李增木、王豪傑、王良才、李德良、李福源、蔡成

吉、等諸鄉賢。名譽會長為黃清秋、李德良鄉賢。（雪蘭莪金門會館 7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

前揭書，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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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羅吉膽金門社群的社會生活與空間：以吉膽村為例 

（一）吉膽島華人社會與漁村空間的形成 
浮羅吉膽（Pulau Ketam，螃蟹島，以下簡稱吉膽島），一個距離巴生港 12 海

哩的紅樹林島嶼，與巴生港的發展密不可分。吉膽島分為吉膽村（島西）和五條

港村 40（島東），兩村之間並沒有道路相通，只能藉由船隻運行來往。吉膽村規

模較大，公共設施較多集中於吉膽村內；全村分為五個區域，即頭條港區、街場

區、港內區、過港區、和港尾區；重要設施主要分布於街場區，如公共碼頭、警

察局、郵局、銀行、義務消防隊、商店、旅館與民宿等。（圖 27-30） 
1.吉膽島的歷史發展 
據信最早在島上定居的是三名從巴生港口來從事捕捉螃蟹的海南籍漁民陳

耀天、黃良深、嚴福秋。他們發現當地螃蟹產量豐富，便落腳下來，將每日所獲

以舢舨運送到巴生港口販賣。同時，為了生活及生產的便利，開始在島上蓋起以

鹹水柴（紅樹林）為樁的高腳屋（俗稱浮腳樓）亞答屋暫居，並於 1872 年建了

小神廟來供奉海南人的昭應神位。這樣一來，也吸引了一些以捕魚為生的海南、

福建、潮州籍移民。到了 1883 年左右，當地已有市集以買賣漁獲，免去漁民來

往巴生 12 哩之苦。41  
至於其他產業，可從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的資料中略窺一二，文中提到金門

人黃成器最早於 1895 年來此經營什貨，1920 年代有更多鄉僑移居吉膽經商： 
 

溯邑人旅居是島，齣期有黃成器君，約在一八九五年間，蒞止斯島，創

立金泰興經營京果什貨，之后，邑人絡繹寄跡是島者日增，生齒日繁，

一九二 0 年，有張宗沃君創金遠利，李炎良君創金成興，盧尚城，李炎

籠兩君創金德利，由是邑人在島上的商業已握有地位…。42。 
 
而各個不同地緣團體會組成公共組織，俗稱「公司」（kongsi），在較為方便

的東街、街場區、過港區等地興建「公司厝」。公司厝又稱綾厝，綾者，捕魚之

網，因此這種公共空間為漁民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共同擁有生產工具的場所。

在 1900 年間，光是海南人所建立的公司厝便有 20 多座，人數約兩百人。43從田

野調查也可發現，過港區的潮州人綾厝數量也相當多，部分內部仍作為廟宇。顯

見 20 世紀初的吉膽村，公司厝或綾厝就是會館的前身。 
日軍佔領馬來亞期間，吉膽島沒有駐紮日軍，不少人避難到這裡。當時吉膽

漁民利用海路，從泰國運送稻米買賣，糧食不虞匱乏，也能獲利，島上人口漸增。

                                                      
40 有關五條港的討論可參考：許湘彩，《五條港高腳漁村的聚落建構與空間形塑：一個馬來西亞

華人移民社會的硏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李建民，《雪蘭莪吉膽島五條港

村之漁村產業與社會文化變遷》，吉隆坡：新紀元學院，2017。 
41 吉膽島海南會館，《吉膽島海南會館八十七週年紀念特刊》，浮羅吉膽：編者自印，1996，頁 199。 
42 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資料，2006 年 8 月 27 日，未出版。 
43 吉膽島海南會館，前揭書，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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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冰塊的生產使得漁獲市場可以遠達吉隆坡，當時這樣的通路多為海南籍漁

民，且因為吉膽島地處偏遠，交易買賣容易受海盜覬覦，為避免被搶劫，收購漁

獲時採用魚商號所開的單據來購魚，漁民可憑單領取款項。冰塊代理商也致富，

例如海南人王兆松和龍歷儒等。到 1950 年代，引進了日本塑膠尼龍網等新的捕

魚技術後，當地漁獲量大增，市場規模變大，吉隆坡的舊市場已不能勝任，怡保

津的新市場建立，也造成其他籍貫的魚商有機會從事魚貨買賣，所以過去由海南

籍魚商控制魚量和魚價而獨大市場的局面，不復存在。44 
    1980 年代左右，吉膽村人口達到高峰，居民人數曾一度達到 2 萬人，之後

居民外移，到了 2006 年吉膽村約有八千多人。近年吉膽島漁民人數驟減，2016
年剩下 1,000 多名漁民，且持續減少中，成為吉膽島其中一大隱憂。根據華聯學

校董事長王睦瑞指出，近乎 80%年輕島民中學畢業後，很快地離島到岸上升學或

工作，而另有 10%至 15%的人則在留下來半年至一年內後，也選擇出島生活，真

正留在島上的根本是廖廖無幾。吉膽島聯邦村長謝茂存也指出，吉膽島目前約計

剩下 6000 多人口，相比 1985 年時期的 1 萬 8000 人口，該島人口這 30 年來逐年

減少超過 3 倍。45 
因此除了仍從事漁業相關的青壯人口外，其餘多為老人和小孩。在漁獲減少

的同時，吉膽出現了養殖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吉膽海域出現了約 30 家的養

漁和養蝦場，而商家也會到臺灣等地購買優良的魚苗，加以飼養。吉膽島仍有 80
％的人從事漁業，如捕撈、養殖、買賣、造船等活動。且因吉膽保留其特殊的漁

村風貌和擁有新鮮的海產，觀光業蓬勃發展，其中餐廳與民宿業一枝獨秀。每逢

假日，遠自全馬各地到此旅遊的本國人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湧入吉膽島，

人潮洶湧景象，時常可見。46 
因為吉膽多木造房屋，經歷過 1967 年、1972 年兩次大火後，街場區幾乎燒

毀，目前所見的街場區，是 1972 年大火後所規劃的三條街道（即海邊街、大街、

第二街）的其中一條，碼頭也在街場區。所以街場區是吉膽村的行政與商業中心。

第二街甚至有公會街之稱，不少會館分布於此。當時火災後的重建是經過政府補

助和指導規劃，所以房子的大小和長寬有一定規範。經過實地的測量，當地房子

寬皆約六公尺（即 19.6 英呎）；而建屋地點的選擇也由政府以抽籤方式分配，但

有交換的自由。47 
    目前，吉膽島已少見到亞答厝，板屋十分普遍，聯絡建築物與建築物間的公

共廊橋，木板逐漸被水泥取代，也會圍上欄杆，以保護安全，高腳屋的基樁採用

塑膠管澆灌水泥的做法愈來愈普遍。由於房屋多是由居民選擇無人居住的沼澤地

建造，常出現紛爭，所以多藉由公會居中協調。島上並無土地權所有，皆是由政

府發臨時地契，從 1994 年 12 月 28 日《星洲日報》的一篇新聞可以看出，地方

                                                      
44 吉膽島海南會館，前揭書，頁 201。 
45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44650，查閱時間 2018 年 5 月 21 日 
46 吉膽島海南會館，前揭書，頁 202。 
47 （吉膽金浯江公會主席）王木財訪談，木祭魚行，2017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44650%EF%BC%8C%E6%9F%A5%E9%96%B1%E6%99%82%E9%96%932018%E5%B9%B45%E6%9C%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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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當年年底批准發臨時地契給全部 1,600 戶家庭，包含了五條港的 400 戶，

共 13,000 人左右。482018 年 4 月 3 日《東方日報》的一篇報導提到「吉膽島共

計有 1,300 戶住家和商業單位，五條港約計 230 間。」49這種無土地產權的沼澤

地家園，也不能提供墓園之用，吉膽的福建人仍葬到巴生福建義山，潮州與海南

人則葬於巴生廣東義山。 

  
圖 27（左）：巴生港與吉膽島           
圖 28（右）：1967 年火災後吉膽島的重建（資料來源：吉膽金浯江公會提供） 
 
 
 
 
 
 
 
 
圖 29：吉膽島的高腳屋            圖 30：吉膽村的大街 
 

2.社會組織 
吉膽村民多為華人，以潮州籍、福建籍為大宗，海南籍次之，馬來人為少數

（主要從事公職）；至於五條港村的居民多是福建人，包括同安、金門人等，該

村並有吉膽五條港同安聯誼社之地緣性組織。 
從田野調查發現，吉膽村當地的鄉團組織有謝氏公會、太原公會、陳氏公會、

蔡氏公會、汾陽公會、瓊州公會、五姓公會、海產公會、漁民多元化有限合作社、

漁民協會、金浯江會館、海南公會、兩合成公司、泉順發海業公會、青年會、義

務消防局、象棋協會、吉膽佛學會等。其中以謝氏公會規模最大，太原公會次之。 
吉膽村潮州語系勢力最大者為謝氏公會，1972 年成立，祖籍廣東省澄海縣

外砂鄉。（圖 31）成員曾多次擔任鄉委會村長一職，如謝文光、謝茂存等。1950

                                                      
48《星洲日報》，1994 年 12 月 28 日。 
49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237798，查閱時間 2018 年 5 月 21 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237798%EF%BC%8C%E6%9F%A5%E9%96%B1%E6%99%82%E9%96%932018%E5%B9%B45%E6%9C%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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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成立的私人經營的電火公司（電力公司），也是由公會成員謝名賜集資成立；

位在港尾區，於 1946 年成立的競智學校為謝氏族人發動募捐所蓋。吉膽島的潮

州人，與巴生當地會館也多有聯繫，巴生濱海潮州八邑會館即包括了巴生區、雪

蘭莪港口區、瓜拉令岳區、吉膽區等潮州籍人士。50 
1970 年代由吉膽當地公會一起共同成立的「吉膽鄉村發展暨治安委員會」

（簡稱鄉委會），前身為 1950 年代中期「吉膽鄉村發展委員會」。而現今的鄉委

會組織成員除了上述吉膽當地的公會團體之外，還有馬華公會、巫統等政黨組織，

其宗旨為「聯繫政府與島民之間溝通之橋樑，與協調發展吉膽島各項重要設施，

提高島民的生活水準，維護島民治安穩定。」51近年來，鄉委會對公共設施的建

設相當關注，如修建鋼骨水泥橋、爭取政府經費建設醫院、碼頭等。歷任主席有

第一任村長拿督沈保武（1962-1976）、謝瑞錦局紳（1977-1994）、謝文光 PJK、

謝茂存等。52馬來人建有回教中心，作為信仰之所。 
除此之外，吉膽村的義務消防局是當地居民的重要組織。（圖 32）由於早期

多為木造建築，對於火災特別重視，自 1972 年大火之後，義務消防局便在當地

居民的發動下成立。參與成員則是不分籍貫，每當火災發生時，居民會自發性動

員，協助救火。目前義務消防局的設備是爭取政府預算來購置，組織開支則來自

社團、店家或居民捐款。消防栓則是在 1992 年政府自來水工程施作時一併設立。
53義務消防局展現了馬來西亞華人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及自治的具體作為。 

 
 
 
 
 
 
 
 
                                 

圖 31：謝氏公會                   圖 32：吉膽村義務消防局 
 

    3.公共設施 
    吉膽島的兩個村有一間國民中學、三家國民型小學。吉膽國民中學，創辦於

1965 年，早期暫居華聯學校，直到 1970 年代才建有完整的校舍。這所國民中學

的教師多為馬來人，惟學生超過 95%為華人，因此當地華人領袖亦多有捐資。而

五條港村的學生則需要每日搭船（學生船）來吉膽村上課。54 

                                                      
50 謝茂存訪談，吉膽村海獅酒店，2014 年 6 月 29 日。 
51 吉膽海南會館，前揭書，頁 209。 
52 謝茂存訪談，吉膽村海獅酒店，2014 年 6 月 29 日。 
53 （義務消防局隊長）李金川訪談，吉膽金浯江公會，2018 年 1 月 15 日。 
54 （吉膽金浯江公會主席）王木財訪談，吉膽金浯江公會，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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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吉膽村有兩所國民型小學，華聯小學及競智小學。（圖 33、34）華聯小

學在 1952 年由聯強和華南兩校合併組成，遷入現址，位置位於街場區第二街上；

競智小學，由港尾區謝立坤和謝昇發兩位發起，於 1946 年竣工，而 1958 年曾經

重建；新民小學則位於五條港村，創辦人余忘記在 1973 年 11 月 11 日設立新民

學校，在 1937 年之前原是暫居福義成號的亞答屋，後終建校舍；幼兒園方面，

一間位於港尾區，自 1978 年創立的育智幼稚園；另外則是附屬於小學內部的幼

兒部。其中，創立於 1976 年，位於金浯江公會樓下的私立福音幼稚園，因為少

子化的緣故，2015 年已經結束。55事實上，近年來隨著人口老化、年輕人外流，

島上小學每年都會面對新生驟減的問題。自 2015 年開始，華聯的學生人數已跌

破少於 300 人，僅有 291 人，2016 年再度跌破至 273 人，但這所學校已經是吉

膽島規模最大的小學。相比較 1997 年，華聯全校學生人數達 581 人，新生人數

91 人；2016 年，全校學生人數減半至 273 人，新生人數幾乎減少 3 倍，只有區

區 36 人。56情況十分嚴峻。 
治安上，1986 年設有警察局。醫療方面，1993 年政府在街場區蓋小型醫院

HOSPITAL DESA PULAU KETAM，以取代之前小型的診療所，而島上另有兩間

藥房。電力方面，50 年代由私人的電火公司供電，但僅為部分時段供電，一直要

到 2001 年才全天候供電。政府雖有補助津貼，不過仍不敷成本，於 2006 年底改

為政府經營。另外島上有電訊公司，除有線電話外，手機亦很方便。早期娛樂方

面有中華戲院，但近年來已經式微。1975 年郵局成立；馬來亞銀行（MAYBANK）

也於 80 年代左右成立。自來水方面，過去得靠著民眾自行建造蓄水池接雨水，

如逢大旱便從巴生由船運水來補充；政府也自鄰近的 PULAU INDAH 接管到吉

膽島，並於 1992 年全島供應自來水，並在島上裝設 30 座消防栓以因應火災發

生。57 
對外交通方面，大眾交通工具從 1920 年代即有王兆松（海南人）同豐號客

船固定來往巴生港和吉膽島之間，之後海安號加入營運。二次大戰結束後，有宋

成璠（海南人）的客船每日一趟往返，1950 年代吉膽島人口慢慢增加，故有多家

客船航行其中，1990 年起還有大型冷氣汽船快艇加入客船營運，隔年 1991 年新

碼頭啟用。島上另外有專營貨船公司來從事運送物資、漁獲。58現在（2018），亦

有可載運二百餘人的大型客船往來與巴生港與吉膽載運，交通可謂方便。 
而島內交通，除了與五條港仍需藉由船隻外，村內的道路差不多以建構完成，

且多數已由政府補助或私人建造成水泥材質的道路，另外也有橋樑溝通不同區域，

而私人修建道路仍有一定數量為木造材質；在村內除了可以步行外，腳踏車成為

最主要的工具，近年來電動車日益增多。島上從事漁業者，多擁有自己的船隻，

故早期沿海居住的建築，都建有一小型簡易的碼頭供船隻停靠，形成特殊的漁村

                                                      
55 田野調查資料，2018 年 1 月 17 日。華聯學校 
56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44650，查閱時間 2018 年 5 月 21 日。 
57 田野調查資料，2009 年 8 月 4 日至 14 日。（吉膽金浯江公會前主席）黃清河訪談，吉膽金浯

江公會，2009 年 8 月 9 日。 
58 （雪蘭莪金門會館主席）呂清便訪談，吉膽金浯江公會，2015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44650%EF%BC%8C%E6%9F%A5%E9%96%B1%E6%99%82%E9%96%932018%E5%B9%B45%E6%9C%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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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 
 
 
 
 
 
 
 
 
 

圖 33：華聯學校                    圖 34：競智學校 
 
4.民間信仰 
島上居民主要華人，多信仰佛道教等民間宗教。根據田野調查，吉膽村約有

17 間廟宇，規模較大的有福龍宮、南天宮、濟仙洞、昭應廟等。其中昭應廟主祀

「昭應英烈壹百有九兄弟神位」及聖母媽祖，也曾舉辦過遶境活動，昭應英烈為

海南人的移墾先賢，因此也有海南會館及祠堂的社會功能。（圖 35、36）農曆七

月中元節，全島各區亦有普度儀式，從港尾區七月初八、七月十五街場區到七月

廿三的頭條港區，規模盛大，遷居外地的吉膽人會利用這個時間返鄉，參與廟會

活動。此外，島上也有清真寺、教會的福音會所、吉膽佛學會等。 
 

 

 

 

 

 
 
 

圖 35：南天宮                      圖 36：昭應廟 
 

（二）金門鄉團的建立：從金浯江聯絡所到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 
如前所述，1895 年已有金門人黃成器登島創辦金泰興什貨店。1920 年起，

鄉僑在此經商日增，為了鞏固社群的地位且能彼此團結互助，1920 年倡議組織

金浯江聯絡所（俗稱柴皮宫），發起人為李炎老等人。之後進一步更名金浯江，

地址在今會館所在（Jalan Sekolah）之後面，由黃奕藤贊襄捐獻。59 

                                                      
59 發起人尚有、盧尚城、李炎良、黃爵通、張宗沃、李森蛋、李增海、李炎朝、黃忠、楊建、

王欉、葉茨瓜、許水未、童著、李炎籠等人。（雪蘭莪金門會館，前揭書，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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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邑人鑒於會所破陋，李增清乃建議重修會所，獲得響應。60 1952
年，為符合雪州政府社團註冊法令，乃草擬章程，申請註冊，名稱改為浮羅吉膽

金浯江會館（KANG MOH KIM PERSATUAN PULAU KETAM），簽署申請註冊

者，為盧永福、張廷禎、李丁源、黃福氣、李清淵四君，是年十月，獲政府批准

為合法註冊社團。1957 年，主席林清川，執委黃奕南，張廷禎，盧永福，李丁源，

黃福氣，李清淵，翁文瑞，王金貴等，再考慮會所陳舊，破漏不堪，且交通不便，

有倒塌之虞，於是倡議物色適當館址，擴建三層大廈，以壯觀瞻，經召開執委會

議，專案討論，成立金浯江會館興建會所委員會。在張廷禎主席領導下，登高一

呼，得到各地同鄉熱烈支持，1960 年，會所擴建三層大廈，佇立於吉膽大街。61

當時不僅吉膽、巴生埠鄉僑捐資，不少新加坡同鄉也慷慨解囊。 
    1967 年，島上市區中心祝融肆虐，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災難，會館亦不能倖

免，一切產業，付之一炬。重整會務，事關重要，是屆主席黃奕南，成立重建會

所籌備委員會。62進行期間，再次陷入多事之秋，總務許天成事業繁忙，未能兼

顧，辭去斯職。接著募捐主任李丁源身染頑疾，行動不便，造成建委會陷入停擺。

建委會力邀林清川替代為籌建委員會總務之職，繼續推展，並蒙雪蘭莪金門會館

是屆主席楊誠財太平局紳、新加坡鄉領李皆得（時任新加坡浯江公會主席）、張

清月先生鼎力襄助，帶領馬新各地鄉親籌募建館基金。終於 1971 年 5 月 25 日，

恭請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主席楊誠財太平局紳主持開幕典禮。（圖 37）63現在這

幢樓高二層的會所，二樓五腳基大門懸掛著「陳普地樓」，係由新加坡金門會館

陳普地（目前新加坡金門會館副主席陳篤漢之父）捐獻冠名。顯見當時吉膽金浯

江公會會所重建時，星馬各地金門地緣網絡發揮的影響力。 
1980 年代之後，會館運作進一步轉型。是屆主席盧永福成立會員子弟獎勵

金，鼓勵學業優異者，這可以說是當時吉膽島鄉團之創舉。1987 年 2 月 15 日，

黃清河擔任主席，為使會館設備更加盡善盡美，會所再度進行裝修。2013 年起，

由樂善好施的王木財擔任主席，他積極招募新會員，吸引年輕金門子弟參與會館

活動，也配合浮羅吉膽成為旅遊景點的趨勢，積極推動金門文化。64吉膽金浯江

會館也經常配合雪蘭莪金門會館的相關活動，協助辦理會慶活動、學術研討會等

考察，也不時接待來自臺灣與金門的鄉親，人數雖不多，但能量充沛。（圖 38） 

                                                      
60 當時重修會所委員人選為李文房、李增清、李丁源、呂世艇、黃從順、盧尚城、程達治、蘇

勇、張宗沃、陳拋、呂荷、許贊、許文旭、李增忠、李增屋、王某、呂天等。（雪蘭莪金門會

館，前揭書，頁 40。） 
61 當時公推張廷禎為建委會主席，副主席黃福氣，總務李丁源，募捐主任黃奕南，建築主任盧

永福，財政翁文瑞，募捐委員林清川，李清淵，張延木，林友發，王金貴等。出發分配募捐人

選；計星洲為張廷禎，黃奕南，盧永福，李丁源，李清淵。馬來聯邦為林清川，張延木，林友

發，黃思文。（雪蘭莪金門會館，前揭書，頁 40-41。） 
62 成員有主席黃奕南、副主席盧永福、總務林清川、財政李文彬、中文秘書李增仁、英文秘書

盧永發、捐募主任李丁源、委員張廷禎、黃天能、黃振坤、黃振德、李清淵、王亞玉、蔡振

源、翁文瑞、王金貴、黃福氣、張清水、李朝清。（雪蘭莪金門會館，前揭書，頁 41。） 
63 籌募成員黃奕南、盧永福、張廷禎、李丁源、黃天能、黃振坤、黃振德、李增仁、林清川、

李清淵、李文彬、李木湘、王亞玉等及諸理事。（雪蘭莪金門會館，前揭書，頁 41。） 
64 雪蘭莪金門會館，前揭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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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971 年會館落成開幕典禮      圖 38：吉膽金浯江公會會所建築 
 

四、再造僑鄉網絡：後戰地時期雪蘭莪金門會館與金門之連結 

    金門於 1992 年 11 月 7 日解除戰地政務之後，逐步非軍事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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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華僑華人網絡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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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返鄉，參加由縣政府安排的「尋根團」，

其中雪蘭莪金門會館的參與時間最早、人數最多、效果最為顯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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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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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金門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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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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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地在各地聚會，成為一種新的跨境／跨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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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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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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返鄉興建紀念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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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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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餘年前，金門移民在雪蘭莪巴生一帶謀生，在當地的現實環境下，建立了

一些以照顧新僑、信仰寄託、互助團結、文化娛樂為目的之鄉團，這種社會網絡

成為殖民地時期的一種支持體系，也說明著早期華人組織出現的社會功能。他們

生活場域及其文化是一種原鄉文化與馬來亞在地文化的混融，進而再生產出一種

新的地域性。 
    戰後與獨立建國之後，隨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遷，鄉團或會館也必須轉

型，如投入公益慈善事業、扶植青年團等策略，以面對新的社會需求。而晚近 20
年隨著金門原鄉的去軍事化，地方政府與海外會館重新連結起來，從尋根團的推

動到金門大學的捐輸，這種「再造僑鄉」計畫是一種僑鄉歷史記憶的現代表述，

藉由跨境網絡的維繫與擴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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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步成為地方發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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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前五日主要活動地點在雪蘭莪州的巴生，不僅參觀了興華中學，與副校長談論

興學的歷史和創辦特色之外，還到金門會館，與歷任會館重要幹部進行口述歷史的

訪談。此外，還到福建會館翻拍館內的墓葬資料，包含墓葬總冊、公塚登記簿、義

山收據等，共三十多冊的資料。期間還參訪馬來亞大學的中國研究所、參訪具有歷

史意義的觀音亭及白宮等代表性建築。 

    一月十八至二十日，分別參訪了吉膽島以及五條港村，拜訪金浯江會館，並參

觀當地的吉膽中學、華聯學校、競智學校、新民華文小學等華校，了解華人的創校

時的艱辛和理念，以及目前面臨的困境。 

    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則是回到吉隆坡，參訪 YTL集團，並整理所收集的

資料。 

    探討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城鎮吉浮羅吉膽的吉膽村和五條港村，其金門社群

的移民歷程、產業發展以及聚落形態，同時分析金門社群網絡的形成過程，討論鄉

團、會館及廟宇的社會功能和象徵意義，進一步分析其文化認同及華人屬性的建構

過程。另外，更以巴生與浮羅吉膽的金門社群為例，了解城鎮/村落、(馬來)半島

/(沼澤)島嶼之生態環境、生產方式、生活文化、聚落空間形態的差異。此外，透

過討論巴生華人方言群之間的社會關係及其競合，以了解金門社群與其他地緣社

群、方言群的互動，進而了解巴生中華總商會、福建會館、觀音亭等社會角色；並

進一步了解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族群政策，並具體理解巴生一帶華人社會發展的困

境與對策。最後，分析近十餘年，雪蘭莪金門會館與金門原鄉的再連結，深入討論

馬來西亞金門後裔的移民記憶及社群認同的建立過程。 

    第一部分，進行文獻收集與分析，包括收集金門會館、金浯江會館的組織資

料、紀念刊物，以及興華中學的校刊等,以利了解移民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此外

也收集了觀音亭、天后宮等華人廟宇碑記、出版品等文字資料，以探討廟宇在華人

社會中扮演的社會角色和功能。關於福建會館的義山資料，則是以翻拍的方式進行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105－ 

計畫名稱 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的金門社群的移民記憶及生活場域 

出國人員

姓名 
江柏煒 

黃郁鈞、洪士惠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研究生 

出國時間 
107 年 1 月 14 日至 
107 年 1 月 23 日 出國地點 馬來西亞吉隆坡、巴生、吉膽島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五 



紀錄，方便未來的統計或研究。 

第二部分，則是進行口述訪談，以建立其家族史或個人生命史,還原昔日金門人於

海外發展的事件、活動或產業，並注意不同世代的生命經驗之差異。其中與會館領

導人進行訪談時，特別注意到會館的社會功能與角色，並以翻拍的方式紀錄會館中

的歷史照片，翻拍照片皆請所有權人准許用於研究報告書中。 

第三部分，當進行會館、廟宇、華文學校及華人聚落的調查時，皆以攝影為主，記

錄其歷史及空間現況。影像紀錄時，盡可能以多視角方式拍照，並盡量涵蓋全景。 

二、研究成果 

    整個參訪的過程當中，了解到華人在海外生活的不容易，雖然現在大多華人在

社會上都很有成就，但他們都有艱辛的過去，每一位華人在提到過往時，都會一再

強調，沒有這些過去就不會有現在，他們非常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也從不忘

本，飲水思源。 

 另外在翻拍福建會館的墓葬資料時，看到其中有許多有趣的資料，包括生卒年、

歲數、籍貫、死因、是否有配偶等等，相信未來若經過一番整理，定可以統計出當

時中國人下南洋的大致狀況，以及他們來到馬來西亞之後與原鄉之間的聯繫。 

 馬來西亞華人重視教育的程度遠遠超過台灣人的想像，他們功成名就後，第一個

想到的就是興學，所謂「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興學就是希望下一

代在接受教育後，能夠更順利的闖出一片天，這種為下一代悉心打造的教育，使得

華文教育盛行不衰，但面臨少子化的問題，華校也不得不提出配套措施以因應，但

是否能轉型成功，仍需要時間觀察。 

三、建議 

無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107.01.15 興華中學＿與副校長莫壯燕合照 

 

106.01.15 興華中學＿獲贈興華中學校史 



 

107.01.15 金門會館＿與金門會館歷任幹部及其家屬合照

 

107.01.18 吉膽島＿王木財大哥漁場參觀 



 

107.01.21 吉隆坡天后宮 

 



107.01.16 福建會館＿墓冊資料收集花絮 

 

107.01.17 金浯江會館＿與會館幹部合影 

 

107.01.22 與潘斯里陳開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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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七月十七至十九日，活動地點在雪蘭莪州巴生，至金門會館翻拍一至四十四屆

歌樂節的紀念特刊以及文娛表演的相關資料，全數共計四十多冊。 

 

    七月二十至二十六日，訪談了關於歌樂節的重要人物，如歌樂節顧問莊明輝先

生及李敬成先生、金門會館署理主席李錫循先生、青年團團長楊質煥先生、前團長

李勁強先生、南安會館青年團團長洪永甡等人，深入了解歌樂節的創辦歷史及發展

進程，還訪問到歌樂節第三十到第四十屆的節目組負責人以了解歷屆歌樂節節目安

排的重心及其演變。其中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晚上也參與了本屆一年一度的歌樂節活

動。 

 

    最後三天除了整理此次訪談資料之外，也到福建會館補充前次拍攝的墓冊資

料。 

 

    第一部分，進行文獻收集與分析，包括歌樂節第一屆至第四十四屆的紀念特

刊，以及相關的文娛活動特刊，如慈善晚會、文娛晚會、文藝歌曲歌唱比賽紀念特

刊，以及福建社團聯合會會訊等，透過這些資料，可以對巴生地區過去文娛活動有

概略的了解，其活動特刊紀錄之詳細，有利於未來分析和研究。另外，也針對上次

蒐集墓冊資料的部分進行彙整及補充，讓分析的資料更為完整。 

第二部分，針對歌樂節的歷史進行口述訪談，訪談對象包括歌樂節創始人兼顧問莊

明輝先生及李敬成先生、金門會館署理主席李錫循先生、青年團團長楊質煥先生、

前團長李勁強先生、今年歌樂節的主催團體──南安會館青年團團長洪永甡等人，

深入了解歌樂節的創辦歷史及發展進程。此外，還訪問到歌樂節第三十到第四十屆

的節目組負責人李錫耀先生，了解到歷屆歌樂節節目安排的重心及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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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進行現場參與及調查，在七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晚上，參與了本屆歌樂

節活動。活動紀錄以影像紀錄為主，盡可能以多視角方式拍照，並盡量涵蓋全景。 

 

二、研究成果 

    雪蘭莪州的巴生是大馬金門人最集中的一個地方。巴生地處雪州最西側，是一

座濱海城市。面積 62,678 公頃，僅占雪州總面積的 7.8%。雪蘭莪的馬來人皇朝曾

建立於此，因此巴生市也被稱為皇城。其中，金門人社會生活的中心當屬雪蘭莪金

門會館。本次考察的目的正是探討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城鎮金門社群的移民歷

程、產業發展以及聚落形態，同時分析金門社群網絡的形成過程，討論鄉團、會館

及廟宇的社會功能和象徵意義，進一步分析其文化認同及華人屬性的建構過程。此

外，透過討論巴生華人方言群之間的社會關係及其競合，以了解金門社群與其他地

緣社群、方言群的互動，進而了解巴生中華總商會、福建會館等社會角色；並進一

步了解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族群政策，並具體理解巴生一帶華人社會發展的困境與

對策。最後，分析近十餘年，雪蘭莪金門會館與金門原鄉的再連結，深入討論馬來

西亞金門後裔的移民記憶及社群認同的建立過程。 

 

    在此次的調查過程中，深入了解巴生早期的生活狀況、當時社會的局勢、以及

創辦歌樂節的初衷及苦心。由於當地華人在各種不同的層面受到壓迫，促使華人更

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當地華樂的盛行也源自於此。歌樂節此華人活動之創辦非常

不易，歌樂節顧問描述創辦之初，受到種種阻礙，如曲目多次上傳審查，曲目必須

要包含三大族群的音樂，但其他族群的人並不想配合演出等狀況，都必須一一克

服，聽著顧問這樣描述，不禁感嘆華人在海外生存之不易，但同時也不得不佩服海

外華人這種堅忍不拔的意志力和團結力，越是困難越要去完成。歌樂節從創辦至今

已經歷時四十四年，中間從未停辦過，且不論是紀念刊的形式，連曲目形式、表演

形式都不斷地與時俱進，但若將之與國際的音樂節做為比對，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

空間，歌樂節是否可以轉型成功，還有待觀察。 

 

 另外在翻拍和整理福建會館的墓葬資料過程中，可以想像當時年代的生活情況。

墓冊資料內相當完整地記錄了死者的相關信息，除了死亡準確時間、地點、死因

外，死者的性別、家庭、年齡、職業、籍貫等等均有記載。相信通過對這些相關資

料的統計分析，可以還原當時社會的基本樣貌。在福建會館中一本本厚厚的墓冊，

顯示了會館對於義山的重視，也說明會館在當時華人社會中的重要角色。現今會館

又是如何變化和發展，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三、建議 

無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107.07.21 第四十五屆歌樂節場地擺設  (地點：福建會館大禮堂) 

 

107.07.21 第四十五屆歌樂節音響、燈光、舞台擺設  (地點：福建會館大禮堂) 

 



 

107.07.24 與歌樂節顧問 莊明輝先生合影 

 

107.07.24 訪談南安會館青年團團長 洪永甡先生 



 

107.07.25 與歌樂節顧問 林敬成先生合影 

 

107.07.25 與留臺聯總 郭如意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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