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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學生：劉郁忻                          指導教授：羅烈師 

中文摘要 

  

今日，古晉是馬來西亞東馬砂拉越的首府，過去，她曾經是砂拉越關鍵的發

展區域，特別是位於砂拉越河岸的古晉巴剎，作為聯繫內外的貿易通商港口，代

表著砂拉越的經濟發展。本研究關心的時間範圍起始於 1840 年代英國人布洛克

家族將現代化國家概念帶入古晉，直到日本統治的戰後 1950 年代期間，即砂拉

越加入馬來西亞以前，古晉巴剎華人方言群的社會變遷，並指出產業在其中扮演

著決定性的影響。 

本研究分成三個層次討論：第一，藉由歷史檔案的論證，說明布洛克政策，

如何奠定砂拉越經濟發展基礎，特別在移民華人從事的甘蜜、胡椒、橡膠與碩莪

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園生產。第二，藉由歷史文獻，探討華人方言群如何在參與古

晉巴剎的過程，發展出巴剎華人社會與文化，主要討論潮州人、福建人及客家人

如何形成社會主導與勢力交替的情形。第三，針對方言群與產業關係，指出由鄉

下的生產到古晉巴剎的交易到國際市場貿易的經濟作物流通，如何形成一套人際

網路與商業貿易系統。 

透過巴剎經濟發展的歷史分析，本研究認為，殖民經濟帶動之下，古晉巴剎

範圍隨產業發展而擴大，再配合不同華人方言群參與的過程，說明古晉巴剎華人

方言群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是受到產業相當程度所決定與主導的。 

 

關鍵字：古晉巴剎、華人方言群社會、產業、商業貿易系統、殖民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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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ialect Groups and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in Kuching Waterfront Bazaar Sarawak (1840-1950)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tudent: Yee-Shin Liew                               Advisior: Lieh-Shih Lo 

Abstract 

Today, Kuching is the capital of Sarawak. In the past, Kuching was a crucial area 

of development of Sarawak. Kuching Waterfront Bazaar, located on the riverside of 

Sarawak River, as the main trade port connec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business, 

especially represented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arawak. This research aimed to 

study the soci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Kuching Bazaar from British 

Raja Brooke brought the concept of the modern country into Kuching in 1840s to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1950s and point out that the economic activ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is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was divided by three different levels. First, by 

demonstr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explaining how Raja Brooke policy establish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rawak. Chinese immigrants 

engaged in the plantation production of cash crops, such as Gambier, Pepper, Rubber, 

Sago, etc. Second, b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how Chinese Dialect 

groups developed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Chinese as participating in Kuching 

Bazaar was probed. Also, the examples of Teochew, Fukien and Hakka groups leading 

the society and changing power were proposed. Third,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Dialect groups and economy activity, the author proposed how 

interpersonal network of and commercial trade system formed by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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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ng the cash crop produced from rural area to international market by the trading 

system in Bazaa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azaar,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under the progress of colonial economy, the range of Kuching 

Waterfront Bazaar expanded with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lso, by study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participating trades in Bazaar,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Kuching Bazaar was 

dominated by the economic activity. 

 

Keywords: Kuching Waterfront Bazaar, Chinese Dialect groups, Economic Activity, 

Network of Commercial Trade System, Policy of Colon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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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 

島嶼東南亞的歷史在西方殖民勢力進入以前，是沒有明確的疆界與領土劃分。

尤其大多數被熱帶雨林覆蓋的土地，僅有區域性政治單位治理的概念。如此的沼

澤和溪流的條件，島嶼東南亞帶給人們居住生活以及從事農業耕種的豐富資源。

經歷大航海時代貨船川行東南亞的 18 世紀，已經有不少的華人茶商在南洋從事

貿易，茶商同時也在尋求大眾商品市場，例如籐、鉛、稻米等，他們生產財富然

後再投入於新的經濟活動，創造航海商人的繁榮的景象(Trocki 2009: 349)。他們

停留在資源豐富的土地，也有一些人開始長期居住下來。最早的華人聚落出現在

18 世紀中期的廖內群島北方的民丹島(Bentan Island)，當時一位負責耕種的華人

領導人被稱為港主(港口的主人)。而新加坡開墾早期為數不少的華人胡椒農，也

依循同樣的耕種制度，制度隨後也傳入馬來半島(Trocki 2009: 351)。因此，

Trocki(2009)認為華人持有相同一套的耕種制度，由此地搬運到另外一地反覆循

環的操作。 

由此可見，條件相似的東南亞環境，上演著相似的故事，華人從事農耕與種

植園經營，彼此之間可能形成某程度的連貫關係，背後可能蘊含著一套規模的運

作模式，或甚至是一個人際的網路系統。此系統有一個中心，它勾連著遍佈南洋

各地華人之間的關係，扮演維繫南洋華人和中國原鄉的仲介者，作為不同地區華

人的溝通交流管道。猶如砂拉越農業開發的例子，種植園開發的消息在這樣的系

統下，其傳達對象很明確的是新加坡資本家，勞動力需求的資訊也從新加坡被散

播開來，新加坡可以說是此系統的心臟。而就在砂拉越大量人力開始流入的時期，

半島霹靂州發生華人兩大會黨牽連於蘇丹皇室之爭，而在英國殖民勢力介入後擺

平；西加里曼丹成立近一個世紀的蘭芳共和國，面臨荷蘭第二次的侵占；新加坡

港主耕種制度進入到柔佛州；仍然是農村型態的吉隆坡在甲必丹葉亞來等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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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開始發展；遭遇太平天國起義失敗的華人（客家人），在北婆羅洲公司資助

與巴色教會的管道，進入沙巴；清朝經歷鴉片戰爭，列強的撕裂等等。經歷外來

勢力介入，面臨人口向外流動的可能情境之下，多個區域的新的種植園地開發，

並不完全是偶然。將東南亞華人移民放置在歷史社會脈絡中來檢視，筆者雖然沒

有明確的證據指出當中人際的網路或者信息的流動的關係，但是似乎有一股力量

引導人群流向。砂拉越的開發在這樣的歷史時空之中，成為人口流動過程被選擇

停留的據點。 

移民華人多數選擇在河口上岸，或者沿著河流逆流而上，找尋適合生活的地

方，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古晉。在英國人 1839 年剛來到古晉巴剎一帶，這裡都

是樹林，在老巴剎的地方住有幾戶人家，其餘的家庭都散落在樹林和菜園之中1。

筆者按照古晉巴剎今日的格局推測，移民華人在古晉河與砂拉越河交界的河口上

岸，並停留在此，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蓋神廟，而且是家鄉帶來的神明與信仰，

於是他們在背山面水的風水位置蓋了大伯公廟，今日的大伯公廟是所有華人一同

供奉的神明。地方有一種說法，說這裡早期停留的都是福建人，若按照蓋廟的邏

輯，福建人供奉的聖皇宮就在古晉河對岸。他們由大伯公廟一帶為起點，沿著砂

拉越河出現了海唇街。砂拉越河河床深度適合貨船進入，所以海唇街變成上下貨

物的地方，它在貿易興盛時期發展起來，而當時在這裡做生意的人是潮州人。經

濟發展下，巴剎範圍也開始擴大。文史工作者說，亞答街位於海唇街平行的後方，

本來是作為倉庫之用，後來連貫海唇街和亞答街之間的中國街、下橫街和大石路

商店也都變成作生意的地方。隨後越來愈多新的商店，如友海街、甘蜜街、電力

街、馬吉街等興建，但都是將近 20 世紀的事情了。 

 

                                                      
1
 筆者從地方文史工作者李先生訪談得知。李先生說，1928 年英國人政府為了興建一條可以通

往新區域浮羅岸，而把古晉河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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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古晉地理位置與巴剎街道分布及名稱 

 

乘船的華人移民大多停留在河流一帶，他們主要分布在砂拉越三大流域也就

是拉讓江流域(Rejang River Basin)、峇丹魯巴河流域(Batang Lupar Basin)和峇南

河流域。尤其在 20 世紀初，許多潮州商人藉由河流深入內陸去收集有經濟價值

的物產，流域附近的商店成為貨物運往古晉巴剎以前的集中地，後來這些依靠河

流深入內陸的潮州商人也在河流邊蓋起商店兼居住，像是峇丹魯巴河流域流通實

巫堯(sebuyau)、斯里阿曼(Sri Aman)、英吉利里(Engkilili)，東北方沙里巴斯河流

域(Batang Saribas)木中省木寧(Debak)與實巴荷(Sebauh)等，都屬於相對郊區內陸

地帶。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沿著河流的商店越蓋越多間，範圍擴大、人口也增

加，而發展為市鎮。他們把收集到的物產送到流域河口的巴剎商店，巴剎商店收

集物產到一定的量以後再運送到古晉大巴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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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砂拉越峇丹魯巴河流域鄉鎮位置及名稱 

 

我出生於砂拉越古晉，大巴剎在記憶中一直都是熱鬧的地方，人們在這裡做

生意，是這座城市的中心。當我小的時候，媽媽每周至少會到巴剎採買一次，只

要搭上任何一台公車，終點都會停在巴剎的公車總站。出現在巴剎的人形形色色，

像是裸著上半身將貨物從貨車卸下的華人阿伯、帶著四五個小孩在逛街的包頭巾

的回教徒媽媽、香料店門口的額頭有紅點的印度婦人等。巴剎賣著五花八門的貨

物，沒有什麼是買不到的，所以媽媽出發前都會將當天要買的東西寫在字條上，

然後從重量最輕的東西開始採買。曾經是裁縫師的媽媽，通常會到布店挑選做衣

服的布。她跟店裡的小姐閒話家常，說著好像是福建話。離開布店，她抱怨說店

員給她的折扣太少，下次要找老闆「剪布」才可以「殺價殺比較多」，只可惜老

闆剛在招呼其他客人。然後我們去雜貨店，買了很多蜜餞零食，這次媽媽用的是

潮州話。離開雜貨店媽媽又再抱怨說，原本不想買這麼多，因為人情總總，讓她

多消費了。有時候她還會到不同的店買針線、花邊等裁縫用具、鍋子把柄、收納

塑膠盒、絞肉、水果、拜拜用的銀紙與香燭等。若湊巧遇到非華裔店員，媽媽用

比手畫腳的方式跟對方交易，溝通比較困難，想得到折扣也比較困難。農曆新年

前夕的巴剎最熱鬧，親戚阿姨結伴開車來這裡辦年貨，他們有好幾家的目標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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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熟悉的店家消費，順便聊上幾句。每當家有喜事，外婆和阿姨也會來到巴剎買

金銀飾品，他們會順路拜訪一家同樣是潮州人的親戚的雜貨店，門口擺放許多玩

具，當時還是小孩的我印象深刻。這一切真的太理所當然了，長大了我卻找不到

這個記憶中的地方。也許長大長高了，當我再次回到這個地方，覺得視角變廣了，

還是說人潮消失了？都市快速向外發展，人群都跑到新蓋的冷氣商場去了。 

今天，出現在這裡的人，一般是這裡的店家或是他們的小孩、孫子。「妳來

這裡做什麼？」，我被問了好幾次，看來我出現在這裡顯得很怪。一開始我都會

回答說我來找歷史，只會讓自己更突兀，因為對方常常笑我「來錯地方」，建議

我到博物館找歷史資料。後來我乾脆說我是來走走的。隨口問問對方家人移民的

歷史，通常會有兩個答案，年輕一點的會說「他們從中國來，很辛苦的…」，年

長一點的會說「老一輩的人很嚴肅的，才不會跟你說他的經歷…」。如果換成問

我自己，我會說「我爺爺是客家人，他來種胡椒的。我外公是潮州人，他曾經開

過雜貨店…」，只有這麼一點資訊。於是，我開始感到疑惑，為什麼華人移民歷

史總是和古晉巴剎脫離不了關係？為什麼是在這個空間，而且是做生意？除了知

道自己家裡長輩移民來到這塊土地之後曾經從事的工作，其他的一無所知。 

關於古晉華人移民的歷史研究，目前有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不斷在挖掘與

探索(李君 2008；蔡增聰 2004；田英成 1999 等)。但是受限於資料，使得相同

的資訊不斷重複，出現在不同文史工作者的手筆，顯然他們面臨某方面的資源限

制。這些資料很豐富精彩，可是屬於分享的方式並沒有特別交代參考資料來源的

必要。同時，一般在特定主題下，這些文章是片面的，不容易看到整個大時代背

景。所以我嘗試將他們的文字拼湊起來，畫面顯得很有趣，很多疑問和斷裂浮現，

例如這些資訊會告訴你，福建商人曾經是古晉巴剎的主力，可是他不會告訴你，

為什麼福建話至今仍是主流方言？他會跟你說這裡是華人做生意的地方，可是不

會跟你說他們怎麼做生意？他會跟你說英國人推行政策吸引華人移民，可是他不

會跟你說吸引力是什麼？資料中也看到客家人移民在鄉區從事胡椒種植，大多潮

州人選擇經營雜貨店，繼續深入去觀察，說不定可以找到我爺爺和外公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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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論述相似，通常會將古晉巴剎華人分為兩群勢力相當

的方言群。最早出現在這裡的是潮州人，他們因經營「甘蜜」這種有經濟價值的

土產生意而致富，後來這群潮州人遇到火災，燒毀了巴剎的店面和貨物，以致巴

剎生意轉到另外一群人，也就是福建人手中。福建人原本也是在巴剎經營生意，

但他們不是潮州人的對手，後來他們靠著「橡膠」貿易致富，開始進行許多新產

業的投資，不幸的是，他們遇上經濟蕭條和日本入侵。二次大戰期間，東南亞許

多種植園都受到破壞，戰後無法快速恢復種植生產，但是，砂拉越鄉下的種植園

未受破壞，保留胡椒生產。於是，種植胡椒的客家農人，靠著胡椒貿易，戰後短

時間內變得有錢，他們也來到巴剎開店，經營胡椒等土產相關的貿易。 

這是目前巴剎華人相關資料提供巴剎華人變遷的大致背景。雖然古晉巴剎的

的華人方言群除了潮州人、福建人和客家人之外，仍有詔安人、廣府人、海南人、

興化人等等的方言為基礎的人群分群現象，但是文史工作者的敘述中，這三群人，

很明白的輪流出現在巴剎華人歷史當中，而且他們都各自經營某個有經濟價值的

物產貿易（潮州人的甘蜜貿易、福建人的橡膠貿易與客家人的胡椒貿易），他們

之間有種勢力交替的現象，而且勢力是互不重疊的，就好像一個時代只能夠有一

個人群主宰整個華人社會的樣子。同時，這種情況也同樣的反映到物產貿易的情

形，甘蜜、橡膠或胡椒市場只要一發生變動，巴剎貿易商的生意以及生意經營者

的經濟狀態也跟著變動。而這些貿易商又和特定某一群的方言群有很大的關係，

造成人群之間出現交替的情況。 

藉此我們可以觀察到，巴剎方言群的出現、發展、式微的變遷過程之中，作

物產業造就資本、權力與勢力，進一步形成方言群產業之間的替代關係。巴剎隨

著產業的發展而逐漸擴大其範圍與規模，再配合不同華人方言群參與的過程，使

得古晉巴剎方言群的發展與變遷是受到產業的變遷所決定與主導的（圖三）。如

果是這樣，那為什麼要分群行動？為什麼不同的人群無法同時經營同一個產業？

為什麼這些人會經營這些產業？或「被分配」經營這些產業？為什麼一定要集中

在同一個產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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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方言群的變遷與產業變遷關係 

 

文史工作者的論述當中仍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這也同時表現在古晉華人社會，

也就是以方言作為人群分類的方式。我從小就認為我跟爸爸一樣是客家人、媽媽

是潮州人，鄰居家是從詩巫搬過來的福州人，大街上最常聽到的方言是福建話，

咖啡店的老闆通常都是海南人。不同方言群的家庭說著他們最熟悉的方言，但是

來到大街上就會使用福建話，去到學校上課就要使用華語。這些分類意識從小就

灌輸到我的腦袋。 

方言作為古晉華人社會的人群分類，相對祖籍的地緣性或姓氏的血緣性分類

等，較為普遍。目前位於巴剎海唇街的華族歷史文物館當中所展示的華人，同樣

是以方言群作為分類，分類方式與 1950 年代來到古晉研究的田汝康相同，分為

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詔安人、海南人、福州人、廣府人、興化人、雷州人、

三江與其他。受人類學訓練的田汝康，當時將古晉華人社會的社會結構寫成博士

論文，可能是在學術研究的脈絡下有意識的按照方言群將古晉華人分類。過去不

少學者(麥留芳 1985；王賡武 1994；古鴻廷 1994 等)也關心於馬來西亞華人身分

認同與分群的議題，方言群作為華人人群分類的改念，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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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此，我所關切的是殖民經濟所帶動的地方產業發展，對華人方言群社會帶來

什麼樣的影響。無可否認，方言群分群與方言群認同對於地方產業變遷也有所影

響（圖三虛線），尤其在移民社會初期之時是非常重要的，故華人方言群社會的

變遷與產業的變遷即便是雙向，雙方的發展與變化是相互影響的。然，連帶世界

經濟體系生產系統的方言群產業後續發展，地方人群的力量相對收到世界經濟體

被動（圖三實線）。因此，本研究目標於探討英國人布洛克家族治理砂拉越期間，

砂拉越經濟發展對於古晉巴剎華人方言群社會的所帶來的影響。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方言群在地方經濟的產業和行業被分配的情況和殖民時期統治者相關。顯然

統治者是知情的，他利用分群對立、競爭或合作的關係，操縱他的政治權力與經

濟發展，華人作為移民成為殖民者融入地方發展的媒介，華人方言群作為次族群

則成為殖民者介入地方經濟的手段。我將文獻回顧分為四個部分，首先，回顧目

前學者對古晉華人社會的理論研究，從中得知古晉華人社會在殖民背景之下的發

展。第二，試圖理解殖民者是利用什麼樣的方式，達到和華人合作與維持兩者之

間的關係？第三，由族群的面向，觀察華人的身分與華人社會發展，為什麼會成

為和統治者選擇的關係對象？第四，放到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脈絡，

觀察華人社會內部的特徵與其經濟的運作有什麼樣的相似形，藉以思考古晉巴剎

華人分群、分工、分行業的情況。 

 

（一）古晉華人社會與經濟研究 

 目前既有的古晉華人歷史資料當中，很大部分是戰後地方文史工作者建立起

來的，這些資料大部分屬於經驗式材料。奠定在這些經驗材料基礎，後來的幾十

年開始有一些學界學者，將古晉華人社會放到更大的砂拉越現代國家發展概念或

東南亞華人發展的脈絡之下，透過理論的視角來重新解讀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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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ard(1978)著作中，比較東南亞近代城市社會發展，進而提出古晉的特殊

性。與爪哇、菲律賓、新加坡等地不同的是，古晉族群關係相對和諧，族群之間

是經濟上的互補關係，也不曾出現族群公然對立事件。在英國人布洛克治理下的

古晉，華人被賦予甲必丹職位，相較新加坡等城市的甲必丹，古晉華人甲必丹一

職對社會影響力甚大。隨後，Lockard(1987)提出以族群為基礎的空間分隔模式的

構想，是古晉城市發展的特色。族群、職業與居住環境分離的情況下，古晉華人

分布在巴剎以及郊區，同樣賦予甲必丹(Capitans)的權力。但 Lockard 的研究主要

論述同一個政治體系下的多元族群(Plural Society)共存情況，並無深入探討古晉

華人社會的方言群與產業關係。 

Daniel Chew(1990)在《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黃順柳譯

砂拉越鄉鎮華人先驅）一書中，使用大量一手歷史檔案與訪談，對砂拉越 19 世

紀至戰前的鄉間土著與華人互動，歸納出「烏魯」(Ulu System)交流系統。住在

內陸地區的土著通常和船販直接接觸，除了建立在物品交換與生意往來，他們也

進行婚姻、住宿交換等。而船販透過河流交通，將內陸拿到的自然物產與河口店

家商人進行外來商品的交換。所以，土著和河口商人形成間接的貿易關係。接著

河口商人和古晉進行貿易，古晉則與新加坡進行貿易往來。但是，周丹尼的研究

是針對鄉下，而非古晉城市的華人經濟與產業，他也沒有對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

展有太多的著墨。 

日本學者 Noboru(2010)使用砂拉越憲報為材料，研究砂拉越與印尼邊境的人

群身分認同。他指出，邊境的人群跨越國家的交易模式，包括頻繁的走私活動，

是因為沒有受破殖民政府的制度與國家概念的規範，而是以商人的經濟利益為主，

近而發展出跨國的地域認同。雖然 Noboru 的研究焦點並非在華人與華人社會發

展，但是研究所論述的種植園生產與橡膠交易系統很大部分屬於鄉下華人經濟基

礎。 

 田汝康(1953：1983)對戰後古晉華人社會結構作解析，區分鄉下與城市的華

人發展包括宗會、經濟等層面所表現的華人社會樣態。他提出 50 年代古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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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方言群分布的現象，多數分布在鄉下的客家人，但巴剎卻有著複雜的方言群

聚居的情況。方言群透過會館、同鄉會、同業公會等在方言群的概念之下組成與

發展，強化方言群社會以及特定方言群的產業勢力，而形成排他性的技術與產業

壟斷，造成特定方言群集中在特定產業的現象，田汝康稱之為行業識別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然而，巴剎的潮州商人與福建商人較特殊，他們的

職業認同某程度源自於資本的掌控(Control of Capital)，使得這兩群人除了壟斷特

定產業之外，也著手發展其他產業。潮州商人與福建商人的商業勢力，或者說，

在巴剎華人社會的勢力明顯有超越其他方言群的趨勢，成為華人社會的主導者。 

Lockard、Daniel Chew 和 Noboru 的研究都注意到砂拉越發展過程中，統治

者對於砂拉越華人所採取的管理與制度政策，Lockard 處理政治層面的討論，而

Daniel Chew 和 Noboru 都關心政府政策之下的華人商業貿易運作的面向，而田汝

康較關心的是華人方言群內部的社會經濟與發展，以及方言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無論如何，這幾個學者的理論當中，「國家」是很明白的對華人社會是具有影響

力的，而且這一套國家利用經濟為管道介入華人之中。 

 

（二）東南亞殖民經濟的特徵：巴剎與巴剎經濟 

 西方殖民國家大舉進入東南亞以前，東南亞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經濟發展，經

由西方殖民國家現代化的概念匯入，融合而成的東南亞殖民經濟特徵。 

Bazaar 指的是一個空間，概念源自 16 世紀晚期中東地區，指的是聚集貨物

的交易市場或是銷售大型雜貨的商店2。Geertz(1978)於 1960 年前後對摩洛哥一

個名為 Sefrou 區域的中心市集進行研究，將農業市集形成的交易模式稱為巴剎

經濟(Bazaar economies)。市集可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永久性的固定地點擺攤，另

一則是短暫的周期性市集，兩者可同時出現。Geertz 指出巴剎經濟的特徵，他將

巴剎研究形容為一個機構的分析，機構在資訊缺乏的情況下，買賣雙方維持長時

                                                      
2
 Oxford Dictionaries: Bazaar(N.) is a market in a Middle Eastern country; A fundraising sale of goods; 

dated A large Shop selling miscellaneous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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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動關係。這樣的互動關係是互補的，買方寧願與同樣賣家議價，也不想與其

他價格更便宜的賣家消費，而賣方會從交易中想辦法為自己找到利益。巴剎經濟

是地方生活的人發展出的一套市場機制，但後來成為殖民者將其作為操作殖民地

經濟的工具。 

 17 世紀，南亞與東南亞的殖民時期，使得殖民經濟融入地方的巴剎與巴剎

經系統當中(Ray 1995)。南亞的情況，巴剎多數出現在歐洲人活動的軍事或宿舍

附近，由殖民者召集當地人(native)經營，主要是為了提供歐洲式的餐飲和日常

所需的目的而設立(Heitzman 2008)。相同情況，在 17 世紀西方殖民勢力的荷蘭

東印度公司侵入印尼以前，分別在爪哇 Modjukuto 以及巴里島的 Tabanan 已經有

小規模的巴剎。Geertz(1963)的著作《Peddlers and princes》一書中指出 Modjukuto

與 Tabanan 的社會結構傾向於特定的市場為中心，同時出現階級分層的社會結構。

Modjukuto 社會上的貴族、商人與技工仍有宗教差異而形成各自的學校。在政府

的配之下，Modjukuto 華人以商人的身份經營經濟物產出口與雜貨進口貿易，華

人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只有在配合政府所頒布的經濟政策之下才會進行互動。

相對郊區的 Tabanan 在荷蘭殖民以前屬地方家族/貴族分散式管理，使得零落的

村落之間互動低、個人連帶關係薄弱的情況下，不易產生地方派系。但是，Tabanan

傳統工藝的消失，說明資本主義正逐步將地方整合在世界經濟當中。因此，巴剎

和巴剎經濟是伴隨著資本主義概念的殖民經濟發展。 

 Trocki 以新加坡華人公司貿易為研究，說明殖民國家經濟政策是透過執照與

特權頒發等制度，來合法化殖民政府稅收目的(Trocki 1990)。事實上，受殖民勢

力入侵以前，東南亞許多地方已出現經濟相關制度的雛形。18 世紀中期的廖內

群島的華人聚落領袖被稱為港主(Kangchus)，他們形成一套耕種制度，並帶到其

他地方，尤其殖民時期的柔佛發展為港主制度(Trocki 1979)。柔佛的港主以小河

的市鎮為範圍，他們允許引入勞動力從事經濟效益的農耕，享有（對蘇丹）繳稅

優惠，並給予銷售鴉片、酒、賭博、檳榔或青樓經營等特權(Trocki 2009: 352)。

新加坡方面，經由個人或商號公開競爭投標，以一期三年的方式取得專利銷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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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納稅給殖民統治者。統治者一方面透過得標者達到對地方貿易的管制，更重

要的是稅收，單是鴉片稅收就占了新加坡殖民政府收入的 30%( Trocki 2009: 355)。

Trocki(2009)認為，鴉片作為一種跨國性的商業貿易，形成了一個華人網絡，尤

其表現在福建省與廣東省潮州華人勞動力移民網路。 

 因此，西方殖民國家對東南亞經濟發展的明確目標就是那些具有國際市場的

特定產業，在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族群與經濟基礎下，統治者引入法律與制度，推

動地方經濟發展，同時也做為統治者的經濟來源和政權合法化的手段。同時，華

人移民活動較西方殖民勢力還要早進入與融入東南亞地方，他們早已發展華人自

有的生產與交易方式，這對殖民政府來說應該會是種經濟發展的干預嗎？事實顯

然不是這樣。那為什麼殖民政府會要選擇華人合作共同發展砂拉越經濟？ 

 

（三）東南亞殖民經濟下移民華人分群現象 

 殖民主義刺激東南亞經濟發展，而造成快速的都市化的現象，是東南亞近代

城市的特徵(Lockard 1978)。由於殖民時期對東南亞原物料的需求，多數東南亞

城市結合港口以及行政中心的功能，作為原料出口至歐美地區的管道

(Hackenberg 1980)。同時，在殖民制度下，以商業貿易為主軸的城市發展，逐漸

形成道路與鐵路等運輸系統以及礦山與種植園等現代化的開發，吸引不少印度地

區與中國地區的移民工人，構成東南亞多元族群的特色。 

 華人在殖民經濟開發基礎之下移民東南亞，他們組成具有明顯結構分群

(segmentary structure)特色的華人社會(Chinese Communities)。東南亞華人社會主

要是以傳統中國社會模式為概念，發展出相似的社會組織(Crissman 1967)。 

 雖然馬來亞、新加坡與砂拉越出現的華人社團或組織並非完全相同，但在起

源與功能上非常相似(Siow 1983；劉宏 2000)，主要可歸類為三種類型，即以地

緣為概念的會館或同鄉會；以血緣為基礎的宗親會；以共同職業為主的工商團體。

尤其19世紀多數移民華人初到時身無分文，需依靠同鄉會或宗親會的連帶關係，

獲得學習技術與生活的機會，進一步的強化特定方言群群與特定行業的優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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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壟斷的可能(陳琮淵 2005)。他們以公司為名將同鄉籍或同宗籍的人凝聚在一

起。「公司」一詞的方言語意指的是共同付出、共同分享、共同承擔、共同使用

等一種合夥行動的概念。陳國偉(2005)的博士論文以 19 世紀檳榔嶼的華人公司

體制為研究，說明英殖民時期的華人公司是祭祀共同體的範圍，其生產關係尤其

在勞動關係於產權形式與交換方式等，維繫著公司的本體存在。體制上是由傳統

父權社會家庭構造發展的非正式權利關係，同時也涉及土地所有權的義山與喪葬

事務等。因此，殖民時期「公司」作為華人群體的分析單位，可表現在信仰的神

明、神廟與祭祀範圍，土地財產的義山、會所(即會館)以及權力之影響力，不只

是維繫一群人更是作為劃分他者界線的標準。 

 李亦園(1970)對戰後的馬來亞華人市鎮「麻坡」進行研究，他將麻坡華人社

區組織分為地方性及方言群社團、宗教親會或地區性宗親會、職業公會，三個方

言群基礎組織，還有俱樂部、宗教團體、社區性社團等次要組織。另外，麻坡華

人各群間職業分布與經濟相關，漳泉人與永春人集中於橡膠業、海南人經營咖啡

店、客家人是主要的布商與中藥材商等。李亦園將麻坡華人經濟結構系統化為三

個階層，也就是低層的勞工層、中間層的行商層以及最高層企業層，卻沒有進一

步解釋三個階層關係。李亦園使用豐富材料論述當代麻坡華人社會，並沒有著力

於方言群互動的討論或是殖民脈絡的情形。 

 華人社會依方言群為基礎組成的地緣性、血緣性與業緣性組織，林孝勝稱之

為「幫」或地方幫權的概念(林孝勝 1995)。「幫」具有方言群的認同，形成互利

以及內聚性甚至排他性的勢力(陳琮淵 2005)，他們利用地方意識(localism)與幫

權主義(Particularism)構成幫權結構(Bang structure)(田英成 1999)。吳雲龍(2009)

對檳城華人社會跨幫組織的研究當中，透過平章會館與中華總商會，觀察檳城福

幫與廣幫兩大主要方言群。研究指出，地方的幫利用與殖民政府的合作、跨幫組

織人數、幫群的財力等幫權控制，相互合作與競爭的過程。 

 東南亞殖民經濟建立在多元族群的基礎，華人做為族群仍有分群的現象。華

人除了方言群分群，進一步由經濟形成不同的階級身分關係，而在地方勢力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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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派分群的競爭，型塑出殖民時期的東南亞華人社會。立基於特定方言群壟斷特

定產業與行業的現象，這些人群分類與社會發展有很大的相關。因此，華人作為

殖民者共同聯手發展經濟的對象，華人不僅有其一套經濟運行的方式，內部也有

完整的生產分配與身分關係，統治者只需賦予華人權力，就可以確保生產得以順

利啟動與運行。 

 

（四）華人經濟資源和東南亞華人經濟與產業研究 

既有對東南亞華人經濟研究的中文文獻當中，可分為兩類，第一是關於東南

亞華人經濟研究，第二則是針對華人方言群產業的論文研究。李國梁(2002) 將

東南亞華人經濟研究分類為七個面向討論，包括華人經濟概念、經濟的族群性、

華人身分經濟問題、戰後華人企業研究、華人經濟網絡、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經濟

關係以及華人經濟發展與儒家文化關係等。其中，東南亞戰前華人經濟研究多數

關注於華人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族群經濟競爭關係、族群身分階級關係(葉松祥 

2001；陳志明 1990；Lim 1980 等)，戰後的議題大多關心全球化與華人企業組織

與移民網路 (Lim 1983；蕭新煌與龔宜君 1998) 。這類研究說明了東南亞「華人」

做為一個族群對東南亞經濟與產業發展的相關性，但在這樣宏觀的華人經濟結構

之下，較難找到特定方言產業發展的足跡。所以，劃定更微觀的方言群經濟研究

或許可以對特定產業作出進一步的分析。 

 近年來，累積了不少關於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華人方言群產業研究的論文，他

們利用美國華人企業研究的理論為基礎，說明東南亞華人單一方言群行業技術專

業化，甚至產業壟斷現象，是東南亞地區方言群職業分類的基礎。張翰璧(2012)

指出馬六甲中藥產業多數是客家人經營，而新加坡當鋪經營則以大埔客家人為居

多，占華人當鋪的 80%以上。湯九懿(2011)在馬來西亞檳城的浮羅山背聚落進行

研究，指出當地多數客家人以荳蔻相關事業為生。蕭靜淑(2003)研究砂拉越興化

人行業發展史，指出興化人集中在腳車店以及捕魚業，幾乎也壟斷砂拉越內部的

交通運輸系統。這些深入華人方言群的產業研究，說明了方言群作為分類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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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有相當的關係。然而，論文多關注在單一方言群面向，並沒有把方言群放到

華人社會，觀察跨方言群互動與產業發展關係，也沒有把殖民歷史脈絡下的地方

社會視為討論背景。 

在美國移民華裔經濟的研究當中，同樣指出了移民華人集中於特定產業的現

象。族群企業(Ethnic Business)指的是，移民為了在移民地生存，通常集中同族群

的人從事某種特定行業或自己創立公司和企業網路(Wei Li & Gary Dymski 

2011)。 

根據 Wei Li & Gary Dymski 的研究，美國華人金融機構如何利用族群作為資

源將族群關係經濟化。族群企業活動範圍主要是人口居住相對集中的特定空間，

以鑲嵌在族群社會結構中，並形成內部循環的影響。他們從事的行業傾向雇用自

己同族群的成員，大致可分為三種形式：第一，族群經濟利基(ethnic economic 

niches)，屬於移民社會早期的族群經濟型態，通常出現在第一代移民。他們集中

在某個地區經營某種行業，這種行業不需要太多的創業資本，可以透過借貸圈或

非正式的融資方式來取得。第二，族群聚居區經濟(enclave economy)，是經由族

群經濟利基的整合，形成一套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其發展多依賴族群資源，包

括成本或人力等，所以其規模較族群經濟利基大，族群經濟形成一種地域上的劃

分，某程度無法跨越人群界線的。第三，融入當代型族群經濟(Contemporary 

integrated ethnic economy)，雖然已融入主流經濟當中卻還保留族群意識的經濟組

織，通常由地方特定族群擁有與經營。其組織所需要的人力、商品或服務，可以

是非同族群的成員所提供。此經濟組織依靠國際貿易融入國家和國際經濟體系，

可能還將族群企業推向新的領域(Wei Li & Gary Dymski 2011: 44-45)。族群企業

的三種類型也可以是族群經濟發展的過程，從一個為了生存的經濟基礎建設，變

成經濟發展而達到自給自足的狀態，甚至擴展經濟而融入更大的經濟體系，但是

個這個過程並非所有共同在地域上的族群企業可以同時達到，而是僅有少數族群

企業發展成為融入族群經濟，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是存在族群間的競爭與合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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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嬿芬(2011)分析洛杉磯華人創業過程，使用了許多關於創業資源的理論，

包括 Light 指出少數族裔企業的共同特徵以及 Granovetter 對鑲嵌(embeddedness)

的理論延伸，加以詮釋華人族裔企業資源的根植概念。同一族群藉由具有共同的

文化特質而動員的資源，稱為族群資源(ethnic resources)，形成族群內部的網路，

且是具有排他性的。另外，還有一些可以被世代繼承的資源，除了實際的財產也

包括名望與權力等，稱為階級資源(class resources)。將其表現在族群金融借貸，

很明白的是由族群資源或階級資源構成的一種非正式的金融機構，並且是不開放

給族群以外的人參與。族群/移民企業常常集中於某特定的產業，Light 定義為：

族群企業過度集中某種產業並且低度參與其他產業的現象(曾嬿芬 2011：281)，

是因為某些流通於族群社群內部的資源集體影響個別的創業者都各自獨立地做

出投入相同產業的決定(曾嬿芬 2011：282)。另外，同族群集中特定產業代表競

爭與合作關係，因此他們成立族群商業組織，作為調停糾紛、組織合作和交換資

訊的功能，同時也可以鞏固與維護族群共同利益，持續增長更多族群資本（曾嬿

芬 2011：287，292）。然而，美國華裔企業是附屬在一個接待社會，也就是既有

法律和政策的國家，但是砂拉越華人移民經濟的情形，是與現代化國家政策共同

併進的。移民華人組織型態與運作模式是全球化共同的現象(Light 2011)，仍是本

研究值得參考的。 

回顧華人移民社會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移民社會具有許多相似的特徵，在

政治上，華人社會內部仍形成權力結構關係，而且這樣的權力結構實際上出自於

生產與分配關係；在經濟上，單一人群集中在特定產業，形成特定資源僅流動於

單一人群的情況；而共同的文化的特質作為凝聚人群形成分群的組織，包括公司、

方言群分類，階級關係分類等，各自發展其文化。另一方面，東南亞華人社會架

設在西方殖民國家的政策背景當中，殖民者為了取得當地具有經濟價值的物產的

市場，巴剎作為殖民者介入地方經濟的手段。華人做為移民相對殖民政權與地方

原有政權的第三者關係，被引入經營巴剎經濟。所以華人必須是獨立於多元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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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方式，賦予其甲必丹和港主的華人自治權力，同時也與殖民者共享地方經

濟帶來的效益。最後，無論是在政治權力、金錢關係或是分群的文化發展，三者

對東南亞華人社會之中是不斷循環與互相影響的關係，實際上也是在殖民國家的

法律、制度等現代化國家操作之中，或者說是歸納在世界經濟體系當中。世界經

濟體系有其運形模式，即便是美國的華人移民社會，他們同樣在經濟體系之下面

臨困境，仍發展出其應對方式。 

因此，古晉華人移民社會應該也會是按照相似的模式在發展，但是，目前所

理解的古晉華人社會歷史過於片面，需要先建立一個大的歷史背景，尤其殖民時

期的歷史做為起頭，得以在特定的、有價值的物產的面向，切入砂拉越的經濟發

展之中，觀察其中華人社會的變遷。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研究關注的是，產業如何在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國家並進之下，對華人社會

的發展產生影響。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首先，必須先把華人社會形成與發展的

歷史過程建立起來，再來將方言群產業相關經驗置入，觀察方言群與產業的關係。

我在 2014 年 8 月與 2015 年 2 月分別進行兩次田野，但田野不容易取得戰前華人

歷史資料，大多是晚近的情況，所以我必須使用歷史文獻輔助。故研究併用文獻

分析法與訪談法。關於近代或戰後這段期間的方言群產業情況，可透過訪談收集。

而在戰後地方上一些人開始記錄 20 世紀初華人社會的情形，特別在公會的刊物

中保留這些文字。早前 19 世紀砂拉越發展情形則需要依靠砂拉越憲報的歷史檔

案建構。 

本處按照資料的收集分為三種形式：砂拉越憲報(Sarawak Gazette)、古晉華

人地方史研究以及訪談材料。三種方式都有其限制與優缺點，然，所有文字材料

與訪談經驗皆是相輔相成的。按照歷史時代順序，先建立砂拉越華人經濟與巴剎

華人社會發展基礎，才能進一步觀察產業對人群影響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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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憲報(Sarawak Gazette)研究與困難 

砂拉越憲報是英國拉者布洛克時期發行的報紙。第一期憲報在 1870 年 8 月

26 日出版，是報導普法戰爭的小冊子。可見憲報最早設定的閱讀對象是有英文

能力，特別是婆羅洲的英國人。憲報按月份發行，目前所看到的 1919 年與 1920

年是半個月一刊，但大部分資訊還是以一個月為更新基準。每一期的憲報都會編

上期號。 

其內容型式逐年豐富，大致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會報導喜事喪事，例如拉

者生日、某華人家族婚事、某官員退休、新生兒或喪事等。第二，是政府告示，

例如槍砲持有者規定、債務人法庭告示、土地拍賣會等由特定政府官員或拉者本

身的公告。第三，運動會資訊，例如賽馬、足球協會會議或高爾夫球競賽等。第

四，專欄，例如馬來詩文、官員手札等，由英國人或在地人投稿的作文，有些時

候拉者會給予回應。第五，進入憲報後半部分，報導古晉之外一些鄉鎮情況，像

是礦產或作物收成、社會事件、地方法庭案件、醫藥情形等 3 到 10 行的簡短報

導。第六，固定每個月更新的資訊，包括船務進港與出港、進出口貿易總價格、

漲退潮與降雨量等預報。最後，商家廣告。這是憲報內容的順序，但不一定每一

年都準造這套模式，有些重要公告會持續出現在不同月份的憲報裡。 

憲報的限制就其內容上有特定閱讀對象，所以報導都看人說話，憲報的取得

也不容易。憲報以英文為媒介，大部分是地方官員報導，他們預設讀者包括拉者

布洛克一定會閱讀，所以在書寫上稍會作調整，例如 1931 年期號 No. 929 憲報，

即便砂拉越經濟面臨經濟蕭條的事實（主要物產橡膠價格下跌嚴重），報導卻一

再強調蕭條沒有造成太大威脅，因為政府實施地方建設已妥善處理失業等政績宣

揚。因此，憲報材料的使用需要權衡輕重。另外，我在取得憲報的管道面臨困難。

憲報以微捲的方式收藏在砂拉越基金會，館藏距離與介紹人是我取得資料的障礙，

而在 2015 年 2 月期間收藏室進行維修不開放，我也無法對基金會憲報資料保存

情況做了解。因此，我所使用的憲報資料來源有二，第一是砂拉越州圖書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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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憲報，第二是轉引過去學者引用的內容。砂拉越州圖書館將憲報按年份分類，

上傳到網路上，然而資料不完整也不連續，缺少的期數較上傳的期數還多，這也

讓我將目標轉移到第二取得方法。受過學術訓練的學者，按照他們的研究主題分

類與節錄憲報內容，但是他們並沒有說明憲報資料的取得方式。 

周丹尼在 1990 年出版的《砂拉越華人先驅》一書中，使用憲報材料說明鄉

下貿易的形成。例如在書中第四章 65 頁，他引用 1872 年 2 月憲報，提供潮州人

往內陸地區發展得證據之一「1872 年，潮州人在魯勃安都開店，收購樹脂、蜂

蠟和藤」。Noboru 2010 年出版的《Between Frontiers》書中的第三章 75 頁，使用

1916年 2月憲報，說明橡膠成為砂拉越農人新寵的現象「橡膠價格近期的攀升」、

「為所有人帶來措手不及的驚喜」。 

砂拉越憲報為本研究所提供的重要資訊是在進出口貿易總價格的數據，然而

由於年度與月份的不完整性，僅能從有限的材料作參考用。 

 

古晉華人史料與其特性 

目前所見古晉華人所寫的歷史分為三類，第一是公會周年紀念刊物，第二是

中文報紙專欄，第三是專書。這些資料有一些相似性，越靠近現代的資料越豐富，

而早期的資料在內容和主題討論上相似，同時也不沒有特別交代資料來源的必要

性。我沒辦法分清楚哪部分是寫作人訪問資料，哪部分是引用他者資料。優點是，

他們以當代的視角，作為經驗材料的可信度高。 

方言群公會在舉行成立周年紀念同時，也會籌組同屬人共同投入資源，出版

公會的紀念刊物。刊物內容有大致的型式，首先，會由地方上有身分的同屬人作

開場獻詞。第二，回顧已故公會主席和已故委員，說明他們的貢獻。第三，介紹

現任公會委員。第四，關於公會與公會現況介紹，例如公會章程、史略、財務狀

況、學校與學童獎學金等。第五，專著，分為方言群相關和砂拉越歷史相關著作。

第六，廣告。我參考的公會特刊主要有兩本。福建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大約於

1980 年出版，當中關於福建公司、福建義校與廟宇信仰等都是研究中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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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 1966 年 7 月出版，內容雖然以古晉潮州公會為核心，

同時也收錄了許多當代跨區域跨方言群的文章。例如一篇劉宣強翻譯的砂拉越憲

報材料，保留 19 世紀末華社會的紀錄。還有一篇關於華人裁判庭的文章也節錄

憲報材料。但是，公會特刊的資料也沒有附參考資料與出處的必要。 

 最近幾年，砂拉越中文報章出現文史工作者對古晉研究的文字，從我的閱讀

當中，認為他們的論述很大部分還是以公會特刊為基準。透過跨族群的資料收集

與個人經驗，國際時報的李君累積的豐富的古晉華人歷史以及巴剎的經濟發展史。

另外，近期星洲日報的年輕記者也繼續投入在巴剎歷史的探索與維護，進一步求

證事實。然而，報章閱讀對象是一般大眾，加上專欄篇福與主題限制，內容並沒

有太深入或對大時代整體發展面向的討論。 

專書同樣受到主題的限制，但是在內容上相對完整。楊曜遠 2013 年與 2014

年出版了 4 本關於砂拉越客家人的歷史書籍，分別對砂拉越鄉鎮客家移民發展史

以及社團、教育等主題，收集砂拉越過去多位學者的研究。但是由於砂拉越客家

人的相關主題過於廣泛，書中無法做更完整的討論，卻是砂拉越客家人研究的重

要索引書籍。杜明實際收集古晉與附近鄉鎮華文學校發展情形，他先在國際時報

專欄以「華校春秋」累積多篇報導，後來出版成書籍。 

另外由一本重要的專書，是大多古晉華人歷史論述參照的對象，即是田汝康

的受英國結構功能論的影響之下寫成的論文。田汝康(1916-2006)英國倫敦大學取

得博士學位後，受英國殖民地研究理事會派往砂拉越，於 1948 年至 1949 年進行

華人社會研究，研究成果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於

1953 年倫敦大學人類學系出版。1981 年，田汝康再次來到砂拉越，觀察與比較

三十年之間的華人社會變遷，寫成 The Chinese of Sarawak: Thirty Years of Change。

田汝康於 1950 年代的研究指出，砂拉越第一省份的古晉包含城市與鄉村兩部分

區域，指出華人社會的方言群分群現象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存在的經濟依賴關係。

古晉巴剎具備方言群多樣化的特點，表現出華人社會結構的全面性。田汝康於

80 年代再訪，認為華人社會傳統權力結構式微，並在公路發展增加社會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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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原有的方言群產業模式產生變化。 

 

報導人與研究限制 

我分別在 2014 年 8 月與 2015 年 2 月兩個期間收集訪談資料，按照對象可分

為兩個類別，第一是巴剎經營傳統行業的店主，另一是古晉的文史工作者。當中

部分人是有超過一次的對話。巴剎店家的訪問就是在店裡進行，所以生意較忙的

店家通常會拒絕訪問。在巴剎店家進行研究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逗留在咖啡店，

會和咖啡店的常客以聊天的方式，詢問客人的家族與事業背景。而在經營傳統行

業的店家選擇上，儘量收集不同籍貫的人，然而並沒有找到福建人。好幾位店主

都跟我說，福建人從事金融、房地產等事業，目前幾乎都已經搬離巴剎到其他地

方設辦公大樓和工廠。 

文史工作者方面，他們提供我閱讀上的建議以及目前古晉歷史資料的情況。

他們使用專業視角解釋古晉華人與巴剎歷史，例如溫建築師由建築年齡和興建

（或修建）年代，判斷巴剎店屋老街興建順序。面對巴剎 1884 年因建材釀成大

火的意外，溫建築師推斷建屋者暫居的心態。另外，巴剎大伯公廟對面的華人裁

判庭，李總編輯指出當時布洛克政府有意阻撓華人風水，才刻意劃出這塊地蓋裁

判庭。雖然史料獲得受限，但是文史工作者多年累積的經驗，所做出的解釋是值

得參考的。 

 

表一 報導人資訊 

報導人 籍貫 產業與行業別 店舖位置 創號時代 

歐陽大姊 廣府人 洋雜貨店 中國街 戰前買下創號老闆的事業。目

前歐陽孫子已第三代經營。 

甲必丹林 海南人 咖啡店 亞答街 戰後父親創號。第二代，目前

兒子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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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婆婆 客家人 咖啡店 亞答街 同上 

拿督沈 潮州人 電器行 亞答街 戰前海南人姑丈的汽水廠。父

親開創收音機行後來改為電

器行。拿督目前已 80 多歲。 

沈老闆 詔安人 香燭業 友海街 父親戰後創號。他是第二代，

已 80 多歲。沒有要繼續。 

沈老闆娘 詔安人 香燭業 友海街 與沈老闆是兄妹，資訊同上。 

何老闆 客家人 眼鏡店 海唇街 戰後的兩層樓店舖原本是父

親的倉庫，何老闆改創眼鏡

行，已 60 多歲。沒打算繼續。 

何老闆娘 潮州家

庭長大 

眼鏡店 海唇街 與何老闆為夫妻，資訊同上。 

SLH 老闆 潮州人 用品雜貨店 海唇街 祖父移民到 10 哩的地方，曾

經也做類似的。海唇街是父親

戰後創號。老闆在這裡長大，

已 60 多歲。 

郭老闆 興化人 腳踏車 海唇街 父親創號。他是第二代，已

70 多歲。 

文史工作者 職業/擔任職務 

蔡先生 印刷業／報社專欄記者 

朱先生 文化協會歷史主任 

李編輯 報社副總編輯 

貝先生 詩文創作社團主席 

溫建築師 建築師 

楊先生 退休記者/宗親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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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砂拉越華人社會的發展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有相似的模式，那是因為東南亞

華人和國際經濟市場的發展牽連在一起。華人抵達移民社會最初目的是從事經濟

活動，隨著經濟狀況穩定，他們開始定居下來並發展華人地方社會，過程中，自

然的出現社會代表人也就是權力集中者，隨之也出現了地方權力結構，進一步推

動社會文化建設。有趣的是，華人社會形成的基礎是架設在經濟之上，換句話說，

華人社會變遷是受到更大的國際經濟所影響，表現在古晉華人社會的主導權掌握

在特定產業持有方言群，同時隨產業更動而出現更直接的變化關係。 

第二章「砂拉越經濟發展背景」主要討論砂拉越在殖民經濟推動之下所建立

的經濟發展基礎。本章利用砂拉越憲報為材料，時間聚焦在 19 世紀中後期，討

論砂拉越殖民經濟政策推行的同時，國際對東南亞物產的需求市場情形為何？在

這樣的經濟發展起步的背景下，為地方人民帶來什麼樣的效果？華人又是如何進

入到這個經濟發展的體系當中？主要是說明在砂拉越鄉區的華人甘蜜與胡椒種

植園發展情形。 

第三章「經濟優勢者與地方權力關係」延續上一章的經濟基礎，焦點在討論

不同方言群之間發展，尤其是在個人行動者如何過渡到華人社會的權力結構的過

程，我將從鄉區的討論轉移到城市的發展。主要觀察的是經濟發展之下的華人實

際上是有方言群分群與分類的情況，試圖指出特定方言群如何成為經濟體系競爭

之下的優勢者，同時又是如何利用經濟優勢，進一步的轉化為地方華人社會權力

的持有人。 

第四章分為兩個部分，也就是華人社會文化的建設以及華人社會之中的階級

關係。第一部分，焦點是方言群公會，公會作為社會文化建設的推手，如何表現

出華人社會方言群分類的現象？我將透過各別方言群的公司組織、廟宇與信仰、

方言群學校以及義山的分類條件，證明方言群人群界線與分類，並指出方言群之

間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第二部分，重點是方言群內部的再分群現象，配合地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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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經由商業與人際形成的網絡剖析，我將說明華人社會的經濟優勢者與權

力持有者，實際上屬於方言群內部分群的商幫所構成的社會階級。 

 第五章結論，經由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觀察，我將簡短的回應第一章

提出的假設模型，試圖證明古晉華方言群社會的變遷實際上是受到產業變遷所影

響的。並針對目前研究成果的限制提出檢討，提出往後對古晉華人歷史相關研究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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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砂拉越經濟發展背景 

華人初來到加帛(Division Kapit)，只背著一把膠刀、一把鋤頭、一把斧

頭，三把刀綁在一起，刀柄擔扁擔，一頭掛著被鋪，另一頭掛著珍子，裡面

放置衣服及用品。 

－1977 年美里日報，甲必丹劉增營訪問。 

 

 

這是多數砂拉越華人對祖先移民到砂拉越的印象，或許還為他多加一件深咖

啡色的唐人服裝，稍早一點的移民還要剃頭留辮。除了這些表面的意象，更多沒

看到的是他選擇移民背後承載諸多原因：他為什麼來？他來做什麼？他和誰一起？

每一個「他」的答案都不盡相同，但他們共同在這個社會。如果這個社會是一台

大機器，他們每一個人都將會是齒輪，並在一套制度系統下，推動他與他們轉動，

或者停止他與他們的運作。 

本章聚焦於砂拉越在殖民的現代國家社會形塑之下，經濟制度如何被建立起

來。同時隨社會不斷變遷過程中，經濟制度如何形成一套交易系統。首先，自英

國人布洛克家族勢力介入砂拉越以來，地方政治與地方族群的情形，加上英國政

府的制度推行等背景之下，砂拉越是如何奠定出經濟發展的基礎。第二，簡略的

介紹國際對東南亞物產資源，包括甘蜜、胡椒、碩莪與橡膠的市場需求。第三，

說明砂拉越配合這樣的趨勢，如何發展為經濟導向的作物生產，成為國際經濟市

場供給者的一員。 

 

第一節 政治與族群背景 

（一）拉者布洛克政府在砂拉越的政權建立 

砂拉越經歷百年(1841-1941)的布洛克家族三位白人拉者(White Raja)所治理，

成就砂拉越國際經濟地位。三位拉者分別是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rooke)，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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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是 1841 年至 1868 年；查爾斯•布洛克(Charles Brooke)管理期間是 1868 年至

1917 年；溫納•布洛克(Vyner Brooke)則是從 1917 年至 1941 年，隨後便是日治時

期。雖然是英國人的布洛克家族作為統治者，砂拉越並不直接從屬於英國殖民地，

但保留許多英國管理的特色3。 

詹姆斯•布洛克 1839 年第一次來到砂拉越，當時砂拉越地方政權的汶萊蘇丹

正在和當地馬來酋長發生權力鬥爭，同時不斷受到有海上達雅4的侵擾。由於詹

姆斯受託介入協調並成功擺平砂拉越內部鬥爭，汶萊蘇丹將今日古晉5範圍的土

地贈送給詹姆斯作為回報，並在 1841 年任命詹姆斯•布洛克為第一任白人拉者。 

砂拉越與東南亞其他受西方殖民勢力加入的地區相似，如同馬六甲的葡萄牙

殖民或者是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即便新的西方勢力加入，當地原有政權

仍然保留很大部分的影響力，包括皇室、宗教、酋邦的政治系統運作方式。砂拉

越主要是在伊斯蘭教汶萊蘇丹皇室統治之下，地方仍有穆斯林馬來酋長(Nakoda)、

達雅土著領導(Orang Kaya)、華人商人(Kong Si)。因此，拉者布洛克的加入，被

視為新的地方領主，屬於汶萊蘇丹之下的地方勢力之一6。 

詹姆斯•布洛克統治砂拉越時期，第一省分已經有不少的華人。主要是集中

在石隆門的礦工以及古晉往西南地區、倫樂一帶一些從事農耕的客家聚落

(Noboru 2010: 26)。他們多數原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治範圍的加里曼丹的礦工，

由於當地 1840 年至 1850 年發生族群衝突而逃離到砂拉越(Chew 1990: 21-22)。

一位傳教士 St. John(1862: 8)在遊記中記錄了倫樂的情形，倫樂大約由兩百名華

人在百畝的土地種植各種蔬菜，主要銷售到地方的市集，消費者是附近的碩莪種

植者和工人7。 

                                                      
3
 剛開始僅是某程度還是受到英國保護，布洛克希望保留地方傳統，後來因為英國不承認砂拉越

獨立，而關係開始疏遠。L.R. Wright 1970, The Origins of British Borne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56-83. 
4
 Dayaks，砂拉越的土著之一，達雅人分為海上達雅(Sea Dayaks)和陸地達雅(Land Dayaks)。 

5
 當時古晉還沒有行政區域概念，此範圍統稱砂拉越。後來布洛克家族勢力由此地擴張，故之後

討論的砂拉越一詞實際上已超越古晉範圍。 
6
 Ishikawa, Noboru 2010, Between Frontiers: Nation and Identity in a Southeast Asian Boderland. 

Singapore: NUS Press. Pp. 28. 
7
 轉引自 Ishikawa, Noboru 2010, Between Frontiers, p.24 :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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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大部分由荷屬加里曼丹遷入的客家人，較為規模遷入是在 1820 年代至

1830 年代。早在 18 世紀西婆羅洲就已經出現幾個規模相當的華人組織8，他們在

西婆開採金礦，這些華人當中以客家人為多數，也有不少的潮州人。西婆羅洲當

時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地，地方多屬於區域性自治或是酋邦，必須定期向荷

蘭繳稅。除了開採黃金的華人，仍有許多馬來人和土著組成的社會，彼此之間經

常為爭奪資源等引發衝突事件，華人之間的採礦聚落也不例外。隨之，客家人採

礦規模逐漸壯大，他們組成各自的公司以及天地會等，其中以羅芳伯為首的蘭芳

公司經營超過一個世紀。位於坤甸的蘭芳公司早期曾經與荷蘭殖民者以及三發蘇

丹合作擺平土著叛亂，而賞獲金礦地，加上組織開始結合與收復周遭華人村落，

漸漸擴大勢力範圍，也因此吸引更多中國的同鄉華人移民。1850 年，西婆羅洲

發生一場華人公司的衝突，其中由劉善邦為首的三條溝公司三千多名成員逃離到

砂拉越石隆門9，他們重新成立金礦開採組織，同樣的在汶萊蘇丹權力範圍之下，

他們必須定期向汶萊蘇丹進貢。 

1857 年石隆門礦工事件是拉者布洛克政權與砂拉越華人較為直接的一次衝

突10。詹姆士和石隆門華人礦工的關係，原本同屬於汶萊蘇丹之下各自分治的情

形。然而，詹姆斯統治砂拉越以後開始實施一些政策，包括對礦地收租金、人頭

稅、礦場公司雜稅等，同時鴉片、酒的進口以及黃金的出口都要受到英國政府的

管制。種種強制華人採礦公司服從、且不利的條件，讓同屬汶萊蘇丹管轄的客家

人礦工不滿。於是 1857 年，由劉善邦為首的石隆門客家人起義，率先進攻拉者

古晉行政中心，起義的最後不但失敗，石隆門一帶的客家人還受到英國軍方打壓，

造成死傷嚴重，大部分的人逃往加里曼丹。石隆門事件不僅為雙方帶來損失，也

                                                                                                                                                        
exported, but mainly sold within regional markets for local consumption buy “the sago growers and 

workers of the rivers to the north”. 
8
 西婆羅洲華人歷史參考 J. J. M. de Groot 高延著，袁冰凌譯，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台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9
 西婆羅洲客家人逃離到砂拉越石隆門的資料參考楊曜遠，客家人南遷砂拉越百年奮鬥史第一輯

第五章「客家人遷居砂拉越」說到客家從何屬西婆羅洲遷入過程。 
10

 Craig A. Lockard 1978 “The 1857 Chinese Rebellion in Sarawak: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9(1):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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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詹姆斯•布洛克對華人的不信任。隨後，詹姆士政府繼續推廣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壟斷這些原本屬於華人的礦產開採權。 

與砂拉越其他族群的互動方面，政府行政單位雇用當地住民(Native)為官員。

1841 年，政府雇用 2 位當地人官員；1884 年人數逐漸增加至 15 位當地人；二十

世紀仍維持當地人多於白人官員的比例。這些官員是拉者的隨行，維持著薪資和

尊嚴的對立關係(Lockard 1978: 248)。拉者勢力和管理範圍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慢慢擴張。雖然拉者勢力對當地酋邦概念的政權而言，被視為和馬來酋長、土著

領袖以及華人領導人頭家皆同屬汶萊蘇丹管轄的平行勢力，但拉者政府利用其現

代國家與殖民概念的操作方式，攀爬到地方權力的最高層。 

相對詹姆斯•布洛克任職期間的社會動盪不安，查爾斯•布洛克管理時期的地

方部叛亂逐漸平定下來，才得以致力於砂拉越的經濟發展。1871 年查爾斯接任

拉者之時，遇上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大幅提升新加坡作為世界貿易通商港

口的地位，也因此帶動砂拉越進出口貿易的經濟發展(Noboru 2010: 25)。 

 

（二）布洛克政府政策與其效果 

第二任白任拉者查爾斯上位，推廣砂拉越經濟發展，於此同時華人開始進入

砂拉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是，由於砂拉越土地缺乏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及農業

發展相關政策，查爾斯整合當時土地使用情況，擬訂條例，目標是將砂拉越發展

成以新加坡貿易為導向的農業商品生產。分別透過兩方面，改善土地管理以及勞

動力管理，這兩項都是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條件。土地使用方面，制定土地法令

(Land Regulation)；而以華人勞動力為主的農業生產方面，則是執行港主制度

(Kangchu System)。 

1863 年 6 月第一次的土地法令(Land Law of 1863)是由拉者詹姆斯在位時所

提出的初步的土地法令概念，達到控制華人移民的流量11以及規劃生產用地的使

                                                      
11

 劉子政認為第一次土地法令的提出，是拉者詹姆斯對 1857 年石隆門華工事件的遭遇以後，為

嚴防華人團體再次發生相似的意外，而控管華人人口的移民。劉還指出，1870 年查爾斯˙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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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規範12： 

1. 砂拉越的土地，除了賣出者由拉者授與外，其他土地皆為國家所用； 

2. 土地可以租讓，以每畝每年地租一塊錢，為期 900年。如果連續繳交三

年，可以申請認購該土地； 

3. 如果發現土地未合理利用，政府有權收回； 

4. 國家保有全國礦產的開採權； 

5. 擅自佔據公地的非法居民，不能享有該地地權。 

第一次的土地法令執行情況未有詳細的紀錄，但是這些原本屬於汶萊蘇丹管

轄的土地，其使用權、所有權變成為英國拉者政府的「國家」財產，使用者需付

費。隨後幾年多次修改土地法令，皆投透過國家政府力量介入，將砂拉越土地商

品化，進一步合法化拉者政府對國家土地的所有權。 

1871 年 1 月 21 日的砂拉越憲報記錄了土地法令條例頒布情況，得到英國政

府最高法院一致通過。土地法令主要基礎是讓未使用與未妥善使用的土地成為政

府財產，讓土地轉為具有商業發展用途的土地，也就是英國政府可決定土地的使

用方式，並要求人民配合。1871 年頒布，較第一次土地法令更為詳細的條例如

下： 

1. 所有政府財產制度下被規定作為農業用途的土地，若出現閒置或未妥善

使用，除了大片保留或公開待出售的用地，否則必須向政府以每一英畝

$1的費用，或以每英畝 50 cents 承租 900年的方式申請休耕，或選擇以

每英畝 10 cents 放棄租約； 

2. 選擇承租 900 年土地者，三年到期後，可選擇以每英畝$1的額外金額購

買； 

3. 所有的土地，無論是承租或付費的申請方式都會被批准。但若四分之一

                                                                                                                                                        
克設立的國家議會「提議訂定法律，嚴禁華人設立秘密會社，如果有發現非法組織、私會黨領袖

將處以死刑，次要者永遠監禁。」，出自劉子政「十九世紀華族移民古晉及開發」一文，收錄古

晉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99-107。 
12

 1863 年 6 月第一次土地法令轉引自劉子政「十九世紀華族移民古晉及開發」一文，收錄古晉

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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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都還沒清理或耕作的情況下，土地可能被國家收回，以便在未來十

年內可以再進行畜牧或建築用途； 

4. 所有的土地抵押必須經有合法的途徑進行註冊； 

5. 擅自占用土地者，對土地沒有實際的權力。若政府臨時收回土地的情況

下，將針對作物給予賠償，建築形式的將賠償租金或稅金。受賠償者由

政府決定。 

 (SG, 24 January, 1871: 39) 

 

重新修訂的土地法令讓拉者政府成為唯一土地分配權力，他有權索回未開墾

與耕種的土地、重新再分配土地、或將土地發給種植者，並規定土地的使用必須

耕作經濟作物，主要是為了推動甘蜜和胡椒，這兩類當時國際市場價格非常高的

經濟作物。土地法令頒布以前的 1870 年代，已有部分潮州人和客家人開始設立

甘蜜園和胡椒園。然而，勞動力需求的消息傳達得很慢，於是 1872 年發出種植

法令(Plantation Law of 1872)的公告，這次的法令針對土地作為農耕使用，而提出

鼓勵耕種的條例13： 

1. 所有的投資者可得免費土地種植； 

2. 政府立法規定勞工，一訂要遵守合約服務； 

3. 設立「港主」制度，由拉者委任華人「甲必丹」，代理拉者處理種植事務； 

4. 在前六年內免繳甘蜜和胡椒的出口稅； 

5. 在六年內，允許甘蜜和胡椒的種植者獲得免費的煙和鹽； 

6. 政府將設法替園主找回逃跑的勞工及盡力幫助園主解決各方面可能遭遇

的困難。 

配合鼓勵將土地轉作為耕種，以及耕種勞動力資源的移入，另外還提出「新

加坡到古晉免費乘船的福利，提供給所有打算來到砂拉越從事甘蜜和胡椒耕種的

                                                      
13

 1872 年種植法令轉引自劉子政，「十九世紀華族移民古晉及開發」一文，收錄古晉福建公會百

週年紀念特刊，頁 100-101。 



 

31 
 

頭家和苦力。」(Porter 1967: 38-9)。一系列免出口稅以及免費乘船到古晉的消息，

確實吸引了一些新加坡投資者，根據 1872 年 6 月砂拉越憲報： 

皇家船務公司帶來幾名新加坡頭家，宣稱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尋適合甘蜜和胡

椒種植的土地。他們是搭乘同一艘船回去新加坡，在離開以前表示他們很滿

意古晉的土地情況。他們搭乘免費的皇家號進入倫樂勘查。他們的意圖是讓

砂拉越的商人也可以加入新加坡的公司。(SG, 17 June, 1872: 46) 

 

這次的法令很明白是要吸引外資投入，且集中與甘蜜和胡椒種植園生產。另

外，法令也規定勞動者與主人關係維持在法律規範下，不服從法律者將受罰，主

要是為了對付苦力逃跑的問題(SG, 17 June, 1872: 47)。直到 1876 年，土地法令發

展出一套相對完整的規則，1 月 3 日公佈總共 11 條的「鼓勵種植條例」，內容如

下14： 

拉者政府公布下列各項條件協助有意來砂拉越從事胡椒甘蜜種植者。 

1. 政府準備撥給適宜種植甘蜜、胡椒之土地，為期 99 年，每塊土地 6,000

方呎，第一年內開拓種植甘蜜之面積，不得少於 1,800 呎平方，往後每

年必須種植相當數量胡椒，而種植必須有系統。政府如發覺有任何違約

行動或任由土地荒廢事情，將隨時收回土地，地契也告失效。所有礦藏，

金剛鑽除外，一概保留。租與慕娘公司者，也受同樣的約束。政府如需

要在胡椒甘蜜種植土地上採礦，則照價徵用收回； 

2. 有意來砂拉越從事胡椒、甘蜜種植之頭家及夥計，得由砂拉越政府付給

旅費； 

3. 政府設立港主，授與全權維持各港秩序及治安，港主有權處理小宗案件，

其處理範圍由古晉法庭或當地政府決定之。政府得安排各港的菸、酒、

賭博、當業交由港主經營； 

                                                      
14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6 年 1 月 3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公

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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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家頭家必須遵照砂拉越法律，將所有種植人簽訂之合約，向政府註冊

備案，否則無效。合約得訂立年期到十五年，在此期間，種植人必須將

出產賣給締約之頭家。糧食日常用雜物，必須購自頭家。頭家必須供給

包裝胡椒、甘蜜之裝袋，但收購之胡椒、甘蜜，即使毛重一百斤，也一

律按照淨重九十斤計算。頭家在每元買賣中，得扣二角錢佣金。頭家必

須以公平市價供應所有的糧食及日用品； 

5. 任何人如向訂有合約之種植人購買胡椒、甘蜜，若匿藏私逃的夥計，政

府得科以適當的罰金。政府得指定一個公家來解決頭家與種植人之間因

重量與或貨質所引起的糾紛； 

6. 由現在起，今後四年胡椒、甘蜜出口免稅。四年之後，胡椒每担出口抽

稅不超過二角、甘蜜不超過一角。自備資金來砂拉越開闢園坵者（即未

向政府貸款者）得從現時起免出口稅十二年； 

7. 除鴉片及酒外，種植人所需及使用之物品一律免稅入口。種植人無須付

鹽及煙稅，此項規定有效六年； 

8. 供應種植人之鴉片售價規定每元可購一兩三錢，六年內絕不變更，除非

新加坡價格漲至七百元才另行安排； 

9. 胡椒、甘蜜園坵病人將由政府醫院照顧； 

10. 任何人濫用此種優惠種植人權、運輸、轉移販賣有稅物品如鹽、煙等，

或利用供應種植為藉口而企圖逃稅欺騙政府者，一經發現將受嚴重懲

罰； 

11. 有意來砂拉越者，可向新加坡約翰斯頓公司(A L. Johnston & Co.)索取入

境證。 

 

1876 經過多次修改相對完整的法令，除了第 1 條延伸自土地合法化的概念

之外，第 3 與第 4 條顯示，這些勞動力是受到港主支配，而港主必須聽命於區域

省長，省長直屬拉者政府。這套土地生產機制背後運行著一套現代化國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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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福利制度（第 6 條到第 9 條）、人口管制的入境管道（第 2 條與第 11 條）以

及規定種植人與頭家必須依締約關係交易的交易圈，違者將受法律制裁（第 5

條與第 10 條）。推測條例細節化與當時華人勞動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相關。 

另外，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也規定，所有發掘之礦產資源歸於政府之下慕娘

公司所擁有。1857 年石隆門開採金礦的客家人15，因為和英國白人拉者政權發生

衝突事件，而被迫放棄逃離礦區，此後砂拉越金礦開採權落入慕娘公司的壟斷。

慕娘公司 1856 年在倫敦注冊，原本主要是為了開採銻礦，後來也開採水銀、1890

年代開始在石隆門開採金礦。石隆門事件事隔幾年，還是有一些客家人來到石隆

門採金礦，但是黃金採集並沒有原先的容易，需要更高的技術。所以慕娘公司進

入石隆門後，將開採工具與機械出售給當地客家人，又或開始收購開採組織以及

其人力。1898 年，金礦開採事業被慕娘公司所壟斷，期間許多的客家人也轉行，

改為耕種甘蜜和胡椒。在這樣的脈絡下，客家人成為新加坡的種植園投資者非常

龐大的勞動力。 

砂拉越交通以水路為主，多數時候必須依靠水道才能進入到內陸。為方便執

行土地開墾，拉者將河流附近的一塊土地交由一個華人領導墾務16。「港」指的

是河流，「港主」便是河流附近土地領主。港主任命於拉者布洛克，負責監督種

植園生產情形，確保生產能夠順利運作。因此，續 1871 年土地法令頒布以及隨

後的一些條例修增，引伸出 1875 年港主制度，也就是制定港主角色與責任的相

關法條，總共 12 條17： 

1. 解決涉及胡椒及甘蜜園之小案件，而後向省長呈報； 

2. 若發生嚴重案件，則立即向省長呈報。他應逮捕犯罪者然後移交給警

方； 

                                                      
15

 關於客家人與慕娘公司開採金礦的事蹟皆參考 Daniel Chew，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第一章與第二章，並加以討論。 
16

 陳何遵，1964，<漫談砂拉越的港主制度：七條石三合興港簡述>。收錄在《潮州公會百週年

紀念特刊》，頁 101。古晉：古晉潮州公會出版。 
17

 轉引自楊曜遠，客家人南遷砂拉越百年奮鬥史第一輯第五章「客家人遷居砂拉越」，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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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巡查區內的園地，看種植人是否有耕種，商人是否有執行他們的職責，

同時檢查區內所儲存的胡椒與甘蜜； 

4. 負責秤量所有區內生產的胡椒與甘蜜，並向省長呈報詳情； 

5. 若他懷疑種植人或商人在買賣中有不正當之舉，應即向省長呈報； 

6. 得省長批准下，港主可指示園主開拓新園地，或擴大原有的園地； 

7. 若有外人進入區內，進行不正當事務，港主得逮捕他，並把他移交給省

長處置。 

8. 港主擁有其區域內的鴉片，酒及豬肉的販賣專有權； 

9. 港主同時擁有賭館及當舖之專有權。 

10. 港主秤量產生產品時，應使用政府提供的大秤。 

11. 若區內有人死去，應即向省長報告。 

12. 港主應隨時存有足夠的鴉片煙以提供給種植苦力。若港主有失責，政府

可割除其職務或給予處罰。 

 

法條大部分是模擬柔佛蘇丹 Abu Bakar 於 1873 年提出的港主制度行政系統

模式18。政府擬訂的港主法令，給予每條河流的華人領袖對苦力行使的合法權力，

港主的職責是監督種植園，包括種植園必須種植具有經濟利益的甘蜜和胡椒、必

要時開發新的土地、籌畫招募新的人力與種植經濟作物、照顧苦力福利的日常物

資、鴉片等提供，甚至還需要維持秩序。然而，實際上港主擁有政府賦有的特別

權利，包括他可以對每一口種植園抽取一年一元的佣金；維持社會秩序方面，可

雇有專屬私人警察；審訊地方較小的案件，並有權懲罰犯人以及銬鎖案件重大的

犯人二十四小時。只有特定身分的港主，才擁有在指定範圍內銷售鴉片煙、酒和

賭博的專利。種植園的工作展開以後，1880 年代砂拉越總共有 14 座19大小與數

                                                      
18

 蔡增聰指出柔佛州港主制度條例詳細，相較砂拉越條文更簡明扼要。參考砂拉越布洛克王朝

的港主制度一文，出自歷史與思索：砂拉越華人史論集，頁 108。 
19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80 年 1 月 6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公

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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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一的種植園，總計 229 座甘蜜園，總面積 9,548 英畝。勞動者人數有 1840

人，港主與書記 80 人20。 

配合土地法令和港主制度，數個華人種植園快速的建立起來。依據一位官員

1877 年紀錄，「幾位華人試種的甘蜜和胡椒，算是蠻成功的，為經濟作物的發展

打下穩定的基礎。這些土地原本是馬來人和達雅種植其他作物所用。」(SG, 8 

December, 1877: 85)。雖然，推行的制度很快的在華人身上看到效果，但是，並

非所有砂拉越居民都可以響應與執行政策，這也開啟拉者政府對華人從事種植園

生產的期望。 

種植土地的使用與所有權的問題，引起華人和其他族群產生衝突(SG, 1 July, 

1887: 121)。這是由於許多當地人仍按照傳統舊有的方式管理他們的農地，並不

理解布洛克政府的新政策，帶來許多混淆與誤解。就此事，官員極力向當地人解

釋新政策，說明未申請和得到政府准許的情況，是不允許使用土地(SG, 1 July, 

1887: 121)。另外還出現一些獲准使用的土地，卻轉售他人使用的情況(SG,1  

January, 1889: 7)。拉者 1889 年再度申明，未配合土地法令者，若土地被政府下

令收回使用，不給予賠償，由當事人自行承擔損失21。於是，1893 年 6 月，政府

新增一項條例，任何沒有獲得批准的情況下開發土地者，將受到懲罰22
(SG, 1 

September, 1893: 146)。即便如此，土地相關規範仍不受當地人青睞。一位倫樂官

員寫到： 

一個被允許種植椰子的馬來人農地，尚未有動靜。雖然這塊給馬來農人耕種

的土地已經批准兩年之久了，但未採取任何行動。如果可以的話，我現在就

將它核發給華人種植(SG, 1 December, 1898: 224)。 

                                                      
20蔡增聰的研究指出，多數港主的名稱未被記錄下來，除了部分發生命案的種植園，且命案與港

主相關才被登記。三合興港主陳戊晨是少數被紀錄的港主。參考蔡曾聰砂拉越布洛克王朝的港

主制度一文，頁 108。 
21

 SG, 1 January, 1889: 7… planting on it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does so at his own 

risk; and in the event of such land being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will receive no compensation.  
22

 警署法庭紀錄兩個案子：一是華人種植者被罰款$5；另一是達雅人在沒有允許的情況下砍伐

森林，而被罰款。Ishikawa, Noboru 2010, Between Frontiers: Nation and Identity in a Southeast 

Asian Boderland. Singapore: NUS Press. P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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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華人耕種者相對配合政府制度，主要經濟作物發展地區的倫樂的

土地申請情況，也是以華人為多數23。 

綜合以上所述，拉者布洛克家族早期發展主要是平定地方動亂，接近 1870

年代則推廣國家經濟，90 年代砂拉越農業發展有所起色。其中，配合布洛克政

府制定的新政策，大規模的華人移民，包括帶著資本進入砂拉越的新加坡華人頭

家以及華人勞動力，是砂拉越經濟發展的關鍵，形成砂拉越經濟作物的擴展大規

模掌握在華人企業家手中的趨勢。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英國布洛克家族帶著

現代國家意識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並藉由傳教士深入內陸與華人勞動力的配合，

使他從最初從屬汶萊蘇丹賦予的拉者身分與權力，擴大勢力為獨立政權。無可否

認，布洛克政府在某方面的能力有限，而有意的選擇大量引進華人移民解決種植

業和商業的發展24。 

族群關係方面，以拉者布洛克政府為中心的政治，砂拉越同時仍存在多個族

群領袖的地方勢力。馬來人、華人和其他的土著各自分開生活，他們各自發展各

自的社會生活方式、特定的職業身分、傳統習俗以及語言，並且是互不相通的。

根據學者 Lockard(1978)的觀點，詹姆斯˙布洛克利用多元族群的特性，有意操

作族群的分工，以強化布洛克政府的力量。政府對地方並沒有直接的控制，而是

依賴地方族群菁英，分別將砂拉越政治交給馬來精英、經濟發展交由華人，而軍

事則是土著負責。第三任拉者溫納˙布洛克 1917 年上任以後，由於砂拉越政治、

經濟發展也已經穩定，他的管理更加形式化與官僚化，還將行政體系擴大到古晉

以外其他地區25。和前兩任的布洛克相同，溫納也保留多元社會的地方政治基礎，

鼓勵所有族群菁英共同著手於政治事務26。 

                                                      
23

 SG, 2 December, 1895: 220。1893 年至 1895 年之間，倫樂 293 土地在被核准，主要申請的是華

人。 
24

 Dent 與 Alcock 1882 年至 1883 年的書信內容。轉引自 L.R. Wright 1970, The Origins of British 

Borne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173-4. 
25

 Lockard, Craig A. 1978, The Evolution of Urban Govern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ities: Kuching 

under the Brookes. Modern Asian Studies 12(2): 245-267. 
26

 Kaur, Amarjit 1995, The Babbling Brookes: Economic Change in Sarwak 1841-1941. Modern Asian 

Studies 29(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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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砂拉越布洛克時期的經濟作物生產背景 

1830 年代，由於砂拉越發現藏有銻礦，而引起汶萊和英屬東印度公司的注

意。布洛克受任命為拉者以後，透過政策管制，試圖壟斷砂拉越礦產資源，除了

銻礦，砂拉越還藏有煤礦和金礦。布洛克認為礦產開發需要專業技術以及西方資

本的介入，而引進慕娘公司帶為管理砂拉越礦產產業。礦產是自然資源，開採殆

盡就無法繼續發展。砂拉越的金礦 1921 年在技術有限的情況下，產量不足以提

供出口，於是，慕娘公司也著手於經濟作物產業發展。經濟作物生產條件是勞動

力、土地、資本，比起有限的礦產資源容易操縱。經濟作物的生產與供給，被國

際市場的需求所牽動，砂拉越就是在經濟作物市場的需求風氣之下，也為供應地

之一，同時也是砂拉越重要的經濟來源。  

經濟作物(Cash Crop)指的是為了經濟利益而生產，而非提供種植者使用的農

業生產27，相對於自給自足的生產概念。經濟作物通常具有出口的價值，價格是

由國際市場，依照區域性的市場供給需求的平衡以及運輸成本等所決定。所以，

若是產量過剩，也就是市場供給過剩的情況下，市場價格下降，會為種植者帶來

負面的影響28。砂拉越位於赤道，常年溫暖與降雨量豐沛的穩定赤道型氣候，為

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過去，砂拉越的土著種植香蕉、椰子、碩莪等等，

主要供自用，但在英國拉者政府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之下，農業開始轉型為經濟

導向的大量生產，尤其「碩莪」原本只是土著填飽肚子的澱粉食物，變成可以換

取金銀的商品。但是，砂拉越大規模經濟作物生產，包括甘蜜園、胡椒園與橡膠

園，所需的資本、勞動力和商業貿易等多數是華人經營。 

以月刊形式出版的砂拉越憲報除了報導地方消息，在憲報最後幾頁也提供一

些生活資訊，如商家廣告、店舖頂讓、漲退潮預報、商品市場單位價格以及前一

                                                      
27

 Oxford Dictionary Online, Cash Crop. 

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cash-crop 
28

 Wikipedia, Cash Cro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sh_crop#cite_note-Bloomberg-Coffe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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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或前兩個月的境內進口與出口貿易數據(Foreign Trade Returns, Imports and 

Exports)等。進口與出口貿易資訊以一個月為統計，提供詳細的品項、每樣物品

進口或出口單位數量以及總價值。進口大多為民生物資，出口則是地方物產29。 

 在古晉貿易 (Kuching, Foreign Trade Returns)的地方物產出口數據當中，其

中幾個品項的總金額數字較大，包括金(gold)、碩莪粉(sago flour)、黑胡椒

(pepper-black)與白胡椒(pepper-white)以及橡膠(gutta and rubber)。其中橡膠種類繁

多，在出口項目一欄會出現不同的品種名稱，包括 gutta jangkar、gutta refuse、

gutta jelutong、India rubber 等等，本研究統一稱為橡膠。 

除了金礦開採與輸出是由英國註冊的慕娘公司所壟斷，農業生產的經濟作物

則是由民營，從生產到加工到貿易可以說是都掌握在華人的手中，故農業產品的

出口額顯示了國際市場對砂拉越華人產業的需求。碩莪粉、黑胡椒與白胡椒、橡

膠，都較其他出口產品來得高，占每個月的出口總額非常可觀的數字，大約占

42%(1907 年 2 月)到 96%(1925 年 11 月)不等。例如在 1925 年 11 月的出口數據

當中，橡膠出口價值$2,114,564、黑白胡椒出口價值$140,802、碩莪粉出口價值

$97,779，三樣物產出口價值加總$2,353,145，占總出口額$2,443,675 的 96%。其

中，橡膠出口占 87%；黑白胡椒占 5%；碩莪粉占 4%，橡膠幾乎等於全部的出

口，顯然 1925 年 11 月的橡膠是非常有經濟價值的。 

                                                      
29

 目前所得到的進出口數據有 1906 年 11 月與 12 月；1907 年 1 月至 4 月、6 月至 10 月；1908

年 11 月與 12 月；1919 年 1 月至 12 月；1920 年 1 月至 11 月；1921 年 11 月至 12 月；1922 年 1

月至 10 月；1925 年 11 月至 12 月；1926 年 1 月至 12 月；1927 年 1 月至 12 月以及 1928 年 1 月

至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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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砂拉越憲報 1925 年 11 月出口品項與單位數量與總出口價格 

 

因此，1925 年 11 月份的古晉出口產品集中於橡膠、黑白胡椒、碩莪粉，出

口總價值明顯的比其他出口產品高，對古晉貿易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輸出品。以月

份來分析，黑白胡椒、橡膠與碩莪出口總額，占砂拉越出口貿易的比例超過一半，

代表黑白胡椒、橡膠與碩莪對砂拉越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經濟作物的

重要性在這十年間是不斷地在提升。 

雖然，1925 年 11 月古晉出口數據已經看不到甘蜜，那是因為甘蜜諸多功能

逐漸被科學取代。但是砂拉越農業商品化的開端，包括試種過程30，甘蜜是種植

園的首選，代表它曾經也是砂拉越重要的重要物產。甘蜜31
(gambier)甘澀無味，

是源自於廖內群島的一種丹寧酸灌木，具有麻醉藥的功能。其商業用途主要是作

為鞣革劑、染料、食品添加物等。甘蜜經由摘取、加工等繁雜的過程才能出售到

國際市場。隨著歐洲皮革業和紡織業的興起刺激甘蜜的需求，甘蜜的種植由廖內

群島開始擴散到東南亞多個地區。英國人的記載，1819 年在新加坡發現已有甘

                                                      
30

 前文提到，1887 年憲報紀錄，幾位新加坡來的華人試種的甘蜜和胡椒。 
31

 Thulaja, Naidu Ratnala 2003, “Gambier”.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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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園，主要加工出口後售到中國。約 1830 年代，英國甘蜜市場以新加坡為主要

消費地，推廣甘蜜的種植。甘蜜市場價格理想，促使更多耕地的開發，加上甘蜜

生產需要大量人力，而吸引許多中國移民來到南洋，其中以潮州人為主。20 世

紀初期，化學工業研發替代甘蜜的原料，甘蜜市場逐漸走下坡。 

砂拉越 1870 年代為砂拉越甘蜜發展的關鍵時期。為了鼓勵種植園開發，拉

者政府 1872 年提出的種植法令，讓投資者享有六年免繳甘蜜和胡椒稅等優惠，

隨後多次修改與提出港主制度等法令，都以甘蜜和胡椒的種植發展為目標。1870

年代，新加坡資本投入甘蜜園試種，引進勞動力進行生產，當地原有一些客家礦

工也轉為種植園勞動力，古晉的潮州人還在 1875 年組成甘蜜公會32。1879 年與

1880 年憲報寫道，「甘蜜公會的問題已經獲得一個令人滿意和固定的基礎而告解

決」33，「甘蜜種植業現為即成事實，在一年中產額保持穩定的數目」。因此，甘

蜜對 1870 年代，尤其種植園開發初期是重要的。砂拉越甘蜜在 19 世紀初的出口

總額逐漸下降，甚至已經消失在出口貿易當中。例如 1926 年 12 個月分的出口貿

易總額當中，唯有 1 月份有甘蜜出口 15 單位(piculs)價值$340，1927 年 5 月份出

現 10 單位(piculs)價值$275 的甘蜜出口，1928 年已不見甘蜜。 

除了甘蜜，1870 年代砂拉越鼓勵種植制度也同時發展胡椒的耕種。胡椒

(Pepper)發源於印度，適合在濕潤的熱帶氣候生長。胡椒在西方被當成香料，促

成國際市場的需求。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將胡椒種植技術帶到印尼爪哇，使

得東南亞成為胡椒種植與主要出口地。而由於胡椒市場牽動的胡椒大量生產，種

植範圍迅速擴大至馬來群島等地，導致 19 世紀的胡椒生產過剩、價格不穩定，

使得東南亞失去胡椒市場的優勢。所以，胡椒經常在無法達到市場平衡的情況下，

面對價格起伏不定的風險。砂拉越早期的胡椒園集中於古晉華人的耕作，胡椒耕

                                                      
32

 朱伯聞在古晉潮州公會史略當中提到潮州公會前身、公會組成過程的歷史。詳細內容見下一

章。 
33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9 年 1 砂拉越憲報〈生產增市面繁榮〉，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

越古晉潮州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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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以追溯到 1856 年，但大規模生產主要是在 20 世紀初34。19 世紀英國殖民的

馬來半島之時，面臨胡椒市場低靡時期，胡椒生產不受重視，砂拉越胡椒園也不

例外。 

但是，胡椒和甘蜜的生長有相輔的作用。胡椒的種植不宜施太多肥，甘蜜的

落葉可以做為胡椒的肥料，只需要灑在胡椒樹的地面，可以滋潤胡椒的土壤35。

1880 年是砂拉越胡椒生產的首年，1 月憲報提到「據所得消息稱，胡椒正在結實，

預料不久即有椒實出口。如果胡椒種植成功，砂拉越的農業前途問題也告安定。」

36，同年 11 月憲報提到甘蜜與胡椒生產情況37， 

砂拉越目前種植了大約 9,578英畝的甘蜜與胡椒。今年的輸出，就甘蜜

方面已經達到 8,800 元，胡椒的輸出達 3,280 元。據悉，胡椒與甘蜜尤其胡

椒非常健全，遠景十分光明。胡椒生長得很快，希望在 1881年增加產量。 

雖然胡椒經常處在價格起伏不定的狀態，卻有穩定的需求，而不至於落入如

同甘蜜消失於市場的命運。甘蜜退出國際市場之後，胡椒價格沒有太大的起色，

仍處在價格起伏不定的狀態，直到二次大戰造成東南亞多數胡椒園停產，胡椒短

卻的情況下，胡椒價格飆升38。 

相對甘蜜和胡椒的外來種，砂拉越土地原本就生長許多具有經濟價值的碩莪，

不需要依靠種植園特別規劃種植。配合氣候和土壤條件，砂拉越是碩莪(sago)主

要生產地，它可以作為食品、酒精或生物塑料等，但必須經由加工後，成為碩莪

粉(Sago flour)才得以出口。碩莪的供應有兩個特點。砂拉越的碩莪樹集中在第三

省份的沐膠，碩莪原本是土著馬蘭諾人的食物，具有類澱粉功能。1819 年新加

                                                      
34

 ARC Department, “Sarawak Pepper Introduction”. Official Website of State Farmer Organization 

Sarawak.  
35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3 年 3 月 15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

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0。 
36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80 年 1 月 6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公

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2。 
37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80 年 11 月 29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

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3。 
38

  “Pepper: The Most Important Spice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Peppe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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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開啟碩莪市場，增加碩莪的需求39。但由於砂拉越土著馬蘭諾人對貿易資源的

缺乏，僅能從事碩莪的種植與採集工作，碩莪加工廠與輸出貿易都得依靠具有資

金的古晉華人商人。1878 年 10 月憲報提到「建發公司碩莪粉廠回祿：劉建發公

司屬下之一間碩莪粉廠遭祝融光顧，據估計其損失約值一萬至一萬兩千元…」40，

說明碩莪產業已經在甘蜜與胡椒生產之時，也成為砂拉越有經濟價值的作物，且

其重要性是在提升的，1879 年憲報還指出41， 

近年來，碩莪的空前高價刺激了這種物產的生產，運到古晉的數量計有

530,230 擔邊(tampin)共值 320,491元較去年的總值 243,605元要超出很多。 

幾乎全部都在古晉磨成粉末，輸往新加坡有 2,569擔碩莪丸粒和 112,143

擔粉，計值 10,747元及 409,212元。1877年的價值是 4,068元及 337,530元，

這項貿易顯然很有進展。今年古晉的碩莪貿易出入口數額超過 147,000元 

1857 年石隆門礦工事件以後，詹姆斯勢力擴張到沐膠一帶，開始鼓勵慕娘公司

著手於碩莪採集生產。砂拉越 1880 年代成為世界一半以上的碩莪供應地，許多

華人開始投資碩莪工廠，並將生產制度帶到馬蘭諾人聚落，推廣碩莪產業的發展。

慕娘公司掌控的是更長距離的碩莪貿易42。 

最後一項，國際需求市場相對晚出現的橡膠(Rubber，砂拉越當地用語 Gutta)，

同屬熱帶濕潤氣候最為合適的植物，從樹膠幼苗生長到可採集的樹膠汁大約需要

6 到 7 年的時間。由於適合熱帶種植，1876 年由英國殖民者從巴西將樹苗帶到印

度錫蘭試種，20 世紀初被引進馬來半島。錫蘭專注於咖啡和茶葉耕種，進一步

讓東南亞，尤其馬來半島幾乎壟斷橡膠片國際市場以及橡膠種籽或橡膠幼苗的培

養43。1900 年代至 1910 年代歐洲汽車工業發展，輪胎創造對橡膠的需求，得以

                                                      
39

 James L. Watson 1980, Asian and African System of Slave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299 
40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8 年 10 月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公會

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2。 
41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9 年 1 月 16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公

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2。 
42

 關於碩莪的特性與砂拉越碩莪生產參考 Kaur, Amarjit 1995, The Babbling Brookes: Economic 

Change in Sarawak 1841-1941. Modern Asian Studies 29(1): 83-4. 
43

 F. C. Roles 1908, ”Rubber Development Malaya” in A.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ends., Tw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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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橡膠市場價格趨向穩定上升，掀起馬來亞和其他熱帶地區橡膠種植狂熱，使得

橡膠由 1900 年至 1930 年代成為英屬馬來亞最重要的出口產品44。殖民政府看好

種植農業，一些小農積極的追求橡膠的利潤，1921 年，橡膠小農人佔了東南亞

橡膠種植中 160 萬噸的三分之一(Noboru 2010: 71-2)。砂拉越方面，外來品種的

橡膠種籽 1881 年由新加坡帶入砂拉越，1908 年才得到試種成果(SG, 1 October, 

1908: 247)。砂拉越的橡膠襲擊(Rubber Booms)相對半島來的晚，大約 1920 年才

陸續發展橡膠產業45。在橡膠發展成為種植園生產以前，多數是由土著深入內陸

採集與出售。但是，國際橡膠市場被開啟以後，需要更高勞動力集中的生產的橡

膠種植園，又為砂拉越掀起新一波的華人資本投入與移民的風潮，將在下一小節

討論之。本節簡單介紹甘蜜、胡椒、橡膠與碩莪，四樣經濟作物的用途與其國際

市場經濟價值，對砂拉越商品化農業生產以及國家經濟發展極重要。 

 

第三節 砂拉越經濟作物生產系統 

（一）鄉區甘蜜園與胡椒園系統化生產式的形成 

砂拉越經濟作物的生產有一個特色，就是拉者利用族群的差異46，加以分配

可耕地種植的作物，例如華人通常都從事大規模的種植園、土著採集野生的橡膠

或碩莪，這樣的分配表現在生產過程的勞動力以及族群的能動性。所以，甘蜜種

植園與胡椒種植園大型的經濟作物生產，主要是由新加坡華人商人所佔有，所有

的種植園大小規模不一(SG, 2 October, 1893: 163)，它表現在勞動力的需求情況。

通常種植超過 1000 棵作物的種植園皆雇用苦力，因為 1000 棵作物的收成，尤其

在豐收的情況下，所需人力是超過一個家庭可能提供的人力，這也是華人種植園

和其他族群生產情況的差別之處。一般土著和馬來種植規模是以一個家庭或一個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P351. 

44
 Teck Ghee, Lim 1977, Peasant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 Malaya 1874-194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73, 96. 
45

 Ishikawa, Noboru 2010, Between Frontiers: Nation and Identity in a Southeast Asian Boderland. 

Singapore: NUS Press. p. 71. 
46

 Lockard(1978)指出，刻意的族群基礎空間分隔模式是布洛克對砂拉越多元族群社會的操作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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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屋為收成所需勞動力的單位，他們不會為了擴大生產而雇用家族以外的人力。

憲報作了一個這樣的估算，一個種有 50,250 棵作物的種植園，需要 81 位苦力(SG, 

1 July, 1893: 114)；坤甸一個 600 英畝的華人咖啡園，雇用 28 位苦力勞動(SG, 1 

April, 1895: 66-7)。因此，華人種植園相對大規模種植生產，形成一套操作模式。

不僅如此，砂拉越華人由生產至加工至出售貿易，甚至其中所需的運送，這每一

環也組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生產過程，這也是和其他族群不同的地方。 

華人作為一個族群類別，其能動性自成一套完整的經濟模式，尤其表現在公

司(Kongsi)的管理與運作。公司是一個以中國親屬為單位的組織，由新加坡商人

頭家為領導，透過契約勞工的方式引進勞動力。也就是說，公司的運作與西婆羅

洲礦工公司47和早期石隆門客家開礦公司的方式類似。如同憲報裡在一個公開拍

賣的公告，拍售Ban Hin Long firm財產，包括七個超過 5,500棵胡椒樹的胡椒園，

兩間在倫樂(Lundu)的店屋，以及一間在古晉的住宅(SG, 1 August, 1892: 143)。Ban 

Hin Long firm 是一個公司的概念，其財產範圍分布從古晉都市到倫樂鄉區相當範

圍的種植園。 

這類大型公司種植園都會雇有書記48打理日常事務，同時公司在政府推行的

港主制度之下，允許由書記負責將鴉片和酒分配給苦力作為福利49。此外，苦力

的住宿都也由公司提供。一位殖民官員調查報告指出，他在探訪 Bong Keh Sam

公司的種植園，發現大量鐵木蓋成的宿舍，提供苦力居住，其中有一半以上已經

住有苦力(SG, 1 June, 1895: 67)。對於西方國家概念的僱佣關係當中，是由勞工提

供勞動力向雇主換取薪水。但是，種植園的操作並不完全如此，甘蜜園和胡椒園

使用的「預付」概念，被英國官員紀錄在憲報當中；  

種植園的壞制度正盛行，不論對頭家或苦力來說都是不好的，最終只會

造成種植園的損失。 

                                                      
47

 參考高廷西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與新加坡勞工契約。 
48

 在七條十三合興港的個案中，最初種植園屬於新加坡頭家李順慶，公司雇的書記陳戊辰，後

來受拉者任命為港主，後續將加以討論。參考陳何遵，1964，<漫談砂拉越的港主制度：七條石

三合興港簡述>。頁 101，收錄在《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古晉：古晉潮州公會自行出版。 
49

 SG, 1 June, 188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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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制度的基礎來自於東方傳統，包括：預支薪水，也就是在未開

始進行任何工作（必須）保證的付款。這情形可以當下解決苦力的需求，包

括清理荒野，種植胡椒苗或請保安巡邏等，方法就是承諾將未來收成的作物

以低於市場價格抵押替換。抵押指的是，在幼苗成熟以前，提供食物作為交

換。這個時候，(償還)這些貸款是毫無希望的。即使市價更動，也只能按照

約定（的價格）供應給頭家(SG, 1 June, 1889: 77)。 

如文字中敘述，勞動者未進行任何工作之前，可以先拿到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物

品，而不是真正的錢。這是因為，勞作者的甘蜜樹和胡椒樹結果收成以前，必須

先開墾、然後種下甘蜜幼苗和胡椒幼苗，過程中等待植物成熟可能需要好幾年的

時間。收成的甘蜜或胡椒必須出售給提供耕種土地的雇主，即便雇主價格較其他

種植園差，或價格較播種時差，因為雇主已經預先把購買的甘蜜或胡椒的薪資付

給勞動者。也因為如此，拉者 1872 年訂定鼓勵種植條例時(第 5 條與第 10 條)，

強調種植人與頭家必須為固定交易對象。這是買方先付款，賣方後供貨的情況，

建立在雙方的信任基礎。顯然，華人社會存在一種家族或同鄉人的信任，對這位

紀錄「預付薪資」的英國官員來說或許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然而，這層信任關係並無法保證完美無缺。甘蜜可能種植失敗，市場價格也

隨時在變動。雇主或頭家與勞動者苦力的關係之中，通常是頭家占得優勢，尤其

是胡椒的交易。由於胡椒市場價格相當不穩定，對頭家來說屬於投機性作物，但

頭家卻巧妙的利用胡椒起起落落的市價波動，從中獲得利益。由於胡椒種植者並

不瞭解行情，僅能依照頭家收購的價格交易，而經常是在價格非常低廉的情況下

達成交易，就連英國官員也為種植人抱打不平： 

我發現胡椒種植者出售的胡椒單位價格非常低廉，某些情況甚至少於新加坡

訂價的一半。我現在每隔兩周會在巴剎告示新加坡當期的胡椒價格，希望這

可以讓椒農在出售胡椒給頭家的時候，獲得好一點的價格(SG, 1 August, 

1899: 261)。 

對頭家來說，種植園是值得投資的。他們的信息流通相對農人來得快，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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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楚市場價格，低價收購胡椒可以讓他們謀取巨額價差。雖然如此，實際上許

多種植者還是知情的，他們被迫按照規定將作物賣給固定頭家。有些知情種植者

選擇私底下將胡椒非法賣給鄉外價格比較好的商人，又或者在胡椒價格欠佳的時

候囤積，待價格回升再交易50。政府方面，主要是確保甘蜜和胡椒生產作業可以

順利進行，才得以取得稅收。為了遏制非法交易，拉者規定種植人與頭家必須依

締約關係，僅能和固定的對象進行交易，規定由地方的民政事務官員負責監督，

違規者將以罰款懲罰51。 

至此，可以看到砂拉越華人種植園大規模經濟生產，如何配合政府政策推動、

發展其生產系統。布洛克政府的力量適時介入，包括指派官員調查苦力與種植園

情況、打壓跨族群的走私活動等。兩者之間形成某程度的互相依存的關係。 

目前我們所看到，砂拉越進行商品化農業的生產過程是這樣的，砂拉越政府

向新加坡招募資本，新加坡資本家投資金錢，委派一個負責人前往砂拉越開墾地，

這個負責人後來直接受命於政府之下的省長，委任為港主。負責人或港主需要自

行籌劃生產，包括勞動力召集、管理以及土地分配、耕種、收成等，上至下的支

配生產方式。而砂拉越的商品化農業的交易過程則是這樣的，由港主先提供工具、

日常生活用品、鴉片煙等足以讓勞動者生存的物資，以保證生產可以順利收成，

勞動者待農產品成熟後必須依港主所訂價格，出售給這位過去資助他生活的港主。

港主收集收成品後，再專售給運輸業者，最後產品將出售到國際市場。後半部的

細節將下一章進行深入討論。無論是生產或交易過程，拉者政府都適時介入其力

量，負責人與勞動者需要政府提供的支配權與保護等，華人與政府形成某種互相

依存的關係。 

 

（二）橡膠產業：經濟作物生產模式的轉型 

由於19世紀末的甘蜜與胡椒的種植，建立出農業商品化生產與運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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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G, 2 October, 1893: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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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讓砂拉越在 20 世紀初相對大規模種植園的橡膠生產快速的跟上國際市場。

砂拉越的橡膠種植情況比較特殊，比起從零開始發展的甘蜜園和胡椒園等經濟作

物，橡膠盛行時期已經有成熟的土地法令與種植制度。橡膠生產主要的操作制度，

並非完全在布洛克政府權力之下，而是更廣的國際橡膠相關組織。然而，當橡膠

繼甘蜜晉升成為國際新寵兒之時，這個趨勢卻沒有對砂拉越種植園主帶來太大吸

引力，這可能和布洛克政府的態度，以及華人與政府上至下的政策相關。 

橡膠生產與交易的系統，實際上是超越砂拉越，而是更大的東南亞甚至國際

的範圍。1900 年代歐洲汽車輪胎業的需求創造了橡膠市場，第一次世界大戰卻

讓國際橡膠需求急速下降。當時有 75%的橡膠生產控制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

政府為了解決供過於求的情況，提出 Stevenson rubber restriction scheme 的限制種

植計畫，目的是要透過限制橡膠產量來達到市場價格的穩定。1922 年 11 月該計

畫於馬來聯邦立法議會通過，生效在印度錫蘭和英屬馬來亞52。隨後，橡膠市場

恢復到自由市場價格，直到 1930 年的經濟恐慌，橡膠市場再度面臨考驗53。1930

年代，橡膠生產與出口地54聯合組成國際橡膠管制協定 International Rubber 

Regulation Agreement (IRRA)，以維持橡膠產業利潤與橡膠市場價格。這項協定

管制地方小規模橡膠生產與交易，包括未經允許禁止設立新的橡膠園、新的橡膠

耕種計畫，並控制收成、控管進出口貿易，以達到限制國際橡膠流量的目的。國

際橡膠管制協定有其一套運作系統，強制規定所有參與協定的地區必須受控於相

關方案，以防止價格再度下跌。首先，規定每年四個月的橡膠園休耕(Tapping 

Holiday)以控制橡膠產量；接著是發行橡膠職業票券(Rubber Occupation Ticket/ 

Coupon System)給幾個橡膠生產商，試圖透過配額的方式控制出口額。 

砂拉越方面，經由 1908 年試種的橡膠成品檢驗顯示，砂拉越土壤適合橡膠

生長。根據砂拉越憲報，「大約 650棵 7到 10 年的橡膠樹已經適合採集膠汁，會

                                                      
52

 本處關於英屬馬來亞橡膠的歷史參考 Lim，Peasant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 

Malaya 1874-1941 一書，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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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 年$0.115; 1922 年$1.02。1925 年每公斤$4.17，1932 年下降到每公斤$0.13。參考 Noboru 

2010, p73.  
54

 包括英屬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屬印度、泰國等。砂拉越 1934 年被強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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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將在短時間內健康成長；另外還有 3,000 棵大約種植兩年的幼苗成長得很

順利，隨後將會有 4,000 棵橡膠幼苗會繼續種在這個位置種植」(SG, 1 October, 

1908: 247)。收成的橡膠樣本被送到新加坡做評量，品質非常好(nice quality; fair 

quality)。 

儘管英屬馬來亞地區正處於橡膠種植和橡膠貿易的熱潮，其他歐洲殖民地區

也在歐洲資本大量投入之下建立了大規模的橡膠種植園，拉者查爾斯對於發展砂

拉越橡膠生產的情況感到擔心，他拒絕所有在地企業引進西方資本，從事大規模

橡膠種植園發展。一封查爾斯寫給兒子的信中提到，「不要太相信橡膠衝擊的現

象，我不希望砂拉越變成橡膠的大供應者，除非(規約，僅能)讓當地人經營，並

且出售量僅可以維持在低於其他歐洲公司產量的二十份之一…現在帶來的可能

是機會，但將來有一天可能會剝奪窮人和無知廠商辛苦賺來的儲蓄…」55。筆者

推論，查爾斯也許擔心砂拉越政權，經由橡膠產業被其他勢力入侵，所以他限制

橡膠產量，避免砂拉越成為橡膠產業大國。橡膠作為產業的影響力盡如此大，產

業威脅了當權者政權。 

於是，布洛克對橡膠種植園發展提出規定，禁止所有砂拉越種植園經營者接

受歐洲資本或是歐洲工廠進入： 

砂拉越政府開發土地是為了居民的好，目的是讓他們可以在這樣的種植業當

中發展為穩定的利潤和收入，一直延續到他們的後代。除非種植園被保護，

防止掉入有錢人或投機心態的白人手中，否則這目的不可能達成。上述政策

可能會受到批評和反對，被指不忠實於白人的利益，但換個方式來說，如果

透過出買土地給這些外國人和投機商，對這塊土地的人民來說，是非常不公

平的行為。(SG, 1 November, 1910: 227) 

雖然如此，查爾斯並非完全拒絕橡膠的生產，他還鼓勵小規模種植園從事橡膠發

展。或許他知道，橡膠盛行的風氣是抵擋不了的，所以先由他先開始，確保橡膠

                                                      
55

 轉引自 Ishikawa, Noboru 2010, Between Frontiers: Nation and Identity in a Southeast Asian 

Boderland. Singapore: NUS Press. P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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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在他的控制當中。所以，他免費將橡膠種籽發給一些小規模種植園，並親自

監督橡膠園的發展情形(SG, 15 July, 1910: 151)。然而，布洛克政府對橡膠種植實

際上並沒有太大的決策能力，東南亞橡膠生產主要是在馬來亞英屬東印度公司管

控之下。橡膠進入砂拉越以前的 20 世紀初，英國殖民地與荷蘭殖民地早已廣泛

發展橡膠種植業。 

或許和查爾斯的態度有關，砂拉越種植園一開始對橡膠種植不怎麼積極，從

事小規模種植者大部分是土著(Noboru 2010: 73)。相對長的非常茂盛的椰子園56

和胡椒園，多數橡膠園四周布滿雜草…(SG, 1 September, 1913: 213; SG, 15 July, 

1910: 151)。顯然，橡膠早期並沒有受到注意，種植業的焦點仍集中在當時砂拉

越主要的經濟作物，即胡椒和椰子生產。根據紀錄，1915 年有 5 個橡膠園註冊；

1916 年則只有 1 個橡膠園註冊卻有 50 個新胡椒園；1917 年同樣只有 1 個新的橡

膠園，胡椒園則是 19 個(SG, 1 September, 1917: 223)。 

但是，馬來半島英國政府一戰後提出的 Stevenson 橡膠限制計畫似乎起作用，

橡膠價格上升後，為砂拉越種植業者帶來措手不及的驚喜(SG, 1 February, 1916)。

1925 年是國際橡膠價格的頂峰，砂拉越華人才開始投入小規模橡膠種植。同年 8

月，有 14 個橡膠園的申請被允許，而提出申請的胡椒園只有 1 個。正逢砂拉越

橡膠樹可採集橡膠汁之時，遇上了世界經濟大恐慌。於是，砂拉越橡膠園出現荒

棄「橡膠園像叢林一樣」(SG, 1 July, 1933: 90)，甚至被剷除改種其他作物的情形

「所有的農夫現在很忙碌，清理農地和燒墾，他們燒墾的範圍已經超過實際所需

要清理的範圍，包括不少的橡膠園」(SG, 1 October, 1930: 254)。Stevenson 橡膠

限制計畫前後的橡膠園申請顯示，1920 年代橡膠成為砂拉越重要的產業，1930

年代卻遇上經濟蕭條的影響。 

是故，1934 年砂拉越被強制加入國際橡膠管制協定(IRRA)，橡膠園必須定

期休耕、橡膠交易需要隨同「票券」。砂拉越橡膠生產者按照生產規模大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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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園主要有馬來人經營(SG, 16 May, 19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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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每當生產者將橡膠賣給華人的時候，必須伴隨票券。但是，這些橡膠管制

協定的複雜內容，對砂拉越橡膠種植者來說沒有太大效果，加上經濟蕭條的影響，

橡膠園紛紛改種椰子及其他作物(SG, 1 October, 1936: 242)。橡膠票券確實略顯複

雜，當地人大多無法理解，也有一些農人利用其缺陷得到利益： 

當票券推行的那個月，由他們的助理負責大力的宣傳。他們真的花很大

的功夫在對聽眾解釋制度的重要性…馬來人都特別快的理解這些規章，而所

有的達雅人聽到「固本」這個字就很興奮，他們以為是用來買橡膠用的券。

如果這也是其他地區會有的情況，官方必須修改他們的術語(SG, 1 December, 

1937: 252) 

砂拉越許多小規模生產者在沒有票券或是橡膠數量超過票券允許的情況下，

也將橡膠出售，國際橡膠管制協定提出的規定實際上沒太大作用。儘管砂拉越被

分配到每年出口 30,000 噸的橡膠，協定開始進行時，砂拉越少部分地區才剛恢

復橡膠生產，進而引發砂拉越倫樂與西加里曼丹之間的橡膠走私活動。屬於荷蘭

東印度公司殖民的加里曼丹的橡膠生產活動比砂拉越橡膠生產來得早，生產規模

與產量相對大。當加里曼丹產量超過於國際橡膠協定所規定的配額，橡膠開始流

入砂拉越。砂拉越橡膠直接用走私的，利潤比自己耕種的更高，因為相對供給量

大的加里曼丹地區，其橡膠市場價格較低廉。 

 加里曼丹三發與砂拉越倫樂地理位置皆靠近河海，一般走私都過海路。走私

船隻停留在倫樂附近的海岬，會有一些設備較好的華人商船在等待。而較大型的

橡膠片則利用內陸土著比達友部落走私，同樣把走私的貨物送到海岬的華人商船。

這些走私的橡膠片，將填充到合法的橡膠交易當中(Noboru 2010:78-80)。 

確實砂拉越河上游有相當多的走私活動，華人和陸達雅被關注於此事。

邊境巡視的伍長阿里（Ali）成功逮捕兩個華人以及 16個荷蘭達雅，他們帶

著七個橡膠片，而這些橡膠片是持有者沒有能力生產的（顯然這是走私）。

其中一個華人身上竟然帶著華人甲必丹簽名的信，內容提醒他要提防警察，

因為他們（警察）都很好奇！(SG, 1 April, 193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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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對砂拉越商人來說是非常有利益的，由 1930 年是橡膠走私的高峰，而

引起政府的關注仍未停止兩地的橡膠走私，甚至延續到 1960 年。至此，對於砂

拉越的經濟作物產業發展來說，從最早的甘蜜、胡椒的起步直到後來趨向國際化

生產的橡膠產業，經歷超過半個世紀的產業發展轉型過程，由生產到出售、生產

者、採購者、運輸者、貿易經營者等，慢慢穩定並呈現一套生產系統。在橡膠的

例子當中，走私活動作為經濟作物交易，又是另外一套系統，但實際上這些交易

都是建立在人際網路與互動關係的基礎。 

本章利用砂拉越憲報為材料，論述砂拉越白人拉者政治勢力擴張的同時，如

何透過政策推行砂拉越農業發展以及農民對政策的配合程度。統治者採取族群分

割管理，促成多元族群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其中，以華人對砂拉越商品化農業

生產活動，扮演關建的角色。 

華人參與砂拉越布洛克政府商品化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由 1840 年至 1930

年間，逐步發展出交易系統。英國布洛克政府統治的 1840 年代以前，已經有客

家礦工在砂拉越進行金礦開採活動，一直到 1860 年代之間的經濟情況，仍集中

於礦產開採以及少數的農業活動，拉者政府這時期主要在平定地方動亂，擴展其

勢力範圍。1860 年代至 1880 年代，拉者政府頒布與修訂農業發展相關政策，包

括頒布土地法令，確保土地使用與管理權屬於拉者政府；港主制度則是集中組織

操作、勞動力與生產管理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促成砂拉越經濟為導向的商品化農

業生產。1860 年代至 1900 年代，許多的華人資本與勞動力在殖民發展政策的鼓

動下，投入砂拉越種植園生產活動，共同奠定砂拉越經濟發展的基礎，尤其表現

在甘蜜和胡椒生產。砂拉越經濟發展逐漸穩定以後，1900年代至 1930年代期間，

種植園生產進入轉型，過去土地使用與雇佣關係等爭議減少，農業生產與交易規

模開始擴張。這尤其表現在橡膠的生產，由國際橡膠組織控管下，已跨越原有砂

拉越布洛克政權。砂拉越經濟發展在此時已經成為國際市場重要的一員。砂拉越

行政體系逐步形式化，族群分割管理之下的華人專於發展砂拉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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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00 年代一些潮州商人沿著河流，開始深入內陸做生意，而內陸

的客家農人則往河流一帶開始著手商業，1920 年代多數支流已有華人商業活動

頻繁的小鎮。商業活動的活躍，加強了外部交易市場與內部生產系統的聯繫，也

使得 1920 年代橡膠生產活動可以在更短時間內被動員生產。由生產者到運輸業

者到經營買賣交易的商人，過程中雖然大多是華人，但是卻形成明顯的方言群差

異的特徵，將在下一章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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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濟優勢者與地方權力關係 

在詹姆斯˙布洛克萊到砂拉越之前，或許確有二萬名華人已經居住在本

邦。但是他們大體上而言，並非是一群良好的公民。他們幾乎都是金礦的礦

工，而且他們整批入境，顯示遲早終有一日必與政府爭一日之長短。這項鬥

爭發生了，華人被驅逐離境，砂拉越從當時起即一直繁榮，而且另一批有秩

序的華人，逐漸的起來取替他們的地位。 

SG, 30 November, 1878 

 

1878 年憲報筆下將華人分為兩群，「金礦礦工」出現時間較早，因和拉者發

生鬥爭而被驅逐，而「另一批有秩序的華人」時間上較晚，他們相對前者更能配

合拉者政府，而參與砂拉越繁榮的過程。華人因地方省籍之差異而形成分群，拉

者是知情的，甚至藉用籍貫人群分類所形成的競爭關係來經營商業發展。所以，

華人分群也表現在經濟狀況的差異，經濟能力優勢者無形中發展為地方社會的權

力持有者。 

本章主要奠定在砂拉越經濟發展基礎之下，指出不同的華人分群在整個國家

經濟發展被定位於不同的角色，而這些角色對古晉華人社會的形塑與變遷有著關

鍵影響。首先，鄉下種植園的發展的勞動者與生意人兩種身分，分別表現在客家

與潮州方言群兩人群的。第二，由鄉下過渡到城市，個別行動者的潮州人如何成

為生意人以及鄉下種植園投資者，成為地方經濟優勢者。第三，經濟優勢者經由

參與華人社會發展過程，是如何轉化為地方權力結構關係，使得社會資源集中在

特定人群之中，尤其表現在福建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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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砂拉越鄉區生產與交易的華人 

1870 年代到 1930 年代之間，砂拉越鄉區的商品化農業生產與交易，最初是

由砂拉越拉者操作的模式，後來走向國際化，在不斷的擴大規模之下，足以形成

一個「產業」的發展條件。農業生產的初期，參與者大部分是華人，拉者政府並

沒有繼續推動在地的土著或馬來人投入商品化的農業生產，而是選擇性的引進外

來者的華人開發農業經濟，1873 年的憲報提到57： 

…胡椒與甘蜜之種植由華人經營，無疑的，是極有利可圖…但是照我們所看

到的，只有華人經營之下才能成功，他們大規模從事… 

砂拉越的各種種植，雖然由政府資助，以便吸引種植者及資本家前來投

資，但迄未有任何成就。第一次的種植實驗，是由政府資助的新加坡華人，

在馬當山下聚落開闢了十二家胡椒和甘蜜園坵，他們的失敗並不是由於氣候

或土壤的問題，而是由於那些有始無終的種植者。從政府方面透支一萬多元

之後，不是捲款而逃，就是扣押工人薪酬，事實上，這些散漫不負責的傢伙

是絕無希望他們從事任何長遠的穩定工作的，截至目前，十二家園丁，只留

下二三家而已。 

華人作為農業生產經濟的參與者，還有許多如前文所述的原因，包括相對其

他在地族群更能動員家族或同鄉的勞動力量等。但是，作為砂拉越經濟重要推手，

布洛克對華人的信任關係極其重要。大多投資者在得到政府的資助後，便以自己

的方式操作，並沒有跟政府配合，甚至直接捲款而逃。上述僅存的種植園，包括

了潮州人頭家劉建發的投資，他讓潮州人成為拉者政府信任的人群。加上潮州人

當時的商業網路略勝其他人群一籌，他們開始利用同鄉資源，經營胡椒與甘蜜相

關事業。1890 年代，由拉者政府直接任命的三合興港主的陳戊晨也是潮州人。 

另一方面，雖然客家礦工曾經和第一任的拉者詹姆斯發生衝突，而遭受到打

壓，但是相對於注重農業發展的第二任拉者查爾斯，他對客家人有別於詹姆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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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3 年 3 月 15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

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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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憲報裡有這樣的一段紀錄58： 

1900 年的某一天，查爾斯先生在華人甲必丹的陪同下，沿著大石路做早晨

騎馬，他看到一個身穿傳統服裝的婦女開始在園地翻土。過了一會兒，他再

次回到這裡，驚見園地已經成為一列列的菜畦。拉者對她的勞作印象深刻，

並詢問該婦女的所屬族群，後來得知婦女為新安客家人。拉者認為新安婦女

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非常多的工作，那新安人必定是開發砂拉越土地所需要

的勞動力…於是，他找到一個新安客家人 Kong Kui En（江貴恩）簽訂合約…

結果那年有三百家新安客家人來到砂拉越從事種植。 

拉者查爾斯查覺到客家人在務農與礦工所提供的勞動力的重要性。即使砂拉越原

本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客家礦工或農人，查爾斯時代的大力發展農業的時代背景下，

提升了砂拉越對客家人的需求。隨後客家移民人口人數大為增加，正是砂拉越橡

膠產業發展大好之時。 

因此，華人不僅分為不同籍貫，他們之間也有相對的身分關係，例如大多的

客家人從務農做起，而潮州人經常是頭家的身分經商；相對地在歷史文獻當中，

不容易看到當大頭家的客家人，或受僱主欺壓的務農潮州人。接下來將按照客家

人與潮州人兩大方言群分類，使用幾個人物的事蹟為例，觀察他們在砂拉越鄉區

商品化農業生產和交易所參與過程中所扮演的身分角色，試圖推斷出兩個方言群

在鄉區生產脈絡中的關係。 

 

（一）潮州商人在鄉區發展情形 

1966 年潮州公會出版的百周年紀念特刊當中，刊登多篇描述砂拉越 20 世紀

初不同地區潮州人發展情形的文章。文章內容同時包括作者們對自家長輩的事蹟

紀錄以及作者個人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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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 31 March, 1959: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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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何遵59紀錄了父親陳戊辰參與砂拉越開發的經歷。1880 年代，新加坡土產

富商李順慶60對砂拉越種植園投入入大量資本，並獲得古晉七哩三合興港的港主

身分。但由於李順慶主要的事業在新加坡，無法長期管理古晉種植園，而指派陳

戊辰代為管理，他受命為「大家長」，1890 年來到古晉負責三合興耕種事宜。陳

戊辰(1870-1929)又名亞戊，是潮州揭陽人，他原本在新加坡替親人打工，後結識

李順慶，並成為李順慶的書記，沒想到後來竟成為古晉 20 世紀初潮州大地主。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 1899 年，拉者政府直接封陳戊辰為港主，同時負責起古晉三

哩至十八哩公路兩旁的土地開發。於是他當起了種植園的頭家。經由規劃，四哩

起的土地以種植胡椒為主，而七哩至十八哩以種植甘蜜為主（後來甘蜜滯銷改種

橡膠）。陳戊辰的胡椒園估計每年生產 2400 担胡椒，甘蜜園每年生產 450 担甘蜜

和，大約雇有 270 人從事耕種。拉者政府的港主制度之下，陳戊辰擁有許多權利，

包括為了維持地方秩序而雇用的私人警察或打銬犯人的權利、依規定向種植園抽

佣金或是販售鴉片、酒等的專利。三合興港開發以後，陳戊辰累積不少資本，在

七哩巴剎購置好幾家雜貨店，從事鴉片煙、酒以及日常用品等賒帳服務。甚至後

來到十哩巴剎，也有不少陳家的寶號。最終到 1929 年，陳戊辰去世，三合興港

主制度才正式結束。 

陳戊辰很明確的港主身分，在權力上是從屬英國拉者政府，並享有拉者政府

港主制度下的一些福利。當初陳戊辰與李順慶建立在一定信任基礎下，被委託到

古晉當大家長，後來他順勢當上港主以後，兩人可能維持在生意上的往來關係。

身為港主的陳戊辰同時經營鄉區雜貨店，所以他也是鄉區頭家，負責收購收成的

經濟作物、發放日成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賒帳服務給種植園有需要的生產者。這些

經濟作物輸出對象與生活用品輸入對象，可能就是新加坡李順慶經營的公司。無

論如何，陳戊辰的例子說明了過去潮州人擔任港主與鄉區大頭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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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資料參考參考陳何遵，漫談砂拉越的港主制度：七條石三合興港簡述一文，並加以討論。

文章收錄在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01。古晉：古晉潮州公會出版。 
60

 筆者未查出李順慶的身分，可能跟陳戊晨一樣是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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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戊辰在砂拉越建立穩定的基礎，便開始吸引同鄉人進入砂拉越發展。陳木

林(1897-1985)潮州揭陽人61，1909 年 12 歲時渡洋，依靠叔叔陳戊晨學習商務。

累積一定的積蓄後，1920 年在巴剎甘蜜街開設寶號豐裕公司，專營雜貨土產。

隨後，陳木林也開始著手於巴剎潮州人社會文化建設，包括潮橋公會、潮州人民

德學校等事務。另外，陳木林的堂兄陳其果62
1921 年也來到古晉討生活，他先是

寄託在陳木林所屬豐裕公司，隔幾天再輾轉到叔叔陳戊晨於七哩的福生號打工。

當時的七哩不過三、四家由潮州人經營的商店。過了幾年，陳其果往「更遠」的

地方發展，1926 年他在十哩替一家潮州人工作，該地另還有潮州人店舖美裕號、

裕興號和美興號。隨後幾年，十哩的潮州經商業者不斷增加，讓陳其果也想創業。

他在陳木林協助之下，於十五哩成邦江路開創常發號。當時十五哩華人不過四、

五戶人數才三十人，另一家同樣是潮州人的商店常興號，周圍多數為土著。然而，

陳其果常發號開業以後，短時間內出現多家潮州人寶號，直到 1934 年期間迅速

發展，陳其果被政府委任為十五哩成邦江路區長。 

陳木林與陳其果的經驗，提供了砂拉越經濟發展趨勢的一些應證。首先，他

們皆是 20 世紀初在叔叔港主陳戊晨的關係之下，來到砂拉越發展，而陳其果開

設店舖多少也依靠陳木林協助。對砂拉越 20 世紀初砂拉越華人移民潮與社會發

展來說，家族的人際網路關係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第二，金援相對獨立的陳木林

1920 年選擇在巴剎開設土產京果店，而需要援助的陳其果稍後幾年選擇在人煙

稀少的成邦江開設寶號，也許兩人還是保持著程度上的生意關係。人際關係也是

發展商業通路的關鍵，當時城鄉兩地之間的商人已經建立起貨物流通的管道。第

三，1920 年代商店林立，陳其果也是其中一人。甚至潮州人在鄉下開設商店的

範圍慢慢在擴大，從陳戊晨的七哩到陳其果 1926 年工作的十哩，再在來是開設

常發號的十五哩。可見 20 年代後期，砂拉越經濟可以說是在提升的狀態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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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木林資料由古晉潮州公會取得，作者不詳。多數資料為陳木林生前擔任身分職務，尤其在

日戰前後的資料，對陳木林經營生意的資料敘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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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其果所寫，旅砂五十年一文，參考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98。古晉：古晉潮州公會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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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符合大量資本投入橡膠生產，所帶來經濟佳景的說法。商店作為橡膠原料收集

地的功能，也隨砂拉越經濟發展被帶動起來。 

砂拉越許多鄉鎮的出現與古晉省七哩到十五哩的情況相似，最初都是由潮州

商人抵達設立商店，才開始有更多的人聚集，包括詩里阿曼省(Sri-aman)、木中

省、木膠省(Mukah)、民都魯省(Bintulu)等。 

布洛克時期的詩里阿曼省成邦江63
 (Simanggang)一帶已經有少數的潮州人

與土著做生意的情況，但礙於潮水和船隻通行不方便，大約在 1864 年潮州人開

始居住下來。拉著政府任命潮屬劉隴鄉人劉己卯為甲必丹64，給予他處理華人間

的糾紛與婚嫁等事務的特權。甲必丹一職之後同樣由劉隴鄉人接任，也因此成邦

江慢慢成為劉隴鄉移民的聚集地。他們大多經商，專營米糧雜貨、收購土產為交

易。隨著人口逐漸增長，1930 年這裡發展為鎮，還設立了華文學校。峇丹魯巴

河口的實巫堯65
 (Sebuyau)方面，1892 年潮州人沈春善來到這裡開設沈春成號，

生意對象是實巫堯的馬來人以及河流上游的土著達雅人。1899 年有一位福建人

也來到此處設商店。在 1900 年，沈春善回鄉一趟帶來兩位姪子，他們先後在沈

春成號之下設立了沈周順號與沈周合號，同時福建人也擴充為兩間新商號。1919

年，他受命為實巫堯甲必丹。1930 年福建人退出實巫堯生意事業商店全部停業，

將生意轉賣給潮州人，使得實巫堯成為潮州人居多的市鎮，鎮上二十三家店有二

十家屬潮州人經營。大約 1938 年實巫堯開始籌組華文學校，經費由各商號自動

認定月捐。詩里阿曼省英吉利里66
 (Engkilili)方面，大約在 1917 年有一位名為林

典的潮安禮陽鄉人乘木板船沿著峇東魯河，跟土著交換橡膠、藤等土產。河運逐

漸開通，開始於英吉利里設立商店，過半數都時潮州人所經營。胡椒讓這個小鎮

興旺，而種植胡椒的多數為客籍人士。雖然客籍人士占小鎮華人超過 80%，有

                                                      
63王義源所寫，成邦江潮人概況一文，參考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02。古晉：古晉潮州

公會出版。 
64

 拉著政府所任命，為指定範圍內華人最高權力。 
65沈坤立所寫，新巫堯開埠史略一文，參考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04。古晉：古晉潮州

公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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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聲煥所寫，潮人開埠之英吉利里一文，參考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05-106。古晉：

古晉潮州公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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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生意還是操作在潮州人手中。新種的橡膠也為英吉利里帶來商機，該地人

也著手於潮州公會籌組以及教育事務。 

水路距離古晉大約十小時的木中省實巴荷67
 (Sebauh)，在 1902 年間，潮州

玉浦鄉人林亞崎從木中商店辦貨後，利用小船與實巴荷灣的巫人鄉村做貿易，該

村人從事農業，出產碩莪、橡膠等土產。大約 1910 年代，林亞崎在實巴荷下設

兩家小商店，後來才開始有木中的商人也來開店。1923 年開始出現汽船，通行

於古晉與實巴荷之間，實巴荷商店也擴大到二十多間，當時主要盛產橡膠，其他

土產較為遜色。隨後分別 1932 年、1936 年、1938 年，實巴荷先後設立了華文學

校。木中省寧木68
 (Debak)早期同樣有一些潮州人依靠小船，從木中載貨沿寧木

河與土著伊班人交易。早期抵達的是張姓家人，在木寧設立商店。據 1960 年的

情況，木寧三十三家店當中，有二十一家屬潮州人，其中十七家雜貨店、三家茶

室以及一家牙醫。另有八家是客家人經營、三家瓊州人經營。木寧一帶以種植胡

椒和橡膠為居多，均為客家人種植，潮州人從農者較少。 

 上述幾個距離古晉較為偏遠的砂拉越鄉鎮開發的例子當中，具有一些明顯的

共同的特徵。時間大致都是在 20 世紀初期，由潮州人沿著河流與沿岸馬來村落

交易，或是深入上游內陸地區與土著換取有經濟價值的物產，然後再往返將交換

來的物產輸送到特定貨物聚集地，所以，他們扮演著河流運輸業者的工作。隨經

營模式穩定，商人開始設立商店並居留，甚至後來還在當地發展公會組織以及設

立學校等社會文化建設。善用水路與內陸土著或馬來人打交道的華人，大部分是

潮州人，他們建立華人商人和內陸的交易關係以後，才有更多人加入生意行列，

如同實巫堯的福建人，所以許多例子也提到，城鎮商店並非完全由潮州人經營，

表示城鎮還是有其他方言人群參與。另外，水路並非唯一途徑，英吉利里和寧木

看到的客家人，他們大多數務農，與潮州人經商的身分並不是直接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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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坤炎所寫，實巴荷開埠史略與現況一文，參考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07。古晉：古

晉潮州公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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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欽所寫，潮州人在寧木一文，參考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08。古晉：古晉潮州公

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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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農人在鄉區發展情形 

砂拉越早期的客家人，大多處在相對潮州人封閉的內陸地區從事勞動工作，

並且面對不斷移動的過程，這和潮州人善於交際的水路經商活動是有很大的差別。

如前述，砂拉越部分客家人是由加里曼丹遷入，主要是西婆羅洲金礦開採需要勞

動力，而吸引他們的移民活動。他們也從事蔬菜種植等農耕工作，以達到自給自

足的情況，形成類似酋邦的概念。由於西婆羅洲土地與資源爭奪引起族群鬥爭，

客家礦工被迫遷移到其他地區，他們跨境來到汶萊蘇丹領土範圍，仍是選擇金礦

豐富的地方，繼續從事礦產開採活動。然而，採礦的客家人受到開採技術與資源

的侷限，也就是當礦採在現有技術下開採滯盡，他們必須再移動到新的礦地，或

者轉行從事其他工作。許多礦工改行投入種植園生產，而使得他們又一次移動，

尋找需要勞動力從事耕種的地方。因此，砂拉越早期客家人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之

中，也建立內陸的通路。 

與此同時，砂拉越拉者政府鼓勵耕種制度的吸引之下，也有一些帶著資本的

客家人從中國經由新加坡或西婆羅洲，投入砂拉越種植園生產。溫武申紀錄了父

親溫宏下南洋謀生的故事69，溫宏就是在多次不同地點的移動，最終投入在橡膠

園生產。 

20 世紀前後，溫宏在山口洋勞動累積成就以後，便投入古晉鄉區，當起橡

膠園生產的頭家。溫宏 19 世紀末出生在中國廣東省埔寧縣高埔鎮，年少時因鄉

鎮經濟狀況不景氣，離鄉到南洋找生活。他由汕頭市出發經由新加坡抵達山口洋，

就在山口洋巴剎當雜貨員工，每月僅得到少許「理髮」用的零用錢。當時流傳著

一個習俗，就是初到南洋的人必須在沖涼之時「打棍」約一個小時，做足四個月

才是真正的「外洋人」，否則僅是「打水草」，容易被輕視或遭雇主虐待，甚至客

死異鄉。顯然，即使是苦力也有身分等級之區別。接著，溫宏靠自己理髮，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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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武申所寫先父文宏事蹟，出自杜明編著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第三輯，頁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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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零用錢省下來。過了一年合約期滿，溫宏改換到附近的養豬場打工，剛開始幾

個月工資都有順利到手，後來雇主以「手頭緊」為藉口拖欠工資。到了年終，溫

宏向雇主追討薪資，卻換來雇主的追打，所幸雇主意外失手，讓溫宏有機可乘，

反而拿起木棒威脅雇主，才成功拿到薪資。隨後，溫宏聽聞羅勿港橡膠園承包割

膠的工作，便帶著他的「年資」，啟程出發。溫宏承頂割膠工作，遇上橡膠價格

高漲時期，他存了一筆錢，回鄉成家。事隔幾年，他帶著妻子，打算再下南洋討

生活。第二次下南洋，溫宏回到羅勿港繼續橡膠園事業。當時依靠的是河運，經

由河流將羅勿港橡膠園生產的橡膠片運送到山口洋出售，再換回日常生活品。一

次運送橡膠片途中遇上急流洪水險遇難，但在河邊的土著協助之下，保住了性命。

這一次的經驗，讓溫宏夫婦決定再次回鄉。第三次下南洋，他來到砂拉越石角。

1923 年獲得拉者批准開闢三十多畝的橡膠園70，橡膠熟成以前，依靠種植雜糧為

生。1925 年至 1932 年期間，人口激增，主要是來自廣東省惠來、陸豐、河婆等

的客家人，其中大部分以溫姓和賴姓居多，幾乎都從事橡膠園相關工作。橡膠熟

成，溫宏和其他膠農賣得好價錢，於是他們計畫興建學校。於 1930 年代，由溫

宏為首的石角新山肚創立「竟新學校」，請來中國河婆人當校長。 

溫宏的故事說明了許多客家農人所可能遭遇的經歷。溫宏從中國經由新加坡

才抵達山口洋，後來移動到砂拉越石角鄉區。首先，他並不是持有資本的頭家，

僅能由最基本的勞動者做起，透過勞動累積資本，才得以投入其他活動。第二，

作為沒有資本的苦力，不僅是出賣體力，還會受到其他苦力和頭家的壓迫。頭家

和苦力之間的關係並不友善，兩者之間是契約雇佣的關係。第三，溫宏的例子並

沒有提到或動用到人際網路資源，但是他寄錢回家也多次回鄉，與家鄉的連結是

強烈的。再者，雖然他比採礦的客家人還要晚才來到砂拉越，他也沒有選擇經商，

而是投資橡膠園。溫宏和其他客家移民相似的一點，就是受到資源的限制而選擇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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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武申敘述父親抵達石角向越王申請土地，當時 1923 年溫宏 3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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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其他地區的客家移民，原本從事鄉區勞動者，經由多次移動以後才開

始涉略商業。例如位於古晉郊區的打馬庚71不是繁榮的市鎮，它附近的西連鎮

(Serian)才是人口較多的鬧區。打馬庚曾經是西婆羅洲客家移民停留的據點之一，

位置在現今古晉西連西南方，只需通過打必錄(Tebedu)小鎮就可抵達加里曼丹邊

境，再往西就是 17 世紀至 18 世紀客家人開採金礦的西婆羅洲。最早來到打馬庚

的是朱永福一家，他們沿著加央河定居，附近都是土著居住，後來因金礦的挖掘，

吸引一些梅縣客家人和大埔客家人移入，客家人也開始從事耕種。大約 1920 年

代出現大批客家人來到打馬庚進行種植園耕種，也有部分人移動到河流下游的西

連經營生意。1930 年代，西連鎮興盛起來，商人經由打馬庚取得胡椒與橡膠等

土產。 

另外在成邦江省72的客家人，同樣是因為在加里曼丹受到荷蘭統治者壓迫，

其中有一部分人移動到成邦江省的英吉利里，在一個名為馬鹿的地方另組成十五

分公司。十五分公司，是由十五位股東組成，成員大多為廣東省的河婆客家人，

仍有其他嘉應州與大埔等成員。他們停留在馬鹿河附近的金礦區，於同時從事農

耕漁獵的自足生活。在這期間，成邦江有一些潮州商人沿河經營交易，河流也興

建小碼頭。1867 年，馬鹿金礦開採工作轉移到鄰近的坤邦與天拉如，至 1870 年

黃金產量銳減，部份礦工開始轉行從農或從商。隨種植業風潮，客家人開始往英

吉利里投入胡椒種植活動。1918 年成邦江潮州商人向拉者政府申請在距離馬鹿

十五英哩的英吉利里設立市集，促使多數人往商業中心移動，馬鹿逐漸沒落。 

砂拉越其他省分的情況相似，例如木中省實巴荷雖然是由潮州人開闢與通商，

但至今仍有80%為客家人。過去木中是橡膠盛產地，客家人從事樹膠採集工作73。

                                                      
71

 房漢嘉寫了一篇關於打馬庚客家鄉鎮文章，是透過訪談的方式，紀錄了打馬庚客家人開發的

歷史。打馬庚鎮的多元文化客家社會一文於 2013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在苗栗縣〈客家族群多元

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文章同時刊登於國際時報 2006 年 11 月 19 日。 
72

 成邦江省客家移民與發展的情況，參考由楊曜遠整理〈斯里阿曼省的客家人〉相關著作摘要，

出自鐵血客家人：客家人開拓砂拉越，頁 20-92。 
73

 木中省客家移民與發展的情況，參考由楊曜遠整理〈木中省的客家人〉相關著作摘要，出自

鐵血客家人：客家人開拓砂拉越一書，頁 93、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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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里74省因石油開採工程，招募了許多客家人，尤其在廉律一帶，他們隨後也開

始往胡椒和其他作物的種植發展。其他區域，例如民都魯、詩巫、泗里奎的客家

人也從事種植業。 

由此所見，鄉區種植園勞動者大多為客家人，他們擅於移動與開發內陸新的

耕地；潮州人則擅於打交道，透過水路發展新的商業版圖，故運輸內陸產品以及

經營店舖的生意人大多為潮州人。同時潮州人連接著內陸和外部，他們作為政府、

資本家與鄉下頭家、苦力、土著的中間人。隨著內陸華人流動的頻繁，砂拉越的

領土也逐漸擴大。布洛克政府在人口活躍的河口設立堡壘，使得該區與的華人可

以受到安全的保障。然而，一些華人仍然在布洛克勢力之外的區域擴展其活動範

圍，或者說他們根本不理會布洛克。例如那些開小船的潮州商人，他們逆流而上，

並在河流的兩岸居住，後來成為人口聚集的地方。內陸的人將橡膠、燕窩等土產

帶到這裡，交換那些從外面帶來的瓷器、食鹽等生活物品，於是貿易活動被建立

起來，巴剎就這樣形成了，並且隨商業的活絡而逐漸擴大。無論是提供土產的客

家人或土著，還是為了取得土產並提供生活用品的潮州人，巴剎都是彼此互動較

為直接與正式的空間。 

不同移民型態的華人構成一套勞動力生產與商業貿易系統，他們沿著河流的

交易模式發展為地方市鎮的商業店鋪以及華人社會，形成巴剎經濟。巴剎是貨物

集中與發散的地方，也是人與人進行交易的場所。事實上，每個支流出現的巴剎

皆附屬於特定流域出海口一帶更大規模的巴剎，而所有流域的巴剎又附屬於另一

端更大的巴剎，也就是古晉巴剎，即是貨物流動的最終關口。古晉巴剎位於砂拉

越河支流古晉河河口，所有跨國交易都在這裡進行，拉者政府在此蓋堡壘、法庭、

基督教墓地、教會學校等都市目標建設，作為殖民時期的行政中心。因此，車水

馬龍的古晉巴剎，同樣林立著華人商人經營買賣的店舖，但是其所形成的華人社

會比鄉區的巴剎來的更是複雜。 

                                                      
74

 美里省客家移民與發展的情況，參考由楊曜遠整理〈美里省的客家人〉相關著作摘要，出自

鐵血客家人：客家人開拓砂拉越一書，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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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頭家與社會領導人雛形 

拉者查爾斯˙布洛克推動經濟作物產業發展，為了因應勞動力與土地使用的

生產條件，他鼓勵新加坡華人頭家帶著資本，並由華人負責招募中國原鄉的華人

勞動力。拉者直接授權華人負責種植園生產，只需要確保生產仍在掌控之中。所

以，一些新加坡資本家找到適合的投資以後，便投入資金，指派負責人管理種植

園生產地一切運作。這類帶者外來資本投資者稱為頭家，他們一年只需到砂拉越

種植園視察一到兩次。但是，還有另外一類型，像溫宏從勞動者變成頭家的人，

他們和海外頭家不同的是，他們原本是受雇於海外頭家的勞動者，親力親為的參

與了經濟生產過程，他們藉由對生產操作和地方環境的熟悉的優勢，累積資金後，

開始投資種植園生產。20 世紀以前出現好幾位這類的頭家，像是三合興港主潮

州人陳戊辰，還有接下來要提到的詔安人金手指田考，他們都不是持有雄厚資金

的海外資本家，而是依靠種植勞動作為累積資本的方式，或者說依靠少許的運氣，

再慢慢投入生產活動。 

 

（一）巴剎潮州人頭家 

砂拉越經濟開發稍早時期的 1850 年代，田考(1838-1904)自福建詔安縣來到

古晉，他當時先是在石隆門同姓客家人的人際關係之下，在金礦場當礦工，另一

方面他也自己種少許的甘蔗。經由兩三年的資金累積，他在礦場附近經營水果攤

位，開始投入生意人行列，也著手於蔬果雜貨業，並買下攤位附近 300 畝農地，

自己種植蔬菜。某次，他意外的在園地發現金礦，發掘金砂的消息傳開以後，慕

娘公司出價買下田考的金砂農地。田考挖出金砂75，意外成為暴發戶。出售農地

換來的錢，讓他迅速的累積儲蓄與再投資，繼續投資雜貨店以及新農耕地產的添

置等。另一方面，他帶著大量的資金，開始進入市區投資雜貨與土產生意。他買

                                                      
75

 故田考有「金手指」的稱號。田考身平事蹟參考 SG, 31 March, 1959: 51-52 關於砂拉越華人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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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實加馬一大片的土地，也在巴剎亞答街成立「振安公司」寶號，並投入種植園

「田振安園」則從事大規模的甘蜜和胡椒種植。田考經營順利，除了種植園生產

和生意從事，振安公司投入碩莪粉加工廠以及碩莪粉出口貿易。隨著巴剎生意的

順利，振安公司擴大生意規模，購置亞答街、中國街與海唇街多間店鋪，碩莪粉

廠也遍布詩巫、民都魯等其他地區76。 

比起潮州港主陳戊辰，田考除了運氣極好挖到金之外，他懷著更大野心的田

考，相對自由的個人經營模式，無論是在勞作、經商與再投資，具有操控其產業

規模的彈性。陳戊辰實際上受命組織生產與管理運作，發展範圍被綁位在鄉區間

的流動，並且約束於特定種植規模與範圍。但是，在身分與權力，陳戊辰是地方

唯一的授權的港主，而在巴剎成立公司寶號的頭家並非只有田考一人，還有潮州

商人義順公司的劉建發與沈亞堯、福建商人王友海等。 

來到巴剎開公司的頭家，有他們所屬的寶號，大多數的商店都屬於振安公司、

義順公司以及友海公司的財產。這三家公司寶號的所有人田考、劉建發、王友海，

同時是生意夥伴也是競爭對手的關係，但他們共同都是砂拉越經濟體系中關鍵的

資本家以及白人拉者重要的合作對象。 

猶如白手起家的田考，在巴剎和鄉區都有大片屬於振安公司的財產，劉建發

也不例外。一樣是公司的操作模式，而劉建發很不一樣的是，他旗下產業規模龐

大，他與另一位同鄉人沈亞堯合夥成立義順公司，涉獵甘蜜、胡椒等經濟作物之

外，甚至經營壟斷性產業、金礦開採以及加工廠等事業。劉建發似乎有更大的野

心，同時關切於執政者拉者政府的互動關係，讓他的公司可以拿下砂拉越壟斷性

的鴉片煙、酒和賭場的專利權，成為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以及巴剎貿易的重

要公司。如此由農人轉變成生意人，他也逐漸得到地方的權力。 

劉建發77
(1835-1884)祖籍潮安縣，他和田考一樣靠著勞動累積資本起家，但

他沒有挖到金砂的運氣，靠著努力成為當時古晉巴剎的頭家。他最初是在古晉金

                                                      
76

 參考李君，〈田考家族傳承八代人〉。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五，2008 年 7 月 2 日。 
77

 劉建發身平事蹟參考潮州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中，劉公建發傳略一文，以及 SG, 31 March 1959: 

51-52 關於砂拉越華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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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區當採礦工人，後來碰上拉者政府鼓勵土地開墾，而獲得土地開始種植甘蜜。

甘蜜種植為他累積不少的資本，他開始做生意。1867 年，他和潮安縣同鄉沈亞

堯合夥，成立義順公司，於巴剎設立京果店，從事土產的買賣。隨著規模不斷的

擴大，義順公司和拉者政府政策配合，1875 年成立甘蜜公會78，集中甘蜜種植園

主與土產店主、設立甘蜜和胡椒的加工廠經營，共同招募更多的同鄉移民代為勞

動。因此，由生產到加工到運輸到銷售貿易，環環相扣的在義順公司操作下不斷

的擴大產業規模。 

義順公司產業規模相較振安公司來得廣，單是在壟斷性專利權的營業，就已

經具有掌握地方資金流動的優勢。鴉片、酒與賭場風靡當時的新加坡、柔佛、廖

內群島等地的華人社會，透過公司為媒介獲得鴉片和酒的合法進口通道，抽鴉片

煙、飲酒與賭博的文化是華人勞動者工作以外的消遣方式，往往上癮而導致傾家

蕩產或走上絕路。憲報中一段記載： 

當(他們)感到鬱悶的時候，會傾向一起墮落，用掉自己的最後一毛錢在

鴉片或賭博，最後悲慘的結束，就是將自己懸掛在倉庫的木樑上(SG, 2 

January, 1894: 56) 

可見菸酒賭的風氣也一樣成為砂拉越華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79，菸酒賭當是

拉者政府主要的稅收來源。所以，拉者政府制定餉碼制度，經由標會的方式，將

鴉片、酒與賭場的經營權交由特定的經營者，合約期限為三年。餉碼包括「菸酒

賭當」四種行業經營權，承包者三年可賺取當時幾十萬至百萬的收入。根據 1881

年 9 月份的砂拉越憲報的資訊： 

由 1882年 1月起為期三年的菸酒賭博專利已於 8月 31日公開投標，在

劇烈競爭下，這項專利已由古晉義順公司之劉建發氏標得，標價為每月 9,950

元。 

此項標價較上期的投標，1878 年，提高了 3,150 元，每年稅收增加了

                                                      
78

 時間點上可能和拉者 1876 年頒布的土地法令招募更多新加坡華人前來種植甘蜜有相關。 
79

 參考黃國堅，從萬福碼頭談起。古晉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93-98。文中敘述當時菸酒

賭當的社會風氣以及拉者政府餉碼制度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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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00 元，對砂拉越的稅收來說，自從建立安定政府四十年以來的一筆相當

可觀的增加。這些數字證明貿易增加和一般繁榮的滋長，在短短時間內，專

利的標價即提升了 46%。無疑的，甘蜜與胡椒的種植成功，刺激了大批的華

人移民，因此也影響了標價。80
 

1867 年是餉碼第一年執行81，直到 1884 年期間的餉碼皆由義順公司得標負責承

包，也開始壟斷了當地的鴉片、酒、賭場與當鋪經營市場，是公司非常關鍵的盈

利。 

「公司」作為地方產業的系統的核心單位，操作在資本擁有者的手中。持有

資本的頭家成立（或合夥）公司，以公司領導人的身分引進同鄉人代為勞作，構

成公司的運作。隨公司營運的成功與規模擴展，會不斷的拉攏更多的同鄉人加入

公司，從而擴大版圖。而且由勢力最為強大的公司頭家扮演同鄉人公司的領導角

色的操作模式，更進一步將他的影響力擴大到公司以外的同鄉人社會，形成資本

持有人的頭家掌握同鄉人（方言群）命運與整個社會資源的局勢。因此，一個建

立在產業系統的方言群頭家，應用其所有的方言群資源，對方言群社會的事情的

決定上，可以說是擁有特權。劉建發掌握的不僅僅是義順公司，不僅僅是潮州人

的資源，而是當時所有參與整個巴剎生活的華人的社會資源，他對華人社會有一

定得影響力。 

許多華商在累積資本後，開始進駐巴剎經營店鋪甚至不斷擴展生意版圖，面

對地方族群、對外交通等等問題，很大程度都依賴英國政府的協助。由於在英國

政府採取的族群分割管理之下，經濟是交由華人發展，而且還是「一批有秩序的

華人」又可信任的華人頭家，兩者存在互利的關係。華人負責執行現代化國家政

策，只需要繳交約定的稅務，可換得安全保障、營利以及華人社會的權力，而政

府擬定政策，提供維持社會的法律或武力等，得到穩定稅收和殖民國家政權。 

                                                      
80

 轉引自劉宣強譯 1878 年 11 月 13 日砂拉越憲報，出自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

公會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83。 
81

 李恩涵指出劉建發承包餉碼制度 20 年，參考頁 236。書中有進一步的解釋東南亞英殖民的甲

必丹制度與餉碼制度，參考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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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義順公司也不例外。劉建發早期從英國政府取得種植甘蜜的土地，得以

獲得進駐巴剎的資本。後來在巴剎經營生意以後，更是獲得英國政府特許的菸酒

經營權。雖然沒有證據可以說明，英國政府和劉建發的關係是如何開始建立起來

的，但從特許權的授予事件可以確定的是，英國政府對劉建發保有某程度的信任。

潮州人劉建發擅於跟英國拉者打交道，維持一定的合作關係82，包括 1870 年新

皇宮落成時，以義順公司的名義送出的大批中國古典宮燈、瓷器、象牙扇等等貴

重貢禮。劉建發還曾經贈送 72 克拉鑽石鑲成鑽戒送給統治者王妃，後來甚至還

轉送到英國英女皇手中83。另外，拉者政府進行社會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而當時

經營賭場與菸酒買賣的義順公司，是最為富裕的商號，經常成為英國政府資金周

轉依賴的對象。顯然，雙方在經濟利益的目的上，擁有相互依賴的合作關係。 

劉建發生財有道，不僅與同鄉沈亞堯合夥經營規模可觀的義順公司，同時持

有方言群社會資源以及殖民政府關係。他所經營的產業規模龐大，尤其後來在一

次巴剎大火事件中，義順公司損失的貨物與店舖等資產被記載下來。這場大火對

巴剎經濟以及華人社會帶來重大的改變，可說是一個轉折點。 

 

（二）1884 年巴剎大火(The Great Fire)與方言群勢力交替 

火災，對於過去的華人社會，是防不勝防的災害。根據砂拉越憲報記載，19

世紀的華人店鋪發生過多次火災84，都帶來財物損失以及致命性的威脅。因此，

拉者政府下令所有以乾枯植物為屋頂建材(bilian)的房子，必須替換為洋灰或轉頭

房屋。1884 年 1 月 20 日凌晨，古晉巴剎發生一場大火。根據憲報記載85的篇幅

                                                      
82

 劉建發進貢拉者布洛克的資料參考李君的研究，參考李君，〈劉建發大手筆進貢，送王妃 72

卡拉巨鑽〉。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十八，2008 年 8 月 16 日。 
83

 根據 1874 年 5 月憲報記載，蘭達發現的七十二卡拉鑽石由劉建發所屬的公司以二萬元購得。

後來因為鑽石價下跌，並沒有出售到國際，而是打造成鑽戒。參考劉宣強譯 1874 年 5 月 16 日砂

拉越憲報，出自於砂拉越早期史料鉤沉，砂拉越古晉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80。 
84

 出現在憲報的火災包括 Fort Margharita 火災砂拉越與新加坡船務公司倉庫裝載準備出口的

1000 擔的藤，這些全部都失火了，火災被消防隊控制下來(年份待確認)；某個中午，濃煙從一家

政府經營的煤炭店倉庫升起，火勢被撲滅了(年份待確認)；1922 年下橫街火災事件(SG, 1 July, 

1922: 169)；6月 14日凌晨 2點 40分巴剎著火遇上官方制水時間，需要檢討(SG, 16 June, 1919: 157)

等，都是短篇幅報導。 
85

 SG, 1 February, 1884: 8-10; SG, 1 July, 1884: 63; SG, 3 January, 1885: 9; SG, 2 March, 188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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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篇數，相較對於其他火災報導，這場火災非同小可。義順公司興旺之時，不幸

的遭遇一場大火的洗劫，改變了巴剎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潮州生意人的命運。 

1884 年 1 月 20 日凌晨，亞答街與中國街交界處燃起火苗，正是以易燃屋頂

建材(bilian)所蓋成的店鋪，導致火勢很快的蔓延開來。 

1 月 20 日(星期天)凌晨 1 點 15 分，亞答街某件商店失火了…隨強風大

雨的煽動下火焰已經燒破屋頂，（火燒）幾乎難以置信的快。火焰由中國街

與亞答街交界處燃起，火焰蔓延至中國街右側，對面則是使用木材建築的賭

場，火焰燒過來了，因此中國街兩側都著火了。86
 

大火燒起之時，所有人移動到海唇街磚頭屋的地方，大部分人的人不敢靠近

易燃建材的房子進行拯救。少數幾位頭家和老闆把貨物丟到街上，丟在街上的貨

物由苦力和各種人的幫忙，但更多的是搗亂或是乘火打劫。 

火焰燒到大石路的建築物，是劉建發新蓋的店、桌球室等，這看起來是可能

是火災中比較嚴重的損失。某幾戶專門經營鴉片、酒、賭場的古晉華人最大的義

順公司的店鋪窗戶，丟出各種各樣看似奇怪的、貴重的物品，例如鴉片球、燒酒、

煤油、錢袋、甘蜜等等，其數量多到由船務公司的貨倉一直排放到監獄的距離。

最終清晨的一場大雨將火災停止了。 

憲報對這場大火的報導，可以看到火災現場不同身分的人「分工合作」現象，

華人頭家忙著拯救自己店裡的火物、消防車在政府所屬的警察局、慕娘公司貨艙

或監獄等政府建築待命、多數人為自己的利益逃亡或乘火打劫。義順公司在這場

意外導致的損失，似乎是意料之內的事。 

原本事業得心應手，同時又受到英國殖民政府愛戴的潮州商人，一夕之間的

大火讓他們措手不及。劉建發與沈亞堯就是報導中，急忙闖入火災現場將貨物丟

出店鋪的頭家之一。由於拯救過程吸入過多的煙，兩人先後得了重病，災後回鄉

                                                                                                                                                        
SG, 1 December, 1884，這幾期的憲報都提到這次大火相關報導。 
86

 SG, 1 February, 188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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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養。事隔半年，兩人皆生病去世87。劉建發與沈亞堯身在潮安的小孩尚年幼，

並無能力前往南洋接手義順公司88，義順公司走向解體。從沈亞堯旁系後代口述

89，災後他們在古晉所遺留的土地、財產等，被轉售給其他商人作為賠償大火燒

毀的貨物，又或者被他人給瓜分了。災後的潮州商人不僅要跟上殖民者的經濟政

策的持續發展的步伐，另一方面還要面臨巴剎其他方言群商人殘酷的競爭。無奈

災後重建的不單純只是建築、店鋪、街景，更重要的是資本與領導人，潮州人作

為一個群體無法在短時間內恢復正氣，在經濟基礎以及在資本勢力不敵之下，面

臨著方言群式微的考驗。 

對於憲報火災的紀錄，火燭擴大成大火的主要原因是易燃性質的建材所導致。

從巴剎店鋪受災的情況分析，潮州商人面臨嚴重的損失，福建商人卻躲過大火，

關鍵原因是福建店鋪大多已經換成磚頭建材，而阻止了這場大火的侵襲。潮州人

和福建人選用建材上的差異透露出，福建人也許早有落地生根的想法，才會選擇

使用花費較高的持久且穩固的磚頭興建店埔，相對潮州人認為落地歸根，沒有必

要投資大筆金費在商店的建設上。福建商人不只是經商，他們還希望深入地方發

展社會，故火災成為一個轉機。1885 年，鴉片煙、酒與賭場的經營權轉換至福

建商人王友海手中。同年王友海擴大店鋪投資興建友海街，主要出租給福建籍商

人經營生意。由此可見，義順公司的業務換由友海公司接手，潮州商幫的式微交

替的是福建商幫的崛起。換一個方式來說，古晉巴剎的經濟體仍然持續在運作中，

並沒有因為一場大火事件而中斷經濟體的發展，只不過是換了一個舵手而已。 

大火對潮州人往後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劉建發與沈亞堯去世後，事業無

人接手，當家屬多年後下南洋重返巴剎時，劉、沈遺產多已成下落不明，僅剩下

幾間的店鋪。劉家方面，第二代皆英年早逝，對於經營生意沒有父親劉建發擅長。

雖然他們加入順豐公司，專營土產事業，也曾經接任總理，潮商在福建人的強勢

對手競爭之下，已不復以往的輝煌。隨後幾代，較為出色的第三代劉振藩(1897-)，

                                                      
87

 SG, 2 March, 1885: 23. 
88

 SG, 1 December, 1884: ?. 
89

 與拿督沈訪談得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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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英文教育，經常與英國殖民政府往來，同時接管家族的土產種植與貿易。

1930 年代，有劉振藩組織，統籌潮州人的學堂「民德學校」，他也出任潮州公會

與古晉市議會管理委員。沈家方面，沈亞堯弟弟沈亞誠同樣來到南洋討生活，當

他來到古晉巴剎時，才知道哥哥沈亞堯已經回鄉離世，順豐公司解體。於是沈亞

誠便在順豐街開一家京果店，娶了當地的半土著(馬蘭諾)為妻，也因此兒女具有

多種語言能力。兒子沈振裕曾經擔任行政翻譯官，隨後接手父親京果店生意。由

於日治時期擔心日本軍的拷問，放棄京果店生意，帶著妻小展開躲避的生活。戰

後則投入姊夫海南人汽水洋貨店打工，並無繼續京果或土產經營。 

潮州人的京果店或土產店事業，雖然 20 世紀初面臨眾多考驗，包括甘蜜市

場價格滑落的劣勢、逐漸壯大的福建人商業競爭、更多新方言群的加入，潮州人

仍掌握貿易的進出口的經驗以及甘蜜街靠近碼頭等，運輸管道的優勢，以巴剎也

是以京果店為主。然而，過程中，新的方言群行業開始出現，被限制於京果店與

雜貨進出口的潮州人面臨式微。 

 

第三節 富商家族地方權力的崛起與式微 

福建人王友海(1830-1889)是巴剎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商人之一，他和詔安

人田考、潮州人劉建發等人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同樣是耳聞砂拉越拉者鼓勵開

發，但是王友海不是選擇成為種植園的勞動力，而是選擇當水上生意人，從事新

加坡與砂拉越內陸兩地商品交易的生意。第二，王友海出生於新加坡90，他和大

多數中國移民所期望的在南洋賺到錢以後寄回家鄉、年老返回家鄉的移民觀念有

所差異，同時他還擁有新加坡的人際網路關係。第三，建設在擁有人際網路的生

意人基礎，他還有一種深入地方、經營生意的野心。 

根據李君(2008)對王友海的介紹91，1846 年王友海聽聞砂拉越的英國人詹姆

                                                      
90

 王友海身平事蹟參考 SG, 31 March 1959: 51-52 關於砂拉越華人介紹，以及福建公會百週年紀

念特刊，頁 14。 
91

 本處關於王友海事蹟，與李君報導內容作對話與延伸。李君，〈華人總甲必丹王友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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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布洛克掌政下的商機，便乘船渡海來到砂拉越探查，在船上結識年紀較長的

新加坡人林英茂，兩人在古晉逗留幾天後決定合資籌組「友海茂公司」，主要業

務是在新加坡採辦貨物，然後運來砂拉越境內出售。每次王友海抵達砂拉越就會

投宿在河岸邊馬來村落的村長家，隔天清晨以划小船的方式與河岸邊馬來村落居

民進行交易。他將新加坡帶來的貨物和馬來居民交換當地土產，累積一定量後，

帶著砂拉越土產回到新加坡脫售。這樣反覆的為兩地的貨品做交換生意的中間人

或水上生意人，被稱為水客。長期往返兩地經營生意買賣，王友海得到新加坡商

人的信任，而得到更大金額的賒帳貨物，擴大其水上生意。於是也讓他開始累積

資金，投資古晉在地產業，設立固定店鋪以及碩莪粉加工廠等。王友海在新加坡

和古晉分別各有產業和家室，加以頻繁往返兩地，所以跟新加坡商人保持相當的

互動關係，促成他的人際網路的實力。1872 年，王友海和林英茂拆夥，在古晉

獨資設立「友海公司」，並聯合同鄉人成立福建公會，出任公會總理。 

福建人王友海產業經營和潮州人劉建發產業經營仍有一項差異，也就是家族

的經營。這也支持了當時潮州人落葉歸根與福建人落地生根的概念。劉建發並沒

有在古晉留下家室，王友海在古晉結婚生子，為其事業舖下後路。1884 年巴剎

大火的隔年，菸酒賭當餉碼由王友海公司奪標。次年，友海街店鋪興建工程完成，

福建王家地方勢力正處於崛起之時。王友海於 1889 年逝世，友海公司生意由古

晉兒子王長水 (1864-1950) 接手。據說王友海古晉遺產很大部份分配給新加坡家

室92，王長水等於是受雇於新加坡兄長之下。後來王長水另創瑞安號與新順安號

93，同時聯合福建商人合夥經營橡膠種植園、橡膠貿易、鴉片煙、酒和賭場、運

輸業等。即便如此，王友海留給古晉長子王長水的不是實際的財產，而是福建人

對地方產業的影響力，或者更多的是地方權力。王友海過去受拉者封為砂拉越華

人總甲必丹，代表地方社會所有華人的領袖角色，是華人最高僑長94。拉者政府

                                                                                                                                                        
時報，閩潮波系列三，2008 年 6 月 25 日。 
92

 李君在國際時報的報導「曾創砂第一家中華銀行創辦人王長水」一文所提。 
93

 黃國堅在古晉福建公會百年紀念特刊中「古色古香的聖皇宮」簡述董事王長水身平。 
94

 參考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略述王友海生平，頁 14 以及 SG, 31 March 1959: 51-52 對華人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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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華人社會的方言群分群，給予每個方言群一位甲必丹(Kapitan China，又稱

為僑長)的領導人特權代表，總甲必丹是所有甲必丹的領頭。所以，王長水接任

父親生前的砂拉越華人總僑長一職，代表著華人社會的最高權力(SG, 31 Mar, 

1959:51-52)。 

王長水代表華人最高權力，在新成立的華人裁判庭也由他擔任庭長，同時也

意味著福建人作為方言群立足於整個華人社會以及相對其他方言群的優勢的地

位。不僅如此，當時華人社會的經濟市場也是福建人的主場，他們擴大投資規模，

創立第一家華人銀行，參與民營化的砂拉越船務公司股份，也承攬華人廟宇管理

和修繕職務等華人社會建設工作。  

總喬長與總甲必丹對華人社會領導與權力象徵，得以表現於華人裁判庭

(1911-1921)組織構成以及其運行情況。華人裁判庭之所以成立，和拉者政府對砂

拉越管理有很大的關係。拉者政府對砂拉越馬來人治理方式，是任命馬來村落領

導人為拿督，同時設立馬來拿督法庭，給予馬來村落地方自治的操作方式。同樣

的方式複製於華人社會，差別在於，華人社會方言群分群更為複雜，而基於經濟

實力任命不同方言群的領導人代表為甲必丹身份，還需要一個總甲必丹，代表整

個華人社會的最高權力。甲必丹一職是由各自方言群所選出來的代表，負責將同

屬華人對政府下情上達，並把政府認為需要改進而指定的新法律和條例傳達給同

屬人。僑長被公認為華人風俗的權威，在法庭上審判有關風俗的案件的時候，可

以應召出庭作為陪審員或顧問，他還需要負責把地方上的華人意見提供給政府，

當然他也成為同屬人遵從法律的感化力量(SG, 31 Mar, 1959: 51-52)。另外，雖然

拉者政府對砂拉越採取族群分治，然而對都市的經濟發展上，拉者查爾斯推廣族

群整合，作為市政議會的概念基礎。1873 年，集合多個社區的商業領導人為商

業組織的概念，建立砂拉越商會(Sarawak Chamber of Commerce)，參與者包括歐

洲人、華人、印度人與馬來人。商會扮演著諮詢委員會，其職務包括促進商業發

                                                                                                                                                        
長的身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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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貨幣交易管理、建議運輸系統（鐵路興建）的改善以及貨物運輸測量標準，

同時扮演商務法庭(Creditors and Debtors Court)的顧問角色95。因為商會成員限制

於地方菁英以及地方財富者，造成組織發展具有政治傾向，所以在 1900 年的時

候拉者布洛克將砂拉越商會解散。在此前提之下，砂拉越華商商會96於 1910 年

成立 (Sarawa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次年又集合華人甲必丹，建議成

立華人裁判庭(Chinese Court)。這或許是拉者政府合法化地方權威的間接手段，

實際上，華人社會問題已經超越了英國拉者政府法庭與法規所能處理的範圍。 

於是，1911 年 4 月拉者提出組織華人裁判庭事宜，兩天之後由王長水為首

召華人開會議商討裁判庭組織規章97： 

1. 裁判庭由七人組成，設一主席（庭長）及六位助理推事。每年舉行選舉

一次，選出人選，但庭長與推事均為榮譽職，沒有薪俸者。主席由拉者

或其攝政委任，其他六位推事由華人社會自行選出。其中三名由廣東省

各邦商人中選出，另三名由福建省各幫中選出。再由政府批准後任命。 

2. 上述成員中之五名成員──即主席及四位推事將組成裁判庭，聽取民間投

訴之案件。（假如主席缺席，由一位經過適當任命之推事代行其職權） 

3. 華人裁判庭在聽取及調查案件後，把案情與證據詳細記錄下來呈交高等

法院庭處理和判決。 

4. 下列華人本身之事件，可由此法庭處理： 

(1) 有關婚姻事件；(2)有關分家析產事件；(3)夥友之間的糾紛；(4)調查

有意宣告破產事件及其帳目；(5)聽取及調查負債法庭之上訴案件並提出

報告；(6)聽取及調查高等法庭可能需要其協助之其他案件。 

5. 在拉者殿下批准以上建議後，可能訂定其他規則以應付需求。 

6. 請求政府提供一個適當地點，以便開庭審理案件，並依照馬來法庭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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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 Craig A. Lockard 1978, Evolution of Ubran Government 中敘述 SG, 17 February, 1873，關

於砂拉越商會以及華人總商會發展之歷史。 
96

 參考古晉中華工商總會出版雜誌〈砂拉越歡迎您〉當中對中華工商總會發展史介紹。 
97

 轉引自劉衛屏，砂拉越華人裁判庭始末，出自於砂拉越古晉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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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以維持，不過七位推事均為不受薪金者。 

1911 年 5 月，由古晉 49 個商號98與華人領袖連署上書給拉者。26 日拉者通過規

章，並在 6 月於憲報公告成立華人裁判庭99： 

在本期公報中，載有華人法庭之信件。華人法庭已由拉者宣布設立。殿

下認為從華人在砂拉越所占之地位而言，應該具有一種較高以及受到承認之

地位，且在有關華人訴訟事務上有較大權力。由於政府對華人之習俗知道很

少，且不易深切了解各幫的慣例，承恐不能作正確之判斷，關於偷竊或輕微

罪行之案件，歸警察法庭依照例常規程予以處理，一般來說容易了結。不過

關於比較複雜之案件，往往涉及婚姻，離婚，分析財產與兒女糾紛等法律。

缺乏足以幫助當局實際了解華人之風俗習慣之紀錄可資攷。在選出各屬華人

代表擔任助理推事，協助庭長執行職務之後，希望能達致適宜之判決。華人

領袖對設立華人裁判庭所作之建議極適當與合理，這些建議一旦付之實行，

相信當能順利地執行任務，且與其他法庭並行不悖，即使有不相調和之處，

當能依友善討論之方式，使大家學到一些新的經驗與常識。 

上述內容提到，成立華人裁判庭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政府無法處理華人社會

關於婚姻、財產等法律與習俗的複雜案件，這可能涉及了不同方言群對之間的傳

統差異，所以才分配了「各屬」華人代表，組成裁判庭推事，並任命最高權力的

庭長。作為古晉華人社會總甲必丹的王長水出任庭長，另外三個來自福建省方言

群領導人與三個來自廣東省方言群領導人擔任助理推事，審查華人社會大小事務。

華人裁判庭 1911 年到 1921 年運行 11 年間，組成 7 屆庭長與方言群助理推事名

單如下（省籍由筆者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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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個代表廣東與福建商號有：劉發茂、錦興、合興、合安、泉利、芳吉、成合、永順、新泉

安、王長水、劉義祥、劉隆業、成裕、萬安堂、振隆、隆源、豐隆、堃豐、沈裕盛、永發、順美

安、振昌、裕安、捷成、永安、新成合、東利棧、廣珍、東生、永安盛、劉瑞合、林紫昭、陳文

秀、和芳、長成、振茂、炳盛、添裕、和發、春茂、裕春、沈裕利、華豐、振源、新合成、順源

安、裕成興、振興、新順安。參考資訊同上。 
99

 轉引自，劉衛屏，砂拉越華人裁判庭始末，出自於砂拉越古晉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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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裁判庭發揮其實際作用，運行的 11 年期間裁判庭代表華人社會最高權

力的主體。雖然華人裁判庭審查範圍是整個華人社會，但是這些具有裁判權的庭

長與推事都是特定方言群立基於經濟實力選出來的代表，他們都是在未受薪的情

況下任職，顯現出古晉經商團體持有一定的權力。庭長加上推事，總共七個具有

審查權的代表，福建省代表就占了四個，超過廣東省代表的三個。關於拉者指名

王長水為裁判庭召集，出任庭主的決定，在這裡無法說明，但是七屆庭主都是王

長水擔任，他被賦予整個華人社會的最高決定權，或許福建群體，特別是福建商

人是當時古晉華人社會的核心的人群。有趣的是，拉者選擇福建人為首，而不是

過去曾經輝煌的潮州人。潮州人在七個審查權名額當中占一人，被分類為「廣東

省」代表之一。表示巴剎潮州人面臨大火侵襲，導致巴剎地位式微而朝向鄉區移

動，相反的，福建人則大張旗鼓。隨後成立的砂拉越船務公司，分別由拉者政府

與華商共同經營，股東之中也未看到潮州商人的足跡，倒是由福建商人占據了大

部分的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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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劉衛屏，砂拉越華人裁判庭始末，出自於砂拉越古晉潮州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68-170。 

表二 華人裁判庭(1911-1921)第一到第七屆庭長與推事名單100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1911 年-1912 年 1912 年-1913 年 1914 年-1915 年 1916 年-1917 年 1917 年-1918 年 1918 年-1929 年 1919 年-1921 年 

庭長 王長水 王長水 王長水 王長水 王長水 王長水 王長水 

推事 田祈旺(福建)  田祈旺(福建)  黃清休(福建) 陳文秀(福建)  陳文秀(福建)  陳文秀(福建)  陳文秀(福建)  

  陳文秀(福建)  宋慶海(福建)  陳文秀(福建)  黃清休(福建) 黃清休(福建) 黃清休(福建) 田祈旺(福建)  

  宋慶海(福建)  郭振興(福建) 郭振興(福建) 郭振興(福建) 郭振興(福建) 郭振興(福建) 郭振興(福建) 

  劉義祥(潮州) 劉義祥(潮州) 劉進春(潮州) 劉進春(潮州) 劉進春(潮州) 劉進春(潮州) 劉進春(潮州) 

  林子昭(廣府) 林子昭(廣府) 林子昭(廣府) 林子昭(廣府) 林子昭(廣府) 康心鑑(廣府) 林子昭(廣府) 

  劉鑾祥(大埔客) 楊文榜(大埔客) 楊文榜(大埔客) 楊文榜(大埔客) 楊文榜(大埔客) 楊文榜(大埔客) 楊文榜(大埔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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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第三任白人拉者溫納上任，他對砂拉越拉者政府的管理作出部分

調整，包括讓華商加入船務公司(The Sarawak Steamship Company Limited)。1919

年 4 月憲報刊登的砂拉越船務有限公司招股說明書101，「砂拉越與新加坡船務公

司」(The Sarawak and Singapore Company Limited)將其貨船、碼頭、貨倉以及商

譽等出售，由砂拉越一方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註冊與重新組織集團，命名為「砂

拉越船務公司」，其運行方式和砂拉越與新加坡船務公司相似。砂拉越船務公司

組成董事會，將公司股票以優先股發配給拉者政府，另外普通股開放認購。普通

股購買者身分有其限制，認股者必須是砂拉越居民，且在境內有債券、營利資產、

或是擁有土地者。而公司分紅時間以及股票轉讓等事宜，必須通過公司內部董事

會決議與批准。董事會等於是公司內部最高管理者，重組船務公司的董事包括福

建人王長水、廣府人林子超、福建人黃清休、福建詔安人田祈旺、一位由拉者布

洛克任命的政府官員。另外，砂拉越船務公司代表商號有，王友海公司的王長水、

慶昌號的黃清休以及廣利銀行的林子昭。 

原本由砂拉越拉者政府慕娘公司所屬，經營新加坡與砂拉越兩地船務的「砂

拉越與新加坡船務公司」重組為砂拉越船務公司的過程中，拉者政府讓華商投入

資金以及參與管理，變成政府和人民共同經營的公司。董事會和代表商號的組成

幾乎都是福建商人，實際上可以說是政府和福建商人合作經營。而這幾位福建商

人都與福建王家有姻親關係，可以說是王家獨當的局勢。可見王家的影響力不僅

代表當時華人社會的權力，他們也持有華人社會其他的資源，包括財力資源以及

華人和拉者政府的關係橋樑。同時期，福建商人共同集資，先後創立中華銀行和

聯昌銀行。 

中華銀行是砂拉越第一家華人銀行，同樣是在王長水為首的福建商幫集資，

於 1913 年成立。在銀行開創以前，華人社會依靠方言群借貸圈或是非正式的融

資方式，包括先前提到都市創業的同鄉人合夥、種植園薪資「預付」或者生活品

                                                      
101

 本處資料參考 SG, 16 April, 1919: 100 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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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作物的交易等，但這大部分皆限制於特定方言群的資金的流動方式。地方

上也有一些小錢莊102，負責代理砂拉越和中國的錢的轉交103。銀行設立將此非正

式資金流動轉為正式金融機構，也表現當時經濟擴展對跨國資金流動需求。銀行

的設立是經濟活動繁榮的因素，特別中華銀行由福建商人開創，表示他們掌握古

晉華人社會主要貨幣資源。 

古晉華人銀行的營運，幾乎由福建人所承攬。根據李君報導，銀行籌辦的計

畫由福建詔安人田考的兒子田祈順著手，他籌措 25 萬元資金。但是在規劃期間，

1910 年田祈順過世，銀行事務交由他的女婿，也就是王長水的大兒子王合興接

手。中華銀行股東是由福建商人所組成，大多股份是王長水與田祈順兩大家族所

有。王合興接任中華銀行經理一職四年後，因病逝世，中華銀行轉交福建詔安人

陳三元，也是王長水的姊夫負責。中華銀行將近 20 年營運，市場上同時還有另

外一家同樣是福建人黃慶昌（王長水女婿）經營的聯昌銀行競爭，在 1930 年代

遇上世界性經濟蕭條而面臨關閉的命運。因此，古晉華人銀行管理人兜兜轉轉，

即使出現同業競爭，仍保留在福建商人、尤其以王長水王家的人際網絡之中。 

1929 年 10 月發生全球性的經濟蕭條，很快的影響國際經濟作物需求，導致

作物價格下降以及作物滯銷的情況。經濟蕭條為 1930 年代的砂拉越貿易商帶來

很大的衝擊，尤其專營作物貿易致富而投資建設的福建商人。 

原本在蕭條以前，砂拉越 1920 年代後期經濟作物貿易為古晉帶來繁榮，第

三任拉者溫納正積極於擴大古晉的發展，他發放土地給富商，要求他們負責投資

與開發。當時華人社會三位富商，分別是王長水分配到大石路二哩半的土地、宋

慶海104分配到浮羅岸、黃木春105分配到距離市區較遠的新地段石角。王長水將二

哩半土地發展為多元化農場；宋慶海在浮羅岸興建店屋，還在艾貝爾路蓋了碩莪

                                                      
102

 例如 20 世紀初自新加坡來的廣府人林子昭與林崧祺開設的廣利錢莊，代理匯款回鄉以及第押

貸款等。 
103

 關於中華銀行資料參考李君國際時報報導。參考李君，〈合創銀行、聯辦義校：王長水、田祈

順是親家還是商業夥伴〉。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二十五 2008 年 9 月 9 日。另外，李君提到關於

中華銀行材料遺失，使用後人的記憶敘述中華銀行的故事。 
104

 宋慶海是福建安南人，與王家是親家。 
105

 黃木春是 1900 年前後由坤甸經營種植事業有成而進入古晉發展的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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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廠；黃木春則是將石角一段遭遇大火的舊店屋重建。三人皆展開新的投資活動，

不幸遇上經濟蕭條。宋慶海依靠加工與經濟作物貿易的順美安號致富，經濟蕭條

不僅打擊生意，蕭條以前投資興建浮羅岸地段四十多棟店屋也租不出去，造成宋

慶海被迫於 1934 年宣布破產。王長水的情況也相似，貿易事業面臨市場需求和

價格下降，二哩半新農場投資失敗，甚至還繳不出地稅給政府。福建人集資的中

華銀行業受到蕭條重創，面臨關閉的命運。然而，福建商人之中，王長水女婿，

也就是經營聯昌銀行的黃慶昌，在蕭條之時收到許多地主向銀行抵押而作為賠償

的土地以及橡膠園，是少數未受創反而累積資產的商人。王長水在黃慶昌協助之

下，暫緩資金匱乏的狀況，不至於面臨宋慶海破產的命運。 

另外，福建人王氏旗下的家族極盛之時，不但包辦華人社會主要政治權力代

表與地方金融媒介的融資者，他們還參與地方廟宇修繕。位於砂拉越河河口的青

山巖青山寺，過去曾經依靠水上交通的時代，是船隻出入古晉的必經之地。廟宇

供奉多尊神明106，是屬於所有華人方言群共同供奉的神廟，主要功能是讓出海人

拜平安。但是，青山寺的管理權屬於福建公會107，青山寺前廳左側牆上掛有捐款

名單與開資項目總額，以及當時的董事東家「董事經理振源號、新聯成、蔡芳吉、

林天啟、開山青巖主持僧大慶師、海澄蔡芋櫸拜題同立、光緒廿十九年歲次」，

芳名錄是福建人與詔安人的商號。福建人作為當時地方權勢與經濟能力優渥的人

群，承擔了廟宇修繕的責任以及往後廟宇相關活動等義務，福建公會也成了管理

廟宇的負責單位。實際上，共同方言的特徵組成的方言群公會，其概念是超越「王

氏」家族，而是更大範圍的所有同屬人共同經營、共同分享與分擔，由公司進一

步發展成的運行方式。 

                                                      
106

 大殿正廳有天后聖母、觀音太土、順風耳與千里眼；大殿後方奉拜主神三寶佛陀，釋迦牟尼、

藥師佛和阿彌陀佛以及左右護法韋陀和伽藍。主神三寶佛陀左側為十八手觀音的準提菩薩和地藏

王菩薩，右側為觀世音菩薩、普賢菩薩與文殊菩薩。大殿左右側各有偏殿，左側偏殿供奉玄天上

帝、廣澤尊王以及青天大老爺包公，右側偏殿是大伯公神像金身。其中，天后聖母是海南人主要

供奉神明、玄天上帝是潮州人的信仰以及福建人的廣澤尊王，都同時出現在青山寺。 
107

 對此，李南林(1980)文章曾經對於福建公會為何與何時擁有青山寺廟宇的主權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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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們看到的是砂拉越華人移民的社會形態，由鄉區到都市都呈現相似的

模式。砂拉越多數的華人移民藉由船隻，沿著河流和河流附近的人做生意，當生

意關係穩定以後，他們開始停留並居住下來，所以他們集中在河口與河岸，他們

在河口為信仰的神明蓋廟宇，廟宇周圍商業活動活絡，該區域發展為城鎮。華人

在這個城鎮以經營生意為主，擴展為公司組織以及華人社會。然而，砂拉越商業

的發展，帶動了古晉作為都市的發展，進而使得古晉巴剎華人社會發展較鄉區來

得複雜，由地方經濟優勢者發展為華人社會的權力關係。 

19 世紀中後期，少數有生意野心的華人，依靠勞作、累積成本，然後進駐

巴剎、投資並經營生意，順利的話再擴大規模從事貿易。就像是潮州人劉建發原

本只是甘蜜種植，資本累積以後，進入市區巴剎開始經營土產生意。其過程事實

上是有一股人群的力量，使得巴剎的甘蜜市場操縱在潮州人手中。即便面對 1884

年大火侵襲，卻由於甘蜜依舊維持在價格可觀的情況下，此人群力量並未完全被

擊垮。災後政府協助重建工作，使得更多潮州移民投入生意的行列，甚至深入內

陸地區發展。他們碰上 1890 年到 1900 年之間甘蜜市場價格良好，而帶來了豐厚

的經濟效益(Mullen 1960)。顯然，當時的潮州群體已經形成潮州人的社會，即便

遭遇不幸事件，以潮州為核心的同鄉群體也沒有消失。潮州群體內部存在著某程

度的凝聚力，是具有排他性的意識，包括表現在其信仰與文化習俗等。 

福建人的發展也同樣可以看到群體凝聚力和核心，表現在一個規模可觀的、

人群集中的單位。福建人友海公司由頭家王氏家族主導公司的運作，也集合為福

建方言群概念的福建商幫。作為代表地方方言群的首要單位，公司的職務不僅是

經營生意，而是在收入穩定的同時也開始著手照顧同鄉人，逐步形成公會的概念。

另一方面，大財主福建人所做所為換得了社會聲望，使他們繼續投入同鄉人的建

設，進一步擴大他的權利，成為所有華人社會代表。 

因此，古晉巴剎華人社會組織形態，早期是藉由個人商號為向心集中，隨後

過渡為家族公司甚至到整個方言人群共同經營的方式，其權力結構由地方經濟優

勢的行動者進入到華人社會的結構當中，社會資源的集中，形成特定方言群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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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社會。1930 年代的古晉城市和鄉下的華人社會，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構，

經濟能力較為薄弱的客家農人在最底層，集中社會經濟與權力資源的福建商人在

最高層，夾在中間的是潮州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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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巴剎華人社會文化建設與階級分群 

在城邦江，潮州人對那些在英吉利里附近的馬鹿開礦的客家人不滿，因

為客家人也到上游做生意。1914年，雙方終於在成邦江打起來。 

SG, 16 May, 1914 

7月 6日，一位來自詩巫的雷州漁民阿蔡，突然腹瀉得很厲害，幾位馬

來人將他載到砂拉卓…當地華人對他不理不睬。一天一夜之後，他便過世。

我的手下將他埋葬。因死者所講的方言不同，所以當地華人沒有一個前來協

助我的手下。 

SG, 1 September, 1908 

 

 在閱讀砂拉越憲報過程中，常常看到鄉下的社會事件，像是河岸的華人浮屍

之類的命案，或是某華人與某華人起爭執，鄉下的治安並不好。如同 1914 年的

報導就是因為經濟利益的競爭，導致潮州人和客家人發生直接的人群衝突事件。

但是憲報對古晉的報導，都是一些是賽馬或運動會、火災或交通意外等新聞，其

治安相對穩定，也不容易看到分群較勁的事件。所以，鄉下地區的人群可以說是

相對城市概念發展的古晉，更直接表現的人群競爭關係，即使同樣是移民華人的

雷州人遇難，也因為方言群的差異而選擇不協助，反而由不同族群的馬來人與英

國人提供救援。另外，在英國官員的筆下是有清楚的方言群差異，說明華人確實

存在著分群或對立的情況。上一章我們看到以方言群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與地方權

力關係，但沒有深入討論地方上人群的分群、人群的界線以及人群之間的互動關

係等。這兩則新聞報到，提醒我們方言群之間存在著競爭，尤其生意利益的厲害

關係。 

本章試圖透過華人社會建設來剖析古晉華人方言群分群的形成過程，進一步

觀察方言群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樣的關係雖然有明確的方言群之分，實際上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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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是社會的階級關係。所以，第一我們要討論古晉華人社會存在著方言群分群

的現象；第二，方言群之間是如何產生互動關係，並形成跨方言群合作的情況？

第三，由經濟優勢者到社會權力結構的華人社會發展過程，是如何表現在社會階

級關係之中？ 

 

第一節 華人方言群的社會文化建設 

古晉巴剎作為砂拉越境內與國際連結的一個據點，是人們離港與上岸的關口。

他們在這裡逗留，或在這裡停留，參與這個空間與地方的發展。他們和可以溝通

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做工，一起說中國老家的故事。於是他們從飄洋過海單打獨

鬥，變成一群人的力量。是故，這些移民華人，按照語言和種種的生活習慣，形

成小團體，形成華人之間界線分明的次族群社會，也就是方言群。團體依方言作

為分類，有潮州人、福建人、詔安人、廣東人、客家人(大埔客、河婆客) 、海

南人、興化人、雷州人、福州人等，大多是來自廣東省與福建省東南沿海一帶的

移民。方言界線也形成他們之間的競爭關係，特別在經營生意，呈現「肥水不漏

外人田」，以致方言群壟斷特定行業的現象。然而，隨華人社會變遷，方言群面

對華人以外的競爭對象，開始出現跨界、跨群的合作現象。 

20 世紀以後古晉華人社會相對 20 世紀前來的複雜，經濟規模在擴大，產業

類型也變得繁雜。市區範圍也逐步擴張，巴剎出現新的商店，像是公司尾馬吉街、

電力街、爪哇街、漢陽街等，以及新的地段，如洪清河、浮羅岸、青草路等。這

時，我們看到的每一個方言群，都以各自組織作為方言群的中心，更明顯的是以

跨方言群的組織，包括文化、信仰、華文教育、婚姻以及政治、工商社團等 

 

（一）方言群公會的崛起 

華人方言群商幫經營生意賺到錢之後，首要的事情就是修繕廟宇。他們組成

廟宇管理會或稱為公司的組織，負責廟宇與祭祀相關事務。過程中，不僅集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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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經濟實力的方言群商人，他們也著手照顧經濟狀況相對弱的同鄉。再者，他

們開始注重弟子的華文教育，配合時代背景，華文學校也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出現。

接著，為處理去世同鄉人埋葬問題，他們集資購買土地作為義塚，將同鄉葬在同

一區域。古晉所有的華人方言群幾乎按照同一步驟與模式發展，即成立營利公司

以後，組成廟宇組織，隨後興辦教育，再來處理義塚問題，差別只是在於時間，

特別是資源優勢者腳步稍快。所以，潮州人與福建人，是相對早組成規模相當的

方言群組織108，由於目前資料有限，透過相互比擬參考，推測當時方言群組織運

作概況。 

潮州人方面，劉建發 1875 年組成甘蜜公會，配合義順公司的甘蜜生產與銷

售的人力需求，集中與招募潮州人，加以南洋潮州人的甘蜜市場優勢，順利的掌

控了古晉潮州人對甘蜜產業的命脈。大火以後，潮州人事業由順豐公司承接，他

們組成上帝廟的「義安君司事109」處理潮州人祭祀、祭典事務。大火以後 20 世

紀初的巴剎潮州商人主要分三區發展，也就是受災對象之一位於順豐街的順豐公

司，災後成立的木扣公司和長興公司110，共同加入義安郡司事，由三間潮州公司

以輪值的方式接管上帝廟總理一職。義安郡司事發展後期，由於順豐公司經濟的

優勢，上帝廟多數事務交由順豐公司解決。 

而福建人方面，根據福建公會的資料，福建公會初名福建公司，是由王友海

聯合同屬人創立，由王友海擔任總理一職。福建公司或許有類似甘蜜公會功能，

無論是招募或照顧同鄉或是集中產業發展等，公司作為機構是為同鄉人的向心力

與凝聚之處。福建公司同樣承攬福建人信仰與廟宇事務，包括巴剎的鳳山寺廣澤

尊王廟以及海口的青山寺，同時也負責管理義塚墓地的使用以及承辦教育111。 

位於巴剎的兩座古廟，其管理組織（或公司）的組成與地方經濟能力優勢的

                                                      
108

 目前所得資料顯示，最早出現類公會組織的是廣府人的廣惠肇公會，但是廣府人的華文學校

出現時間較福建人與潮州人的華文學校來得晚。 
109

 朱伯聞在古晉潮州公會史略當中提到潮州公會前身、公會組成過程的歷史。 
110

 木扣公司位於亞答街，成立於火災以後，潮州人將災後重建的亞答街稱為木扣街。長興公司

是甘蜜街的潮州人組織，甘蜜街又稱為長興街。 
111

 參考沈濟寬於福建公會百年紀念特刊中本會史略一文以及第十一輯華校春秋福建公會史略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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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相關，分別是潮州人的玄天上帝廟以及福建人得廣澤尊王廟，皆是由中國原

鄉帶來的神明。 

潮州人供奉的玄天上帝，是潮州移民由廣東省陸豐縣帶來的「大老爺」，祭

奉的神廟稱為「老爺宮」112。根據玄天上帝廟入口處的石碑說明，古晉巴剎「老

爺宮」建於同治二年（1863 年），發生 1884 年大火以前，神廟位於巴剎潮州人

的店鋪之中，其位置已無可考，被燒毀的上帝廟短時間內由「義安郡司事」的管

理委員會重建起來。根據上帝廟光緒十五年(1889 年)重修碑文敘述，「倘當此火

灭之秋，不复起再造之想」。義安郡司事為了延續香火，完成重建廟宇的任務，

故於占卜選定亞答街新位址，丁亥年(1887 年)籌款買下土地，己丑年落成。 

上帝廟內有兩捐獻碑文，無記錄年代。其中一碑文記錄了 44 條總計 4,498

元捐款以及建地、建材等，包括「義順號、業順成、張成合、陳合成、沈義豐、

蔡達合、吳峰源、萬豐公司、順興號、沈裕順、張上合」等捐獻公司或商號都屬

於順豐公司的潮籍商人113，他們組成義安郡司事，負責管理神廟、出巡以及儀式

唱戲等。另一碑文捐款者分別有「瓊州會館捐款一百元、廣惠肇二十四元」等芳

名商號則捐款 5 元至 44 元，總計 145 條 233 元，金額相對小，都不屬於潮州商

號，同時和潮州商號的石碑作分開的記錄。另外，一塊碑文寫道「茲為 上帝廟

祝事從前係用潮州人以後如炊輪流廟祝者亦惟用潮州人別人不得相爭 立此為

據 光緒十五年歲次己丑元月元旦 □□公司司事 等立」 

上帝廟建立於大火以前的 1863 年，在大火以前的上帝廟是否同樣由義安郡

司事管理，或是否由義順公司所負責，已無根據。但是從碑文捐款商號及金額，

以及潮州公會對廟宇祭祀活動決定權，相信當時的潮州商幫所組成的公司對潮州

社會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上帝廟也很明白的是潮州人的信仰，屬於潮州公會所管

理，非潮州人無法參與。隨後的 1914 年，英國政府發佈社團註冊法令，順豐公

                                                      
112

 參考劉伯奎，砂拉越河畔的華人神廟一書中，玄天上帝一文。頁 28-36。 
113

 古晉潮州公會網頁介紹有提到順豐公司的組織成員，義順、業順成、張成合、沈義豐、蔡達

合、吳峰源、萬豐公司、順興、沈裕順、張上合等商號皆是順豐公司的支柱。網路資料

http://www.kuchingteochew.com/chi/about，使用日期 2015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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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註冊為潮州代表公會。並在 1921 年更名為潮僑公所、1933 年改為潮僑公會、

1937 年改為潮州公會，也就是今日的古晉潮州公會。自從順豐公司註冊為社團

以後，公會成為潮州群體核心單位，管理廟宇114、資金借貸、聯繫家鄉等大小事

務。直到 1943 年，日軍淪陷砂拉越，潮州公會被迫中斷運作115。 

另一方面，位於巴剎友海街與花香街的交界處的聖皇宮，供奉的主神是福建

南安的鳳山寺的廣澤尊王。由於當時的衛生條件差，加上醫藥的欠缺，流行霍亂

症，當地人透過祭神遊行來祈求廣澤尊王的庇護116。此外，據說由於廣澤尊王的

顯靈117，聖皇宮 1884 年未受大火波及，使得聖皇宮香火更加興盛。 

聖皇宮出現年代已不可考118，由目前廟宇保留的匾額中，最早出現的是光緒

丙子(1876 年)的「聖德同天」匾額。1897 年，福建屬商人發起重修聖皇宮，組

織的董事（商號）包括有，王長水（新順安號）、田祈順（振安號）、蔡文乾（芳

吉號）、汪善濟（永安號）、楊元抄（萬福號）、郭振興（振興號）、蔡協芳（瑞怡

號）、順成號以及中美安號。根據廣澤尊王廟內的捐獻碑文，捐獻名單總共有 157

個名號，其中董事會的王長水捐款一百七十元，田祈順捐款一百七十元，瑞怡號、

中美安號、芳吉號、協芳號各捐款一百六十元，楊元抄捐贈護屋全座。另 1899

年又捐款，楊元抄捐款二百七十元，邱崇成捐款二百廿五元，楊井雲二百廿二元，

振福美號、振安號、新順安號各一百元，他們皆是當時地方財力雄厚之福建商人

和商號。和潮州公會上帝廟管理細則相同，福建公會也為聖皇宮訂出管理細則

119。 

上帝廟和聖皇宮的管理組織皆是由地方富商召集，他們以公會的名義，共同

處理方言群信仰與祭祀活動的義務，所以，持有地方經濟資源的方言群富商對方

                                                      
114

 潮州公會作為管理組織訂定出對上帝廟管理規則，雖然沒有紀錄規定的年代，是參照過去經

驗所編修，分別有兩點，詳細內容參考附錄一。資料由簡瑛欣自潮州公會取得的材料，年代不詳。 
115

 朱伯聞在古晉潮州公會史略當中介紹潮州公會前身、公會組成過程的歷史。 
116

 參考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1871-1970)，黃國堅著古色古香的聖皇宮對古晉廣澤尊王的典

故以及聖皇宮的歷史敘述，頁 84-87。 
117

 參考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1871-1970)，黃國堅著古色古香的聖皇宮，頁 84-87。由黃國

堅訪問王觀興祖母所整理。 
118

 參考劉伯奎，砂拉越河畔的華人神廟一書中，鳳山寺聖王宮一文。頁 23-27。 
119

 詳細內容參考附錄二，出自於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1871-1970)，古晉鳳山寺規則，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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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群文化信仰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不僅如此，富商也使用相同的方式，著手於

教育籌辦以及義山添置，推動地方方言群文化發展。例如福建商人王長水、田祈

順、林田啟等依靠碩莪粉出口所得經濟來源以及其他同鄉的資助，於 1911 年創

立福建義校120，收支等事務則由福建公司管理。華文學校出現以前，地方已有教

育的意識，是以私塾的方式進行華文教育121，將學童集中到某位先生家學習。私

塾以方言為教學媒介，教學內容有三字經、四書、珠算等，沿襲中國教學模式。

尤其鄉下地區 19 世紀末已經出現不少私塾，其中在石隆門砂南坡大約在 1870

年間122出現規模相當華人私塾而引起拉者政府注意。中華民國成立後，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紛紛籌組華文校學，砂拉越方言群也開始籌辦正式方言學校，

將地方私塾的先生和學生集中在一起上課。因此，1920 年代，華文學校使用由

中華民國出版的國文（即華文）課本，提倡以國語（華語）為教學媒介123。同時，

華文學校集會時候唱中華民國國歌，向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肖像照鞠躬，如同中

國學校的情況，甚至還使用中國民國國旗以及民國年號替代公元年124。 

拉者溫納對於華文學校幾乎都複製中國形式的運作方式極為關注，認為需要

加入地方知識，而著手於華人教育。1924 年拉者政府設立教育部，也提出「學

校津貼法令」、「學校註冊法令」、「學校課程章程條例」，規定 1925 年起所有華文

學校必須向政府注冊，獲得准證才可招生與運行，並由政府教育部負責管理和授

予津貼125。拉者要求教育部新編華文課本，禁用所有中國商務出版的書，並要求

                                                      
120

 福建義校資料參考杜明著「第十一輯華校春秋」內關於古晉中華第一小學介紹，頁 7-36。另，

李南林在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當中「古晉福建人所辦學校福建義校」一文當中也有提到砂拉

越在華文學校興起以前屬於私塾教育。 
121

 李南林提到福建義校興辦以前「砂拉越的華文教育，屬私墊教育」，同時文內摘錄福建學校廿

五週年紀念特刊(1936 年)當中福建學校史略原文。福建公會百週年紀念特刊(1871-1970)，古晉福

建人所辦的學校福建義校，頁 108-117。 
122

 楊曜遠，客家人南遷砂拉越百年奮鬥史第一輯第八章「客家人開發華文教育」說到鄉下客家

人私塾出現的年代，相對市區華人學校略早。 
123

 1911 年成立的學校福建義校 1928 年改為華語教學，1917 年成立的益群學校 1932 年改為粵華

並用教學。 
124

 參考李君，〈孫中山打響第一砲〉。國際時報，風暴原記錄，2006 年 6 月 19 日。筆者與當地

長輩聊天所得資訊，據說地方至今仍有少數的老房子掛有孫中山肖像照。 
125

 楊曜遠，客家人南遷砂拉越百年奮鬥史第一輯第八章「客家人開發華文教育」提到 18 條華文

學校興辦政策與條例規範，為準從者將處以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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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官員林守因參考政府檔案和憲報，1926 年編成《砂勞越國志略》作為

華文小學指定讀物126。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之間，以方言群為主的學校紛紛成

立，先後將學校管理權交由方言群公會負責。同樣的，福建義校以福建方言為教

學媒介，直到 1928 年改用華語。由於學校規模逐漸增大，1939 年福建公會籌組

教育小組專門負責學校相關事務。然而，1941 年面對日本入侵，教育被迫停止，

直到日戰結束的 1945 年，以福建學校校長林從周為首，提倡復辦古晉的華文教

育。福建學校在華人社會統辦以後，更名為古晉中華小學第一校。 

公會的力量在這期間，可以說是逐漸的壯大，超越於過去類似廟宇管理組織

的少數幾個商號的富商。特別在 1930 年代經濟蕭條與 40 年代日治時期，方言群

透過公會，一方面作為核心以集結更多同鄉財力，另一方面向政府尋求協助，以

維持地方方言群的文化發展。 

 義塚方面，每個方言群有各自的義山區域。例如福建人的義山使用、墓地建

造等必須通過福建公會提出申請，並繳納保證金，所以義山相關事務皆由福建公

會統一負責。福建公會所屬義山多處，每一處空間使用完畢以後將關閉，福建公

會另購置與開闢新義塚。福建公會第一座義山在一哩半巴剎附近的「福山亭」，

第二座是在四哩半，1944 年開始使用的「福建亭」，第三座 1946 年開始使用，

位於八哩半長楠路。福建公會對義山建造提出使用規範，其中第一點「承建人未

領得本會准證，不得擅自建造墳墓。否則便作為侵犯本會地界主權論，本會將採

取法律行動以對付之。」，可以確定的是，戰前福建義山已全權由福建公會所有。 

因此，華人移民社會面對相同的處境，他們面臨同鄉人過世埋葬的問題、信

仰與祭祀活動的香火延續問題以及學童教育的問題，由這三個面向可以觀察出華

人社會當中方言群的次族群分類關係。同鄉人過世了，要埋葬在一起；學童需要

教育，組成使用同一個方言的教育傳授方式；商人賺到錢，有責任修復廟宇，一

方面也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等總總功能，這些問題都需要資金援助。 

                                                      
126

 李君，〈孫中山打響第一砲〉。國際時報，風暴原記錄，2006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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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興辦學校教育的責任，由方言群當中少數具有權力和財力穩定者承擔，

或由公會統籌負責。義塚屬於土地財產概念之下，則由公會的名義負責管理、修

繕籌劃、團體祭祀活動等。因此，依附在經濟體系核心產業的頭家，成為地方具

有決定權的領導人以後，有義務推動方言群文化發展，使得同鄉人更為集中，形

成一個方言群的社會。方言群社會逐漸穩固，責任義務轉為更大規模的方言群公

會組織。地方領導人和公會同樣扮演扣連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媒介。只是在面對

經濟蕭條的衝擊，兩者成為一個過度，以應對持續發展的華人社會。這些過程裡

每一個步驟都是配合一些特殊的社會利益，利益驅使人們依照某個特定的步驟行

動，而當資源必須跨原有人群才能得到的情況下，人群會選擇合作關係得到更大

利益。是故，受到經濟蕭條衝擊，這些原有頭家的人群力量式微，使得他們和一

般福建商人的能力更為接近，所以他們轉換成福建公會的形式，得以持續發展於

古晉華人社會。 

 

（二）華人方言群分類 

古晉巴剎華人分為好幾個方言群團體，但比起早期潮州人或福建人經營的大

規模產業，他們所從事的並非主流的產業，而是一般的經濟活動，使得他們在歷

史檔案中相對不容易被看見。古晉人很喜歡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意思大

概是說，除了經常投資大筆資金而留下芳名的大資本家，背後仍有許多投注心力、

技術和非錢資源的人群。就算沒有龐大的資金援助，同鄉公會照顧同鄉人的功能

被迫切的需要，所以他們團結起來，慢慢的依靠勞力和資金的積累，著手在公會

組織、信仰廟宇與教育的事情上，於是許多方言群公會在其他的方言群公會出現

趨勢之下也開始建立起來。 

除了目前討論較多的潮州人和福建人，古晉巴剎仍有其他福建省、廣東省、

海南省(1950 年前屬福建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蘇省各縣市組成的華人方言群

公會組織。移民南洋的華人多數來自廣東省和福建省沿海一帶，他們的生活環境

相似，早在原鄉的人群已有某程度跨縣或跨省的互動與交流，生活習慣、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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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無可避免的形成一些相似之處。他們帶著中國省籍概念進入古晉，並持續以

此概念在新的地域發展。以下將以省籍概念，加以上一小節討論的方言群社會與

文化形成過程，分別說明古晉華人社會的方言群分類，檢視特定方言群獨立於古

晉華人社會的方式，包括其在公會組織、教育以及從事行業排他性的情形。 

早期古晉福建商幫大多數是來自新加坡的漳州人和泉州人，古晉還有來自其

他縣市的福建人，包括規模相當的詔安人、莆田興化人、福州人，還有些來自晉

江、安溪、廈門、金門、南安、長樂等縣市，他們所使用的方言相近，也就是閩

南語或福建話。如前述，福建公會最早是由福建商幫（其中以泉州人王友海為首）

在 1871 年所創立的福建公司，同時福建商幫也組成聖皇宮的信仰管理董事會，

並在 1911 年籌辦福建義校。廟宇管理會和福建義校是由福建商幫發動，但是其

管理的職務則是由公會組織負責，在發展的過程中，公會的職務與重要性是逐步

提升的。 

詔安人來自福建省詔安縣，位於福建省漳州市與廣東省潮州市之間，其語言

與福建話和潮州話有相似之處。古晉詔安人127是由福建沿海移民而來，他們和漳

州市、泉州市等福建省縣市的移民組成古晉福建商幫。金手指田考，就是早期參

與砂拉越種植園發展的一員，他招募詔安同鄉，開發實加馬(Sekama)一帶，從事

禽畜和種菜種植。田考事業由兒子繼承，從事橡膠耕種、加工廠和貿易事業，而

詔安人大多數活躍於實加馬。田考兒子田祈順於 1911 年和王長水等人共同協辦

福建義校，然而在 1922 年間，詔安人陳姓同鄉開始在自家中辦私墊。30 年代，

更多詔安同鄉來到實加馬發展，1935 年私墊擴大規模為「啟智學校」，次年底詔

安會館成立，坐落在巴剎大井巷，1939 年會館接辦啟智學校，隔年會館搬遷到

大石路。同樣面對日治時期的公會與教育停辦，戰後會館復用，原本的啟智學校

也加入古晉中華中校學校董會，戰後名為古晉中華小學第五校。 

 古晉福州人以福建省閩清、古田、長樂等縣屬居多，而砂拉越福州人主要集

                                                      
127

 參考華族歷史博物館館於詔安人介紹與杜明「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第十一輯」古今中華校

學第五校中詔安會館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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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詩巫發展。20 世紀初，福州人黃乃裳(1849-1924)經由華人總僑長王長水的

引薦與查爾斯商討詩巫「福州墾場」的開發128，墾約簽訂以後，黃乃裳帶領福建

省同鄉的福州人從事墾務，詩巫福州人把原鄉共同信仰的基督教衛理教會帶來，

他們在開發之初遇到許多障礙而部分人移動到古晉發展。20 世紀前期，福州人

在橡膠種植有成，卻面對市場價格的波動。故福州人開始累積資本，逐步發展伐

木與木材相關事業的經營。而陸續在古晉發展金融業、開設銀行或是借貸機構以

及工業材料供應等重工業，古晉工商業興盛使得部分詩巫人往古晉移動。故福州

人來到古晉以前已經形成方言群組織公會、基督教衛理公會的信仰以及教會學校，

而在古晉方面由於人數不多，則是到 1930 年於巴剎大井巷成立「古晉閩北華僑

總會」，1938 年更名為古晉福州會館，將會所遷至花香街，戰後 1946 年改為古

晉福州公會。 

砂拉越的興化人129和福州人移民背景相似，就在福州墾場開發事隔幾年後，

同樣是在基督教信仰背景之下，一名美籍傳教士帶領興化人開發「興化墾場」。

古晉興化人內部分為兩群，主要的一群興化人是來自福建省莆田縣後墩村和江下

村，另一群則是來自後墩村和江下村周邊的其他小村。興化人大部分居住在沿河

地帶，包括在洪青河與畢達那（打鐵街），從事漁業相關產業，由於常常因漁船、

器具、設施等爭論不休，興化人成立漁業公所解決問題。隨後因社會發展，後者

先是遷移到雙溪阿榜，前者則移動到民達華工業區。1946 年興化公司成立後改

名為新安會館。由於興化人最早以補魚維生，他們信仰媽祖天后，分別在浮羅岸

德新安會館頂樓有一個天后宮，民達華也有一個天后宮。根據杜民對古晉華文學

校的研究130，興化人曾經成立民強學校，但並無遺留資料。 

 因此，砂拉越華人社會當中，同樣是福建省移民，依照原鄉縣市概念以及移

民背景、方言差異，仍分為好幾群的群體。福建省移民大約可分兩時期，早期來

                                                      
128

 劉子政，1979，《黃乃裳與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學會。 
129

 古晉興化人資料參考華族歷史博物館以及新安會館網頁， 

http://thehingannassociationkuching.org/index.php。使用日期：2015 年 11 月 15 日。 
130

 杜明「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第十一輯」古今中華校學第三校的校史所提「由於資料缺乏，

無從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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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加坡的漳州人、泉州人和部分詔安人參與了砂拉越經濟發展過程。在他們發

展出穩定的經濟基礎以後，20 世紀初才有更多的詔安人來到古晉、福州人與興

化人則停留在詩巫。而原本與漳泉共同經商的詔安人，由於大部分詔安人集中在

實加馬發展而獨立成群，福州人與興化人是在詩巫形成群體以後進入古晉發展，

他們之間形成明顯的分群，當中興化人又分為兩個團體。他們各自成立公會，在

信仰上也有所差異，所從事的工作類型也很不同。 

古晉來自廣東省移民也同樣形成次群體分類，包括有來自潮州汕頭的潮州人、

廣府人、客家人、海南人與雷州人。筆者曾經和廣府老前輩聊天時，對方認為廣

府人是廣東人，客家人也是廣東人，但是古晉人很少會說潮州人是廣東人。雖然

潮州市位於廣東省，但是北邊靠近福建省，形成潮州方言與福建方言上的相似。

古晉的潮州籍移民來自汕頭、潮安、揭陽、朝陽、普寧、饒平、惠來、南澳 和

豐順等廣東省的沿海一帶縣市131。古晉潮州人和福建人各別組成商幫，經營重要

的貿易產業，但是潮州人和福建人不一樣的是，潮州人持有鄉區的生意網絡，並

積極向內陸發展。如前述，1867 年，劉建發和沈亞堯成立義順公司，同樣是劉

建發經營的甘蜜公會則是在 1875 年成立。潮州人另還有管理上帝廟的組織，順

豐公司、木扣公司和長興公司，隨後廟宇管理組織發展成公會，也負責管理民德

學校。 

 砂拉越華人當中使用粵語的是廣府人132，他們來自廣東省廣州、番禺、順德、

海南、中山、鶴山、山水、新會、台山、開平與恩平等。根據廣惠肇公會史略，

粵籍人劉直 1803 年來到砂拉越定居，較白人拉者詹姆斯˙布洛克接管砂拉越稍

早。華族博物館資料顯示，劉直帶領的一群人在詩里阿曼的魯巴河(Batang Lupar)

登陸，隨後來到成邦江從事蔬菜耕作與畜養牲口。1839 年，砂拉越成為英國殖

民地以後，廣府人開始從事與英國拉者相關工作，劉直曾經擔任英國拉者的廚師

與管家，後來添置土地成為商人。1840 年前後發生中日戰爭、鴉片戰爭等的不

                                                      
131

 參考砂拉越華族博物館關於古晉潮州人籍貫介紹。 
132

 關於廣惠肇會館歷史以及古晉廣府人發展歷史參考華族博物館與杜明「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

秋第十一輯」古晉廣惠肇公會史略書中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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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局勢，更多的廣府人來到古晉。1853 年，「廣瑞生號」的劉烈聯合劉直以及

同鄉組成廣惠肇會館，館中供奉關聖帝像，故日後同鄉也將會館稱為關帝廟。1901

年，廣府人鄧恭叔與英國拉者簽約，自廣東招募五千粵籍工人到詩巫南蘭(Lanang)

以及沙廉(Salim road)開墾。途徑古晉的廣府生意人，會留駐在古晉廣惠肇會館。

1914 年，廣惠肇會館註冊為社團，此時廣府人已開始辦私墊，於 1917 年由廣惠

肇公會接管，是為「益群學校」，並在 1932 年實施華粵語並用教學。依據廣惠肇

公會史略，會館隨後幾年積極籌款救濟原鄉。日治時期，會館被迫加入「華僑協

會」，教育也遭停滯。戰後，中華校董會成立，益群學校和三所學校，分別是海

南人瓊州公所的崇本學校、客家人大埔同鄉會的大同學校與嘉應同鄉會的公民學

校，整合為古晉中華小學第二小。 

19 世紀初被迫由西婆羅洲逃離到砂拉越的客家人133在偏離都市的地方開採

金礦，後來才集中務農與耕種，較晚參與商場活動。砂拉越客家人主要分為幾個

大屬，分別是嘉應客、大埔客、惠東安客、河婆客、新安客、會寧客等。嘉應客

家人來自梅縣、蕉岭、平遠、興寧及五華等縣，於 1874 年成立應和會館， 1918

年會館設立公民學校，1928 年改名古晉嘉應五屬同鄉會。大埔縣 14 個鄉，包括

茶陽、湖寮等鄉大埔縣人 1916 年組成埔邑公所，1923 年開辦大同學校，1951

年改名為大埔同鄉會，位於一哩半粵海亭的茶陽大埔祖墳是大埔同鄉會的義塚。

召集新加坡、馬來亞、香港、泰國、菲律賓、沙巴、印尼以及砂拉越各客屬人之

名，1934 年南洋客屬同鄉在砂拉越成立「砂拉越客屬公會」，同時也包含了砂拉

越嘉應同鄉會與大埔同鄉會以外未成立會館的會惠東安客、河婆客、惠來客和陸

豐客等。客屬公會合併公民學校與大同學校，名為越光學校。1938 年會寧同鄉

會成立，卻遇上日治而部分會員加入客屬公會，於 1970 年恢復會寧同鄉會。隨

著馬來西亞其他地區會館成立，1970 年古晉惠東安公會（惠陽縣、東莞縣、寶

安縣合稱）成立，而砂拉越河婆同鄉會也在 1978 年成立。 

                                                      
133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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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以前的古晉巴剎有少數的瓊州人，較多是在 20 世紀初來到古晉。海

南人多數來自廣東省的海南島的文昌縣，其餘來自樂會與瓊東，他們最先抵達古

晉，之後移動到詩巫和美里（後述的天后廟或瓊僑公所有「收留過番客」功能）。

海南人134
1878 年成立天后廟理事會，負責廟宇祭祀事務，然而天后廟同樣面臨

1884 年巴剎大火之殃，原有的廟宇地點已不可考135，爾後於 1885 年天后廟理事

會發起重建，並於1888年在亞答街完成興建三層樓的天后廟。到了 20世紀以後，

海南同鄉逐漸增加，天后廟空間已不足使用，故於 1919 年增購花香街與達閩路

三間店屋，以讓會務等活動可以容納更多同鄉人。同時還在 5 哩一帶購入 10 多

英畝的山地，是為瓊園義山。1930 年，理事會提出天后廟修繕事宜，取名「瓊

僑公所」，並建議在公所二樓開辦學校，即瓊僑學校後來改名為崇本學校。日戰

時瓊僑公所作為日文學校，瓊僑公會停止運作。戰後 1951 年獲得社團註冊批准，

是為「瓊州公會」，期間經歷停頓，於 1976 年重整為「古晉瓊州同鄉會」，1990

年改名「古晉海南公會」。教育方面，同樣於日戰停頓，戰後參與古晉中校學校

董會，1958 年在大伯公廟後方興建古晉中華第二小學。 

另外，古晉還有少數來自廣東省雷州半島的雷州人，於 1941 成立雷陽公會，

2000 年更名雷州公會。其他縣市的華人移民，像是來自浙江省、江西省、江蘇

省等，皆成立同鄉會會館。然而，整個古晉巴剎的華人社會還是操縱在資源較為

豐富的方言群當中，相對人數少資源有限的人群發展較約束。按照巴剎華人分群

對各自社會與文化的建設的情況，以下將依照方言群公司成立年份(後轉變為方

言群公會)、方言群信仰與廟宇以及學校成立年代來分類，資料如下： 

  

                                                      
134

 關於古晉海南人的資料參考考杜明「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第十一輯」以及關於古晉中華第

二小學介紹。 
135

 根據海南公會資料，大火前的天后廟可能位於亞答街與中國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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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古晉方言群公會組織、廟宇信仰與學校分類 

方言群 公司/成立年 (今會館名稱) 信仰與廟宇 學校/成立年 

(戰後名稱) 

福建 福建公司/ 1871 年 

(福建公會) 

聖皇宮廣澤尊王 福建義校/ 1912 年 

(古晉中華第一校) 

詔安 詔安會館/ 1936 年 － 啟智學校/ 1939 年 

(古晉中華第五校) 

福州 古晉閩北華僑總會/ 1930 年 

(福州公會/1946 年) 

基督教衛理教會 － 

興化 興化公司/ 1946 年 

(新安公會) 

新安天后宮媽祖 民強學校/ 缺 

潮州 順豐公司/ 1856 年 

(潮州公會/ 1937 年) 

老爺宮玄天上帝 民德學校/ 1914 年 

廣府 廣惠肇公會/ 1853 年 關帝廟關聖帝 益群學校/ 1917 年 

客家 

 

應和館/ 1874 年 

(嘉應同鄉會) 

埔邑所/ 1916 年 

(大埔同鄉會) 

砂拉越客屬總會/ 1934 年 

(砂拉越客屬公會) 

鄉區客家人不只

一神廟／神明 

公民學校/ 1923 年 

 

大同學校/ 1923 年 

 

越光學校/ 1935 

(古晉中華第四校) 

海南 天后廟理事會/ 1878 年 

(古晉海南公會/ 1990 年) 

天后宮媽祖 瓊僑學校/ 1930 年 

(古晉中華第二校) 

其他 雷陽公會/ 1941 年(雷州公會/ 

2000 年) 、砂拉越江西會館、 

會寧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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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方言群分類是存在的，尤其世界性的經濟蕭條對古晉巴剎經濟發展的

帶來的影響，更顯得個別方言群的重要性。方言群公會做為一種組織，動員個人

的力量，集中個人資源於群體，在方言群範圍之內產生作用。以經濟貿易發展為

導向的古晉巴剎華人，其社會發展形成一種趨勢，就是當商人做生意累積一定的

財富以後，就會投資在其他超越個人生意的事務上，當中少數的人得到社會聲望，

也使他成為地方領導人，領導人在持續發展與投資地方建設，並且還受到外在的

時代驅動。1910 年代，古晉巴剎華人著手於社會與文化建設，由領導人帶動較

有經濟能力的商人，共同修繕所屬的方言群廟宇和建立方言群學校。然而，他們

卻受到 1930 年經濟恐慌對商人帶來威脅，轉交由公會集中更多同鄉人的資源的

方式，使得社會文化建設可以持續。公會也成為其他方言群動員的方式。30 年

代以前，非主要產業經濟經營的方言群，也許礙於財力相對薄弱，方言群並沒有

財力特別優越的商人，但是他們透過公會集中資源的方式，加上拉者政府對教育

的津貼等鼓舞，30 年代開始設立所屬方言群學校，在鄉下的情況亦然。 

 

（三）戰後華人社會結構之變化 

如果說「公會」是古晉商人面對經濟蕭條威脅的對策，跨方言群的團結力量，

就是華人對抗日本統治的方式。古晉所有的方言群華文學校皆面對日治而停頓，

英國布洛客家族的統治也在日本勢力入侵以後正式結束，然而古晉當時許多的社

會機制仍延續先前樣子，包括公會作為方言群的中心、總甲必丹王長水為華人社

會代表，作為日本政府的溝通橋樑等。只不過面對日本統治時期，古晉經濟處在

發展緩慢或停止的狀態。然而，日治作為一個轉折點，巴剎方言群結構出現變化，

第一，古晉華人形成跨方言群的合作關係以面對共同的敵人與挑戰，第二，戰後

有更多新人群加入古晉生意的行列。 

1941 年底，日本入侵古晉136立即成立華僑協會，任命王長水為華僑協會會

                                                      
136

 本處關於日本侵略古晉所實行的政策參考李君，〈30 年代全球經濟蕭條〉。國際時報，民潮波

系列二十九，2008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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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負責管理古晉的華人社會，同時按照日本所訂定的規約執行命令。1942 年 8

月，日本提出「華僑資產登記法」，規定所有華人家庭以及華人公司必須申報資

產，包括持有的現金、銀行存款額、公司債券人賒帳款、貨品價值以及金銀首飾

等流動資產，另外還要呈報所擁有的土地面積與價值。所有申請表通過公會發放，

古晉的華人必需經由所屬的公會取得申請表，並要求在當月 22 日以前將資產表

填妥繳回公會。資產表經由公會查核以後，將從個人總資產當中抽取相當百分比

做為對日本政府的奉獻金。若經發覺申報資料不實或未在時間內完成申報者，將

送交由憲兵隊負責重審。此外，日本另外收取人頭稅，按照規定境內除了日本人

以外，每個人頭每年需要繳交一次人頭稅，馬來人與土著需繳交五角錢，華人則

需要繳交六塊錢。 

 華人社會所有的人都必須按照規定繳交部分資產以及人頭稅，資產額較高者，

其所繳交的奉獻金越高。故日本收稅的制度，讓華人社會與經濟發展大受影響，

經營生意的城市商人得抵押家產繳稅，鄉下商人則抵押種植園，還有一些農人只

能繳交胡椒或橡膠片替代稅金。巴剎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人們沒有像戰前

那樣自由活動在街頭。目前巴剎一些老前輩對日本統治時期仍有深刻的印象。中

國街的歐陽大姊說，日本進入古晉的時候她 18 歲，就讀中學六年級，但因為日

本統治對女性帶來威脅，她不但被迫輟學，祖母也馬上幫她找到成親對象。亞答

街的拿督沈和友海街的沈老闆都有相同的經驗，日本統治時，尚年幼的他們隨著

父親和家人離開巴剎，三年期間過著居無定所的躲避與避難生活，直到戰後才回

到巴剎。當時，巴剎店舖經營時間短，趕緊在天黑前休息，人們也不敢隨意活動，

使得巴剎人們的互動機會減少。這些較微觀的日常生活變化，顯示出整體經濟與

社會的運作受到影響，發展也變得緩慢。 

 1945 年 8 月日本統治結束後，華人社會延續戰前的模式重整。然而，此時

出現跨方言群的合作關係，尤其表現復興華文教育與華文學校的過程。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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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所有方言群必須加入「華僑協會」，華文教育137全面停止，瓊僑公所被充當

為日文學校。戰後，以福建學校校長為首，召集所有華人社會領袖，提議以統辦

的方式恢復華文教育。於是，古晉十三個華人社團聯合成立中華小學校董會管理

組織，也就是將福建義校(福建公會)、民德學校(潮州公會)、越光學校(客屬公會)、

義群學校(廣惠肇公會)、啟智學校(詔安公會)，分別合併管理而改稱為古晉中華

第一小學、古晉中華第二小學、古晉中華第三小學、古晉中華第四小學、古晉中

華第五小學。因此，華人社會面對戰後教育資源不足，配合將戰前不同方言群與

方言群公會所建立的教育體系基礎作結合，經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得以在短時間

內重新恢復華文教育。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國際商品化生產市場的樣態，包括胡椒生產

與市場的變化138。二戰前，由於東南亞胡椒種植過度氾濫，經濟價值不高，但是

二戰對許多胡椒園造成毀壞，椒農放棄種植，而致使戰後胡椒價格高漲。但是，

砂拉越的胡椒園並沒有遭遇戰爭破壞，使得戰後不少胡椒種植者與胡椒園主在出

售胡椒以後致富，他們當中又以客家人為多數。戰後胡椒市場讓他們短時間內累

積資本，並開始進入甘蜜街經營胡椒貿易。同時，客家人從鄉區進入到巴剎也和

道路建設有很大的關係。道路，使貨物運輸及人口流動更方便，取代過去使用河

流的通行限制。胡椒園主利用公路直接將胡椒運送到巴剎店鋪，再由巴剎店鋪負

責對外的胡椒市場進行貿易。公路建設改變了潮州人過往作為水路運輸中間商、

壟斷城鄉連接關係的優勢。 

戰前客家人大多活躍於鄉區，其中少數參與巴剎貿易事業的是來自揭陽河婆

的客家蔡姓家族139。1920 年代末，以長兄蔡選之為首，組成「益通」商號進軍

南洋，他們和新加坡同鄉合夥投資「益安公司」，並前往印尼山口洋開設「益興

                                                      
137

 古晉華文教育戰前、日治與戰後的情形，參考杜明著「第十一輯華校春秋」一書序文〈古晉

華校統籌統辦史略〉。 
138

 戰後胡椒國際市場與砂拉越客家椒農進駐巴剎的資料參考李君，〈韓戰刺激胡椒行情狂飆〉，

並加以討論。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三十，2008 年 9 月 27 日。 
139

 本處關於客家人蔡选之的資料皆參考記者李君的調查與新聞報導。參考李君，〈韓戰刺激胡椒

價格狂飆〉。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三十，2008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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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最後來到古晉甘蜜街成立「益昌號」。揭陽河婆「益通號」由親家代為負責；

新加坡「益安公司」則是以股東的身分參與；山口洋事業有交由蔡選之胞弟蔡克

之打理；古晉生意則由蔡選之與另外兩位胞弟聯手經營。蔡家不僅是經營雜貨和

胡椒等土產的進出口貿易，他們也為同鄉代理匯款事務。戰後，「益昌號」規模

不斷的擴大，除了經營貿易，寶號旗下還有橡膠園、胡椒園，更有自己的運輸設

備，像是多艘川行內陸地區的貨船以及公路運輸卡車團隊等。 

另外一個家族的河婆客家人蔡漢雄140，原本在鄉下從事胡椒種植園，戰後進

駐到巴剎，是透過胡椒致富的典型椒農代表。1911 年蔡漢雄剛出生就喪父，母

親帶著兒女移民到砂拉越，他們停留在英吉利里。母親購買一塊土地投資胡椒生

產，另外也添置了鎮上的雜貨店「新得勝」。待蔡漢雄長大的 20 年間，蔡家家族

事業已非常龐大，包括在原鄉河婆市設有匯款錢莊，在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和

合夥生意。1934 年，蔡氏一家由英吉利里搬移到 35 哩晉連路新的農地，開闢新

的胡椒園，從事大規模的胡椒生產。35 哩的胡椒園並沒有受到日本統治的破壞，

但因為日治交易不便而囤積的胡椒，配合胡椒高價的市場將之出售，為蔡漢雄帶

來大量資金。於是，次年他和蔡氏同鄉人合夥購買甘蜜街兩間店面，即「廣安隆

號」，專營土產等雜貨店生意。隔年兩人拆夥，蔡漢雄創立「裕隆號」繼續經營

土產雜貨生意，受到 35 哩晉連路同鄉支持。生意的順利，讓他開始發展新領域，

包括眼鏡行和金行等，眼鏡行隨後也成為客家人在巴剎壟斷的產業。 

交通運輸的變遷方面，戰前的古晉地區長途交通仍依靠汽艇的河運，戰後開

始出現一些大型陸路運輸設備141。在 1948 年至 1949 年期間，古晉註冊的汽艇有

112 艘，已註冊的公路巴士則有三十五人，但大多已經停業。1950 年代，由古晉

通往五十哩的道路改為大型運輸工具可以通行的柏油路或石灰建材；1960 年代

一條連接砂拉越三大省份，即古晉省、成邦江省和詩巫省的道路被興建起來。道

                                                      
140

 本處關於客家人蔡漢雄的資料皆參考記者李君的調查與新聞報導。參考李君，〈韓戰刺激胡椒

價格狂飆〉。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三十，2008 年 9 月 27 日。 
141

 古晉道路運輸設備數據與年代參考田汝康當時的調查，見砂拉越華人社會結構研究報告附錄

三〈砂拉越華人三十年之變遷〉一文，頁 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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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興建不但增加砂拉越人們的流動，陸路也較水陸的載貨量更為龐大與穩定。同

時，隨著新的陸路運輸需求被建立，那些有運輸設備和操作運輸設備的技術的人，

成為運輸市場的提供者，而形成了新的行業。1956 年，古晉地區註冊的運輸工

具有 398 輛，隔一年又有新的 301 輛，當中大部分長途巴士的運輸業者都是興化

人142。 

戰前的興化人大多數都是漁民或在巴剎之外從事漁業的工作，日治時期古晉

出現日本三輪拉車，一些年輕一代的興化人進入巴剎依靠拉三輪車謀生。戰後巴

剎出現腳踏車店，海唇街郭老闆說，他的父親戰後在親戚朋友的推薦之下，也來

到巴剎經營腳踏車行： 

親戚問我爸爸要不要一起做這個（腳踏車行），他們在浮羅岸，我爸爸

在這間店，他就做羅…後來做輪胎，自己學做（指非進口），跟親戚他們幾

個人自己學做輪胎技術… 

正如田汝康 80 年代的回訪調查，古晉因道路發展而興起的巴士公司以及汽

車代理商等，都是郭氏興化人。古晉現代化交通的發展與興化方言群有很大的關

係，他們除了經營腳踏車、巴士運輸業者，也著手在汽車、大卡車維修等，和「輪

胎」相關的工作。 

因此，古晉巴剎為中心的都市不斷在擴展，改變了戰前巴剎華人方言群的樣

貌，尤其戰後許多道路快速發展。戰前城鄉之間依靠河運，所以大量的貨物運輸

掌握在潮州商人或福建商人手中，戰後道路發展，增加城鄉兩地的貨物流動與人

的互動關係，更多方言群加入巴剎生意人的行列。許多新興行業與產業因此出現，

例如專營交通相關的興化人事業，以及胡椒農客家人也開始在巴剎開店經營土產

生意。加上面臨日本統治的外來勢力威脅，巴剎華人社會形成跨方言群的合作關

係，也減緩了方言群組織原有的競爭關係。 

                                                      
142

 興化人與交通運輸事業參考李君，〈經濟重整〉，國際時報，閩潮波系列三十一，2008 年 9 月

30 日。以及田汝康 80 年代回訪古晉的調查。見砂拉越華人社會結構研究報告附錄三〈砂拉越華

人三十年之變遷〉一文，頁 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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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方言群經濟形成的社會階級關係 

砂拉越多元族群的社會背景，配合英國拉者現代國家意識推動的生產活動，

促成砂拉越經濟發展基礎。隨著商業貿易與交易的穩定與成熟，銷售管道形成其

系統，尤其表現在橡膠市場（第三章）。銷售管道是由生產者到消費者，以物品

或現金的交換或交易過程，經由多個交易者或中間人，皆是以華人為主，且是不

同方言群的華人。本處藉由田汝康對戰後砂拉越橡膠貿易發展的調查，結合本研

究對砂拉越經濟發展的歷史論述，試圖利用橡膠從生產與交易過程所形成的商業

網路與貿易結構關係，觀察華人方言群社會如何參與、發展與維持其產業經濟的

方式。 

 

（一）交易系統與方言群層級關係 

砂拉越的對外貿易對象是新加坡，而新加坡是東南亞主要的國際貿易地。在

橡膠貿易的例子中，砂拉越與新加坡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根據戰後的情況，新

加坡 140 個橡膠經銷商，當中有 7 個橡膠貨源是砂拉越。每年三月，新加坡會以

三月份的定價向國際預售七月份的橡膠，另一方面也向供應地（包括砂拉越）收

購橡膠。所以，砂拉越橡膠供應商三月到七月之間必須自橡膠種植園收集一定數

量的橡膠。砂拉越商人必須想辦法在低於新加坡的定價收購橡膠，以賺取價差的

營利，同時他們必須自行負擔船運等費用，故有面對虧損的風險。新加坡的付款

方式（如圖五，$Bank 紅線）則是這樣的，當古晉貿易商將橡膠出口之後，他會

連同船運單據與海關收據到古晉的銀行去兌現。古晉銀行預付了橡膠的錢給貿易

商，再將單據寄送到新加坡。新加坡支付款項給古晉銀行，古晉銀行收到款項之

後再付清船運公司費用。因此，新加坡買方和古晉買方之間形成一種循環的交易

關係（如圖五），也這是橡膠貿易系統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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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古晉橡膠交易網路結構 

由橡膠種植生產直到出售給消費者新加坡的過程中，存在不同形式的產品交

貨與付款方式，田汝康將古晉橡膠市場的貨物經手人分為三個等級論述，分別是

第一等級交易者(First rank dealers)就是直接和新加坡形成貿易關係的特定橡膠

大出口商；第二等級交易者(Second rank dealers)是負責收集橡膠的代理人；第三

等級交易者(Third rank dealer)則是在鄉區設店，收集內陸生產者物產的鄉區頭

家。 

古晉經營橡膠貿易的商人分成兩類形，分別是第一等級的大出口商以及第二

等級的代理人。古晉第一等級的橡膠出口商有九間，其中五間屬於新加坡的分公

司，另外四間則是謀取價差的方式經營，他們是新加坡固定的交易往來對象，而

一般代理人是沒有這樣的關係。代理人的目標並不是在橡膠出口貿易，而是境內

的交易活動，最終交易對象是大出口商。代理人負責採購土產並自備內陸運輸工

具，他們在古晉巴剎設有店鋪，作為辦公地點以及貨物暫存之用。表五對照大出

口商與代理人在交易系統中的條件之區別，藉以說明兩者身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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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橡膠貿易出口商與一般商人之比較 

 大出口商（第一等級） 代理人（第二等級） 

信任與信譽 與新加坡買家達成信任關係 對新加坡買家並無商譽可言 

資金 資金龐大 資金少 

風險 有條件分散風險 屬於投機行為 

倉庫 有大倉庫可囤貨 僅有店鋪儲藏 

供應量 大量供貨 小量／彈性供應 

運輸 可負擔海外運輸費用或備有大

型運輸設備 

海外貨船運輸費用沉重。擁有

內陸運輸設備與通路 

 

如表五，新加坡與古晉的貿易主要是在大出口商的手中，與新加坡長期來往

而形成商譽。同時大出口商具有一定的資金，以承擔價格變動、運輸事故等的風

險。一般大出口商備有倉庫，當主要出口產品價格適宜時，購入大量產品囤貨。

相對只有一次性，而非長期交易的代理商，也無法依靠囤貨來賺取價差，更沒有

足夠的資金承受風險，並且還需要負擔運輸費。 

然而，代理人有其存在的必要。第一，代理人供貨彈性，當新加坡買家需要

小量或額外再加購充量的橡膠，就必須向代理人購買，因為大出口商僅接手大量

訂單，而不接受此類小量訂單。第二，代理人掌握內陸交通，他們自備內陸運輸

工具以及從生產者或鄉區頭家手中取得作物的管道，然，對於缺乏內陸管道的大

出口商來說，投資內陸運輸是划不來的。代理人負責收購鄉區的橡膠，在將橡膠

出售給大出口商，從出口商手中換得資金或貸款，讓他可以購買雜貨作為向鄉區

頭家交換橡膠的條件。 

砂拉越憲報議論紛紛的種植園勞動者與雇主「預付新資」的制度，實際上和

交易系統有很大的關係。鄉區的勞動者（即生產者）從事種植園工作，透過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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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的方式得到生活物資後，必須固定將收成出售給那些預付薪資的頭家，然後

繼續換得生活物資。這就是橡膠的生產與來源。提供他們生活物資與雜貨等，同

時收集橡膠的人就是鄉區頭家。鄉區頭家設有店鋪，由生產者自行將收成送到店

鋪和頭家交換物資。另一方面，頭家需要代理人前來收集這些橡膠，換的是日常

用品等雜貨，也就是生產者生活物資的來源。 

由生產者到消費者，這些交易過程的角色關係是緊密的。在賒帳的概念當中，

生產者向鄉區頭家預支生活物資、鄉區頭家需要代理人預先提供雜貨來支付給生

產者、代理人需要出口商的貸款、出口商是新加坡的分公司，新加坡也是唯一的

消費者。出口商必須提供貸款給代理人，以確保他的橡膠貨源、代理人也必須提

供雜貨跟鄉區頭家預購橡膠、鄉區頭家需要預付新資給生產者，確保生產活動可

以順利進行。所以，橡膠生產盛行之時，鄉區與城市之間已經發展出一套完整的

交易網絡。當然，這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我們在第三章看到了走私的活動，也就是在這理想狀態之外發展的另一個交

易途徑。代理人就是前文所提到的走私者，在少了鄉區頭家的中盤商角色，直接

和生產者進行交易，代理人可以相對鄉區頭家來得低的價格向生產者購買作物，

生產者也可以相對出售給鄉區頭家而高的價格賣給代理人，免除銷售稅與鄉區頭

家的營利，雙方都是獲利的。 

回到圖五的橡膠貿易所顯示的循環關係圖，低端為生產者也就是內陸的經濟

作物種植者；另一端則是砂拉越經濟作物主要輸出對象的消費者新加坡。經手交

易的中盤商有出口商、代理人與鄉區頭家。藍線表示產品（或作物）輸出、紅線

為付款（或日常用品的雜貨）。左側產品流動與交易，是為正式途徑，尤其鄉區

頭家與生產者的關系，是符合布洛克政府規定的「頭家－種植者網路」的政策規

定。生產者將經濟作物出售給鄉區頭家以換得日常生活物資的雜貨；鄉區頭家收

集經濟作物以後，等待代理人前來購買；代理人把進口雜貨帶到鄉區頭家店鋪，

換得作物，再將作物運送到巴剎交易。代理人把作物交給大出口商，換得購買雜

貨的資金或貸款；出口商從多個代理人累積定量的作物以後，出口到新加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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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行得到出售作物的款項。右側產品流與交易動向，屬於非正式途徑，包含兩

個層面的交易關系。第一，代理人利用跑船業者的優勢，直接省略正式途徑的鄉

區頭家中盤商，與生產者達成共識後，進行違法的走私交易。代理人同樣利用日

常生活的雜貨跟生產者直接換取收成的作物，再將走私作物混合在合法購買的橡

膠之中，出售給大出口商或是新加坡消費者以取得投資進口雜貨的款項。第二，

藉由代理人從事雜貨進口的同時，也附隨橡膠的出口。如前述，消費者新加坡臨

時需要小數量的橡膠便會和代理人購買，代理人在承擔風險之下出售作物以換得

款項。 

因此，橡膠買賣活動形成一套交易系統，由生產者－鄉區頭家－代理人－出

口商－消費者之間，形成層級的關係。帶動這個交易系統的是資金流動的借貸或

賒帳體制以及其中的人際網路關係。從生產者到消費者，每一層級交易都形成債

權人與債務人，每一個借貸都牽涉人際與信任。然而，交易系統層級與華人方言

群有著深切關係，第一等級交易者是巴剎貿易商，大部分是福建人；第二等級交

易者包括設店鋪、擁有內陸運輸設備或是在主要流域或河口地區集中土產的商店

頭家，大部分是潮州人；第三等級交易者是那些深入內陸去收集土產，後來沿河

岸住下來的小頭家，包括潮州人與客家人；最後，種植園生產者以客家人為主。

同時也反映出華人社會的方言群關係，福建人為主要社會資源持有著、潮州人為

代理人、客家人為勞動者。古晉巴剎經濟活動可以說是橡膠交易系統的縮影，福

建人為地方產業主要貿易商，潮州人持有進口雜貨資源，而客家人在巴砂也扮演

著勞動者的身分。 

 

（二）方言群資源與行業分工現象解析 

巴剎做生意的華人，具有特定方言群經營特定行業或產業的模式，對於此現

象，田汝康透過三個層面來解釋143。第一，經營同行業的商店集中在特定的街道，

是由於同一方言群集聚的原因。第二，巴剎 705 間店當中，除了 455 間是個人經

                                                      
143

 參照田汝康 The Chinese of Sarawak 一書，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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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其餘 151 間是同方言群合夥營業，家庭經營的有 57 間，僅有 42 間（16 間

製造業與 26 間屬商業性質）是由不同方言群共同經營。第三，這些店家的婚姻

對象有 86%都是同方言群的夫妻，僅 14%店家是不同方言群或不同族群的婚姻

關係。所以，田汝康將巴剎的行業具有排他性的技術壟斷，以致方言群有集中在

特定行業的特徵稱為「行業識別」(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表五 古晉方言群與職業組織關係(1948-1949) 

 

翻譯與修改自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 Similarity and Occupational Grouping in Kuching (1948- 1949). T’ien, 

Ju-Kang, 1980,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AMS Press. Pp. 48-49. 

 

如表所示，田汝康的資料取自同業公會（漁民、咖啡店、橡膠貿易商、船塢

工人和巴士司機）以及向店家調查而取得的資料。其中，所有鐘錶店都由廣府人

經營、所有打鐵鋪是客家人經營、木匠則壟斷在三江(江西、江蘇、浙江)手中，

其餘的職業則超過一個以上的方言群從事。多數集中在特定方言群的職業有興化

人的腳車店(84%)、客家人的裁縫師(78.3%)、海南人的咖啡店(78.8%)、廣府人的

鞋匠(60%)、福建人的金店(59%)、經營橡膠貿易的福建人(55%)與潮州人(40%)、

經營雜貨店的潮州人 (38.9%)和福建人(3.1%)、雷州人煤炭工(54.6%)以及詔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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塢工人(43.3%)。田汝康另外也指出第二省成邦江和第三省詩巫也同樣有行業識

別的現象。 

套用族群資源的理念，方言群使用共同語言和同鄉的特質作為動員，形成具

有排他性的方言群內部網路，使得方言群高度集中在特定產業，而低度參與其他

產業。中國街歐陽大姊的經歷說明廣府人的「方言群資源」。一個世紀以前，歐

陽大姊祖父在新加坡生意失敗，由祖母弟弟引介之下，一家人移民到古晉。後來

因祖父過世，祖母利用裁縫技術生活，也讓兒子（即歐陽大姊父親）學習裁縫。

隨後，母子兩人開設裁縫店同時經營裁縫相關洋貨，生意對象是英國洋人。兒子

成家，生下長女歐陽大姊，並將她送到教會學校，她學會英語，也為店裡帶來很

多英國客人。歐陽大姊的先生也是廣府人，原本是在這家「老字號」替香港老闆

打工。 

我先生是在這間店工作，它是另外一個老闆的，欸，香港人，那個老闆沒有

來的，他都是請他們這些工人在這邊做…那時候他是在打工的拉，我就還是

在我爸爸的店幫忙。那麼我做我的，他做他的，可以存一點錢。到了 5、6

年後，我先生的老闆，他不要這個生意了，我先生就幫他買過來。不是買店，

只是是買生意阿。 

歐陽大姊的弟弟繼承父親的洋貨生意，她則來到先生的店幫忙。一直到現在，洋

貨生意已經繼承三代。另外，海唇街腳踏車行的興化人郭老闆，也經歷相似的經

驗，爸爸和親戚在不同地點開設腳踏車行，古晉交通相關行業大部份由郭氏興化

人經營。海唇街一家用品雜貨店的潮州老闆表示，他繼承父業，而祖父生前也是

經營雜貨事業，過去他都是和經營雜貨店的親戚一起進貨，可以降低成本。海唇

街眼鏡店的客家人何老闆，雖然是經營眼鏡店的第一代，但是這家三層樓的店原

本是父親的倉庫。何老闆說，他高中畢業以後，和親戚朋友們一起到新加坡學習

眼鏡相關技術，回來古晉各自開設眼鏡行。同屬方言群內部資源流動的現象不只

發生在巴剎華人行業與技術，先前提到三合興港主陳戊晨和侄子陳木林與陳其果

之間也是形成了家族資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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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族群資源概念的「方言群資源」存在於華人方言群社會之中，進一步的

分析方言群內部流通的資源，包括權利的繼承，福建王家就是一個例子。王友海

去世之後，雖然他把古晉的資產留給他在新加坡的家室，而沒有留給古晉長子王

長水，但是王長水繼承的是古晉華人社會總甲必丹一職、王家在地方的聲望以及

王家生意累積的商譽等。這些都不是實際的財產，是一種階級資源的價值、態度、

影響力和權力。族群資源或階級資源，除了表現在特定方言群在經濟利益以及權

力影響力的內部流通網路，同時也表現在婚姻關係當中。福建王家的資源不只在

王氏家族內部流動，他們還經由和同籍人結成姻親關係，進一步與同方言群合作，

以確保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資源集中方式，增加福建人與地方其他方言群的競爭

力。 

另一方面，田汝康所指出「相似行業集中在一起」的現象，與美國移民華人

社會的族群企業概念類似。族群企業的定義為，移民為了生存透過集中同屬人群

從事特定行業或創立公司的人際網路，他們的活動範圍和居住像對集中在特定的

空間。 

族群企業分為三種類型，也可以是三個階段，藉由此我們將古晉巴剎不同方

言群的產業或行業類型作分類，以說明福建人成為主導，而潮州人僅次於福建人

的社會人群結構關係。首先，「族群經濟利基」(ethnic economic niches)是初移民

的族群經濟型態，他們經營的行業不需要太多資本。如同古晉海南人，他們相對

多數方言群來得晚的 20 世紀初才大規模移民到古晉，當時許多華人已經累積相

當的成就與資產，所以海南人在「沒有太多創業資本」與競爭能力的情況下替英

國政府打工，從事海員、廚師等。但是他們由工作經驗的累積，造就海南人咖啡

店的發展。海南人將西式烹調技術的麵包、咖啡等洋人廚房所學，應用到咖啡店、

飯店等的餐飲業。古晉詔安人也有相似的情況，詔安人多數集中在實加馬

(Sekama)，他們大規模移民來古晉主要從事老師和碼頭工友的工作，友海街沈老

闆說： 

要是說福建人，都是做生意的，像那個金門人、廈門人…那些晉江，那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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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做生意的。從前福建人都做泥水匠，我們詔安人來這邊都教書、做碼頭工

友、做泥水匠，做工人這樣啦。女生做幫人這樣，女傭那樣的啦。實加馬比較多

都是詔安人。 

老師的資本就是知識，碼頭工友和幫傭的資本就是體力，他們不需要太多創

業資金，卻可以維持生活。早期的興化移民也一樣，他們在古晉經濟發展起來才

來到這裡，資金缺乏無法讓他們快速進入商場競爭，所以他們住在河邊，利用自

然資源建立生活基礎，後來他們開始進入巴剎，做三輪車夫的體力工作，也因此

隨著古晉都市化發展，讓他們拿下了交通相關事業。 

第二階段，當這種初移民型態的工作為他們帶來資金的積累，他們可以透過

方言群資源的合作關係達到經濟的整合，並開始置產，也就形成「族群聚居經濟」

(enclave economy)。他們選擇在特定地域範圍活動，所以才集中在同一條街上，

甚至到今日的古晉巴剎仍是如此。 

第三階段，若上述形態的經濟模式得以配合整體地方經濟的發展，順利擴展

事業規模，就會進入「融入當代型族群經濟」(The Contemporary integrated ethnic 

economy)，他們已經融入了國家或地方經濟，但卻還保留我群意識的經濟組織與

同屬人經營或所有的特色。這時候的經濟活動是相對大規模的「產業」型商業活

動，相較初期移民經濟型態，需要投入更大的資金和族群資源，更重要的是該產

業的市場。所以，並非所有族群聚居經濟的行業都成為可以順利發展為大規模產

業，這樣大規模產業資源也只能集中在地方經濟的特定人群手中。 

藉由田汝康戰後調查巴剎的資料，持有國家或地方大型產業的方言群，即是

擁有橡膠出口產業的福建人。橡膠屬於大規模產業經營，需要大量人力或服務，

可能是超越該人群所能提供的，所以福建人也雇用不同方言群的勞動力。例如方

言群職業分類表所示，廣東人的金店與潮州人的燒炭業者，實際上他們只是提供

技術的技工，雇用他們的投資者是另外一個方言群的福建人。福建人不只是做橡

膠相關產業，大多數的行業都有他們的中影，還有更多潛藏在其他方言群行業當

中的數字，卻都是福建人資本投資下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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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的族群經濟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初移民的人、進入巴剎做生意的人

還是經營大型貿易活動的人，我們目前都是以「方言群」的概念將他們分類，但

是他們之中仍然有身分的差別。如同「公司」的概念，相同方言群的人在進行祭

祀活動，會形成勞動的產權關係，進一步產生上至下的階層關係。麻坡移民社會

的華人經濟結構分層144，也同樣出現在古晉巴剎，包括靠著專業技術而缺乏創業

資金的勞工階層、將資金投入巴剎經營生意的行商階層以及從事貿易商的企業階

層。例如，同樣是詔安人，「金手指」田考的產業遍佈各領域，但仍有許多詔安

人都是技術工的碼頭工友、老師和幫傭。於是，若將田汝康的方言群職業分類表

的方言群概念轉換為按照職業類別區分勞動層、行商層與企業層，進一步反映出

「以共同職業為主」的工商團體，也就是跨方言群的同階層合作關係。而當華人

社會面對更大的競爭對象，例如日治與戰後的挑戰，超越方言群的階級力量明白

的顯現。巴剎華人經濟結構分層的金字塔關係，人數最為眾多的是下層的勞動階

層，人屬較少的是上層的企業階層，企業階層持有大部分經濟資源的情況下，進

一步形成「商幫」的勢力。每一個方言群的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不同的階

層當中，所以方言群並不能代表一個階層，只能表示該方言群大多數的人集中在

該階層而已。 

古晉巴剎作為華人移民社會，由移民、廟宇、公司、義山、公會、學校等的

變遷與發展形成。尤以公司行號獨大的領導人，帶領公司人修建廟宇，並組成廟

宇管理會，屬公司旗下組織。另外，他們面對同鄉人過世與埋葬的事情，同樣交

由公司組織負責處理義山。公司規模擴大，運作由個人發展為家族再到同鄉人共

同經營，此時財富不再集中於個人身上，且其他人也開始累積財富。經濟蕭條加

速了社會財富分配趨向均等。當資源不再集中於少數人，他們不再支援公共事務，

而是由群眾共同聯合支持。於是，群眾組成公會，推動公共建設，公會組織在此

時的社會發展顯得非常重要，它處理廟宇、義山以及教育事務等，所有同鄉人的

                                                      
144

 參考李亦園《一個移植市鎮：馬來西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對麻坡華人方言群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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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在方言群複雜的華人社會，群眾（即方言群）在帶有競爭關係的情況下，

各自陸續組成公會，學校也以各自的方言教學。但是，整個社會發展同時也受到

外部因素影響，教學語言改為同一用語，是消弭方言差異與人群差異的第一步。

日本統治催化原有社會分群，共同語言的成為跨群資源的關鍵，進一步出現跨群

合作的現象。 

公會，表現古晉華人社會人群互動關係。公會除了實際功能，即負責廟宇、

學校、學校，或代理移民轉寄信件、金錢等，作為一個凝聚同鄉人以及連接原鄉

的單位。公會同時也是方言群在古晉社會地位的表徵。過去，將廟宇修繕的富麗

堂皇或是照顧同鄉人教育等都是有錢或有權的商人才辦得到的，但是隨公會的成

立，各商號捐助以投入方言群文化建設的方式，降低了處理事情的標準。所以，

即便非社會資源集中的方言群，皆在相近的時間，也就是 1930 年代成立學校。

此外，公會也表現方言群之間存在的競爭關係，在其他方言群陸續成立學校或修

繕廟的情況下，即便人力、財力微薄，方言群也盡可能的籌組自己的公會，著手

同鄉子民的福利。 

雖然，討論古晉行業大多以方言群為分類基準，實際上操作經濟活動的資源

集中在每一個方言群特定企業階層當中。行業識別是由方言群資源為基礎，發展

為方言群企業，進而使得分析方言群集中在特定產業的現象，表現出高度參與特

定產業且低度參與其他產業的方言群分工的現象。若將之擴大，到地方社會脈絡

為討論，無論是族群資源或階級資源的解釋都是必須被考慮的。尤其商場之上的

階層資源，更多表現在同階層同職業的合作關係，進而形成職業技術或產業貿易

市場壟斷的「商幫」。是故，方言群行業有著社會階層關係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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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總述與發現 

古晉巴剎華人社會的發展是被產業所牽動的，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主要社會

資源集中於特定方言群以及其經營的特定產業，由最早的潮州人甘蜜產業到福建

人橡膠產業，後來是客家人的胡椒產業。 

雖然巴剎一帶在興盛以前，本來就有華人居留在此，後來是隨著甘蜜市場的

興起而吸引潮州方言的人群來到這裡，專門經營出口與入口的貿易。這些經營甘

蜜產業的潮州人，隨著甘蜜市場受歡迎，而昌盛起來。他們在頭人，也是公司老

闆的帶領下，開啟古晉華人社會的發展。但是他們不幸的遭遇大火意外，把頭人

的產業都摧毀，導致巴剎的貿易與鄉下甘蜜生產之間產生斷裂。即便甘蜜市場仍

在，但是潮州人因大火而變得薄弱，無法在短時間內重整。同時，原屬潮州頭人

持有的經營專利也轉移到另一方言群，也就是福建人手中。於是，福建人開始累

積資本。 

經濟作物市場是一直存在的，其中碩莪和胡椒屬於價格起落不定的商品，其

影響力沒有甘蜜來的強烈。隨後，甘蜜推出國際市場，加劇了潮州人式微與福建

人崛起，兩者之間的交替關係。福建人作為華人社會的主導人群，不同於潮州人

單一公司領頭人的模式，而是擴大至家族式的同屬商人共同經營華人社會的方式。

1910 年代，橡膠為砂拉越經濟帶來繁榮，巴剎主要貿易商的福建人也隨之昌盛。

整體華人社會水平提高，社會運行機制也逐漸現形，包括華人法庭、華文學校、

華商銀行等，卻都是在福建人主導著其他方言群體的情況下，相互整合、作用與

影響。 

1929 年世界形經濟蕭條，東南亞橡膠產業在國際組織的維護下，砂拉越的

橡膠產業沒有造成太大威脅。受經濟蕭條直接影響的是在巴剎從事投資活動的富

商，尤其福建人，從而改變了巴剎華人社會組織結構。在經濟上，個別華人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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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水平與財務狀況逐漸平衡，也就是減少了原本富商與一般人的貧富差距。在政

治上，華人社會權力結構改變，社會上有身分地位和影響力的人變多，富商主導

的形態逐步轉向為同屬方言群共同參與的公會。也就是說，廣府人、詔安人等其

他方言人群勢力也在華人社會探頭。他們以公會同屬人的名義，承接蕭條以前的

社會建設活動，包括在神廟與祭祀活動、義山和同屬子弟教育的籌辦和管理等。

社會機制步入穩定，巴剎也進入都市化的擴大與發展，出現水、電、衛生組織以

及固定道路等。 

1943 年古晉成為日本殖民地，方言群公會變成日本人統治與管理華人的工

具，許多巴剎華人都逃離到巴剎之外的地方，巴剎經濟與整體發展處在停滯不前

的狀態。然而，戰後胡椒價格上漲，為胡椒農和巴剎經濟帶來生機，加上原有社

會機制恢復運作以及更多道路興建減短城鄉之間的距離，鄉下的客家人胡椒農藉

此累積資本，也加入巴剎華人方言群社會與經濟發展之中。 

圖六 古晉華人社會發展與產業變遷關係 

 

如圖六，雖然古晉特定方言群經營的特定產業的歷史脈絡下，甘蜜產業帶動

潮州人在巴剎的經濟發展，隨甘蜜產業沒落，潮州人式微（虛線）；隨後橡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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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興起，持有橡膠產業的福建人取代潮州人成為華人社會優勢的人群，甚至到戰

後的韓戰爆發仍然持有橡膠產業，並參與地方其他產業的投資活動；期間，客家

人透過戰後胡椒市場風潮，也加入了巴剎華人社會（仍是福建人主導）的經濟發

展陣容。因此，巴剎方言群的出現、發展、式微的變遷過程，經濟價值的作物產

業造就資本、權力與勢力。也就是說，巴剎隨著產業的發展而逐漸擴大其範圍與

規模，同時配合不同華人方言群參與的過程，使得古晉巴剎方言群的發展與變遷

是受到產業的變遷所決定與主導的。 

 

第二節 限制與建議 

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本研究在有限時間內，只能針對一些面向做考察，本

研究無論是經驗材料或是理論材料都可以繼續深入討論。經驗材料包括在歷史口

述以及檔案資料的補充，進一步延伸至華人方言群社會產業發展相關模式的理論

推論。 

口述訪談是一大遺憾，要找尋百年前的經驗不容易，尤其過去嚴肅的長輩們

很少把人生經歷留給下一代，而目前有許多戰前經驗的老古晉也不太方便受訪。

過去留下來的「歷史」都是有社會身分地位的人或家族，缺乏平民百姓生活的畫

面，我們只能從高處往下推測。那些非地位崇高的才是社會大部分的人，有他們

才是完整的華人社會。在此，希望往後的研究可以注重在一般老百姓家中老人對

過往長輩的記憶，從記憶拼湊歷史，同時收集遺物，特別是有文字記錄的書信或

帳本等，從而建構過往古晉的百姓生活史。 

官方檔案方面，砂拉越憲報每個月一期，確實可能是完整的材料，如果可以

得到「出入口貿易」的完整數據，我們可以從經濟的視角來看砂拉越或者說是華

人社會經濟活動的歷史。這些量化的數字相信還可以有其他用途，但是量化是龐

大的得工作，況且我們面臨憲報收藏非常不完整的狀態，更加重了困難。但是，

憲報絕對不只有一分，澳洲某大學的圖書館藏有憲報，相信英國或可能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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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有，如果有辦法湊齊或複製，將是非常珍貴的材料。 

 另外，巴剎華人社會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研究，還有許多巴剎變遷的問題，例

如這二十年來的觀光化與都市化的結果，改變了巴剎原來的面貌，這個曾經是歷

史中重要的華人活動空間和傳統慢慢的在消失。古晉人在地文化的意識需要覺醒，

僅存的已不多，我們還可以拿什麼留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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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潮州公會制定的上帝廟管理規則 

1. 潮州公會廟務股所理事之「廟務保管委員會」負責各項廟務，包括主理

奉祀廟內八位神明聖誕、迎神、送神、清明掃墓及中元節等神事工作，

兼一切所需物品的籌辦，並負責籌募有關神誕節日的經費，而募捐及演

戲等準備事項由本公會向有關當局申請。 

2. 本廟每年農曆十二月初四舉辦玄天上帝聖駕出游活動，將在出游活動前

三個月，由公會主席與保委會主任另行成立神游委員會，以進行有關工

作，委員會將由本公會發函邀請熱心神事之潮籍人士及本廟保委會所組

成，並全權負責當年的聖駕出游的活動，並在事後的兩個月內召開結束

會議，以作出各項報告及檢討。本公會兩名廟務股正副主任為本廟保管

委員會之當然正副主任及本公會之正財政或副財政為本保委會的當然正

財政。 

 

附錄二：福建公會聖皇宮管理細則 

本會設一五人小組專理本會屬下鳳山寺一切應行事項，並協助逐屆慶祝

廣澤尊王聖誕之盧主頭家解決一些難題，故特擬具各項規例，以資遵循。 

逐屆慶祝廣澤尊王聖誕當值爐主頭家須知： 

1. 本會負責簽發公函向政府申請捐緣、演劇及聖駕出遊各種準証或其他文

件。 

2. 當值爐主頭家須負責勸捐款及管理銀項收支，並準備有關聖誕應用物品

等事。(收單部須由本會登記號碼然後發給予爐主使用。) 

3. 在聖誕後三個月內，須將帳項結束，同時呈報政府，並公佈與善信們週

知。而後將緣部單據存根及開支單據，連同餘款一併交回本會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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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聖誕期間，應遵照政府指令維持宮內外安靜及附近交通秩序。 

5. 凡逢聖駕出遊日期，舊曆二十二日──應提前徵求各社團或其他機構參加

慶祝遊行。(如花車、鑼鼓隊、化裝飛行及其他。) 

6. 在聖誕日，舉凡祭事、出遊、演劇及其他事務，概由爐主頭家全權處理(依

照傳統儀式)外人不得干預。如有善信願意協助者，應徵爐主頭家的等人

同意，不得堅持陋習，擅加干預當事人。(如擅自索取紅包或過份拿取祭

品等。爐主頭家如認為不合理，得以拒絕之。) 

7. 次屆爐主頭家由現任爐主頭家等人，在聖王公壇前拈求準，方為有效。

但在事先，須將參加店號名單通過小組委員認可，不得由任何人隨意取

捨。 

8. 凡能影響或導致混亂狀態之事，不論其是否屬於前例均得改良之。(如搶

紅布，可改為分配式，五方旗不容搶奪，必須保留。)但須經小組委員會

通過，而後實施。 

9. 凡善信們有意粉飾寺宇，贈送用具或彩繪壁畫及其他等等，須事先與小

組委員會商妥，方可進行。 

10. 凡事寺內一切物具，任何人均不得隨意私自挪走。如發覺此種行動，爐

主頭家等人須得當面阻止。 

11. 凡遇臨時發生特別事故，爐主頭家等人須當面阻止。 

12. 在聖誕期間所用之水火，其費用須由事屆爐主頭家負責付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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