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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馬來西亞種族多元，為一多語言並行的國家。在馬來西亞，客家

人團結組成許多會館，散佈於東馬和西馬，如梅州總會、雪隆客家總

會、全馬客家聯合會、茶陽(大埔)會館、應和會館、豐順會館、惠州

會館、檳城會館等，另外，馬來西亞嘉應聯合會館由 28 個嘉應會館

組成，會館扮演了照顧同鄉、聯繫鄉情和鄉誼的功能，更致力於推廣

保存客家語言及傳承客家文化的使命，海外客家會館動員能力強，於

多語言環境下，不畏艱難保存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客家鄉賢群策群力，

籌辦客家會館，為客家事務奔走、慷慨解囊並拓展會務，歷經風雨，

為民族意識立下了功勳，為客家文化承先啟後，貢獻良多。 

    囿於出國天數有限，本次參訪馬來西亞客家會館以馬六甲應和會

館、雪隆嘉應會館及雪隆惠州會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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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人員名單 
馬來西亞客家會館參訪交流活動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出國任務 

賴朝暉 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督導參訪、交流活動各項

事宜 

林增富 客家事務委員會/專門委員 負責文化參訪、交流活動

聯繫、協調各項事宜 

葉依婷 客家事務委員會/組員 負責文化參訪、交流活動

聯繫、拍照及成果報告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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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目的 
   「客家」是中國龐大民系中的支族之一，千年來向外遷徙，經由

不斷的遷徙並與移居地文化互相融合，而客家文化是這個群體在其形

成與發展過程中，為適應環境和改善生存條件而傳承下來的文化。客

家人努力維護著自己的傳統文化，不僅傳承，並與時俱進地創造了豐

富又多采多姿的客家文化。從此即可看出，客家精神的核心在於團結

和奮鬥，展現獨特的客家族群意識。為了從移民社會轉變而成穩定定

居的社會，並確保生存發展所需，客家祖先勇於開疆拓土、利用血緣、

親緣、地緣等各種條件於異地建立同宗、同鄉等互助合作的團體。歷

經漫長的遷徙，最後逐漸在廣東、福建、江西、四川、廣西、臺灣、

香港及海外其他國家定居下來。客家人現有總人數估算約6500萬人，

在海外客家人當中，客家人大多數居住在亞洲國家，其中馬來西亞近

600 萬華人中，客家人約占 160 萬人。  

    本次「馬來西亞客家會館參訪」之行由馬來西亞雪隆嘉應會館

(PERSATUAN KA YIN)邀請本會至該國進行客家文化交流。會館為了

解海外客家人的重要窗口，藉由此次參訪，透過彼此心得交流，促進

我方認識馬來西亞客家文化特色，進一步擴大海內外各地客家文化交

流，作為日後發展與傳承客家文化之參考，並落實客家基本法第十三

條「政府應積極推動全球客家族群連結，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

交流與研究中心」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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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過程 
一、 行程表 
日  期 行            程 

第一天 

8 月 20 日 

(星期二) 

10:10 桃園國際機場起飛(中華航空 CI721 桃園-吉隆坡) 

(原定 08:50 班機，因氣候不佳，延至 10:10 起飛) 

14:30 抵達吉隆坡 KUAL 機場 

16:35 抵達吉隆坡 Swiss Garden 飯店 

 (地址 117 Jalan Pudu KL 55100) 

第二天 

8 月 21 日 

(星期三) 

10:00 於下榻飯店集合出發前往馬六甲應和會館及客家

公會(PERSATUAN KAUM HAKKA MELAKA) 

11:50 參訪馬六甲應和會館及客家公會 

(PERSATUAN KAUM HAKKA MELAKA) 

第三天 

8 月 22 日 

(星期四) 

10:00 於下榻飯店集合出發前往雪隆嘉應會館 

(PERSATUAN KA YIN) 

11:00 參訪雪隆嘉應會館 (PERSATUAN KA YIN) 

14:30 參訪雪隆惠州會館(PERSATUAN FUI CHIU) 

第四天 

8 月 23 日 

(星期五) 

10:30 於下榻飯店集合出發前往吉隆坡 KUAL 機場 

11:30 參 訪 巴 生 福 建 會 館 (PERSATUAN HOKKIEN 

KELANG) 

15:20 吉隆坡 KUAL 機場起飛 

 (中華航空 CI722 吉隆坡-桃園) 

20:0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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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內容與參訪 
第一天 8 月 20 日 (星期二) 

    由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賴主任委員朝暉率團，團員包括林

專門委員增富及規劃暨推展組葉組員依婷，一行三人於 8 月 20 日(星

期二)在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原定早上 8 點 50 分中華航空 CI721 班次前

往馬來西亞，因氣候不佳，以致延至 10 點 10 分起飛，而於下午 2 點

30 分抵達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在完成入關手續後，由馬來西亞雪

隆嘉應會館李紹昌先生接待，隨即驅車前往吉隆坡下榻飯店，路途中，

李先生親切地為我們介紹馬來西亞的國情、風俗、客家會館運作情形

與客家文化，雙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西元 1963 年馬來西亞獨立，馬來西亞人口約 2800 萬人，四季皆

夏，一雨便成秋，氣候宜人。同時，馬來西亞為產油國家，天然資源

豐富，無地震、颱風、火山等天災，產棕櫚樹及橡膠，因礦產豐富，

在早期吸引了許多大陸原鄉客家人南遷至馬來西亞開採錫礦、橡膠及

從事修築鐵路的工作。 

    客家華僑產生的緣由為原鄉人口膨脹，山多田少，造成缺糧情形

嚴重，以雪隆嘉應會館來說，其原鄉梅縣為八山一水一分田，蕉嶺、

豐順亦地狹民貧，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受世界經濟及工業革命影響，

西方資本主義獲得較大發展，西方殖民主義占領南洋群島後，需要大

量勞工從事開發，客家人勤勞、不挑工作，任何工作都肯認真做，東

南亞礦產資源豐富，基於謀生之故，進而吸引大批冒險客家人向外遷

徙，僑居菲律賓、印尼、泰國、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進行

開採。 

    而就宗教方面，據李先生敘述：馬來西亞馬來人一出生就是回教

徒，因為馬來人宗教意識型態較明顯，當地華人、客家人多信奉道教

及佛教，回教較少。在馬來西亞，嫁娶回教徒須改信回教，不能改教

且必須改姓，「改姓」即違背了客家祖宗傳承的信念，基於「不忘本」

的使命，使得馬來西亞當地華人與馬來人鮮少通婚。 

    在馬來西亞，客家人團結組成許多會館，散佈於東馬和西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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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總會、雪隆客家總會、全馬客家聯合會、大埔會館、豐順會館、

惠州會館、馬來西亞臺灣客家同鄉聯誼會、大埔茶陽社團聯合總會、

客家公會聯合會、嘉屬會館聯合會、砂拉越民都魯客家公會、雪隆惠

州會館、檳州客屬公會、惠州屬團體總會、馬六甲客家公會、沙巴暨

納閔客家公會聯合會、新山客家公會、斗湖客家公會等上百個會館。

會館扮演了照顧同鄉、聯繫鄉情和鄉誼的功能，例如檳城會館於西元

1811 年成立，至今已有 202 年的歷史，據李先生敘述，檳城會館開

會皆使用客語，致力於推動客家事務，鼓勵長輩教小孩講客語，他們

意識到，現在不推廣保存客語，經過幾代後將面臨客語滅絕的危機問

題；而大埔茶陽會館亦以房屋出租的方式，籌募經費為會員服務；另

馬六甲海南會館亦有董事會組織，積極造橋、辦學。馬來西亞居民學

習諸多語言，包括馬來語、英語、華語等，在多語言的環境之下，當

地客家人努力保存華語、排除萬難推廣客語，實屬不易。 

 因氣候的因素，飛機延誤起飛，影響了抵達吉隆坡的時間。晚間

則在下榻飯店休息並準備接連幾天於馬來西亞客家會館的交流作

業。 

【本次出訪，賴主委朝暉特地準備了客家雜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簡

介、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簡介、東勢新丁粄節攝影比賽成果專輯及藍

染圍巾等送給各個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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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8 月 21 日 (星期三) 
●參訪馬六甲應和會館及客家公會(PERSATUAN KAUM 
HAKKA MELAKA) 
    本次出訪馬來西亞，第一個參訪的行程為歷史悠久的馬六甲應

和會館及客家公會(PERSATUAN KAUM HAKKA MELAKA)。一到馬六

甲應和會館，斗大顯眼「應運而興地靈人傑」、「和忠以濟近悅遠

來」的對聯映入眼簾，再向前走近，又見一對聯寫著「寧賣祖宗

田，不丟祖宗言」的古老諺語，相當發人省思。環顧四周，會館

大廳頂部以天井來達成自然通風及採光，牆上掛滿了有功者的照

片。「客人莫客氣！客人莫客氣！」馬六甲應和會館宋會長群禮先

生以客語說著，親切地帶領我們參觀會館，並為我們介紹馬六甲

應和會館的歷史淵源。  

【馬六甲應和會館外觀】 

    馬六甲應和會館成立於 1821 年，目前已成立 192 年，會員有

1000 多人，會館財產非屬私人，有董事會、婦女部及青年團運作，

會員入會即為永久會員。望眼一看，馬六甲應和會館大廳接近中



8 
 

柱處有幅棟對寫道：「堂構已嶄新當念先人出力出錢始貽規模於此

日」、「館基雖依舊惟願後起一心一德共謀福利及同鄉」，讓人不禁

感念客家先民從原鄉飄洋過海到異地開發時的艱辛，以及期盼後

進團結的殷切。 

【和馬六甲應和會館成員合照】 

    參觀完馬六甲應和會館，宋會長接著帶領我們前往「客家公

會」參觀，金黃色瓦片的仿中國宮殿式牌坊佇立於車水馬龍的馬

六甲中心，黑底黃字「客家公會」書法字象徵著客家人於異地默

默耕耘的族群意識，與後方馬來西亞政府官方建築形成強烈對比。

走上客家公會二樓，有辦活動的大禮堂，會館會員們分工合作地

動員，以辦喜事的心情忙著摺「馬六甲客家公會慶祝 74 週年會慶」

請柬。辦公室擺放有許多獎牌、錦旗及報紙報導，其中一面錦旗

寫道「雖隔千山萬水遠，無阻客家鄉情在」，令人感到客家社團精

誠團結的向心力。據宋會長表示，會館開會時規定以客語交流、

溝通，以貫徹會員勿忘「阿姆話」(母語)的宗旨。 

    馬六甲應和會館每年固定舉行春、秋祭等活動，亦設立獎勵

金制度，鼓勵會員子女認真向學。另外，會館亦定期舉辦義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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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熱心做公益。與會館人員交談之中，發現當地客家人亦有和

臺灣客家人一樣之「紅糟」這道客家料理，有趣的是，就「擂茶」

這道客家流行飲品，臺馬兩地口味不一，在臺灣喝起來是甜的，

馬來西亞當地口味是鹹的。 

    李先生說，在馬六甲，百分之九十九開店的都是華人，而馬

來人很少開店，當地客家人則以開中藥店及當鋪居多。 

 【馬六甲客家公會建築外觀】 【馬六甲客家公會附近的戶外天公爐】 

【馬六甲客家公會仿中國宮殿式牌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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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8 月 22 日 (星期四) 
●參訪雪隆嘉應會館(PERSATUAN KA YIN) 
    一大早用完早餐，我們利用短暫的時間到飯店附近走走，感受吉

隆坡夏日早晨的氣息，亦吸收芬多精。在散步途中，我們經過一所「南

開國民型華文小學」，該所學校其中有棟建物名為「茶陽(大埔)樓」，

經查，為茶陽(大埔)會館於 1949 年所創辦的學校。回到飯店，到了

和李先生約定會面的時間，即驅車前往座落於吉隆坡歷丹街上的雪隆

嘉應會館，展開第三天的參訪。 

【南開國民型華文小學的茶陽(大埔)樓】 

    一走進嘉應會館大禮堂，牆上展示了許多客家經典人物的特寫，

包括萬金油大王胡文虎、鄧小平、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葉亞來、宋慶齡、宋美齡等等，另有嘉應八賢包括宋湘、丁

日昌、張弼士、羅福星、丘逢甲、李惠堂、謝晉元將軍、黃遵憲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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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客家諺語、原鄉客家土樓、圍屋等。看著會館牆上所貼的客家

遷徙圖，顯示客家族群因為環境、政治等因素，從北到南、從原鄉到

海外呈現放射狀的遷徙，充分說明了馬來西亞會館林立的意義。  

    【位於吉隆坡歷丹街上的嘉應會館】 

    客家民系的形成歷史久遠，是移民文化亦是融合在地的獨特文化。

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尋根意識與鄉土意識，正是移民在離開祖居地之

後所表現對原鄉的眷戀，據悉，雪隆嘉應會館曾組團返回原鄉嘉應五

屬祖籍地尋根謁祖，進行尋根溯源之旅，即可想見客家人不忘本、飲

水思源之精神。雪隆嘉應會館早期因為體恤鄉民飄洋過海到馬來西亞，

無親、無依靠，所以會館扮演了照顧鄉民、落腳的性質。全馬來西亞

嘉應聯合會有 28 個屬會，負責聯繫全馬客家鄉親，另有新生代青年

會的組成，而臺灣目前無青年客家團，尚由學校教育著手。 

    隨著時代的演變，雖然會館已不如初始扮演著讓飄洋過海的會員

提供落腳之處的性質，但仍服務會員，給會員享有許多福利，例如會

館每年頒發約合臺幣 30 萬元之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勵金、補助會員

喪禮需求，幫會員保意外保險、急難救助金，同時，會員可向會館申

請貸學金，享有貸款免利息之優惠，由此體會會館照顧每位會員的用

心。 

    雪隆嘉應會館曾會長耿強介紹到，會館創立於西元 1898 年，「雪

隆」的由來是因馬來西亞地名「雪蘭莪」和「吉隆坡」合稱而命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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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會館設有秘書處、禮堂、會議室、研討室、關帝廟和廚房，寬敞

的禮堂為常年舉辦活動的場地。在禮堂後方，供奉著關帝廟，而令我

們感到驚奇的是，關帝廟下方和臺灣客家地區廟宇一樣，供有土地龍

神基座。雪隆嘉應會館為一組織健全的會館，目前有會員 4000 多人，

和臺灣社團不同之處，在於雪隆嘉應會館不向成員收取會費，每年召

開會員大會一次，每三年選出董事會成員 35 人，屬義務性質。而會

館的活動除了會員參與之外，也開放予外籍和非華裔人士參加。 

【雪隆嘉應會館供奉有關聖帝君及客家特有之土地龍神】 

    接著曾會長為我們解說道，嘉應會館聯合會今年將慶祝成立 115

週年紀念，會館舉辦的活動眾多，為推動客家文化傳承，同時出版「會

訊」，會館亦舉辦許多比賽，諸如「嘉聯杯全國客家傳統山歌及客家

流行歌曲比賽」、數學比賽、散文比賽、歌唱比賽、揮春比賽等。雪

隆嘉應會館分由董事會、婦女部、樂齡組及青年團運作。青年部成立

於 1977 年，常年舉辦許多學藝活動如書法班、繪畫班、金石篆刻班、

武術班、太極拳班等；婦女部成立於 1971 年，推動合唱團、插花班、

舞蹈班、烹飪班、民歌及山歌歌唱比賽等。近年來，嘉應會館由於樂

齡人數增多，為照顧樂齡會員，會館於 2000 年成立樂齡組，舉辦健

身操、太極班、舞蹈課、生日慶祝會及國內外旅遊。除了上述婦女部、

青年部及樂齡組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之外，雪隆嘉應會館常年舉辦週年

會慶、關帝誕辰、春秋二祭、新春團拜聯歡晚宴等歲時節慶活動，讓

全體嘉應會館同鄉成員互相交流情誼、增進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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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來西亞政府每年抽取 28%租金的情況下，雪隆嘉應會館以店

面租金作為會館收入，每年約臺幣 1100 萬元、定期存款收入(每年利

息約臺幣 20 多萬元)，作為辦學、舉辦各式各樣精彩活動的經費。除

此之外，會館也固定捐出部分款項作為社會慈善公益、辦理各項活動、

補助吉隆坡中國學校的辦學經費等，另每年定期頒發會員子女獎勵金

及大學院校貸學金，讓無依無靠、需要幫助的會員申請救助金。 

    雪隆嘉應會館於 1917 年創辦了一所中國學校，中國學校董事長

一職均由嘉應會館會長出任，該校目前已成立 96 年，學生人數約 800

多人，致力於培育和塑造優秀人才，於學校教授華語及客語，並讓學

童積極走出國外交流。辦校經費未仰賴當地政府資助，全由會館募款

資助，一切皆須自力更生，在許多鄉賢的熱心奔走、慷慨解囊之下，

於 1941 年落成使用，充分反映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精神。 

【雪隆嘉應會館創辦的中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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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雪隆嘉應會館進行客家文化交流】 

    在本次交流中，賴主任委員朝暉表示，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每年挹注經費新臺幣 3000 萬元推廣辦理客家活動，諸如客庄十二

大節慶東勢新丁粄節、促進客語保存、辦理客家歌謠活動、石岡土牛

客家文化館館舍藝文活動等，同時並鼓勵客家社團推動辦理客家活動。

賴主委提到，全臺灣約有 587.7 萬客家人，每 4 個人中即有 1 人是客

家人，臺中市約有 269 萬市民，客家人口數約 43.6 萬人，其中客家

人占 16.4%，約有 10 萬客家人居住在臺中市山城地區，更是全國大

埔客家語系最集中的地區，但因為通婚等因素形成融合，現在很難以

血統分辨客家人，普遍認為認同客家即是客家人；在客語向下扎根方

面，賴主委表示，臺灣部分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有安排老師教

客語，亦有客語薪傳師制度，負責在學校及社區教授客語。臺灣目前

亦推行客語能力認證的制度，為了鼓勵大家踴躍學習客語，19 歲以

下報名不需繳交報名費用，政府分別給予通過客語初級考試者臺幣

1000 元、中級者臺幣 5000 元、中高級考試者臺幣 10000 元的獎勵。

除此之外，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亦鼓勵學校參加歌謠比賽、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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飪比賽、客家小學堂等活動；於媒體方面，金曲獎亦頒發客家歌曲創

作獎、有客家電視臺及客語廣播電臺等。據會館人員表示，馬來西亞

當地看得到臺灣的客家電視臺，但是必須申請，而就電臺的部分，新

聞充其量只有播報一小節。 

【賴主委朝暉向雪隆嘉應會館曾會長耿強介紹本會客家活動刊物】 

    在和雪隆嘉應會館交流的過程中，曾會長耿強及本會賴主任委員

朝暉全程以客語交談，可能因為環境的關係，會館成員說起客語融合

了少許粵語和馬來語腔調，但溝通大致上沒有問題。李先生提到，當

地客家人說「謝謝」音似「嗯慨 (nˇ koiˊ)」，他們亦說與臺灣相同

之客家話「恁仔細」。   

    目前馬來西亞及臺灣所遇到的共同問題為客家社團成員普遍年

紀較長，鮮少青年主動參與客家事務，如年輕人較不太熱衷於回中國

原鄉參與家族譜的製作。而就客語溝通方面，臺灣客家族群腔調大致

上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及詔安五種腔調，馬來西亞的腔調則

分為河婆、海陸豐、大埔等，溝通腔調雖不太一樣，但不至於造成太

大的問題。  

    我們相信，唱歌是學語言最快的管道，臺灣的客家歌謠眾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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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嘉應會館文教部吳主任於會後，開心地和我們分享並哼唱了「天公

落水」這首耳熟能詳的流行客家歌謠。他們提到，雪隆嘉應會館有開

設山歌班教唱，而新加坡亦有客家山歌教唱，唱出中國原鄉代代相傳

並融合在地生活文化的山歌，和臺灣山歌不盡相同。臺灣山歌因地理

位置的不同，形成北、中、南各異其趣、融合在地生活的山歌歌詞及

曲調，顯見山歌傳唱無論於中國原鄉乃至馬來西亞，或於臺灣本地發

展，都會因地方的不同而形成差異性。 

【賴主委朝暉和雪隆嘉應會館曾會長耿強互贈客家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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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雪隆惠州會館(PERSATUAN FUI CHIU) 
       參訪完雪隆嘉應會館，下一個行程為參訪位於吉隆坡市中心的

雪隆惠州會館(PERSATUAN FUI CHIU)。歷經千辛萬苦，雪隆惠州

會館即將邁入 150 年的歷史，預計於明(103)年 8 月 16 日舉行 150 週

年紀念大典。在雪隆嘉應會館李先生的帶領之下，穿過熱鬧的茨廠

街(Petaling street)，即見壯觀的雪隆惠州會館大廈。甫進會館，迎面

而來的是如體育館般寬敞的大禮堂，令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禮

堂旁，惠州會館和嘉應會館相同，亦於會館內供奉關聖帝君。  

【雪隆惠州會館大樓外觀及寬敞的大禮堂】 

      150 年前，客家先賢葉亞來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上克服一切艱難

建立惠州會館，奠定穩固的基業。由於原鄉惠州人南遷，落根於吉

隆坡，同時也把客家文化和習俗一起帶來，惠州先賢於交通不便和

生活條件困苦之下，深感脫離母體後失去了民族的根本，因而對教

育下一代保留祖籍的傳統觀念毫不鬆懈，於 1913 年創立私塾學校，

教育同鄉子女讀書識字及傳承傳統中華文化，後經時代變遷逐漸發

展成現今 2000 位至 3000 位學生的循人華文小學和循人中學。 

    為了感念先賢葉亞來苦心創立會館，雪隆惠州會館每年舉辦《公

祭甲必丹葉亞來》儀式、辦講座及影像展，喚起後進關心前人豐功偉

績，惠州會館亦籌臺幣 480 萬去修繕葉亞來故居及文物館。會館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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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從照顧離鄉背井南來的原鄉惠州人服務，發展到創辦學校提

供教育機會、推動社區建設等，今日處處留下惠州會館付出的貢獻。 

【會館櫥窗內展示有許多獎牌】 

    惠州會館杜署理會長漢光表示，惠州會館入會費馬幣 100 元，而

惠州會館亦發揮團隊精神，照顧鄉親、聯繫梓誼，常年推動多項會務

活動，如新年團拜、春秋祭、經濟座談會、文化活動、華社交流會、

重修祖墳等，祭祀感恩並緬懷祖德。惠州會館謝會長立名亦表示，他

們曾經派員來臺北參加世界客屬大會，進行跨國文化的交流。   

【會館內供奉有關聖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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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隆惠州會館成員分為婦女組、青年組、康樂組及樂齡組，每一

組舉辦許多活動，如康樂組舉辦新春團拜、愛心布施團、開設卡拉

OK 學漢語培訓班、學生象棋比賽、迎新送舊除夕聯歡晚宴、民族舞

及現代交際舞班、瑜珈班、客家山歌班、合唱團、唱歌學漢語等，樂

齡組則成立合唱團。 

    會館除了常舉辦活動之外，也積極熱心做公益，籌措公基金，對

內頒發敬老金、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勵金以鼓勵惠州子弟勤奮向學、

籌基金頒發大學貸學金給有需要的會員子女，惠州會館也與奧林比亞

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協助惠州子弟獲取該學院大專獎學金；對外舉

凡印尼海嘯、臺灣莫拉克風災、中國汶川大地震等，主動發動募款跨

海捐助。另外，惠州會館也定期和惠州市外事僑務局、惠州市人民政

府聯繫，互相關心會務狀況，提升會務管理。  

    每年的農曆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亦為我國的全國客家日，

是客家人獨有的特殊節慶，相當具文化傳承意義，惠州會館謝會長立

名於交流時亦提到，會館和臺灣同步，也開始訂定天穿日這個深具文

化意義的節慶。  

    相對於許多客家會館是由經歷資深的成員擔任，惠州會館現任會

長為從英國留學回國的年輕人，曾擔任青年團總秘書，會館團員們紛

紛表示非常樂見由年輕人加入會館，任重而道遠，新生代的加入不僅

能讓會館帶來創新的氣象，老、中、青三代成員的兼具也讓會館更欣

欣向榮。 



20 
 

【賴主委朝暉和雪隆惠州會館互贈客家刊物及出版品】 

 

【和雪隆惠州會館進行客家文化交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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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8 月 23 日 (星期五) 
●參訪巴生福建會館(PERSATUAN HOKKIEN KELANG) 
     8 月 23 日為此行結束參訪客家會館回臺灣之日，用畢早餐，隨

即驅車前往吉隆坡機場搭乘下午 2 點 40 分飛往臺灣的班機。在前往

吉隆坡機場的路上，雪隆嘉應會館李先生利用短暫的時間，帶領我們

參觀成立於 1977 年的「巴生福建會館」。 

【巴生福建會館外觀】        【會館內樑柱掛滿原鄉縣名大燈籠】 

    甫進會館，即見會館的大禮堂內掛滿許多大燈籠，每一個燈籠皆

代表著原鄉的縣名，例如詔安、惠安等。禮堂外的公佈欄展示有會館

相關活動的新聞報導，而巴生福建會館亦舉辦了相當多元的活動。 

    離開巴生福建會館，在李先生的安排之下，品嚐馬來西亞道地的

肉骨茶後往吉隆坡機場前進，約下午 2 點左右抵達機場，搭乘下午 2

點 40 分中華航空 CI722 班次飛機回臺灣，結束 4 天 3 夜參訪馬來西

亞客家會館行程。 

    從 8 月 20 日因班機延誤到 8 月 23 日回國這段期間，承蒙馬來西

亞雪隆嘉應會館全程安排專車接送，嘉應會館李紹昌先生全程陪伴、

介紹等，相談甚歡、受益良多並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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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千年榕樹共條根，天下客家一家親；一筆難寫兩個家，隔山隔

水難隔心」雪隆惠州會館紀念特刊內頁中的一句話，道盡了族群意識

的向心力已超越地理界線的隔閡。推動客語保存是當前共同的使命，

全世界目前約有 6500 萬客家人，其中臺灣客家人約有 587.7 萬人，

有鑑於客家語言及文化因長期受到忽略及相對弱勢的不利因素，近年

來客家委員會及地方政府客家事務專責機構致力於推動客語復甦及

客家文化傳承工作。 

    此趟參訪馬來西亞客家會館之行，獲益良多，有感動，亦有感慨。

分析如后： 

一、 海外多語言環境如何保存客家文化 

    馬來西亞種族多元，是個多語言並行的國家，如馬來語、英

語、華語及其他如印度語等少數民族語言，馬來西亞官方語言為

馬來語，為了增加國民於國際上的競爭能力，英語亦為其官方語

言，於是當地華人客家人必須努力先求保住華語，再談客語保存。

海外客家人很省儉，但為了推動保存客家文化、聯絡感情、促進

鄉誼及共謀鄉親福利，出錢出力設立客家會館，為社團群策群力、

慷慨解囊，在政府不支持的處境之下，狹縫中求生存，籌辦華文

學校、辦活動、做公益、拓展會務等，從馬來西亞處處客家會館

林立，突顯出族群性的強韌即可得知。相對於臺灣客家有政府支

持、無華語保存等問題，馬來西亞客家人突破困境、排除萬難，

用血汗淚水編織出輝煌燦爛的精神，令人感佩。  

二、 制度管理健全  

    在行政制度管理方面，馬來西亞政府對當地社團及會館管制

嚴格，新任理事所有文件資料皆須向政府報備，包括新任理事是

否曾經有無涉及違法等紀錄，會館會議紀錄亦須每年向政府陳報，

董事會議一年最少須召開三次會、一次會員大會等，若三年未陳

報相關報告文件，則社團必須面臨取消的懲處。但根據李先生的

陳述，雪隆惠州會館一年即召開了六次會，顯見種種規定不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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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擊垮客家人運作會館的心，更加深了彼此之間團結合作的互助

精神。一般而言，會館召開董事會和常務董事會，常務董事會即

是會前會，會員先有提案討論，重要的提案亦於董事會召開時提

出。而在政治方面，華人較馬來人罕有機會能任要職，加上華人

在馬來西亞的課稅比重高，無論就公民政治代表性及稅金繳納方

面，當地華人皆位於不利的處境，在處境艱難的情形下，先賢創

業維艱、艱辛經營及推動客家會務精誠團結的精神，著實不易。 

三、 海外客家會館動員能力強 

    會館的性質類似同鄉會，除了聯誼互助之外，尚有自保的功

能，多延續原鄉地名，如惠州、應和、嘉應、茶陽 (大埔)會館等，

另有以客家公會來命名，如馬六甲客屬公會。海外客家會館動員

能力強，舉例來說，世界廣東聯誼會將於今(102)年 11 月舉辦，

會館成員們紛紛著手進行準備； 9 月 23 日為馬來西亞客聯大會，

各個會館、社團亦熱絡聯繫、分頭準備中。海外客家會館靠著凝

聚團結、福澤鄉梓的精神，無論是會館內的活動，抑或是聯合會

活動，皆責無旁貸地齊心上下動員。除此之外，馬來西亞華人亦

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功能，建立「馬來西亞華裔族譜中心」網站，

足見先賢後進們雖然先後遷徙至異地，仍不忘本鍥而不捨地對自

身根本追根溯源。  

四、 新生代加入，任重而道遠 

    許多會館將成員分為婦女組、青年組、康樂組及樂齡組，各

組成員發揮所長於會館事務上，以達到薪火相傳、承先啟後的鵠

的。雪隆惠州會館現任會長為從英國留學回國的年輕人，老、中、

青三代成員兼具為會館帶來創新的氣象，成員們紛紛表示樂觀其

成。會館草創之初為對原鄉文化懷抱熱忱的先賢，不屈不撓地在

異地籌辦會館，後因大環境改變，國家政策取向、通婚、同化等

因素，導致客家文化傳承的銜接及維繫上出現危機，如何鼓勵及

培養新生代踴躍加入客家社團為臺、馬客家社團共同面臨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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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馬兩地客家文化異同  

    經拜訪馬來西亞客家會館後，在訪談過程中了解到，當地客

家人在歲時節慶、客家美食、客家衣飾、客家文物等方面，各有

特色。如歲時節慶方面，馬來西亞部分的客家會館亦延續臺灣訂

有「天穿日」，雖然相對臺灣而言簡化許多，但充分顯現了客家

人敬天地、愛惜自然及環保等時代精神；除此之外，馬六甲應和

會館亦提到，在中元節時，他們亦會在門口準備豐富的菜餚祭拜

好兄弟，這點與臺灣習俗相同。 

    就客家美食方面，部分客家菜是臺灣鮮少品嚐的，如「釀豆

腐」為中國原鄉客家三大名菜之一，根據北方釀餃子演化而來，

原鄉蕉嶺人、南雄人和梅縣人各有不同的做法；而「梅菜扣肉」

和「客家擂茶」則為臺馬兩地共同的傳統客家菜，兩地客家人，

多以擂茶熱情待客。另外，雪隆嘉應會館牆上展示了許多原鄉客

家美食，馬來西亞客家人除了入境隨俗融合、改良當地食物之外，

亦延續原鄉，多食畚箕粄、薑絲大腸、算盤子、釀豆腐、炸春捲、

鹽蒸鴨、梅菜扣肉、豬腳薑、鹽焗雞、油餜(ㄍㄨㄛˇ)子、蘿卜

粄(即臺灣客家之菜頭粄)、笋(ㄙㄨㄣˇ)粄等客家菜，和臺灣客家

人所食不盡相同。 

六、 成員關係的培養不可忽視 

    在參訪會館中，發現每個會館的成員雖然忙著會務活動，但

氣氛融洽，歡笑聲不斷，上下皆熱衷於會館事務的運作。雪隆嘉

應會館李紹昌先生及馬六甲應和會館宋會長群禮先生提到，氣氛

好、互相關心為經營會館、維繫成員關係、增進團結精神不可或

缺的要件之一。部分會館由於缺乏溝通、成員們向心力不足而面

臨解散、停止營運的結局，相當可惜。所以，會館的經營除了組

織健全、制度完善等要件之外，成員關係的培養亦不容忽視。在

馬來西亞，不管是客家會館抑或是福建會館，會館間皆互相有聯

繫，相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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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豐富國際化視野  

    在參訪雪隆嘉應會館及雪隆惠州會館之際，皆有成員表示曾

拜訪過臺灣，其中嘉應大會曾約有 30 人組團來臺。說起臺灣，

成員對臺灣有不少的認識，他們略知臺灣屏東的「六堆」及客家

文化，反觀臺灣學生對東南亞客家文化較少涉獵。苗栗客家文化

園區全球館內展示有星馬客家文化，臺中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

土牛客家文化館目前展示以臺灣客家文化為主，為了提升民眾國

際視野，充實國外客家文化知識，增加星馬客家文化展示區亦可

列入未來規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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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本次出國，重點於參訪馬來西亞的客家會館，期望藉由此次觀摩，

能夠了解異國客家文化、社團動員、會館運作情形等。4 天的參訪行

程，獲益良多，無論於各個會館成員為客家事務聯繫、奔波、團結的

態度，及邀請單位為我們誠摯的解說、人員與交通上作最好的安排、

會館熱情的款待等，皆令我們印象深刻。 

    走在馬來西亞的市中心街道上，發現馬來西亞吉隆坡都市綠化比

例高，即使身處在都市中，仍保有相當程度的綠美化，草木繁盛、離

離蔚蔚，這是臺灣很難得見到的情景。 

    此趟觀摩異國客家文化，不僅豐富個人視野，亦感受到除了臺灣

之外，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馬六甲等地，仍有許多客家鄉賢在艱難的

環境之下，努力不懈地推動客家語言的保存與客家文化的傳承，無私

貢獻、勞心勞力奔走，猶記得會館成員們不斷重申努力推動家中小孩

要講客語、讓客家語言文化能傳世綿延認真的神情。 

    此行參訪客家會館，帶來相當大的收穫，相信爾後不論在客家社

團運作、動員、客家生活環境營造、客家文化節慶活動等客家事務規

劃與執行上，都將有嶄新的思維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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