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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是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除本地馬來西亞

住民外，有印度人、中國大陸、香港的華人，其中當然

包括來自中國沿海的客家族群。在新加坡，客家人為照

顧同為離鄉背井來新加坡打拼的同鄉，透過組成會館，

提供生活與工作上的協助，而歷經時空的轉變，會館的

功能也逐漸轉型。由於在新加坡政府推行國際化政策下，

大量推行華語與英語的使用，對各族群在方言使用上產

生排擠效應。新加坡在方言使用人口與傳統文化傳承流

失嚴重的今日，客家會館肩負起傳承的使命，透過各式

活動的舉辦與推廣，使客家文化與語言能永續流傳。 

囿於出國天數有限，本次參訪新加坡客家會館以茶

陽(大埔)會館、豐順會館、南洋客屬總會會館及惠州會館

為主，藉此分享彼此傳承經驗，共同為客家文化、語言

傳承打拼。 

壹、 出國人員名單 

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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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光裕 客家事務委員會/組長 負責文化參訪、交流活動 

聯繫、協調各項事宜 

高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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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先賢常言道「有海水、陽光的地方就有華人，

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這句話不只是形容客家

人口多，分布廣，也道出客家人為了理想，願意離鄉背

井，前往異地奮鬥的硬頸精神。客家人具有勤儉樸實、

刻苦耐勞的天性，即使必須披荊斬棘、遠渡重洋也不畏

懼，因而造就了世界各個角落均有客家族群足跡現象。

除了鄰近的臺灣與香港外，就屬東南亞地區居住著為數

眾多的客家人，而在新加坡，可從會館與各氏祖祠林立

的現象中可以證實。 

由於新加坡政府未提倡客家文化與語言的保存與推

行，使得客家文化與語言面臨流失嚴重的危機，而客家

會館自然肩負起此項重責大任，透過平時活動的舉辦、

聚餐或是原鄉參訪，一來可以藉此團結鄉親，聯繫感情，

二來更藉此增加會員們開口說或聽客語的機會，在耳濡

目染之下，使年輕一輩的客家人可以認識到客家語言和

文化，而會館的功能便能充分展現。 

在臺灣，除了有中央政府設立客家委員會推行客家

事務外，在各地方政府亦設立有相關單位推行各式客家

活動，相較於新加坡，雖已經受到政府較多的重視，我

們仍然可借鏡新加坡的會館推行經驗，學習如何活絡國

內外客家族群間的交流，並促進民間社團積極主動參與

客家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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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過程 

一、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第一天 

5 月 20 日 

(星期二) 

7:10  桃園國際機場起飛(長榮航空 BR225 桃園-新加坡) 

12:40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13:30 抵達新加坡 AMARA 飯店(地址 165 Tanjong Pagar 

Road ) 

15:00 參訪茶陽(大埔)會館(Char Young (Dabu)Association) 

第二天 

5 月 21 日 

(星期三) 

10:00 於下榻飯店集合出發前往豐順會館(FOONG SHOON 

FUI KUAN) 

13:00 參訪南洋客屬總會(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與

惠州會館(WUI CHIU FUI KUN) 

第三天 

5 月 22 日 

(星期四) 

10:00 參訪永定會館(ENG TENG ASSOCIATION) 

14:00 參觀客家宗祠(仿土樓建築) 

16:00 參觀城市蓄水池-濱海堤壩 

第四天 

5 月 23 日 

(星期五) 

10:30 於下榻飯店集合出發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 

13:10 新加坡樟宜機場起飛(長榮航空BR226 新加坡-桃園) 

17:1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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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內容與參訪 

(一) 第一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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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員包括綜合業務組劉組長光裕及高組員珮雯，一行三

人於 5 月 20 日(星期二)在桃園國際機場搭乘早上 7 點

40 分長榮航空 BR225 班次前往新加坡，而於中午 12 點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在完成入關手續後，由新加坡茶

陽(大埔)會館林道豐與藍詩章先生接待，在前往下榻飯店

前，路途中，熱情的林先生與藍先生親切地介紹的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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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族群是不斷遷移的族群，而其移居海外的落腳

處分布於世界各地，除了我們瞭解的臺灣外，也有龐大

數量的客家人遷移至東南亞各國。依據數據資料顯示，

東南亞各國的客家人口約 350 萬，表示海外客家人裡約有

85%的人口都集中在東南亞，因此本會去(102)年參訪馬來

西亞吉隆坡，而今年則選定新加坡為本年度參訪對象，

目的即在於借鏡該國在客家文化與語言傳承的豐富經

驗。 

儘管東南亞的客家人口占海外客家人口人數較多，

卻自古以來不佔優勢地位，族群間的排華效應與華人間

方言競爭常有耳聞，使得客家語言與文化傳承任務艱辛

困難，尤以此次參訪國家新加坡而言，政府方面擔心方

言的推廣可能有違國際化(英語學習)的政策推行，因此對

族群方言採取不推廣、不扶植，甚至打壓的措施，使得

客家語言與傳統文化面臨年輕一代客家認同以及客語衰

微。 

在東南亞的移民社會中，移民者會在移居地重建社

會組織互相幫助，因此，在檳城、麻六甲、新加坡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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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區，客家人甚至是最早創立地緣性會館組織的華人族

群，目的即在凝聚成員間的團結向心力，透過會館達成

其經濟、宗教與政治功能目的，而部分會館透過辦學，

提供了各族群在維繫其特殊的文化與方言的認同機會，

在此次參訪會館中，也聽到許多會館在過去辦學、辦醫

院的歷史。而自古以來，面對如此艱困的環境，客家族

群仍努力適應、積極融入移民國主流社會，也由於客家

族群強韌的在地適應性與同舟共濟的團結心力，使得客

家傳統文化與語言仍然可以永續流傳。 

 客家會館第一站：參訪茶陽(大埔)會館(Char Young 

(Dabu)Association) 

於下榻飯店放置完行李後，將此次參訪宣導品備妥

後(如圖 1)，隨即前往此次第一個參訪行程-茶陽(大埔)會

館(以下簡稱茶陽會館)。一抵達會館，由何會長、張秘書、

郭總務、何主任與藍先生共同為我們介紹茶陽會館的歷

史與目前的經營情形。 

 

 

 

 

 

 

 

 

 

 

 

 

 

 

 
【圖 1本次參訪，賴主委朝暉特地準備了本會發行的好客雙月刊、東

勢客家文化園區簡介、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簡介、好客 100句、東勢

新丁粄節攝影比賽成果專輯、2014東勢新丁粄節活動光碟、大海之

歌光碟、模樣。走進粄印下的時光印記專輯光碟等其他相關文宣品，

分送給各客家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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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先民移居到新加坡，為了讓無依無靠的客家鄉

親能團結、互相照顧，因而成立茶陽會館 (約 152 多年歷

史)，若是大埔人來到新加坡沒有落腳處，會館就能發揮

功用，提供他們住宿和伙食。茶陽(大埔)會館創建於 1857

年，歷經數次的遷址，終於 1988 年購得現址(芽籠 22 巷

29 號) 作為會所，並於 2002 年完成重建茶陽大廈，並恭

請時任副總理李顯龍鄉賢主持大廈開幕禮。目前有會員

3,500 名。社團規模堪稱新加坡之最，為目前新加坡客家

社團會員數最多之社團。 

何主任表示，茶陽會館是大陸「大埔縣」的宗親會、

同鄉會，命名來源是因為，初期茶陽會館只限茶陽鎮的

鄉親為會員，後期為了吸收更多會員而改為大埔縣鄉親

會館，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茶陽鎮因地勢低窪，部分鎮

民移居至大埔縣，因而將茶陽鎮與大埔縣的客家鄉親皆

納入會員招募的對象。茶陽會館在八年前建有會館大樓，

樓高三層，後來會員人數增加、活動頻繁，場所不敷應

用而重建大樓，2002 年 12 月 3 日，新落成的八層樓茶陽

大廈由時任副總理的李顯龍鄉賢主持開幕(圖 2)。 

 【圖 3茶陽回春醫社，現為國際區域性醫療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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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曾於 1890 年創立茶陽

回春醫社，並於 1998 年發展為

國際區域性醫療服務中心(圖 3)，

目前則由國際醫療集團接管經

營，繼續提供社區醫療服務，

而會館亦設立慈善股，持續關

懷貧困居民。另外，在 7、80

年前新加坡政府對於教育方面

是不重視的，所以教育責任落

在民間，公會則有責任教育下一代，讓下一代能有文化

教育成長，茶陽會館的啟發學校就在這時候誕生了。啟

發學校由小型學校漸漸擴大為大型學校，雖然已交由政

府管理，但是會館的董事會，透過諮詢委員會與學校作

聯繫，且支援學校的活動及經費，例如：成立中國武術、

夏令營、出國訪問、派學生出國考察、增加設備等。由

此可見，會館在移民始終，不僅僅只是扮演衣食父母的

角色，更一肩扛起教育與醫療之重責大任，然而隨著大

政府時代與福利國家的來臨，將逐漸減輕會館的重擔，

會館亦將經營重點放置於文化與語言的推廣與傳承上。 

該會創辦宗旨為：造福鄉親，培養後輩。因而，每

年都頒發「敬老尊賢度歲金」和「獎、助學金」。主辦

的活動更是多姿多彩, 例常的包括一些節慶，如：國慶、

會慶、春節團拜、春祭、端午節、重陽節、中秋節、教

師節聯歡晚宴等，但何主任也提及，在臺灣有以傳統天

穿日而訂定之全國客家日、新丁粄節、義民祭、桐花祭

等，非常具有客家特色的傳統節慶，反之在新加坡則無，

而在談及新丁粄節之添丁製作紅龜粄的傳統意義時，張

主任亦分享了在原鄉若家裡添丁時，則以掛燈的方式慶

祝添丁(添燈)(圖 4)。 

【圖 2茶陽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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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館中設置有會議室，平時作為研習教室，開辦

有關電腦軟體或程式語言的研習課程，讓會員們能培養

第二專長，使其在競爭激烈的新加坡能獨佔鰲頭。而在

會館中，更成立客家文化研究室與茶陽文物館(圖 6)，除

舉辦學術研討會和各地學者專家交流外，客家文化室也

鼓勵客家文化研究進行結集出版，已出版多本客家傳統

叢書。另外在展覽廳部分，自踏入文化館開始，牆上標

題不時的提醒著我們「情繫鄉梓」，秉持著飲水思源的

傳統，張主任先帶領我們認識大埔原鄉(圖 7)，在瞭解地

理位置後，再依序由食衣住行育樂逐一介紹(圖 8)，其中

更包含許多傳統建築模型的展示，有圓樓造型與伙房造

型(李光耀故居、張弼士故居)的建築，在張主任的介紹下，

我們彷彿身歷其境般的飽覽客家原鄉之美。 

【圖 4客家傳統民俗風情-上灯】 【圖 5客家傳統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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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談中，彼此分享客家族群在異鄉打拼與創業的

辛苦，在本市東勢區，過去大埔客家族群移居於此，曾

發展匠寮業與樟腦業，至今皆在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歷史

洪流中逐漸退色，在新加坡亦有相同經驗，過去客家族

群在新加坡多經營中藥店、當鋪、眼鏡行，如今，在企

業化經營效應下，傳統行業也受此潮流而被融合，取而

代之的是外資進駐的連鎖店。張主任感嘆表示客家族群

經歷了 5 次遷徙，其文化、語言、飲食與遷徙地融合，皆

難以追究其純正性。 

 

 

 

 

 

 

 

 

 

【圖 7張主任為我們介紹客家原鄉地理位置】 

【圖 6於茶陽文物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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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賴主委與何會長交換文宣品】 

【圖 8張主任為我們介紹客家文化-食衣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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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 5 月 21 日(星期三) 

 客家會館第二站：豐順會館 

成立於 1873 年的新加坡豐順會館，因為會所原址被

政府徵用，最後座落在芽籠區(Gaylang)，此處因未受到都

市重建的影響，已成為華人宗鄉會館最為集中的地區，

在這裡仍然可見許多殖民時期所建立的街屋。會館早期

肩負著豐順鄉親的生活安頓及聯繫工作，如今雖然以往

的功能不再，但是豐順會館仍然勇於轉型創新，甚至成

為發揚華人文化的重鎮(圖 10)。 

 

 

 

 

 

 

 

 

 

 

 

 

 

抵達豐順會館，迎接我們的是陳會長、楊主任與邱

委員，以及各式的水果與點心，讓拜訪的我們感受到濃

厚的好客之情。牆上展示著客家先賢來新加坡打拼的奮

鬥史與現今會員們平時辦理各項活動時的熱鬧情景。講

台上掛著自 1873 年至今，歡慶 140 周年紀念的帷幕，寫

著「雲起龍騰鵬萬里，風行社稷百四十年」，在這寬敞

的會議室與交誼廳，可以想像會員們在此慶祝這盛大的

日子與平時辦理各項活動時的盛況，而會館即扮演著凝

聚會員團結力量的角色(圖 11)。  

【圖 10參訪豐順會館合影留念，背景為會館慶祝 140週年慶祝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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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委員與楊主任提及，豐順會館的會員人數在新加

坡較少，原因在於來自豐順原鄉的人數相較其他客家族

群相對較少，反觀在泰國，人數較多，而泰國總理盈拉

即是來自豐順原鄉的客家人。在交談中亦提及年輕人普

遍不講客家話，客家語言跟文化的保存堪慮，僅能透過

團體活動的舉辦，盼能吸引年輕族群加入會館，凝聚向

心力，惟在活動的舉辨上，仍比照華人傳統文化活動為

主，例如端午節、中秋節，並無客家傳統節慶。 

言談中，楊主任透露目前將由豐順、永定及大埔三

邑組成的豐永大公會，即將打造一棟仿造永定圓樓結構

的客家文化館，內容除了展示客家先賢到南洋的歷史，

也希望透過正在建造中的圓樓結構，為新加坡客家人展

現新的面貌，成為新加坡客家人的文化標記。 

 

 客家會館第三、四站：參訪南洋客屬總會與惠州會

館 

行程來到客家會館第三與第四站，我們來到近金融

中心的地段，可想而知該會館占地的重要性。迎接我們

的是南洋客屬總會的何會長、張候任會長、楊副會長、

【圖 11陳會長為我們介紹會館的歷史與歷年所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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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涯橋教授、李總務、張候任總務、何主任，以及惠州

會館的蕭財政長、鍾總務。因參訪時正值惠州會館整修，

暫借用南洋客屬總會場地，因此，在參訪第三站與第四

站中，我們有幸與兩會館同時進行文化交流(圖 12、13)。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以南洋冠名的原因在於，創

立者剛來到新加坡時，需靠馬來西亞與緬甸的資金來建

設會館，因而以南洋來命名，有著飲水思源的用意。會

館自 1923 年 5 月初間發起成立，於 1926 年開始建築，1929

年 8 月 23 日舉行落成開幕典禮，成立迄今已有 79 年的歷

史。總會創立之初以聯絡屬人感情，促進工商業之發展，

及舉辦慈善、教育、公益事業為宗旨。會員分為團體、

商號及個人三種，總會目前共有屬團 24 間，會員約 3 千

7 百名。 

南洋客總自創會以來，雖然以照顧會員鄉親們的教

育、生老病死和聯誼鄉情為主，但也積極地超越族群與

各界聯繫，建立網絡，擴大交流、促進相互理解和合作。

客總感召所有的成員們，秉承客家作為歷史上不斷大遷

【圖 12與南洋客屬總會與惠州會館成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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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一支民系，除了安家落戶外，更深入移民地共同生

存，融入到當地的社會人群中，並融合客家文化和客家

精神到社會的各層面中。 

在訪談中，從南洋客屬總會在教育方面的建樹上，

得以感受到客家人重視「崇文重教」的精神。自 2007 年

全力協助落實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的“南洋華文文學

獎”計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了“新

加坡客家研究論文發表會”，並在其後資助出版了“新

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論文集，每年皆舉辦相關研討會，

出版相關論文集，並積極建立人才培育基地。另外更組

成客家合唱團分別在《中國北京第 10 屆中國國際合唱節》

以及《梅州國際山歌文化節》比賽中獲得多獎項；這些

獎項為客總以傳承華族文化作為己任得到肯定。 

 

 

 

 

 

 

 

 

 

 

 

 

 

而新加坡惠州會館成立於 1822 年，初名為「惠州公

司」，於 1889 年政府成立社團註冊局時，即行立案為法

定華僑團體，定名為「新加坡惠州會館」。而惠州會館

的宗旨為「聯絡鄉情、敦睦宗親、舉辦慈善公益教育、

共謀宗親福利」。除謀求宗親福利外，也協同廣、惠、

【圖 13與南洋客屬總會與惠州會館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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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各大會館，共同辦理當地所有公益慈善教育事業，並

設有互助會，藉此幫助有需要的會員，或提供資助學基

金，激勵莘莘學子力爭向上。 

在此參訪行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到會館在歷年來堅

守本位，服務社會，支持教育工作，多次發動籌募義款

行動，並積極地從文化側面加強會員們的匯聚力，提高

了新加坡客家文化軟實力，從中豐富客家鄉親們的氣質

和生活內涵。我們發現會館近年來更跨越國界，與海外

機構共同設立招商促進單位、海外人才培訓中心，更提

升國際的能見度；也積極於推廣各項創新計劃，使會館

能不斷創新，吸引更多會員的加入，是我們效仿的對象。 

 

(三) 第三天 5 月 22 日(星期四) 

 客家會館第五站：參訪永定會館 

設在尼路的永定會館是旅居東南亞永定同鄉最早的

社團，於 1918 年 3 月 14 日成立，目前會館有 500 多名會

員。會館在敬老、推廣母語文化、支持政府加強教育、

宣揚客家文化，以及促進新移民融合方面，非常積極。 

在踏入永定會館時，會館規模雖然不大，但簡單整

齊的擺設與各式客家文化展示的陳列，已讓我們深深感

受到會館對客家文化傳承的濃烈使命感(圖 14)。而迎接我

們的有曾會長、曾副會長、吳總務、徐婦女組副主任等

會員的熱烈接待，而桌上除了備有水果、麵包點心外，

更出現了這幾天未見到的客家傳統點心-紅龜粄，當日所

品嚐的紅龜粄餡料所採用的是綠豆，不同以往在臺灣吃

到的紅豆或花豆口味(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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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表示客家方言的推行因與國家語言政策(提倡華

語與英語)的衝突，使得客語的提倡在新加坡受到政府打

壓，更遑論提倡，政府更鼓勵社團舉辦活動或開會時可

多採用華語來溝通，使得客語的傳承受到嚴重的考驗，

反觀客家傳統習俗與文化的傳承，未與國家政策衝突，

反而受到較完善的保存(圖 16)。 

 

 

 

 

 

 

 

 

 

 

 

 

 

 

 

【圖 14會館內陳列著推行各項活動的感謝狀及獎牌】 【圖 15客家傳統點心-紅龜粄】 

【圖 16與永定會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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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中，我們得知永定會館正推行百年樹人計畫，

是由該會的文教股所策劃，會館每年都會贊助兩所學校

舉辦母語文化雙週活動，以富有創意又靈活的方式，服

務學校及文化團體，藉此傳承傳統客家文化。曾會長表

示，希望以富有創意又靈活的方式，服務學校及文化團

體，藉此傳承傳統客家文化。 

 

 

 

 

 

 

 

 

 

 

 
【圖 18與永定會館成員合影留念，並贈送感謝狀致意】 

【圖 17賴主委介紹本會贈送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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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客家宗祠(仿土樓建築) 

在與永定會館的交流中，得知新加坡因土地短缺，

必須為了長遠規劃而進行墓地的挖掘搬遷工作，而在新

加坡總理的帶領下，以身作則將先人的墓地遷移，採取

集中放置的方式，大大改善土地資源不足的問題。 

而在新加坡的客家鄉親為配合政策，興建了一座仿

土樓式的建築(如圖 19、20)，作為先人放存的地方，我們

也實地參訪了這個具有飲水思源、慎終追遠意涵的特色

建築，從中發現土樓建築的設計，除了讓室內空間明亮

外，也具有通風的功能，不禁讓人感佩先人的智慧。 

 

 

 

 

 

 

  

【圖 19】參觀客家宗祠，仿客家土圓樓式建築(外部) 

【圖 20】參觀客家宗祠，仿客家土圓樓式建築(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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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城市蓄水池-濱海堤壩(水資源博物館) 

在靠近新加坡的旅遊熱門景點金沙飯店附近，新加

坡政府為解決水資源缺乏的問題而興建之蓄水池-濱海堤

壩，濱海堤壩利用活動堤壩技術將新加坡三百五十公尺

寬的河口從東到西閂上。將新加坡河變成一個淡水湖，

新加坡河的水位會跟隨實時雨量及壩外潮汐而調節。堤

壩是由九扇巨大水平鋼製可前傾或後拉的水閘調節水

位。 

濱海堤壩利用整個新加坡河集水區回收淡水作食水

用途。當潮漲遇上暴雨時，堤壩內外的水位都可能處於

極高水平，這時新加坡河下游及市區一帶的淹水風險將

大為提高，為解除這個風險，在堤壩內建造九個抽水站，

在需要時協助水閘洩洪。 

新加坡公用服務局在濱海堤壩這裡設有一個三層高

的訪客中心，向訪客介紹設計理念。訪客中心更設有一

個電動模型，讓參訪者自行開動模型模擬，將更瞭解整

個濱海堤壩的操作原理(如圖 21)。 

 

 

 

 

 

 

 

 

 

 

 

 

 

 

【圖 21濱海堤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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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缺乏已非為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共同

面臨的窘境，此參訪行程，雖非本次參訪目的，卻也讓

我們見識到新加坡政府在解決問題時的積極作為。  

 

(四) 第四天 5 月 23 日(星期五) 

與茶陽會館的藍先生約定於早上 10 點離開飯店前往

機場，前來送行的有同屬茶陽會館的林道豐先生與何主

任，何主任代表茶陽會館贈送本會琉璃藝品，藝品是兩

尾魚的雕像，色彩斑斕猶如新加坡多元族群的融合，而

上頭更標示著「加強鄉誼，促進交流」，感念彼此共同

為客家文化及語言傳承的相知相惜。 

離開下榻飯店，在藍先生的介紹之下，品嚐新加坡

道地的肉骨茶後，隨即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約中午 12 

點左右抵達機場，搭乘下午 1 點 10 分長榮航空 BR226 班

次飛機返回臺灣，結束 4 天 3 夜參訪新加坡客家會館行

程。 

從 5 月 20 日到 5 月 23 日出國這段期間，承蒙新加

坡茶陽會館全程安排專車接送，茶陽會館藍詩章先生全

程陪伴、介紹等，相談甚歡、受益良多並滿載而歸(如圖

22)。 

 

 

 

 

 

 

 

 

 

 

 【圖 22何主任代表茶陽會館贈送本會琉璃藝品，「加強鄉誼，促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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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 

新加坡土地面積僅七百餘平方公里，僅臺灣的五十

分之一，幅員並不遼闊，且環敵強伺，卻能在獨立後 40

年內，排除各種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靠著獨特的

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成為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

中心之一，並迅速晉升至亞洲四小龍之列。在歷史背景、

地理位置、民俗風情來看，臺灣與新加坡有著非常相似

的歷史經驗，因此，透過參訪交流，可以彼此借鏡，相

扶相持。 

在新加坡的街道，甚至是整個城市，不僅綠美化推

行成果顯著，草木繁盛、離離蔚蔚，因而富有花園城市

的美譽，且空氣品質與環境清潔，都有國際城市的標準。 

回顧這 4 天的訪談行程，更能體會客家人「處處作

客，處處為家」的奮鬥歷史，客家人可說是天下為家，

以世界為家的特殊族群。千百年來客家人在各地開枝散

葉，難能可貴的是，大家各自仍舊保持共同的語言與文

化，聽得懂彼此的客家話，也能一同欣賞客家山歌，透

過這些娛樂活動來聯繫情誼，增進彼此情感。不管在新

加坡或是臺灣，在年輕一代中，皆產生客家語言與文化

的斷層，但欣慰的是，仍可看到政府單位或民間社團為

傳承而努力。此次參訪新加坡，該國因政府因素使客家

語言與文化在傳承上，長期居於弱勢，在會館的努力推

廣下，能持續保存，新加坡經驗可作為我國借鏡。 

在我國政府大力支持客家傳承下，新加坡各會館皆

表示讚揚與羨慕，雖然無奈卻不曾停下客家文化與語言

推廣的工作，因此我國更應妥善利用國家及社會資源，

加速客語復甦與文化傳承工作，並從此次參訪經驗中，

見賢思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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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帶來

更嶄新的思維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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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議 

此趟參訪新加坡會館之行，提出以下相關具體建議，

作為本會未來推動相關政策措施之參考及目標： 

一、 海外客家社團與本市聯繫交流合作 

海外客屬會議及交流活動每年於各地定期舉行，本

市若在經費允許下，應積極參與。另外對海外客家社團

應予以協助推廣會務，使客家文化在異鄉能生根結果。

透過定期交流與聯繫，不僅可以展現本市推行客家事務

的成果，亦可凝聚海外客家鄉親的向心力，例如本(103)

年東勢新丁粄節，邀請香港大埔縣旅港同鄉會以及大陸

梅州廣東漢樂協會來參與節目表演，並安排參觀本會轄

管石岡區土牛客家文化館，以增進文化交流。 

二、 辦理認識原鄉之旅，傳達飲水思源之感念 

在與會館訪談中，發現許多會館每年會安排認識原

鄉的相關行程，藉此讓年輕一代的客家族群甚至是非客

家族群，能有機會瞭解客家族群遷徙的歷史背景，喚起

飲水思源不忘本的心。尤其是豐順會館的陳會長，言談

中坦承，由於之前受西方教育的影響，他對中國原鄉並

沒有好感，對會館也沒有興趣，一直到擔任會館的董事，

參與返鄉活動回到豐順的家鄉，才深刻了解父母親當年

為何會離開故鄉，辛苦地來到新加坡打拼，陳會長覺得

有責任讓後代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以及了解自己的文

化。 

三、 培養民間社團對客家文化傳承的使命感 

在新加坡社團的運行模式與臺灣大不相同，新加坡

社團以會館模式組成，招募會員。在沒有政府的協助下，

會館透過募款或是出租會館資產，籌措資金以維持會館

運行。會館定期辦理各式活動，聯繫情感；提供獎助學

金，鼓勵會員們的上進心；定期出版會刊，展現會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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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客家文化傳承的成果，藉以凝聚會員向心力。而在臺

灣，在政府大力的扶植下，造成社團過度依賴政府補助

的現象，倘若政府單位無提供補助，或是補助不足，社

團便降低辦理活動的意願與熱忱。政府方面也研擬出督

導的配套措施，督導社團能更加積極辦理各式活動。因

此，政府單位如何扮演輔佐的角色，使社團化被動為主

動，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四、 持續擴大辦理各式客家傳統文化活動 

在此次參訪行程中，發現許多會館所辦理的傳統慶

祝活動，多是以華人為主，較少舉辦客家傳統慶典活動。

而在本會的宣導品中，介紹到有關東勢新丁粄節活動內

容時，會員們羨慕之情溢於言表。因此，未來建議本會

或各社團在辦理客家活動時，應秉持著保存傳統的精神，

同時加入創新元素，使客家傳統活動能吸引更多市民的

參與，增加客家文化的能見度。 

五、 增進客語使用率 

在新加坡與臺灣，在客語傳承上所面臨到的問題，

皆為客語使用率低，低使用率將影響客語的傳承。然而，

此次交流中，多使用華語居多，許多會館成員也坦承不

管是工作與生活中都很少講客語，更遑論要求年輕一輩

能講客語。相較之下，臺灣在中央客家委員會的努力下，

推行客語認證、客語家庭表揚、客語無障礙服務、推行

薪傳師補助，以及本會在辦理各項活動，大則為傳統慶

典活動，小至本會內部委員會議，皆使用全客語進行，

不僅增加客語使用率，更使非客家人在耳濡目染下能學

習客語，使客家語言能永續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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