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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人文之驛」系列活動《中華文化系列》專欄（六十七）

《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與中華文化傳承》
施沛琳

自18世紀起至20世紀初華人向南移民至

馬來西亞以來，華人社群、華文教育和華文

報刊成為華人承傳中華文化和凝聚華人民間

力量的重要工具。尤其是華人社群在海外華

人的影響力中更有其重要地位；本文以2019

年4月一次馬來西亞考察行程心得為例，初

探海外華人社群對中華文化傳承之重要性。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三大民

族來自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據不完全統

計，現階段華人約佔兩成多，主要是明清到

民國時期，從福建、兩廣和海南等一帶遷移

過去的中華民族後裔。初訪這個南洋國度，

明顯感受到中華文化與多元種族融合而且

扎根的情形。2019年清明前夕，自吉隆坡入

關，先在馬國首相署和聯邦行政中心座落

的布城(Putrajaya)初逛，市景中之英國殖民

遺存雖然猶存，並不失為一座新舊輝映、東

方色彩與西方文明有機融合的新興國際大都

市。

一、參加第三屆開漳聖王文化節論壇
2019年是「開漳聖王」陳元光誕辰1362

週年。4月4日至4月8日清明節期間，馬來西

亞檳城大山腳陳氏穎川堂舉行春祭慶典暨第

三屆開漳聖王文化聯誼大會，此為此行主要

進行之考察活動；那次活動時間點選在清

明，以中華傳統節日舉辦活動，本身即體現

了中華文化認同的標誌。

主 要 來 自 潮 汕 與 漳 州 泉 州 的 陳 氏 宗

親，落籍馬來西亞北部檳城州境內大山腳超

過一百六十年，為大山腳最多人口的姓氏；

陳氏穎川堂建成至今有五十多年。陳氏一輩

任重道遠，對華族前途責任重大；宗親亦人

才濟濟，名成利就，享譽國內外。一些熱心

社會公益的宗親更受封賜各級勳銜，為陳氏

一族增添榮譽。

這一點從穎川堂所舉辦的祭祖活動可

見一斑。4月6日的宗親祭祖活動，來自當

地、馬國其他地方甚至包括菲律賓之鄰近國

家的宗親全湧進這個約二十萬人口的威省中

部城鎮。尤其在活動高潮的晚宴中，兩個禮

堂坐滿了超過一千五百人的宗親，其宗族向

心力不言而喻；此一令人震撼的宗親活動，

也再度顯示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底蘊。研討

會、晚宴結束後當晚，亦同時舉辦民俗活

動，當地熱鬧非凡。 

陳氏不僅祭拜舜帝，亦感念神格化的

開漳聖王及陳政陳元光父子，這股強大的凝

聚力證明：文化與歷史互為依歸；文化是歷

史的反映，歷史是文化的積澱。文化的形成

以史為據，一旦成型，即牢不可破；在馬來

西亞華人身上，不僅顯示現深厚的中華傳統

文化底蘊，亦將可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

與傳承下來。

馬來西亞第三屆開漳聖王文化節在檳

城威省大山腳穎川堂于4月7日隆重開幕。來

自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和信眾三百多人聆聽

了此次論壇。包括：湯漳平、王建紅、王琛

發、湯毓賢與本文作者等人均在論壇中進行

學術論述。 

不僅在海外華人地區，眾所周知，即

便在台灣地區，民間信仰與閩台移民歷史有

著密切關係，島內的宮廟隨著先民開發逐漸

成型並經歷台灣地區社會發展。台灣人民供

奉開台先民從大陸分靈的神，演繹保境安民

維護一統的故事，傳承中國文化。拜同廟、

奉同神即閩台關係密不可分的最佳見證。台

灣地區的民間信仰，早已與人民生活融為一

體，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各處所見的

宮廟不僅是信眾心中神聖的膜拜重鎮，更是

各地以廟為中心的社會發展中心。神明、宮

廟與當地的商業結構早就互為依存，成為彼

此的一部分，從其歷史過程與現象探視台灣

社會進程，可作為兩岸融合發展之參考。

無庸置疑地，開漳聖王文化是海內外

開漳將士後裔和海峽兩岸同胞及東南亞開漳

聖王信眾共同的歷史文化遺產。開漳聖王文

化是中華文化的分支，也是閩南文化的根基

與核心，具有中原血性、楚越情懷和海洋特

質。

二、參訪行程陳氏宗親相關機構
1.陳氏書院

二十世紀初始建的陳氏書院，位于吉

隆坡市中心。在陳氏書院副院長陳國強先生

帶領下抵達書院門口，一下子就被嶺南式建

築所吸引住；該書院仿廣州陳氏書院風格建

造，現為馬來西亞重點歷史文物。聽到陳宗

長講述華人在異域的奮展歷史，尤其說到一

段華人被囚禁在書院對面的集中營（就是現

在的中華大會堂）時，陳宗長望著遠處的大

會堂，以近乎哀傷的口吻說出族輩的遭遇，

令人感同深受。

2. 吉隆坡馬來西亞陳氏宗親總會

與隨後抵達的漳州市雲霄訪問團先在

吉隆坡會合，一行人參觀了吉隆坡馬來西亞

陳氏宗親總會。馬國華人社團主要分血緣組

織與地緣組織，成立于1988年的陳氏宗親總

會即為一個血緣性組織。以雲霄燕翼宮為主

的訪問團成員拿出了他們從家鄉帶去的族

譜，與宗親們相認並交流。對著族譜，兩方

漸漸有了交集，也能互相連繫起族脈淵源。

三、參訪檳榔嶼上的華人宗祠 
姓氏宗祠在海外華人心中是凝心力的

代表，承載濃濃鄉情。十九世紀中葉起，

邱、謝、楊、林和陳氏構成當地早期社會重

要的福建聚落。五大姓紛紛在檳城建立了

以「公司」為名之聚落，每個公司又以宗祠

為中心。參加論壇空檔中，頂著正午烈日參

觀了兩處華人相關聚點「謝公司」與「邱公

司」。

作為以姓氏為主的福建村落有機體之

血緣鄉團組織，「公司」在海外華人心中尤

其在馬來西亞，承載的不僅是濃濃鄉情，亦

為凝心力的代表。十九世紀中葉起，邱、

謝、楊、林和陳氏構成當地早期社會重要的

福建聚落。五大姓氏紛紛在檳城建立了「公

司」聚落，每個公司又以宗祠為中心；這五

大姓氏宗族也因此構成當地早期社會重要的

「福幫」勢力。在十九世紀中葉起，五大姓

紛紛在檳榔嶼喬治市牛干冬街頭，南至社尾

街一帶建立了個別的公司聚落。每個公司都

以宗祠為中心，圍繞三或四面屬於公司的街

屋。這種互為毗鄰，緊密且帶有防禦性的同

姓聚落，是移民社會中罕有的聚落型態。

其中，成立于1810年的「世德堂謝公

司」，其族人來自海澄三都石塘社。對外門

道走進去，穿過門樓回頭抬望，看到的是門

額上題刻的 「池塘春草」四字；那是六朝

世族詩人謝靈運《登池上樓》詩的名句「池

塘生春草」縮略而成的額題。祠堂建于1858

年，主海峽殖民與獨立後建築風格。大體保

留了閩南風格但小細節中又顯殖民風味，比

如正門前的一對石獅和地磚。「謝公司」正

門當年曾為宗族作育英才辦學的育才學校，

如今只剩下校名題刻與門聯了；1941年12

月，因日軍南侵並登陸檳島而停課之後；戰

後卻不再復課，改由宗祠資助學雜費讓宗族

子弟在外就學了。如今猶存的舊題刻，成了

早年宗祠辦學的歷史見證。

此外，參訪「龍山堂邱公司」；其族

人來自現廈門海滄新陽新垵村。從外頭大銃

巷，穿過一個過街樓，經兩排十九世紀排

屋，繞過戲台，視野豁然開朗，一棟精緻堂

皇的宗祠就聳立在花崗石廣場上。邱公司核

心建築「龍山堂」隱藏在一片縱橫網布的店

屋和排屋之內；整體格局完整，會館的附設

建築、大戲台和供宗族族人居住的19世紀晚

期排屋，均保存完好，是檳城歷史最久的華

人會館。

邱公司是馬來西亞華人姓氏宗祠組織

中最特殊的一個；不只宗族龐大，迄今還延

續近六百五十年相當程度的宗族體系，更因

擁有緊密圍合的「公司」建築群和金碧輝煌

的祠堂而享譽國內外。

四、參訪大山腳北海王爺信仰宮廟
有 閩 南 人 的 地 方 ， 多 數 可 見 宮 廟 林

立；隨著時代變遷，地域轉換，這些宮廟除

了維持著早期信仰與聚落中心作用，並擴展

出多面相功能。此行亦于行程空檔間參觀大

山腳北海靈星堂、靈應社、三保宮與天地堂

等王爺廟宇，在馬來西亞大山腳北海王爺廟

明顯地產生另一種醫療的社會功能。路過偶

遇檳城大山腳一所華人供奉保生大帝廟宇洪

山宮；現代化設備、熱心公益的志願服務人

員及等待看診民眾，真心受感動。同行的馬

來西亞道理學院院長王琛發老師解釋說，王

爺信仰宮廟在發展過程中，馬來西亞王爺廟

延續了閩南村落祖先神的精神，這點與台灣

的「去瘟神」思維有所差異。

施醫贈藥的醫療服務與辦校興學的教

育服務是大山腳閩南人信徒為主的宮廟的兩

大特色。例如：靈星堂與另一所主祀保生大

帝的洪山宮均有施醫贈藥服務，而靈應社興

辦勵華學校，三保宮與天地堂興辦益僑學

校。另外，文化論壇與晚宴舉辦場地的日新

獨立中學則為大山腳福德正神會所辦；創立

日新小學，是由當地巴剎街原有福德正神會

所辦之義學改制而成。校名曰「日新」蓋取

湯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

即便是隱身于市井中的大山腳玄天廟亦辦有

義學堂。

五、結論：文化的記憶、認同與建構
五天論壇與參訪行程雖短，走過吉隆

坡雪蘭莪州印度文化園區的黑洞與檳榔嶼街

頭上，深深感受到馬國多元文化，然而中華

文化卻佔主導地位。處處顯示在街頭的招牌

中，清一色是以閩南、潮汕或粵語等方言拼

音，加上華人聚集的宗祠宮廟等建築，幾乎

是完整地將原鄉的建築模式複製在彼地，以

中華文化向南洋傳播、並與多元文化融合且

深根之實例視之，亦值得關注。

在面對海外華人的社會發展議題時，

一般以「離散族裔」的鄉愁記憶看待。這一

點，雖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看法，不過，不論

其造成離開故鄉的原因動機與過程為何，儘

管到最後可能「他鄉變故鄉」，但其對母族

原鄉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身份建構的渴求卻是

相同的。

文化認同與文化身份建構來自于文化

記憶，其概念包含某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所

特有的、可以反覆使用的文本系統、意象系

統、儀式系統，其「教化」作用服務于穩定

和傳達那個社會的自我形象。奧斯曼稱文化

記憶為「記憶形象」；「文化記憶有固定

點，一般並不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通過

文化形式（文本、儀式、紀念碑等），以及

機構化的交流（背誦，實踐，觀察）而得到

延續。」

這些節日、儀式、詩歌、意象等，形

成了「時間的島嶼」，在日常的交流中並不

因為時過境遷而消失；集體經驗通過文化型

構而「結晶」為文化記憶。

因此，文化記憶衍伸為文化認同與對

文化（或民族）身份的追求。至於這種記憶

到底是不是來自鄉愁，可能有，也可能沒

有；但無論如何，文化記憶是延續歷史文

脈的基礎，從馬來西亞大山腳陳氏宗親重大

祭典活動中，亦能證明。留住鄉愁記憶，是

延續歷史文脈的基礎。文化是歷史的反映，

歷史是文化的積澱。延續歷史文脈，責任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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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中正學院第九任校長授職儀式
體總會長陳著遠監誓葉啟明校長履新

菲華體育總會訊：菲律濱中正學院

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在

思源體育館隆重舉行第九任校長授職儀

式。

菲華體育總會會長兼創會理事長陳

著遠，同時也是中正學院校董會名譽董

事長擔任監誓員，主持宣誓儀式。

菲華體育總會理事長陳友民、副理

事長陳義維、副秘書長許麗容、常務理

事胡爾濃、林文誠、黃婉容博士等出席

觀禮與祝賀。

洪瑞山
慨捐竹林總團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

本總團名譽副理事長洪瑞山大哥榮膺大

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理事長，於六月

十二日假座龍珠海鮮樓隆重舉行六十八

連六十九屆職員就職典禮。賀客高朋滿

座，慶典大會氛圍非凡。

洪瑞山大哥素著慷慨豪爽，謙謙君

子，禮賢下士，智商高築，人脈廣積，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環繞群綸，獨領

風騷，商會在其領導下，更加燦爛輝煌

定可期。者番榮膺高位，即場慨捐本總

團菲幣叁萬元用作福利，善行高義，殊

堪欽佩，特藉報端，以予褒揚，並申謝

忱。

六蘭堂助學金接受申請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訊：本會為關懷家境清寒的六姓宗親子

女之求學困況，接受申請2022 - 2023年度助學金補助申請，相關條款

臚列如下：

1. 凡本會會員子女肄業于本國華文學校中、小英漢兼修者，均可

申請。2. 申請人須為該名族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其申請不可超過兩名

子女。

3. 申請個案須有本會現任兩位理事加簽擔保，如無加簽者，恕不

接受辦理。

4. 申請時需提交上年度正本成績單作為佐證，其學業平均分數

在80分以上，主要科目需全部及格，操行在乙等之上，方符合補助要

求。申請人需同時提交成績單及學生證之影印本。

5. 由于疫情期間，請事先致電本會辦公室聯繫，填妥後送回審

查。

6.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八月十日為止，逾期恕不受理。

7. 本會地址：4th Floor, Liok Lan Tong Foundation Bldg., 1201 

Benavidez Street, Tondo, Manila。

電話：8254 8247 

手提0947 386 0230

清真堂週日召會
旅菲清真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訂于2022年6月26日(星期日)上午

10時，假會所召開六月份理監事會議，報告及討論有關會務。會後假

富華麗鮑翅海鮮酒家(原新華鄉)Fortune Mansion Seafood Restaurant 1013-

1015 Maria Orosa Street, Ermita/用餐，是次餐會由副理事長丁勁榆、郭

榮賢兩位宗長招待。 屆時務希本會全體理監事撥冗出席參加，共商

策議，以利會務之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