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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代價很小又很可行的途徑。

他接著說，今年四月，雪梨及墨爾

本之行，仔細觀察這兩地唐人街都非常

乾淨漂亮，也因為有當地政府的支持，

逐漸成為觀光客必遊之處，除了傳統港

式餐廳外，具台灣特色的冷飲店像是鮮

芋仙，生意特別好，也佔有一席之地。

今天所談的三個唐人街是雅加達、砂勞

越及加爾各答，除了雅加達外，其餘兩

個可算是冷門的唐人街，希望下次座談

會，來談談雪梨及墨爾本唐人街，屆時

可邀請本會雪梨分會會長黃呂美蘭及墨

爾本分會會長王桂鶯現身說法。

趙麗屏主持座談

此次學術座談，由常務理事趙麗屏

主持。她曾任緬甸歸僑協會理事長，緬

甸僑生來台就讀甄選考試，僑委會都是

委請她到緬甸各大城辦理，說她是在台

灣的緬甸事務專家，當之無愧。

她說，她來自緬甸仰光，回台灣定

居已超過五十年，利用這機會談談她故

鄉仰光的中國城。1967年前，緬甸尚未

排華，仰光中國城橫跨十個大街，靠北

大街多為廣東人，臨海南大街多為福建

人，唐人街雖無中國式牌坊，但是中國

式建築及宗親會館林立，中文招牌隨處

可見，尤其是過年，舞龍舞獅，燃放鞭

炮，熱鬧至極。但是1967年排華暴動一

起，中國城遭受破壞，大批華人外移，

有的回大陸，有的到台灣，以前都是中

國人的中國城，被緬甸人及印度人攻

陷，華文招牌一夕之間頓失，華人僅剩

下30%左右。二十餘年後，排華之風己

熄，中國城逐漸恢復生機，華人人口也

升至50%，中文補習班林立，宗親會館

也開設中文班，中文招牌又恢復了。這

說明了中國人的堅韌性及延展性，她引

用唐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簡

短介紹仰光中國城，也希望下次有學者

來談仰光的唐人街。

她說，世界各地唐人街都會受到

當地排華事件的影響，仰光如此，砂勞

越、雅加達及加爾各答也不例外，尤其

是雅加達更為嚴重，今天邀請學者以田

▲右起：鍾適芳教授、曹淑瑤教授、趙麗屏常務理事、陳鴻瑜教授、黃建淳教授。

雅加達、砂勞越、加爾各答
三地的唐人街

「唐人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第三場學術座談會

▓長弓

華僑協會總會繼101年10月及102年

1月舉辦兩場「唐人街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微型學術座談會，探討紐約、吉隆

坡、哈瓦那、首爾、橫濱、琉球久米村

等六城之唐人街，深獲與會者好評。延

續這股熱潮，再接再厲，復於102年5月

10日，舉辦第三場唐人街學術座談會，

邀請淡江大學教授黃建淳、東海大學教

授曹淑瑤及政治大學教授鍾適芳，漫談

他們經由田野調查所知道的古晉客家聚

落的變貌、雅加達唐人街、印度加爾各

答華人。單從地點來看，便是極吸引人

的話題。

陳三井的開場白

本會理事長陳三井說，數十年來，

有不少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甚至是社會

學家從事於世界各地唐人街的研究，拓

展了不少領域，做出相當傑出的貢獻，

也提出各種不同理論，形成各種流派。

過去有個主流但不是很公正說法，泰

半是社會學家的觀點，那就是把唐人街

描述成「骯髒落後、藏垢納污、幫派叢

生、欺詐成風」的萬惡之地，僅為不懂

英語的早期定居華裔及後來華裔移民，

提供自我生存的封閉社區，這是過去的

一種說法。但是現在的唐人街，已經轉

型蛻變成充滿生機、快速發展的華人社

區，在這一特殊的社區當中，華人移民

能在完全陌生的國度和文化環境中，找

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和環境，為自己找出

一個喘息和生存的機會，同時也能保有

自己特殊的文化和習俗。客觀地說，唐

人街的存在確實為大多數華人的生存和

發展以及迅速進入主流社會，提供了一

▲理事長陳三井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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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印尼距荷蘭人母國太遙遠了，而

此地又位於赤道，既炎熱又有傳染性疾

病，對生活在溫帶的歐洲人來說，難以

適應，因此少有荷蘭人移民，招募母國

的人力是失敗的。反而是華人處於明朝

統治時期，人口膨脹，沿海福建、廣東

兩省，地狹人稠，生活困難，當荷蘭人

向中國招募人力開墾時，便有大批華人

來到巴達維亞。巴達維亞的東半部有華

人聚落，而西半部地區大多為華人所控

制。華人活動區域大多是限制在荷蘭所

規劃的區域裡頭，荷蘭人稱華人居住區

域為「華人監光或唐人監光（Chinese 
Kampong）」。這個城市因為有大批華

人的湧入，變得有活力。

血流成河的紅溪慘案

荷蘭人在建立巴達維亞城時，其

實對周邊土著原住民聚落並沒有完全收

服控制，鄰近的萬丹王國與英國交好，

英國失去雅加達之後，轉到萬丹建立他

們的商館，直到1683年，荷蘭才降伏萬

丹王國，完全控制爪哇島。其後，荷蘭

人允許華人走出巴達維亞到萬丹種植甘

蔗，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掌握蔗

糖銷售，主銷到波斯地區，因為利潤很

高，華人也雨露均霑，賺了不少錢。直

到1720年，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經手買

賣的蔗糖成本太高，競爭不過印度、孟

加拉，原本獨攬的波斯市場遂由印度、

孟加拉取代。巴達維亞積屯的蔗糖賣不

出去，造成價格大跌，為了挽救糖價，

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限制蔗糖產量的措

施，然卻造成糖廠倒閉，眾多華工失

業。

惟恐失業華工動亂，影響統治，

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計畫將失業華工移

民到荷蘭所控制的錫蘭島，因為當地欠

缺勞工，既可解決錫蘭缺乏人力問題，

又可解決巴達維亞失業華工問題，可說

是兩全其美，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起擬

▲1740年10月紅溪慘案。

野調查的經驗來談此三地唐人街，精彩

可期。

曹淑瑤談「印尼雅加達唐人街」

曹淑瑤說今天主題〈雅加達的唐人

街〉，唐人街顧名思義就是在海外某一

個城市的角落，住著一群中國人，因為

不懂當地文化、語言，無法融入當地社

會，大家必須聚集居住在一起，過著遺

世獨立的生活。雅加達唐人街的形成較

為特別，因為在這個城市興起時候，大

批華人散居在這個城市每一個角落。雅

加達在荷蘭人未抵達之前，只不過是爪

哇島上土著生活在一起的小聚落，直到

15世紀末16位紀初，英國人、荷蘭人陸

續來到印尼群島，從事胡椒、荳蔻、肉

桂等香料買賣，但因為他們都不懂印尼

話，也不知要到那裡去收購這些香料，

因此就須在沿海地區活動，而在沿海地

區就住著原住民聚落，他們就與這些聚

落的土酋簽訂契約，然後在這個聚落建

立起他們所謂的factory，也就是所謂的

商館。

荷蘭統治三百多年的巴達維亞

雅加達位在爪哇島西北部沿海地

區，原是英國人與當地土酋簽訂契約的

活動區域，而荷蘭人為了建立自己香料

買賣基地，於是在1618年年底與英國爆

發激烈軍事衝突，荷蘭東印度公司戰

勝，將英國人趕出這個區域。因為戰事

激烈，英國人所建立的商館幾乎全毀於

戰火，而原本住在此地的土著也被荷蘭

人趕走。荷蘭人在這片廢區上重新建蓋

起城堡，並以荷蘭當地部落族名「巴達

夫」作為新城市之名，改稱為巴達維

亞，以紀念其祖先。直到1942年，二戰

時，日本人佔領印尼群島，為了拉攏印

尼人，於是將巴達維亞重新改名為雅加

達。戰後，印尼獨立，這個城市維持當

地印尼人古老傳統名稱，一直稱為雅加

達。

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建城以來，一直

發展到今日，原先建立的城堡僅僅是現

在大雅加達地區的一小部份而已。華人

在雅加達活動區域從17世紀巴達維亞建

城開始，一直到現在，仍不脫四百年前

區域，像是班蕉蘭區有許多中國廟宇，

留存至今。

華人監光是唐人街的濫觴

1619年開埠初期，因雅加達位於

沼澤地上，建城時為了排水，將母國城

市規劃模式移植到東方殖民地，修築了

許多運河，此舉被當地土著誤以為荷蘭

人想念故鄉，因為在阿姆斯特丹、鹿特

丹等大城就有很多運河。由於有這些交

錯運河，提供了華人經商買賣運送的便

利捷徑，因為那時沒有火車與汽車，所

以商品大多仰賴船運。整個城市以中間

的大運河為界線，區分東半部及西半

部。東半部地勢較高，建成華人所稱的

「荷蘭人王城」，乃是因為在荷蘭東印

度公司統治下的華人，將公司總督稱為

王上，王上居住及辦公行政區域稱為王

城。統治階層的荷蘭人，人數較少，為

了保護自身安全，築起高牆，外圍有運

河，成為護城河。若土著暴動反抗，可

據守城堡反擊。王城除了荷蘭人外，華

人也居在內。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整個印尼

作為其殖民地，為有效控制這廣大殖民

地，一定要有足夠人力來協助管理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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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不可思議的是還可以造槍砲，擁

有自己的武裝部隊。這三家公司中以蘭

芳公司最為知名，史料文物也最豐富，

1884年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沒收後，這些

文物史料現都存於雅加達歷史博物館。

蘭芳公司的創辦人是來自廣東梅

縣的羅芳伯，又稱為坤甸王，蘭芳公司

又被稱為蘭芳共和國，由其留下豐富史

料，可知其規模之龐大。黃建淳為了找

尋羅芳伯的史料，曾經到他的家鄉出生

地梅縣作田野調查，他出生的房舍雖簡

陋，但迄今都保存很好。

荷蘭勢力伸入西加里曼丹

17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藉船

堅砲利優勢，控制爪哇島，1823年，勢

力延伸到婆羅州，有效控制西加里曼丹

兩個港口，一是位南的坤甸，一是位北

的三發，一南一北，箝制這三大華人公

司，1824年甚至收買蘭芳公司第五任領

導人劉台二，使得原本獨立自主的「大

唐總長」變成受制於人、反被冊封的甲

必丹。另外一家大港公司亦遭荷蘭收

買，公司領導人也成為冊封的甲必丹。

甲必丹的英文名稱為captain，甲必

丹的主要功能在於幫助殖民政府宣導政

令，管理所屬的華人族群，成為華人族

群與殖民當局間重要橋樑，也就是18、

19世紀間殖民國家如英國、荷蘭在殖民

地推行的間接管理制度，由華人甲必丹

來管理華人。也因為受到殖民當局的箝

制，原本公司內部自主的權力消失，產

生內鬨，相互爭執甚至內戰，有些人或

不願寄人籬下，或敗戰為寇，與母公司

分道揚鑣，自立山頭，另謀出路。1830
年，蘭芳公司領導人之一的劉善邦率眾

約千數百人出走，翻山越嶺，千里跋

涉，到砂勞越北方的石隆門，組建十二

公司，所謂十二公司是指有十二位大股

東組成的公司。而大港公司也難逃荷蘭

東印度公司的征服，它的殘部逃到英吉

里利，成立十五公司，也就是由十五位

大股東組成的公司。

英國勢力瓦解三大華人公司

1841年，英國人詹姆士布魯克受

汶萊王國蘇丹冊封，肇建砂勞越王朝，

首府在古晉。砂勞越王朝肇建初期，勢

力尚不穩固，不敢攖擾財大勢大的十二

公司，雙方締約以砂勞越河分治，也就

是砂勞越王朝承認十二公司統治石隆門

區域合法地位。1846年，詹姆士引導英

國艦隊佔領汶萊，砂勞越王朝不再受汶

萊冊封，成為一個獨立王國，1850年還

受到美國政府承認。1852年，詹姆士羽

翼漸豐，要求與十二公司共採礦權，同

時要求十二公司對於刑案不得私了，必

▲古晉客家聚落地理位置圖。

「錫蘭勞力輸送計畫」。執行輸運前幾

天，居住在Chinese Kampong華人，聽

到「荷蘭人不安好心，要將失業華工騙

上船，運到印度洋餵鯊魚，而不是送去

錫蘭安排工作」謠言，一群華人開始反

抗。荷蘭人是少數統治者，對於平日溫

馴的華人竟會暴動反抗，在錯愕之餘，

採取強力武力鎮壓，1740年10月，全城

一萬多名的華人慘遭毒手，這就是「紅

河慘案」或「紅溪慘案」。紅河非地

名，而是血流成河、染紅大地之意。巴

達維亞大屠殺之後，城內華人減少，有

些華人便到外圍定居。

荷蘭歷史學家包樂石認為，華人聚

落發展過程中，Chinese Kampong原本只

是一個四百人的小村落，因為華人陸續

遷入，最高曾到一萬人餘人，可稱之為

華人市鎮，但「紅河慘案」後，華人往

城外疏散，Chinese Kampong華人減少，

印度人及爪哇人趁機移入，華人不再是

絕對多數，逐漸演變成今日的唐人街。

華人在印尼生活是很辛苦的，因為

統治者可以運用暴力屠殺，來調節華人

的人口。

多次排華後的徹悟

印尼獨立後，因恐共症，曾經有

兩次排華事件，一是1958年，一是1965
年，禁止華文、華語，開閉華校，禁止

公開慶祝華人的宗教與文化節慶，如農

曆新年、舞龍舞獅，這兩次排華事件導

致唐人街面貌的改變。最近一次是1998
年5月，亞洲金融風暴重創印尼經濟，

印尼政府為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援助，

承諾取消汽油補貼，提高油價，此舉引

發印尼人不滿，認為印尼經濟之所以破

產，主要是掌控經濟的華人所造成的，

遂將怨氣發洩到華人身上，導致1200多
人在騷亂中喪生，其中大部分是華人，

5000多間華人商店和住宅慘遭燒毀。

此後，中國崛起，世界大環境的

巨變，自2000年起，印尼華人可以在公

共場所保留民族風俗習慣，印尼政府允

許社會大眾開辦華文學校或其他外語學

校，學校可自行安排及決定課程推動華

語文教學。由於華文解禁，雅加達唐人

街的繁榮指日可待。

黃建淳談古晉客家聚落的變遷

今天談的主題是〈婆羅洲砂勞越、

印尼邊境客家聚落的變貌〉位在古晉附

近，古晉郊區有座三山國王廟，是客家

人的信仰中心，黃建淳以他實地訪談見

聞，略述他所知道散佈於現在馬來西亞

砂勞越州及印尼西加里曼丹州兩國邊境

客家聚落歷史，這個地區位在西婆羅州

西北角，因為金、銀、錫、銻等礦藏豐

富，所以有「新金山」之稱。早在18世
紀中葉，聚居了將近九萬名華工，他們

多來自廣東海豐、陸豐、梅縣、惠來、

大埔等地客屬，以血緣、地緣關係，前

仆後繼來到此地，一圓淘金的發財夢。

三大華人公司主宰砂勞越

這些同宗同鄉們聚成一個個小團

體，稱為「山沙」，相互幫忙。爾後人

口愈來愈多，規模愈來愈龐大，他們彼

此之間不斷結盟，最後發展成員工數以

萬計的大型公司組織。就西加里曼丹來

說，有三家最龐大華人公司，一是三條

溝公司、一是大港公司，另一是後來居

上的蘭芳公司。每個公司都有自行鑄

造的錢幣、關防、圖記、旗幟及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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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大專僑生暑期社團研習會

本會委託中國青年救國團7月19日至

24日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行之「102年
大專僑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來自台

灣大學、中興大學等大學馬來西亞、香

港等地11位僑生，與本地二百多位各大

學學生，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打

成一片，分享經驗。

7月24日舉行結訓典禮，秘書長劉本

炎率組長張國裕、總務夏敬華出席，頒

發11位參訓僑生獎狀。

結訓典禮上，救國團主任張德聰一

句「大家來自不同地區與家庭，卻在這

個時候聚在一起學習，可見大家都有相

當緣份」，同學回以熱情掌聲。他勉勵

大家實現今天研習主題「夢想驛站」，

他引用耶魯大學校訓指出的人生五個階

段，一是追尋生命的意義；二是追尋良

師益友；三是追尋終身發展的職業；四

是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五是建立幸福

家庭。六天五夜的學習，就是學習前四

個階段，對大家的一生或有重大影響，

同時在研習中也可以找到合適的另一

半，朝第五目標邁進。

劉本炎曾於民國54年參加此研習

會，特別拿出他珍藏近半個世紀已經泛

黃的研習手冊秀給全體學員看，手冊內

有一位最特殊學員的簽名，那就是總統

馬英九的姊姊馬以南。

他說，48年前他也在金山度過六

天五夜的學習，在這裡所學的是學校裡

學不到的，其中最重要是的團隊合作，

個人英雄主義在當日社會是不存在的，

所講求的是團隊精神，也只有團隊合作

才能實踐夢想，創造驛站。最後，他以

「他保留了48年前研習手冊，希望大家

也能保留研習手冊48年」作結語。

僑生何瑤芳代表學員致感謝詞，她

說她是香港僑生，隻身到台灣念書，最

▲秘書長劉本炎持48年前研習手冊秀給學員看，勉勵大學生要有團隊精神。

須送交砂勞越王朝處理。與此同時，又

在緊鄰十二公司地盤採礦。這種極具挑

釁的動作，讓十二公司覺得生存備受威

脅，於是在1857年，劉善邦率眾五千餘

人，每人掛上三山國王的護身符，乘船

數十艘南下古晉，一路殺進詹姆士官

邸，詹姆士落跑，而被殺死的英國青年

廚師，劉善邦以為就是詹姆士，認為戰

役已勝。未幾，詹姆士結合土著勢力反

撲，劉善邦部隊遇土著武力，節節敗

退，不幸戰亡，十二公司群龍無首，殘

部逃到石隆門一處山洞避難，然為政府

軍發現，火燒山洞，據估約有1500人死

於洞內。

黃建淳說他曾到過這個山洞，仍

可見白骨殘骸，陰氣森森，當地人稱之

為鬼洞。後人為紀念劉善邦，蓋有善德

廟，楹聯曰：「三公建業，盟誓百年，

心身為社稷；義結金蘭，功虧一簣，血

淚染山河」。

一百多年來，石隆門已成為客家族

群聚落。另外二家公司大港、三條溝亦

難逃如十二公司的宿命，瓦解崩潰。

黃建淳在石隆門做完田野調查後，

回到古晉，再飛到印尼西加里曼丹首府

坤甸。古晉到坤甸航程不到一個小時，

他說吃完點心飛機就要降落了。坤甸有

大批客家族群，不下20萬人，由於印尼

排華嚴重，直到1998年西加孔教華社總

會結合當地58個華人社團，從事社會公

益及文化教育，影響力極大，但不能涉

入政治活動。在坤甸，黃建淳拜訪了西

加里曼丹省副省黃建杉，他也是客家人

後裔。

黃建淳認為，即使今日十二公司的

遺跡，早為叢林蔓草所淹沒，但緬懷先

賢為求存而抗暴，不屈不撓至死方休，

在在顯示華人「生於憂患，志在生存」

之堅忍不拔的特性，所以十二公司雖敗

猶榮。

鍾適芳加爾各答華人的聚與散

鍾適芳以〈邊界移動200年─印度加

爾各答華人的聚與散〉為題，播放2012
年2月她在加爾各答塔壩（Tangra）拍

攝的客家人生活30分鐘影片，塔壩的華

人99%是湖北客家人，大多以製革、餐

廳、美容業、洗衣、牙工為主要職業。

鍾適芳說，華裔印人的職業，大多處於

種姓制度的底層，但仍需技術。舉例來

說，「牙工」並不是合格的牙醫，只負

責幫人鑲牙、洗牙和拔牙等技術工作。

直到1950年代，印度有牙醫系後，才發

放執照，在印度任職的牙醫，大部分都

是華人。

她說，這並非學術性的研究，而是

透過紀錄片前期田野調查，訪問近百位

客屬華裔，編織出加爾各答的華人200年
離散史，紀念加爾各答華人祭祀的共同

先祖楊大釗。

世界各地唐人街歷史開拓視野

陳三井總結表示有三點感想：一

是有關世界各地唐人街歷史，不管是影

片、照片，或田野調查，或當地華人訪

問，都很歡迎；二是以前開眼看世界，

現在我們要開眼看世界華人奮鬥史來拓

寬視野，很多華人奮鬥史值得研究探

討；三是舉辦唐人街座談會應該要繼續

辦下去，那是僑協之責。希望以後出專

書，讓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歷史獲得深入

的探討。（作者為本會會員）

▓衣  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