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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馬六甲海峽與中國南部的

建築類型為切入點，對馬六甲海峽的

華人聚落中的廟宇與會館建築進行初

步探討，藉此在馬六甲海峽與閩南之

間進行一個中國建築文化圈的跨地域

比較研究。

一　歷史上的南洋

中國向海外移民已有兩千多年的

歷史，而其中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早

在公元前三世紀就已經開始。所謂「東

南亞」地區，通常包括下列各國： 緬

甸、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馬

來亞半島、汶萊、菲律賓等國。 在中

文文獻中， 常將南海各國稱為「南

洋」， 也有學者將印度和錫蘭（今天的

斯里蘭卡）也列入這個地區，雖然這兩

個國家更常被列入南亞。中國與南部

邊界各個國家的交往要比與海上各國

的交往為早。在大約公元前三世紀，

即有中國使者進駐安南（今越南中部一

帶）、 交 趾（現 越 南 南 部）、

扶南（柬埔寨的古代名稱），之後是

暹羅（現泰國）、緬甸地區，伴隨使者

之後的是僧人和商人。漢滅南越置九

郡1，其南越版圖起自廣東綿延至印

支半島。而中國與東南亞海上各國的

交往則遠遲於與陸路各國的交往，出

土於爪哇、蘇門答臘、汶萊等國的大

量中國漢代陶罐顯示的日期為公元前

45年。早期去南洋最著名的例子是公

元413年東晉法顯和尚以旅行僧身份訪

問爪哇，他是乘搭印度商船先到達印

度，然後是錫蘭。當他途經或者是爪

哇、或者是馬來亞的甚麼地方，見不

到一個華人面孔而僅偶然見到中國的

扇子時，禁不住熱淚盈眶，因為他已

經遠離中國在外雲遊十三年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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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960-1279）起，由於造船

業的興盛發展，使得中國與南海諸國

建立了廣闊的貿易網絡。「巿舶之設，

始於唐宋。大率夷人入巿中國，中國

而商於夷⋯⋯。」3泉州在1087年建立

了第一個巿舶司，至「隆慶改元，福建

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

西二洋，蓋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

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羅諸國。⋯⋯

漳販西洋，泉販東洋⋯⋯」4。馬來亞

各島上的第一批華人聚落到十三世紀

才出現。最早的華人居留地之一是三

佛齊5。因其地處馬六甲海峽，使它

在歷史上成為馬六甲海峽的中國帆船

和印度商船的重要停泊港口之一。因

而沿岸地帶有特別多的中國居民和聚

落。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屬明初鄭和

的七下西洋。他在爪哇發現到許多中

國人的居留地，如棉蘭、巴鄰旁、泗

水，這些地方都曾是中國人早期的貿

易據點。而在馬六甲海峽的另一邊，

也即是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檳城及新

加坡，在鄭和以前，還沒有發現任何

大規模的華人居留地。鄭和的七下西

洋，掃清了南洋海盜不斷騷擾出沒的

航線， 促進了中國商人、手工業者隨

後的大規模移民。 鄭和主要從兩處啟

程， 一是江蘇省的劉家港， 二是福建

省的長樂。此後，更多的出洋者從閩

南的泉州港和漳州的月港沿³鄭和的

航線伴隨季風而泛舟南中國海上。隨

³明朝帝國的衰亡， 未曾再見到鄭和

時代海上稱雄的壯舉。但是華人大規

模下南洋的高潮卻是從明末至清初開

始的。當時由鄭成功所領導的反清復

明運動，建立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帶包

括福建、台灣和許多其他島嶼的版圖

在內的反清政權。 滿清政權聲稱要將

福建、廣東和浙江沿岸地帶變為無人

區， 這更加劇了沿海一帶的居民紛紛

外逃。此外， 除了政治原因，嚮往異

域他鄉、能在祖先開拓的地方過上好

日子，也是他們移民海外的強烈動

機。

到了十七世紀後期，廈門成為了

向東南亞移民的一個重要跳板，形成

了向東南亞各國的空前規模的移民浪

潮。另一個造成移民的前提是開發東

南亞各國（馬來亞、印尼等國）的天然

資源對華人的需要。隨³歐洲人海上

航線的開發，繼葡萄牙人於1511年對

馬六甲的開發及隨後荷蘭人於1648年

的接手，1786年英國人對檳榔嶼的開

發和1819年對新加坡的開發及其後的

海峽殖民地的建立，均為華人的經濟

發展及隨後的經濟地位提供了廣闊的

背景。由於地理上的接近和氣候上的

相似，東南亞各國和中國南部沿海地

帶的交往最早是通過廣東和福建而實

現的。沿³這些華人先輩的海上航

線，在馬六甲海峽兩岸出現了許多暫

時與永久性的華人聚落，例如印尼的

巨港曾被認為是最早的永久性華人聚

落之一。永樂初年，三佛齊為爪哇所

破，廢為舊港。從文獻所知， 在巨港

的早期華人以與當地人同樣的方式建

房築屋，另一方面，他們居住船上，

隨波逐流。最早在巨港的華人據說是

僧人、商人。在馬六甲海峽另一側的

馬六甲，與中國發生密切的關係則始

於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之後6。當

鄭和於1408年第一次到達馬六甲時，

那J並無華人居住，大多數是穆斯

林，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爪哇

無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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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洋最早的中國式建築

在十六世紀葡萄牙時期的馬六甲

地圖上，有³中國村、漳州門的字

樣。有學者由此認為，馬六甲最早的

華人來自福建漳州8。第一任華人甲

必丹鄭芳揚，創建了馬六甲海峽

最早的華人廟宇，即馬六甲的青雲亭

（封三下）。此外，也有其他歷史遺_

足以證明在馬六甲的早期華人聚落的

存在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在葡萄牙

時期的馬六甲，華人的數量僅僅為

三百到四百。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

司成立，使得雅加達於1611年成為東

印度公司的重要據點。而在1641年，

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得到馬六甲後，馬

六甲繼雅加達之後成為東印度公司的

主要前哨。根據荷蘭所採取的政策，

所有途經馬六甲海峽的中國船隻必須

停靠馬六甲港口方可駛離馬六甲海峽。

這種狹隘的政策從反方面加強了馬六

甲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在1677年，一

艘帆船從馬六甲駛往泉州，回程運載

許多來自閩南的貨物，一種說法是有

許多福建人隨船返回馬六甲。由此，

我們可以假設自此之後，來往於馬六

甲和閩南之間的船隻更加強了從福建

向馬六甲海峽的移民。在那一時代，

馬六甲的華人總數為1,142人，荷蘭時

期的馬六甲並不鼓勵華人聚落的發

展，然而，華人人口到1750年還是增

加到2,161人。到底這種增加在多大程

度上來源於移民，在多大程度上來源

於與當地人通婚的自然增長，我們不

得而知。一個阻礙馬六甲華人發展的

重要因素是，馬六甲的港灣太淺，容

不下現代船隻（封三上）。

在鄭和所用的航海圖上的另一

個重要地點是馬六甲海峽的檳榔嶼。

當1786年，檳城被英國人佔領時，居

民主要是當地土著，他們多從事貿易

和漁業。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檳城

設立港口時，僅有少數華人居住在檳

城。這些華人先民尋找貿易和生存機

會，一些人從事城內的勞動，而其他

則從事郊外的農耕及香料與蔗糖的栽

植生產。這個口岸的興旺，導致更多

華人移民湧入。一般公認，檳榔嶼是

馬來西亞第一個華人大規模湧入的地

方，這些移民有的來自馬來半島其他

地方，後來更多人來自中國。在檳城

之後，華人移入馬來西亞的人數大大

圖1　馬來西亞檳城

之華人舊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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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究竟在十九世紀以前檳城有多

少福建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

據統計，在十九世紀的30與40年代，

每年到達檳城的「新客」大約在2,000-3,

000人。從檳城的歷史遺_看，我們

可以發現許多歷史建築和歷史遺_與

早期的福建人聚落有關（圖1、圖2）。

據說，新加坡最早一批華人來自

馬六甲。當1819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建

立殖民地後，第一艘運載華人的船隻

於1821年由廈門抵達新加坡。在1819年

到1919年的100年間，每十年中，華

人的社會生活都有極大變化。最初，

各個種族的移民在他們喜歡的地方居

住，後來，萊弗士對新加坡進行了規

劃，劃出了華人的區域和馬來人的區

域，根據他的方案，所有華人都應該

離開新加坡河北岸，居新加坡河以

南。儘管新加坡華人有³同樣的傳統

文化和習慣，但這仍不足以將他們形

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來自福建、廣東

與浙江的移民，其建築形式彼此相

異。

三　建築南漸的模式：
從廟宇到會館

在早期的海峽殖民地中，不可能

有許多移民來自同一個村莊或鄰近的

村莊，當華人初到異地時，他們不能

將建築從家鄉搬到新的地方，所能帶

去的唯有習慣、民間傳統、制度以及

對家鄉及祖先的記憶與印象，所有這

些都是廟宇與宗祠建築存在的社會基

礎。慢慢地，廟宇與宗祠所包含的血

緣、宗族關係延伸到職業圈，就成為

會館等建築的社會基礎。以新加坡的

福建人為例，他們先開始組織興建宗

祠，這通常與廟宇緊密相連，之後是

興建會館。

這種從廟宇到會館的模式甚至反

映到其功能的關係上。如果我們仔細

考察馬六甲海峽的廟宇與會館，就會

看到，馬六甲的廟宇大多有會館的功

能。一般說來，先是廟宇提供了建築

的場所和空間，隨後則是會館借助於

這種空間發揮職能的組織形式。要討

圖2　馬來西亞檳城

的港口區



94 景觀

論這種模式的展開，首先必須討論南

洋中國廟宇供奉的神祇，其代表了移

民的普遍文化信仰。在馬六甲海峽，

華人廟宇供奉源於中國南方省份的神

祇。有兩種廟宇最為普及，一種為天

后宮，另一種為大伯公廟。這兩種神

祇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廣為供奉。

天后被公認為海上平安神，曾經在早

期民間社會中被認為是水神之一。

當這些海上先驅者平安到達彼岸後，

天后被認為是輔助他們平安抵達的一

種超自然力量。因此，早在古代，天

后宮就是中國航海者最熱衷的一種建

築。

傳統上，中國古代的海上航行者

一到岸便籌集錢財興建廟宇。南洋早

期的建築是由亞答、茅草和木材建造

的。由於建築材料無法抵禦各種毀

壞，所以今天很難再發現這些早期廟

宇的遺_。現在較為確鑿的資料來自

華人興建與再建廟宇時所立的石碑碑

刻，從中我們知道，天妃是海峽華人

廟宇中一個十分普遍的神祇。

事實上，在這些華人啟航之前，

他們在出發地點也同樣興建天后宮。

沿南中國海岸，有許多天妃廟。福建

長樂的南山寺以及江蘇劉家港的天妃

宮是與鄭和下西洋密切相關的兩個重

要廟宇。鄭和是虔誠的回教徒，他曾

經呈請明皇在南京城內的三山街再建

回教堂。依照教義，除了真主阿拉，

他不應再供奉任何其他神像，但上述

兩間廟宇的碑刻顯示，鄭和每下西洋

都十分虔誠地向天妃祈禱。根據他的

海上經歷，天妃不但能使風平浪靜，

化險為夷，而且還可以通過她的幫

助，將不仁不義的國王及海盜捉住。

鄭和之後，對於天妃的信仰也由普通

百姓廣及文人及商人，使對天妃的信

仰及天妃廟在海峽更為普及。

四　大伯公、宗祠和
家族墓地　

海峽華人社會中的另一個神祇是

大伯公。那些大伯公的信仰者們並不

知道這個神祇是甚麼。一些學者對於

大伯公這一神祇進行了研究，一種觀

點認為大伯公就是土地神，也稱福德

正神。在東南亞對於大伯公的膜拜幾

乎與在中國對於土地公的膜拜相同，

其中也與馬來的地方神拿督有所關

聯，這兩種神祇相互結合而產生了新

的神祇與膜拜儀式。根據韓槐準的研

究9，大伯公原是一種水神，而大伯

公廟一般建在水邊。南洋的這種特殊

的神祇，與早期的華人下南洋有很大

的關係。馬來半島最早的大伯公廟據

說是在檳城附近的檳榔嶼，那是古代

華人下南洋航線上的重要島嶼。這座

廟宇建於嘉慶初年。至於這大伯公名

字的由來是宋代的都綱，還是明代的

都公，抑或是清代的孥公或其他甚麼

神祇的轉變，我們無從知曉。根據韓

槐準，這個檳榔嶼的大伯公廟是一座

歷史悠久的廟宇，它也是這個神祇轉

變的發源地。

另一種對此神祇的說法為，因為

南洋的華人先驅來自中國古代的吳，

故此他們建廟以祭祀始祖吳太伯。根

據他們對於大伯公的解釋，大伯公就

是他們的始祖吳太伯。另一說法認

為，大伯公就是古代中國航海者們祭

祀的水神，這也解釋了為甚麼這種廟

宇多見於水邊，如環繞南中國海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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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會以及本文所研究的馬六甲海峽

兩岸。如上的對於大伯公源流的探討

更進一步表明：第一，大伯公是中國

的神祇，長久以來一直得到南洋華人

的祭祀；第二，這一民間信仰是支持

南洋大伯公廟廣泛傳播的深厚的社會

基礎。

大伯公廟通常座落在土地的一

角，這土地或屬於社團，或屬於某個

宗族，因為這一神祇通常被認為是土

地保護神。即使公墓，也有大伯公廟

建於墓地的中央或前方。例如，在謝

氏家族的墓地範圍，就有兩座保護土

地的廟宇，一座是大伯公廟，內有華

人大伯公神像；另一座則具有馬來民

間意義，因為回教的影響，廟宇中不

供神像，祭壇上僅有泥土，這是典型

馬來風格的土地廟。另有檳城的城隍

廟例子表明，自從這座廟宇建立以

後，這一方土地便十分安寧，這歸功

於建於此的廟宇。我們所說的城隍，

在古代中國主要是保祐一方小城的神

祇，在海峽華人社會，他被認為是處

理此方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的神祇。

馬六甲海峽的華人廟宇最初都由

早期到達的航海者建造。在華人聚落

的雛形階段，廟宇以及祭祀空間是發

展初期的主要建築形式，天后在所有

神祇中是第一個被民間廣泛供奉的神

祇，因為在歷經海上的驚濤駭浪並平

安抵達彼岸後，他們將這完全歸功於

天后的保祐。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設

想，僅僅在華人聚落初具規模之後，

其他民間神祇才陸續出現。與這些神

祇相關的廟宇與空間也相應出現。有

些神祇是地域性的，而其他則是普世

性的，如觀音。早期的廟宇也十分簡

陋，華人僅在他們登陸的海邊做臨時

搭建。當華人人口還不夠多時，廟宇

的型制簡單如亞答屋，既用來居住又

用於祭祀。隨³移民逐年增加，新客

不斷到達，華人廟宇也由簡單的亞答

屋向中國式過渡。馬六甲的青雲亭和

寶山亭就是當華人形成了足夠的規模

並確定了足夠的社會地位之後的華人

廟宇。根據寶山亭內的石刻碑記，此

廟建於1795年，是用於祭祖的特別場

所，它處於青雲亭廟宇的管轄之下，

是通過華人甲必丹蔡士章在華人中廣

泛集資興建的。廟宇中的三座神像分

別為： 三寶公居中，甲必丹蔡居右，

天后居左。隨³華人民間神祇傳入馬

六甲海峽，各種民間廟宇也接踵而

至。有些廟宇作為紀念而永久保存，

其不但有豐富的歷史意義，而且也有

豐富的建築價值。馬六甲的青雲亭，

檳城的廣福宮及新加坡的天福宮就是

能展現相應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的

三座廟宇。

五　馬六甲海峽的華族會館

與廟宇相比，會館則是較為晚近

的建築形式。當華人初到馬六甲海峽

時，廟宇建築是先期的建築形式，會

館僅僅是在貿易發展較為興盛和華人

移民人口不斷增加以致於形成各種幫

派和結社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有些會

館寄於廟宇之中，另外的則寄於各種

店屋之中。會館建築並不局限於某種

建築形式。

根據何炳棣對於會館的解釋，會

館是建在都巿或異域他鄉的、為來自

同一個地方的「同鄉」而設的場所。這

是狹義的會館。從廣義上來說，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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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社會組織。「會」的字面意義為

聚會，「館」意為建築，所以，會館的

中文意義為用於聚會的建築。《辭海》

對會館的定義為：「首先，它是一個館

舍，為在異地的同鄉提供聚會的場

所；有時，也稱公所，會館的目的是

使來自同一故鄉的人有彼此接觸的機

會，接濟貧病交加者，所提供的幫助

來自全體會員。除建築之外，也有其

他屬於會館的機構與設施。幾乎在所

有都巿與貿易港口，都有這樣的機

構； 其次，它是一個公共館舍，提供

給商人進行商業上的往來。很多交易

是在會館中達成的。也有很多根據貿

易交換性質而定性的會館，如木業會

館和錢業會館。」 在以上的定義中，

那種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組織並未包

括在內，但實際上，在馬六甲海峽華

人社會中，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組織

與相應的建築也稱會館，例如新加坡

的曹家館和陳氏會館等。它們仍屬於

會館範疇（圖3）。

從總體上說，會館主要有四種類

型：建立在血緣及姓氏基礎上的會

館；建立在方言基礎上的會館；建立

在地緣基礎上的會館以及建立在職業

基礎上的會館。

除了這四種會館

外，還有其他類

型的會館，其功

能和意義更為混

和與複雜。會館

經常與其他建築

混合而建，如與

廟宇及宗祠建在

一起，或其本身

就像一個宗祠，

有³分布海內外

的、各行各業的龐大的家族成員，在

此，人與人的界限被打破；同時，它

也是一個供奉各種神祇的場所，在

此，人們與他們心中的神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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