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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僑口述歷史 — 兩位女性的生活面 

朱純儀 
 

1. 引言 

寫本文要由一年前的下午說起。 

某日，偶然把家中儲物櫃的舊照片逐一拿出翻看。當我把櫃子裡頭又厚又重的相

片簿一本一本的拿出來後，剩下來就只有一個長方形的雕花曇香木盒。我很小心

把盒子打開，一陣陣曇香從盒子裡頭撲進鼻孔；再看裡面所擺放著的東西，原來

是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輕女子懷著一張熟識的臉孔，她 — 正

是我的母親。這曇香木盒跟隨著母親大半生，它盛載著母親年輕時候的回憶，我

卻從來沒有半點兒好奇心拿出來看，更不用說主動了解她的過去。正當我很有味

兒地翻看盒子裡頭的東西，母親剛巧從房間裏走出來。我跟母親一起坐著梳化，

我一邊翻看母親的舊照片，一邊聆聽著母親細說出生地的童年往事 — 印尼。那

一刻，我才驚覺到眼前的母親雖然和我生活了一輩子，但對於她的過去，我卻像

是一無所知。幾個月前，適逢陳順馨老師教授口述歷史的文化研究方法，於是我

便決心要將母親的經歷整理成為口述歷史。為了讓歷史的描述更加完整，本文會

同時引述另一位印尼華僑的口述歷史 — 我的姨媽，作為互補兩者之間因居住時

間上的差異及將兩者所形成的張力結合起來。透過她們的人生體驗，將本文延續

成為有價值的研究報告。 

 

 

2. 研究背景 

2.1 印尼華僑 

兩位受訪者同時出生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印尼。她們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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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侵時期。為了逃避戰火牽連，曾經由出生地逃離至鄉村地區，再返回大城市

居住。面對著一個持續不穩定的貧苦國家，卻造就了印尼華僑刻苦耐勞和勤奮向

上的生活，成為了當地最富庶的民族。活在別處，加上生活富裕，當地華人成為

了印尼人妒忌和歧視的對象。貧富縣殊令排華問題持續加劇。隨著家庭環境的變

化，父母親先後去逝，令兩位受訪者養成堅毅、小心和自主的性格。她們見證了

華人的歷史變遷，各自去過不同的地方居住，最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終點站。她

們的故事正好為下一代留下了歲月的痕跡。 

 

我的母親 — 出生於棉蘭家中。由於年輕時患有骨痛症，曾經到過耶加達就醫及

學醫，數年後返回棉蘭老家。其後，跟隨姐姐到台灣生活。在台灣，她認識了在

香港經商的父親，此後在港落地生根。 

 

我的姨媽 — 出生於棉蘭醫院。年青時候由於要照顧患病的雙親，因而對護士的

工作產生興趣，其後認識了在美國就醫的台籍姨丈，幾經轉折來到台灣定居。 

 

2.2 社會環境 

印尼獨立前期被荷蘭殖民統治達 340 年之久。1939 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期間，日軍佔領印尼羣島 3 年半。1945 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印尼人民

羣起反對恢復荷蘭統治，經過聯合國多次的調停和談判，於 1949 年正式接收政

權宣佈印尼獨立，蘇加諾亦成為第一任選舉總統。蘇加諾上任後為了鞏固自己的

權力，實行經濟社會主義，因而加劇了貧富懸殊的局面，使大多數人在饑餓的邊

緣掙扎，更觸發起蘇門答臘叛亂。印尼政府認為反共華僑想推翻政府，除了逮捕

反共僑領，更封閉了所有反共僑的組織。1965 年，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蘇哈

托將軍率部隊「平反叛亂」，其後繼任總統。為了清除共黨勢力，印尼政府把親

共僑的組織全部查封，禁止華僑一切行動。隨後又為了解決華僑問題，採取同化

政策，讓華僑成為印尼殖民。由於當時的總統蘇哈托連任多年對民生仍是不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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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總於激起民憤。(1989，印尼華僑概況)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使民族愁恨問題更加惡化，某些反華人勢力趁機利用這種

混亂局面，使華人慘遭洗劫和侮辱。面對著持續動盪不穩的社會環境，大部份印

尼華僑選擇一早離開，亦有部份印尼華僑留下來繼續生活。 

 

2.3 研究者的位置 

「印尼」對我來說是一個既熟識又陌生的名字，熟識的地方是因為我家住了一位

印尼華僑母親；因此，早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已跟隨母親「返回」印尼探望親

友。由於住在印尼的舅父、姨媽、表哥、表姐和各位阿姨，都是聚居於棉蘭和耶

加達一帶，我對印尼的景觀印象亦由這些地方組成。對於有關印尼的事蹟，主要

是從母親口中得知；對於生活在印尼華僑的印象，他們大部份都是來自富裕家

庭，這是建基於印尼親友很喜歡來港消費購物。我的日常生活亦受著母親從前在

印尼生活的影子影響，對於印尼食品，例如印尼蝦片、千層糕、椰汁糕、糯米雞、

咖喱雞、珍多冰、沙嗲等，特別鍾愛。一般香港人通常以 T 恤和短褲作為家中

便服，我家女性卻獨愛穿著「紗龍」(一種以不同顏色和圖案花紋染成布料製縫

的衣服)。我的成長過程從小起跟「印尼」有著無形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卻是似

近還遠。對於印尼跟中國之間的歷史、印尼華僑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活變遷、當中

母親的經歷、每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卻從來沒有認真思考和分析。忙碌的生活往

往令現代人對身邊的人和事有所忽略，資訊氾濫更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遠

(Anderson，1991；33)。因此，在分析的過程中，不能忽略研究者同時有著印尼

華僑後代的獨有身份，透過這個位置希望能令本文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距

離拉近和結合。 

 

2.4 研究方向及限制 

正因為受著印尼華僑母親各方面的影響，因此，我明白到上一代的經歷，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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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痛苦往往會為下一代帶來深遠的影響。很多年青人認為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代

溝問題是由於上一代不明白年青一代的思想，但他們又有否易地而處想過其實是

他們沒有用心去明白上一代人的生活境況！父母和長輩現在的行為和反應，往往

是由於過去的經驗累積所產生轉化而成。因此，本文將會集中分析兩位印尼華僑

在印尼的成長過程所遇到的經歷，再由她們不同的遭遇去分析旅居外地的中國人

的文化身份。 

 

有鑑於研究時間與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夠選取兩位印尼華僑至親作為口述歷史的

研究對象。基於研究者跟母親的關係和居住的地方，相比起在台灣生活的姨媽所

記錄下來的歷史，自然會較詳盡和豐富。由於姨媽身處異地，只能夠透過長途電

話做錄音訪問。因此，她說話時候的反應和面部表情只可以從語氣中加以想像和

分析。至於有關下一代對於至親是印尼華僑的這個身份有甚麼感受和體會，則只

能透夠過本人去分析和反思，未能在本文進行更深入的訪談和討論。 

 

 

3. 研究目的 

 透過兩位印尼華僑的口述歷史，了解母親過去的同時，從文化研究角度去分

析印尼華僑在異鄉生活的各種遭遇。當中經歷過的甜酸苦辣，對印尼華僑的

成長過程帶來了甚麼負面和正面的影響。面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等文化身

份問題，身處的印尼社會為她們帶來了甚麽衝擊。 

 很多印尼華僑花上數十年時間經歷不同的驛站，最終才能到達生活的終點

站。對於生活終點站各自不同的兩位印尼華僑，她們怎樣各自跟當地結合成

為歷史；作為印尼華僑的後代，至親的經歷對子女的成長過程起了甚麽化學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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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口述歷史是「過去生活的回憶」(Slim H. Thompson P.，1993；11)。口述歷史的

精髓就是透過研究者運用訪談的形式，將被訪者的歷史回憶記錄下來，再由研究

者對歷史作出分析和評論並加以反思，從而帶出當中的歷史含義(Ritchie, D，

2003；19)。由於書寫歷史的人受到當權者的支配，只能從陝窄層面記載有限度

的歷史。因此，口述歷史的焦點是要補充正統歷史的不足(Perks and Thomson，

1998；43)。 

 

本文運用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以個人訪談並即時錄音的方式進行。兩位受訪者

都是年近 70 和已婚的家庭主婦。她們各自有子女長大成人，有些更已成家立室。

因此，她們大多數時間都是留在家中。 

 

有鑑於地利之便，第一位受訪對象是我的母親，訪問分兩次在家中進行。第一次

訪問於 2007 年 5 月 12 日進行，訪問時間約 1 小時 15 分鐘。訪問範圍包括排華

騷亂、戰爭時期、知識取向、工作、宗教等問題。第二次訪問於 2007 年 5 月 13

日進行，訪問時間約 45 分鐘。訪問題目多環繞家庭問題，例如離別家園、僑商

旅店、家族爭產、家庭體系的形成等。 

 

第二位受訪對象是身處台灣的姨媽，訪問日期是 2007 年 5 月 15 日以 1 次性長途

電話方式在各自家中進行，訪問時間約 1 小時。由於第一位受訪者跟第二位受訪

者的親屬關係，而第二位受訪者比第一位受訪者年長 3 歲，因此，第二位受訪者

的訪問都盡量集中於戰時和讀書時侯的經歷，並且談及一些印尼華僑在台灣的生

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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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她們的經歷對自己所身處的位置、文化身份、跟身邊印尼人關係的轉變、對

金錢、人生觀等不同的體會都會在她們的口述歷史中呈現出來。 

 

 

5. 口述歷史研究結果分析 

 
家庭關係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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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共有兩位妻子。由於第一位妻子 — 大婆婆跟公公誕下女兒阿晶後便無所

出，於是公公娶了細婆婆並為他誕下四名子女，分別是大舅父、二舅父、姨媽及

母親。大婆婆的女兒在婚後不久亦帶同丈夫及子女返回娘家一起居住。 

5.1 遠離故鄉的家庭生活面 

 

5.1.1 老夫少妻的無奈與悲傷 

公公出生於廣東順德，少時在船上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發現印尼棉

蘭是一個不錯的地方，於是跟幾位朋友合資在當地開設旅店，此後生意亦越

做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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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本來喺船上面做旅館架，大户人家嚟架。後尾上嚟印尼棉蘭嗰處都唔錯

嘛，就同幾個人合起嚟開旅館買舖頭，五個人嘛，後尾佢地要返大陸問將啲

股賣俾阿公公，開舖頭、旅館、辦出國、結婚嘅點心呀。印尼結婚呀，中午

就食嗰啲西點架，婆婆識做嗰啲角仔呀，蒸嘅又有，炸嘅又有。我地無做嗰

啲印尼菜啦。婆婆做蛋糕呀、切好晒啲水果，一粒一粒擺落隻玻璃碟度，叫

工人送到去結婚禮堂啦。佢地晚黑係請親戚朋友食啦，中午要請嗰啲姊妹，

一排架，有錢晚黑問開嗰啲跳舞囉。(姨媽) 

 

太平盛勢原本是令人值得高興的事情，可是卻為細婆婆帶來了勞累的生活。

家中的旅店和餐館除了公公外，就只有細婆婆負責打理。由於公公比細婆婆

年長 20 多歲，不論家中或舖頭的大小事務都要由細婆婆一力承擔。由於每

天需要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即使僱用傭人幫忙，亦難免十分吃力。中國有

一句諺語是「力不到不為財」。對於經歷過貧窮、肌餓、受過戰火洗禮的中

國人，即使生活環境已經改善，他們亦令願辛苦一點，事事親力親為。 

 

積穀防饑一向以來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對於一名弱質女子經常在外打理旅

店和餐館，回到家裡又要照顧年老的丈夫和大婆及四名年幼的子女，還要經

常受大婆女兒的欺凌和壓迫，她所承受的壓力和痛苦，相信只有細婆婆自己

最清楚。 

 

作為細婆婆的女兒 — 我的母親，由於排行最細，她跟細婆婆的感情特別要

好。從母親憶述細婆婆的經歷，她臉部表情所帶來的傷痛和語氣中的那份無

奈，令我深深感受到母親對細婆婆的憐憫和痛愛之情。「細婆婆真係好辛苦

架！」這句說話在兩小時的訪問中出現過三次，而每一次從母親口中說出來

都份外無奈、悲傷和難過。她正向我訴說著對細婆婆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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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細婆婆做到好辛苦啦，雖然講請到工人，有十間房俾嗰啲人住，你又要

洗被單啦，舊時邊有洗衣機咁好呀，工人又只有一個呢。佢又要熨衫，又要

喺屋企食又要攞啲嘢去舖頭俾人食，真係好叻煮餸架細婆婆，真係好辛苦架。

六點天未光架，黑孖孖架，就已經起身啦，啄定嗰啲豬肉啦，舊時邊有搞架，

自己啄架，啄到碎碎架，醃好晒味道加嗰啲白色嗰啲生粉囉，摻埋醃住醃住

先囉。啲粥滚咗呢就整到一個一個，到臨食嘅就掉落去囉，掉嗰啲豬腰、豬

腸呀，好好食架。宜家邊到有人咁食嗰啲嘢呀，舊時又好食又好貴呢，宜家

啲人為著健康邊到咁再食呀，細婆婆唔知 60 歲就死啦，真係好辛苦架。(母親) 

 

記得有一次呀細婆婆怒起上嚟呀，鬧佢話返佢轉頭囉(大婆婆的女兒)，佢就發

惡囉，走上樓打阿細婆婆呀，阿公公問好怒囉，雖然唔係你生但都係你阿媽

呀。(母親) 

 

因為一個「窮」字，細婆婆被迫要離鄉別井，同一個跟自己父親年紀相若的

男子結婚做妾侍。這是上一個世紀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對於要同一個跟自己

沒有感情的人一起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母親所說婆婆的苦，除

了是肉體上的辛苦，其實還有精神上的辛苦。 

 

5.1.2 家散人亡的離別與傷痛 

以前老一輩的中國人由於重男輕女，為了幫助丈夫繼後香登，未有男丁的女

子都會為丈夫娶妾添丁。 

 

大婆婆自已去揾細婆婆返嚟，舊時啲老一輩佢自己只有生一個女嘛，所以就

特登娶阿細婆婆返嚟架，細婆婆因為無錢囉，所以都係同一個家鄉囉，都係

順德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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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傳統的中國思想，卻為同父異母的子女帶來妒忌和仇恨。大婆婆的女兒

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她一方面害怕年老的母親受細婆婆的欺凌，於是帶同

丈夫和子女搬回娘家居住。另一邊廂，卻為了本來屬於自己的家產，要眼巴

巴拱手相讓給細婆婆的兩名兒子感到十分氣憤。母親用了電視劇集「溏心風

瀑」飾演細唐太的關菊英作比喻，一個比關菊英更犀利的女人。 

 

後嚟佢就講話唔係大婆婆生囉，佢就睇到阿大婆婆錫阿大舅父同二舅父囉。

啲老一輩係咁架重男輕女，所以問成日為家產家嘈屋弊。我地著好啲呢，環

境好啲細婆婆問買俾我地囉，佢都唊醋架，激到阿大婆婆問走去舖頭同阿細

婆婆講囉。因為嗰陣未有咁多錢呀嘛，後來至有舖頭至有旅館賺嘅錢比較多

啲呀嘛，咁佢都唊醋架。成日到黑鬧鬧鬧，嗰陣大婆婆都俾佢激到半死啦，

成日走去舖頭同阿細婆婆喊。後尾全部走晒啦，唔係鬧佢啲仔女，就鬧呢個

鬧嗰個啦，成日搞到家嘈屋閉，佢死嗰陣我已經走咗出嚟啦，佢鬧嗰陣總犀

利過關菊英呀，佢重朝可以鬧鬧鬧鬧到夜晚架，不過好彩啦，個個走晒啦。

真係好激心架嗰陣使，又讀緊書啦，成日都聽到佢喺到鬧。真係好怕架，佢

鬧鬧鬧到隔籬鄰舍都知道，好煩架，各有各走囉，收尾我都搬出嚟囉。過咗

身佢地都有時搬去大舅父到瞓囉，後來又去咗耶加達囉。個工人由細睇到我

地大，佢都叫我唔好走啦，做乜要走呀！佢年輕嗰陣時都教過書，都幾好架，

收尾可能驚大婆婆俾我地蝦囉，佢結咗婚無幾耐就話要返嚟住啦，舊時咁好

嘅人邊有想到變到好似個潑婦咁呀。收尾緊係好啦，阿大婆婆只有一粒女嘛，

問搬返嚟囉，生到成六、七個仔女呀，四個男三個女囉。兩間房打通囉，所

以環境又可能壓力大囉，只有靠個丈夫喺銀行做嘛，聽到我地著好啲都唊醋

架，後尾我地都走晒囉，都出晒嚟，得番大婆婆，去香港、台灣囉，收尾二

舅父結婚住二樓頭房囉。(母親) 

 

從母親的憶述中，雖然沒有用上很嚴厲的說話說大婆婆女兒的不是，她卻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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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沒有將大婆婆的女兒作親人般的稱呼，只稱呼她做「大婆婆個女」、「惡婆」

或「潑婦」，可見母親從來沒有將她視為一家人。她的出現不但令到家無寧

日，更將一個原本很好的家庭變得肢離破碎。思鄉和種族歧視無疑令到印尼

華僑想離開，但母親的離開卻是由於大婆婆的女兒一手造成。父母的離去加

上兄姊各人的離開，令母親頓時失去所有親人和依靠。面對著兩層高的大

屋，卻突然變得啞雀無聲。那種孤寂和無助，母親當時的心情一定很難過。 

 

後來細婆婆又病搬咗去大舅父度住，好似係入咗醫院，嗰陣時好惨，得返我

一個人。係呀細婆婆已經過咗身啦，姨媽已經去咗台灣，就分散晒囉。阿大

舅父就已經買咗屋，阿第二舅父賣彩票嗰個就搬咗去舖頭住，咁樣得返我一

個人，無講話驚唔驚得返我一個人要頂住囉。(母親) 

 

一個人因為一念之差，將一個完整的家園催毀，為別人帶來了無限的傷害。

即使對她有極大的憎恨，隨著人的離逝，母親和姨媽亦不再多說她的壞話，

這正是做人應有的處世態度。 

 

5.1.3 傳統思想的轉變與加鎖 

大婆婆雖然有中國家庭的傳統思想，希望為丈夫留一點後代，但公公卻沒有

重男輕女的思想。觀乎他主動買昂貴的單車給女兒，可見他對女兒是十分疼

愛。 

 

買咗趟sport，嗰陣使五千蚊好緊要啦，結果嗰晚啲小偷入嚟偷咗我趟腳車出

去，我係無喊啦，不過就好驚囉。(大婆婆的女兒)一味叫外婆出嚟呀，外公年

齡大又唔咁，一味叫阿外婆出。我拉住外婆唔好出，大家都嗌到嘈晒，收尾

問踩咗我躺新車走囉。後尾公公又買多兩趟，不過無咁貴啦，兩千幾蚊，五

千蚊可以買到兩趟啦，你媽媽一趟，我一趟囉。(姨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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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家庭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很多固有的中國傳統思想已被時代進步所打

破，就像女子不能拋頭露面的說法已從細婆婆身上知道已不合時宜。時代不

斷進步，人的思想亦要進步。倘若有人仍然原地踏步，思想便會出現分歧。

就像大婆婆由於不能打破重男輕女的思想，促使女兒因妒成恨。同樣，大婆

婆的女兒由於不能打破大婆和二奶爭竉的思想，害到家散人亡。 

 

 

5.2 遠離故鄉的華僑生活面 

 

5.2.1 印尼人的善與惡 

每一個民族都有善人和惡人。排華報導令華人對印尼人產生不信任感。對於

在印尼生活的華僑，她們跟當地印尼人亦曾經建立深厚的友誼。 

 

又喺我地旁邊租俾嗰啲印尼人賣嗰啲沙爹囉，嗰啲印尼人食係用嗰啲黄僵燴

咗後倒落去囉，用嗰啲四四方方嘅黄葉織成一格格，入面有飯攞去蒸，發大

咗就啱啱好囉。好出名架以前我地舖頭啲沙嗲，係俾個舖位佢哋喺舖頭出邊

賣，無愛佢錢。但就好多人愛飲咖啡，愛食沙嗲。啲印尼人好熟架，細細個

就睇到我地大，幾十年就喺我地舖頭賣，佢地嘅人人係好架，佢個名叫阿鍾

阿鍾，佢個名係印尼名嚟架。(母親) 

  

公公出生於廣東順德，廣東人一向以來都很老實，從不喜歡佔人便宜，更不

喜歡跟別人計算。因此，公公跟身邊印尼人的關係很好，亦為彼此間帶來了

雙贏局面，令生意越做越興旺。 

 

僑商旅店只有一間，好出名架。嗰啲印尼人喺我地旁邊嗰度賣沙嗲，不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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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好老實架，唔愛收佢地嘅錢。佢地萬一收佢地嘅錢，好似佔呢個地方係佢

嘅。佢地攞水攞電都入我地舖頭攞啦。我地舖頭對面戲院嘛，好多人嚟飲嗰

啲甘水，佢地戲院唔夠凳嘛，問去我地舖頭攞凳啦。我地係屬於好老實嘅人。

不過我地要睇電影啦，我地無買票啦，婆婆就帶我地去門口都俾我地入去啦。

(姨媽)

 

人與人之間之所以能夠無分種族、國界、彼此相親相愛，當中不排除有互利

的情況出現，但亦有源於人性本善的本質。他們有屬於自己的方言和文化，

卻從來不會因為言語的障礙令彼此間產生隔漠。  

 

我地好少同佢講嘢，係婆婆雞同鴨講咁啦，我地好少去舖頭，除非有時放咗

學至去一吓舖頭咁啦。我地好少去因為要過馬路架麻，啲車咁多。以前無咁

多車，後尾有好多車就無咩過啦。公公都識講印尼話，都曉，不過就唔係好

叻。因為佢地喺大陸去，佢哋曉聽囉，能夠講得到囉。(母親) 

 

排華、種族暴力、歧視的出現完全是出於妒忌和權力 — 人的醜惡。回顧印

尼過去的歷史，每一次扇動發起反華浪潮的人都是印尼的當權者。他們只追

求權力慾，卻沒有想過為人民帶來安穩富足的生活。印尼政府腐敗、經濟管

治混亂，卻將責位推卸到華人身上，指責華人霸佔了印尼人的土地和歧途圖

謀做反。貧窮、肌荒、加上政府挑撥種族仇恨，令印尼人失去理智，他們要

將華人所擁有的一切全部洗劫，並要令中國女子冒受污辱。 

 

嗰陣民國 38 年，國民黨啱啱喺大陸過咗去台灣嘛，嗰陣使排華我地棉蘭總好

好呀，係阿齊間間屋嗰處掉一桶汽油，中國人啲屋瞓覺嘛，一點火一列咁燒，

中國人開嘅好大好大好似嗰啲超市，好長嘅，開始搶囉。後尾外公外婆死咗

我就去咗台灣囉，嗰陣好似 21 歲。(姨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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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尾嚟咗喺香港十幾年，耶加達嗰度亂呢，去搶無所謂，總強姦啲中國女仔，

好惨嗰陣使，好彩我就巳經喺香港囉。阿孄姨姨(國語讀音)個姐個仔間舖頭就

係燒到無清光囉，只有得返個人走出嚟。喺城市開舖頭商店，兩個仔舖頭全

部燒晒囉。有啲偏僻啲嘅地方啲人就自殺囉，走入去兩三層嗰啲樓搶就好，

仲強姦嗰啲女仔，無地好走問跳樓死囉。全部都唔咁講只有一個女仔俾人強

姦咗咁出嚟講。唔講就個個唔知，唔咁講醜呀嘛。一個啱啱結咗婚又遇到咁

嘅事囉。有啲由棉蘭去耶加達啱啱去探訪人地就遇到啲唔好嘅事囉。(母親) 

 

華僑之所以能夠遍佈世界各地，出現每一個角落，成為其它地方富庶的民

族，是因為中國人有節儉和辛勤的美德。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不勞而獲，亦不

怕辛苦。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雙手辛苦賺回來。 

 

應該係耶加達舊時好平靜架，以前個啲嘅印尼人個個都好好架，後嚟有啲壞

份子囉，一味嫉妒我地啲中國人囉，所以就搶，講我地霸佔咗佢啲財產。人

地都係好辛苦嚟賺到嚟嘅錢嚟經營，佢地自己就好懶架，無咩勤力架，有一

個仙食食食食晒去就算數啦，佢地嘅思想就係咁樣，唔似我地中國人儲起去。

(母親) 

 

60 年代，蘇哈托總統為了滿足一己私慾，濫權暴政，令印尼人民多年來生

活在痛苦掙扎的邊緣之中。為了掩飾自己的罪行，他們將華人誣衊成為印尼

社會的破壞者，使華人成為統治權力中最無無辜的受害者。此後華人跟印尼

民族的關係從此決裂。即使近十年，華僑跟印尼人的關係仍然持續惡化。 

  

個陣成日都無電架，有陣時一個禮拜入面有兩日無電架，成日都要點爉燭。

唔夠電所以有好多人買發電機囉，宜家都係架。一到夜晚黑棉蘭嗰度就黑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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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都好暗架，治安又唔好，一出街就要坐車，連返到自已門口落車，要車

入自己門口。印尼過馬路行橫街都驚到唔講得，一嚟又驚人搶囉，二嚟又黑

孖孖囉，問最近表哥結婚嗰次囉。(母親) 

 

有司家車坐嘅人好架勢，個個人踩腳車，後來坐電單車，宜家個個都坐汽車，

家家都有汽車啦，你無汽車行路呀俾人搶啦。宜家叫嗰啲熟嘅印尼人載你去

囉，唔係坐嗰啲三輪車啦，印尼錢 50 等維起呢度好少錢之嘛，好似五蚊。佢

可以拍喺嗰行道，你又無三輪車搭，又唔咁坐巴士，又唔咁van仔嗰啲唔咁坐，

你就叫呢啲熟啲嘅印尼人啦，佢講去邊度呀，你坐佢嗰啲電單車啦，好平呀，

好似兩個半定幾多。(母親) 

 

5.2.2 華僑的恐懼與驚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母親和姨媽年紀小，即使活在戰爭之中，她們的

回憶卻充滿兒時趣味。例如，母親將防空洞當成玩具，慘死的中國人化身成

五神廟傳說；姨媽則將鄉下避難時無水澡涼的日子憶述成在河邊玩水，並用

上交通工具牛車、馬車、單車作為時代的轉變過程。她們的童年回憶，卻在

不知不覺間將 40 年代華僑的寃屈和對日本人的恐懼訴說出來。 

 

日本人去強姦啲女仔嘛，我地屋企有幾個大家人，阿姐佢地幾個未結婚，又

有啲細路哥啦，收尾公公就怕啦，我地就喺鄉下買一塊地囉。我地無車呀，

嗰陣時坐馬車架。我地嗰陣時用木起啦，上面就掉啲防水嘅沙，係臨時架，

三家人嘛，一家係阿姨，一家係阿表姐佢地。我地個屋大囉，可以通嚟通佢，

用木頭搭張床囉，又無水俾我地，日日中午呢就帶頭囉阿大舅父，我哋細蚊

仔就排最後，就一班人排隊澡涼玩水囉。嗰啲個個都係臨時搭架。後尾住咗

無耐唔慣嘛，睇到日本人都無咩啦，嗰啲日本人其實都係台灣人嚟過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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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地曉聽曉講福建話嘛，自己有正當嗰啲兵嘛。我地去邊處都要坐牛車嘛，

唔慣呀嘛，坐牛車坐得好慢，問搬返晒出嚟囉。後尾印尼獨立咗啦，喺大街

學踩腳車囉。(姨媽) 

 

出世嗰陣無排華，嗰陣時無架，1947 先至開始獨立。荷蘭統治比較太平，唔

會點樣，日本入侵就亂啲囉，戒嚴囉，日本仔走咗就無事。嗰陣我睇我正話

生出嚟，咩都唔知，就係走去菜園，鄉下嗰度，我都無感覺架，收未聽佢地

講話我地走過去鄉下耕田囉，都做唔得生意。喺個城市入低，個個走咗去耕

田，有種菜有雞嗰啲囉，但嗰陣我正話生出嚟，喺屋企生架，唔係喺醫院囉。

就係嗰陣就係亂囉，後來我至有感覺就係返嚟做個防空洞，唔係防空洞，係

防空房囉，上面調晒沙包，嗰啲沙下低一個房仔入去囉，嗰陣啲炸彈亂咁炸

呀嘛，所以差唔多家家主主都整個防空洞，佢唔係洞嚟架，佢係喺廚房搭一

個一間房仔咁架，個個人有咩事幹就鋪滿晒沙就匿喺入低暗暗沈沈咁，無窗

架。後尾啲日本仔走咗就當玩具，成日都爬上去上高嗰個沙頂因為上高一個

個沙架嘛，嗰陣都唔知做咩事幹，我無咩感覺架，根本好細。用木撘架啦，

上面就放滿晒嗰啲沙，有咩事幹就準備全部人一家人捐入嗰啲房仔避難囉。

後來都無用啦，日本仔就投降走囉。(母親) 

 

有 5 個中國人，唔係兄弟嚟架，一次過俾嗰啲日本人殺晒，後來安佢哋囉，

梗係好寃枉俾日本仔殺架啦。後尾有位賭博佬好爛賭，又冇晒錢，後尾問去

求佢地，嗰陣末有五神廟只有五個神主牌喺度，後尾佢贏到好多錢就會起呢

間五神廟共奉佢哋，後尾真係贏咗好多錢就起呢間五神廟共奉佢地囉，我都

係聽返嚟，無去過，喺日本時代囉，嗰陣係 1947 年。(母親) 

 

印尼人發動的排華騷亂，令當地華僑產生恐懼。對於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

大婆婆，印尼人騷亂時侯的舉動再一次為她帶來極度驚慌。對於從來沒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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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過戰爭的我，很難明白戰爭的景況，但從大婆婆可以「驚成痴呆」的例子，

戰爭實在叫人可怕！ 

 

後來婆婆可能刺激一下，政府無幫助佢地定唔知點樣，攞晒啲刀、棍，係幾

驚吓架。婆婆係好無膽架，突然聽到街出面好嘈，問兩個人望落去睇囉，見

到嗰啲著住晒黑衫包住個頭，攞嗰啲棍呀、刀呀，人地農村割禾嗰啲彎彎嘅

刀呀，反正有咩嘢攞晒出嚟囉，一邊行一邊嗌嘈晒囉，係好驚架。初初好似

睇咩咁囉，因為初初都末開始亂架，只係示威遊行，攞晒啲刀呀、刀呀。嗰

陣就係亂過囉，嗰陣婆婆就係匿入房，叫極都唔出嚟，收尾佢出嚟問問佢做

咩匿喺間房，佢講驚走入嚟搶嘢，所以佢準備囉。真係好驚，嗰陣又唔係好

驚，只有睇，過後越想係越驚架。個陣開始就亂啦，亂咗就痴呆。有時落返

下底喺房門口地下週圍模囉，後來佢話摸麻雀囉，後來佢又講驚啲金器跌咗

落地下囉。(母親) 

 

5.2.3 重返家園的等待與希盼 

自清代末年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由於很多歐洲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和荷

蘭，計劃開發佔領了的南洋羣島殖民地，很多中國人被販賣到南洋地方做苦

力，開墾土地，所謂「賣豬仔」(1989，印尼華僑概況)。由於他們被視作商

品買賣，被受虐待，因此每一個中國人都渴望有朝一日能夠重返家園。中國

人一向愛國、重視家庭觀念，對於國家的無知無能所帶來的莫大羞辱，他們

沒有因而憤恨國家，相反更加希望將自己所擁有一切帶回去建設國家。不公

平的苦力契約令很多中國人被迫與家人分離。隨著印尼獨立、日本投降、共

產黨在中國成功一黨專政，很多中國人從其餘的南洋羣島湧到棉蘭等船回

家。 

 

同我地做工嗰個工人洗衫洗床單呀，上高二樓係旅館嚟架，有人嗰啲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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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啲細地方落嚟買嘢就住我地舖頭上高囉。上高係旅館嚟架，下低做咖啡囉。

收尾有一段時間好多人返大陸呀，嗰陣時間係國民黨俾共產黨打倒，日本仔

又走咗囉，啲人問以為太平囉，個個要搭船返過去住囉。舊時佢地好多係嗰

啲賣豬仔過去嘛，都好慘架。公公都係好可憐架，媽媽嘅爺爺都係無晒錢架，

生落佢一個仔囉，後尾死晒就出晒嚟南洋囉。一啲自己咩咗又揾到錢囉，又

睇到宜家和平囉，日本仔又走咗囉，問返去中國住囉。嗰陣時好多人返呀，

好多人喺嗰啲細嘅地方坐車落嚟我地舖頭。(母親) 

 

從我家「僑商旅店」每天客似雲來的情景和細婆婆極度勞累的生活，可以想

像五六十年代返中國的印尼華僑數目之多，同時亦反映出很多我國同胞被

「賣豬仔」到南洋幹苦力的惨況。由於局勢不穩定，有些印尼華僑一等便等

了好幾年。他們面對著無止境的等待，仍然堅信總有一天等到來。 

 

舊時我地舖頭好出名架，因為上高係旅館，下低開咖啡店，舊時好興架，一

嚟就嚟好多人架，返返大陸呀，好多人架。一啲住成幾年架，客家人嚟架，

有晒老婆，喺嗰啲細地方嗰到落嚟住喺嗰到足足住咗好多年呀，因為早早以

為有船呢就可以返去，點知後來啲船無咗，收尾共產黨打啦、又亂啦，收尾

蔣介石又移咗去台灣，又以為平靜啦，又住喺我地嗰到。(母親) 

 

做旅館，總有嗰啲辦嗰啲手續返大陸嘛，嗰陣時無咁方便要坐船架嘛，嗰陣

隻船全世界行，到我地印尼棉蘭嗰度就會打電報俾我地。嗰陣時我地屋企專

請一個阿伯專係管呢啲旅行社囉，嗰陣排華啲人唔知幾時嚟啦，賣屋嘛，問

住我地舖頭囉，等船囉，一到我地嗰度嚟，公司問送佢地去碼頭囉。嗰陣時

無排華，個個愛返嘛，我地無返啦因為舖頭喺嗰處嘛。(姨媽) 

 

對於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印尼華僑，他們同樣愛國，會為聽到國歌流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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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不同的政治立場與黨派的華僑，例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他們的愛國表

現都不同，即使同樣深愛國家，亦會因為意見上的分歧產生衝突。姑勿論此，

中國人對祖國擁有強烈的愛國情懷，或許正是令到今天中國日益壯大的其中

一個原因。 

 

嗰陣排華，台灣嘅新聞半夜收到，我地聽到國歌，啲眼淚就會漏。嗰陣使華

人分兩派嘛，共產黨和國民黨，嗰陣使啲舞獅遇到，啲警察就會叫佢地分開。

嗰陣時大家都好愛國，舅父夜晚一聽到台灣嘅新聞、聽國歌、唱國歌，就叫

我地聽。(姨媽) 

 

 

5.3 遠離故鄉的校園生活面 

 

5.3.1 華校文化 

同是中國人，卻喜歡稱呼自己是福建人、廣東人、客家人……同是中國人，

卻喜歡說著福建話、廣東話、客家話……這種華校文化，造就了印尼華僑懂

得多種方言，亦加深了印尼華僑的中國文化。 

 

嗰陣使佢地個個都唔錯，隔籬鄰舍門口開咗都唔怕，宜家就唔得啦。印尼嗰

啲華人其實都個個都唔錯，大陸嚟嗰啲華人都係福健人、廣東人。印尼講廣

東話，見到福建人講福建話，多數講福建話和印尼話。喺學校唔講國語罰錢，

要罰五蚊錢。學校入低有福建人、有客家人、有廣東人、有印尼嘅，個個人

如果都講自己嘅話問好咩囉，所以講國語，如果講方言就罰款囉。(姨媽) 

 

宿舍只有一個老師教，大約有成 10 個學生喺嗰啲會所教，讀廣東書架。收尾

讀小學全部都係讀國語架。舊時老一輩邊度有學校架。幾個學生仔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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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喺度教囉，只有一本書囉，嗰陣暫時喺嗰度讀，講就講福建話囉，出街

見到福建人好多。佢地好大膽架，走私專做犯法嘢，我地廣東人就比較保守

啲囉，做生意就做生意囉。(母親) 

 

老先生教我地要背囉，唔背就喺後面打囉。嗰陣開返學啦，因為嗰陣時七歲

就應該入學啦，打仗嘛，無入學後來投降以後，我地都已經七、八歲，公公

怕我地年齡大嘛，問讀嗰啲書長長架，人知初……嗰啲囉。後尾學校開返啦，

我地一讀就讀三年班啦。(姨媽) 

 

活在別處，卻能夠跟身邊的家人、同學、老師、朋友說著「國語」、寫漢字

和讀漢書。因此，印尼華僑不但沒有對祖國忘懷，而且更加思念自己的國家，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真正踏入黄土高原，引證書本上學到的知識。 

 

嗰陣時學中文架，印尼話都有啦。後嚟只有印尼話架嘛尾尾，早早邊有架。

佢都未獨立佢係本身有架啦，不過無人注重，又係荷蘭人統治架埋，邊度會

有人學嗰啲呢。後嚟收尾至咩咗慢慢有返嗰啲印尼文化架嘛，嗰陣使個個都

有中文架嘛，個個國家都有華僑，中國人好多呀嘛，一啲走咗去泰國、菲律

賓呀、印尼呀，反正都有中國人囉。(母親) 

 

以前讀書有讀歷史、地理呀，所以宜家都好享往，所以我要去故宮同萬里長

城呀。(母親) 

 

為了延續中國文化，即使 60 年代以後的印尼曾經一度禁止華僑學習中文，

華僑父母亦為子女安排在家中學習，好讓我國文化得以保存，我國人民繼續

團結起來。這樣，印尼華僑才不會被受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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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尾印尼獨立咗，你住人地嘅地方一定要學返印尼嘅話架嘛，又讀返嗰啲書

架嘛。我地嗰陣都無咁犀利，後嚟連中文都禁止啦，全部都讀印尼書嘅，無

中文啦，最近又有返啦，因為同中國比較好啦嘛，問俾我讀返。宜家啲細路

仔個個都請補習先生返去讀中文架，我地今次返去，出去讀過中文呢就返去

教返啲細路仔讀返中文架，好熱鬧架。喺嗰後行嗰度擺度幾張枱呢有成十個

細蚊仔喺度學中文囉，宜家總更加熱鬧啦連過年都有舞獅舞龍，連教堂呀都

有中國嗰啲文化，舊時無架，啲教堂都有寫中文字。有一段時間排話無人咁

寫中文字，嗰段時間無中文讀，你讀中文呀，佢拉你架。嗰陣我已經離開咗

啦。而家嗰啲細路仔個個印尼話都好叻，因為嗰陣佢哋讀印尼書架。教堂多

中國人去，你要行入去就喺出邊搞亂你啦。有一段時間好犀利好多中國人唔

咁去教堂，宜家又可以啦，佢就係成日變嚟變去。有好多印尼人都有入去架，

因為荷蘭人所以有教堂囉。(母親) 

 

5.3.2 思念情懷 

從母親的憶述中可以感受到她對學校老師、神父、修女的思念之情。對於慨

歎他們離去的同時，亦為自己的年老慨歎。 

 

我地好多神父都係荷蘭嚟架，修女都係荷蘭人嚟架，後來老咗返返去自己國

家囉。可能死咗啦！嗰個修女好高大架，好靚架。我 19 歲嗰陣洗禮，我地嗰

陣時讀書都係喺天主教學校道嚟架，小學、中學都係，但都有聽道理嘅。間

學校係中國人開嘅，嗰啲修士都係中國人，好似唔知香港定大陸去嘅，後嚟

有啲加入咗台灣做神父啦，我唔記得佢個名架，好似係姓李架，老一輩都死

晒啦，好老啦。係啦，做乜事我曉織嗰啲呢就係個修女教架，因為我地學校

都有做手工架，一個禮拜嚟教我地織枱布，織嗰啲帽仔掛喺衫嗰度，好多嘢

織架。有普通嘅先生教既。係啦佢地係荷蘭人嚟，我領洗嗰個簽名都係荷蘭

神父簽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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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地喺外國留學返嚟，上課返學呢成日都著裙喎，佢身材又好喎，個樣又靚

喎，成日到著高錚鞋，有錢架，每次返學都係坐司家車嚟架。佢英文好好架，

佢成日都著旗袍架，佢喺印尼教書架，佢姓邱架，可能已經死咗啦！(母親) 

 

由於母親和姨媽一直就讀天主教學校，而天主教徒大部份是荷蘭人，因此，

她們對荷蘭人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好感，母親更因此成為天主教徒。由於荷蘭

人統治時期印尼社會安定，當荷蘭人要離開回國，母親亦為他們感到高興。

對於母親所說的祖國和祖家，其實是隱藏著她對印尼「家」的思念之情。 

 

後尾我讀書架啦，我記得啦，走到最尾架啦，後尾有幾車好似巴士車，嗰啲

荷蘭人諗住返去祖國囉，即係祖家，嗰陣使叫祖家祖國，返去荷蘭，嗰陣使

叫祖家，宜家邊有人咁叫架。(母親) 

 

5.3.3 三層式的階級社會 

透過姨媽學游泳的經歷，令人明白印尼在荷蘭的統治期間，社會正處於三個

階層的局面。由上而下分別為白種人、華僑和當地的印尼人。由於母親和姨

媽就讀的學校都是荷蘭神父開辦，因此，學校裏的學生可以跟白種人享有同

樣的游泳設施。這三層式的社會環境在荷蘭人離開後，華僑便剎時間成為了

印尼社會的上等人，即使印尼政府獨立後提高了印尼人民的地位，貧富懸殊

仍然無法改變社會的階級觀念，促使華人成為印尼人的攻擊對象。 

 

嗰陣時啲遊泳池係外國人辦、荷蘭人唔俾中國人架，如果你係天主教入低嘅

學生就可以申請。因為嗰陣使天主教啲紅帽董事長係外國人嚟嘅，我地校長

同佢地商量囉。(姨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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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遠離故鄉的工作生活面 

 

5.4.1 落後的開明國家 

印尼一直給人一種落後和未開發的感覺。想不到 60 年代的印尼已將中國和

西方的醫術同時採納運用在病人身上。相對於香港，到現時為止仍未能將中

國醫術跟西方醫術的地位等齊，這是由於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並沒有致力將

我國醫術發展。相反，印尼華僑的勢力和地位由於在當地逐漸強大，中國文

化對印尼的影響力亦相對提高。 

 

後來風濕骨痛，腫咗又痕又痛咁囉，嗰陣都廿幾歲啦，收尾問去咗耶加達中

醫嗰道住囉。佢又有幫人地針灸，又曉開中藥囉，我地問喺嗰到住，一邊幫

佢手囉。初初無咩，後來出名咗就多人到不得了。嗰道係 house 嚟架，有陣時

叫另一個朋友痛起返嚟幫我針囉，宜家唔知過咗身未呢。係朋友介紹囉，收

尾喺嗰度學咗一段時間。我地有去西醫嗰啲大醫院架，人地中西合併啦，呢

個香港邊度有呀。人地印尼 60 幾年，有一個西醫喺嗰間醫院，係西醫嚟嘅，

喺中國讀過書囉，知道針灸幾好，問聘請我地師傅入去做，一邊用西醫幫人

醫病又一邊幫病人用中藥針灸囉，中西合併，有兩個徒弟連埋我輪留幫手囉。

(母親) 

 

 

5.4.2 生活迫人造成隔漠 

母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會為別人的不幸感到難過，但面對著社會的黑

暗面，卻被迫要跟身邊的人保持距離。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除了天災和疾病，

人的醜惡面亦為大家造成隔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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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有三個女加埋佢四個加埋我地兩個，加埋兩個工人八個囉，全部都係女囉。

所以夜晚有人嚟咯門嚟睇病根本無可能囉，夜晚成八、九點嚟睇病唔好開囉，

一開就弊緊囉。佢入嚟打劫我地全部係女嘅唔咁開囉，不過覺得人地有病都

唔開囉，不過佢好定，佢最大話唔開就唔開。佢知隨嘛，一開就入嚟打劫。

不過唔好軟呀，個心唔好軟，一開就自己害死自己，無出到聲，一出就知有

人喺裏面。(母親) 

 

5.4.3 再見印尼 

家破人亡令姨媽產生離開印尼的念頭。 

 

嗰陣照顧公公、婆婆佢地呢，婆婆糖尿病要打糖尿病嗰啲針，我覺得同人地

打好似好痛，我喺台灣如果學到呢啲護理都唔錯呀，問有興趣囉。嗰陣使喺

台灣護理呢啲嗰間學校都唔錯啦。(姨媽) 

 

由於當時排華局勢不穩，為了離開印尼，印尼華僑要經歷重重障礙，甚至要

放棄印尼居民的身份亦要去尋找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土地。父母雙亡加上受印

尼土著歧視，促使姨媽離開的決心。 

 

印尼返嚟嘅印尼華僑都唔少，好多都唔喺棉蘭，一啲喺比較落後嘅地方。印

尼好大嘛，有成三千幾個島，啲島好大架，棉蘭總大過台灣呀。印尼棉蘭屬

於第二個首都，耶加達係首都。我去星加坡搭飛機搭去香港再坐船去台灣。

嗰陣使住喺香港舅父嗰度幾日，嗰陣使排華，佢唔知度印尼嘅情形嘛，叫我

去印尼領事館報到。一報到佢知我要去邊處嘛，佢要拘留我本 passport，因為

你要返印尼飛機票一定要來回，佢叫我先去買返印尼嘅飛機票就俾返個

passport 你。我買印尼做咩呀，因為個 passport 要用到，個飛機票要用到 passport

嘛，我問俾印尼個新份證佢，我要返印尼先要攞返個 passport 先嘛，我要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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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唔可以無 passport 呀。新份證我有印一張嘛，台灣買船票一定要 passport

嘛，結果新份證就留喺佢嗰處啦。香港去台灣嘅飛機票比較貴嘛，慳啲嘛。

嗰陣都有床位啦，唔係瞓地下呀，不過坐船都唔得，嘔呀。(姨媽) 

 

即使放棄了印尼國籍，印尼永遠是姨媽心中的「家鄉」。在台灣，只要每逢

有印尼華僑的聚會，她務必出席懷愐昔日的家鄉情懷。 

 

印尼華僑喺台灣個個都好團結，每年都有一個春節架，每年生日啲印尼歸僑

都會喺二三月搞，自己帶餸去。一年一次聚會，有抽獎，我地印尼歸僑一定

個個都要入。好方便，大家知會一下、聊天，如果有帶朋友去，遇到一啲唔

識嘅朋友問吓你去邊度嚟架。(姨媽) 

 

 

5.5 小結 

從兩位受訪者的口述歷史中可以發現她們帶有很濃烈的中國文化身份。不論是家

人的傳統思想、華校的學習文化或所選擇的工作，都跟中國文化有著莫大關係。

她們雖然活在別處，卻反而更加愛惜自己的國家、跟身邊華人相處的時間及對中

國獨有的知識和技術感到自豪和欣慰。可見她們是樂於自稱中國人。她們的愛國

情懷亦反映出當時很多印尼華僑返回中國生活的原因。相對於現在生活的地方，

由於近年台灣局勢不穩，新一代台灣知識份子都希望將台灣延變成一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對於台灣的印尼歸僑，當然不希望將中國人的土地再次被分割，因為離

鄉別井和無家可歸的傷痛已成為了他們不能磨滅的回憶。因此，老一輩華人主張

台灣跟中國統一。印尼歸僑活在中國的土地上，卻末能真正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懷抱，這可能是台灣印尼華僑最終的遺憾。相比起在香港生活的印尼華僑，他

們不用面對排華和反華等民族主義問題。香港回歸中國後，對於很多香港市民來

說，共產黨的官治手法無疑令他們感到憂慮，但對於漂泊流離多年的香港印尼華

 24



僑，最終能夠活在屬於中國人的土地上，還有甚麽要求。 

 

兩位同是出生於印尼的受訪者，由於生活環境的轉變，即使同樣以廣東話敍述歴

史，姨媽的說話方式明顯地是將台灣常用的國語直接轉化成廣東話。受到台灣的

生活影響，她會將年份用上民國的方式表達；而母親亦受著香港環境的影響， 用

上 2007 年電視的連續劇作比喻。她們現在身處的地方，成為了當地歷史的同時，

當地文化亦同樣變成了她們過去的一部份。 

 

身為研究者亦同是兩位受訪者的的至親，她們的經歷除了讓我更加明白當時的歷

史，亦令我明白到母親現在的行為和處世態度，很多時都是由於印尼的生活體驗

所產生。當時印尼人發動的排華騷亂，令印尼華僑對周邊的環境特別小心，形成

母親小心行事的性格。例如在家中，不論各大小電器，母親一定要將總制全部關

上才能安心睡覺；家中門窗亦同樣要鎖好，倘若家人一時忘記了便會受到母親的

責備。她小心的程度甚至認為開門回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生怕有人在防煙門後

埋伏跟蹤家人入屋。因此，直至數年前她仍然堅持為家中各人開門。只是現在年

紀大了才沒有。她的性格亦影響了我對周邊事情的小心謹慎，形成有點兒「婆仔」

性格。 

 

從母親的憶述中，除了發掘當時社會的真實境況，亦令我意外地發現了母親還有

一位同父異母的姐姐，母親卻從來沒有提及過她；這必定是她所帶來的傷痛，令

母親根本不想再次提起。她的行為亦令我對她產生不喜歡的感覺。當我再次細閱

本文的研究分析，發現自己亦從來沒有將大婆婆的女兒作親人般稱呼。我以研究

者的身份反思受訪者的歷史的同時，基於跟受訪者的關係，亦令我成為了被研究

的一部份。當研究者可以同時間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分析事情，兩者便能結合形成

張力，使分析結果更為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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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會隨著人的離去而永遠消失，因此我們要在有生之年搶救歷史，尤其是

身邊的歷史容易被身邊人遺忘，而她們卻往往是最珍貴的歷史寶藏。 

 

 

6. 研究方法的反思  

6.1 選取口述歷史研究方法的原因 

口述歷史可以將過去被人遺忘或隱藏了的真面目重現眼前，讓世人更加明白一些

被遺忘的歷史觀和生活體驗，以及書寫歷史的人未能意會的感受和經歷(Slim and 

Thompson，1993；14)。就像每一位印尼華僑對自身的感受各有不同，因此，從

每一位受訪者身上都能夠發掘一些隱藏了的聲音，跟新一代產生聯系。 

 

6.2 口述歷史研究方法的反思 

  

6.2.1 尋找適合的訪談方法 

為了更加了解印尼華僑的歷史，訪問之前，筆者曾經翻查有關歷史書籍。由於

當中所描述的歷史概況未能讓研究者完全掌握當時的真實情況，為免預設問題

限制了受訪者的論述，同時亦會限制了訪問者的臨場反應，變成了一般訪問的

一問一答方式，因此只將受訪內容大概分了幾個要點，包括政治、社會、經濟、

教育、宗教、家庭及中國文化。訪問開始亦只是簡單以童年時侯印尼排華的回

憶作為開場白。因此，兩位受訪者都是由日本侵佔印尼時候說起。為了不想打

擾受訪者回憶的狀態，訪問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受訪者說話，若遇到不明白的地

方才會要求加以解釋。當她們將一件事情的經歷詳述後停頓下來，這時，訪問

者才會將訪問過程中想問的問題發問，並將沒有談及的要點提出，讓受訪者加

以敍述，使任何一方不會出現被支配的感覺(Michael Frisch 1990 in Ritchie；

29)；並同時發掘一些被遺忘了的聲音(Ritche，2003；29)。由於不想打斷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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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思緒，卻造就了受訪者談及一些與本研究無關的經歷，例如學游泳的經

過，因而拖長了訪問的時間。另一方面，即使訪問者意圖避免受自身和受訪者

的身份影響，將訪問焦點集中於家庭以外各方面，受訪者仍然用了很長的篇幅

談及家裏的事情，卻意外地令訪問者更加明白歷史的經過，以及印尼華僑對祖

國的情懷。此外，當受訪者談及一些不開心的經歷，例如父母雙亡，為了不想

令對方感到難過，訪問者往往將話題轉移到其它方面。在隱藏和可見的歷史

中，怎樣處理兩者之間的缺口，研究者未必能夠在本文做到最好。 

 

6.2.2 尋找適合的訪談對象 

本文原本的構思是想訪問幾位香港印尼華僑的口述歷史。鑑於第一位受訪者的

訪問內容十分豐富，研究者希望可以將內容做到深入分析。因此，所選擇的第

二位受訪者有部份經歷是跟第一位受訪者的背景相近，使零碎的歷史片段得以

整合。研究者曾經擔心兩位受訪者的親屬關係會令訪談內容太過相似及局限，

因而想將第二位受訪者的內容重點放在家庭以外的其它方面，但對於受訪者來

說，她們的故事是由自身出發，即使經歷相同，她們對同一件事的觀感和體會

亦各有差異。正如 Ritchie 的理論：「沒有兩個人的故事是完全相同」(2003：

33)。因此，她們的關係正好讓歷史更完整地重現。 

 

6.2.3 口述歷史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沒有任何一種資料和數據可以令人完全相信，所有資料來源都要經過驗證。因

此，口述歷史是否能夠成為更多研究的源頭，則有待測驗其可信性(Ritchie，

2003；26)。在訪問的過程中，受訪者往往會將年份記錯，若以受訪者對年份

的準確度作為口述歷史的可靠性，恐怕這種研究方法將不會再被研究者所採

用。對於研究者最關心的是為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和反思。對於受訪者，年份只

是一些沒有感情的符號，歴史對她們造成的深遠影響和當中的體驗才是最有研

究價值的東西。因此，口述歷史跟其它研究方法一樣有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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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 

剛開始決定選擇印尼華僑口述歷史作為本文題目，便問自己想通過本文帶出甚

麼。起初是希望透過印尼華僑的身份帶出排華所遇到的問題。但當做完了第一

次的訪問後，便發現受訪者最深刻的經歷除了排華、戰爭，是家裏發生的事情。

我對排華的關注是基於經常從報章、雜誌和電視新聞看到有關排華的報導，但

對於當事人來說，最重要的回憶是跟家人一起相處的日子。每一位訪問者進行

訪問之前都會對受訪者的內容起了前設點，但往往所得出的內容都是跟前設不

一樣，這亦是做研究有趣之處。根據 Clare and Johnson 對回憶的論說，過去的

回憶牽涉現在狀態，而現在的生活是由過去的回憶所構成 (2000；199)。由於

訪問是在家裏的空閒時段內進行，以及兩位受訪者跟訪問者的親密關係，訪問

者的形象亦造就了她們對「家」的回憶。中國人向來不喜歡將「家事」對外宣

揚，正是由於受訪者對訪問者的信任，使當中隱藏了的歷史回憶發掘出來，造

就了當代史的出現。 

 

6.2.5 回憶的層次 

回憶不單是解答問題，而是產生新的議程(Clare and Johnson，2000；207)，例

如人的關係變化和處理傷痛等。對於受訪者在印尼生活的歷史和體驗，雖然已

是將近大半個世紀的事情，但對於當事人由被動的角色轉化成主動敍述，每一

次的回憶便成為了新一次的體驗，因為每次回憶所遇見的事物都不同，透過現

在的生活跟過去互相吻合，將隱藏了的歷史發掘出來。就像母親從來不想提及

大婆婆的女兒，這次訪問卻可能幫助她帶來了一次重新的釋放。對於受訪者在

訪問過程中的離題雖然延誤了訪問的進度，當中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內容。就

像透過姨媽學游泳的經歷，令筆者明白到在荷蘭統治期間，印尼社會處於三個

階層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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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兩位受訪者仍然有很多深層的回憶在腦子裏未被發掘。或許本文將會成為

另一次研究她們的開始。 

   

6.2.6 每個人都有獨立聲音 

很多人聽過母親說話便知道她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於筆者來說，從小起

母親的聲音已伴著我成長，即使偶然她會詞不達意或不自覺地將「熱鬧」說成

「鬧熱」，以及一些在印尼常用的詞匯，例如「棉蘭」讀成「棉冷」外，其餘

的廣東話發音亦尚算標準。可是，當我要將母親的聲音轉化成文字，便發現她

所用的助語詞比一般的香港人多，例如呢、囉、呀、架等。一些慣常用的廣東

話，例如「踩單車」，她會說成「踩腳車」、「一架電單車」會說成「一趟電單

車」。這讓我想起讀小學時候的一次經歷：一天，當我在中文課堂上朗讀課文

的時候，不久同學們便抱腹大笑，原來，我一直將「榴蓮」讀成「榴鍊」是錯

呢！還記得當天一回家，便嚷著母親將「榴蓮」的正確讀音讀出，可憐的母親

卻慒然不知她一直以來的發音原來是錯呢！回想起來也覺得好笑！ 

 

姑勿論母親或姨媽，每個人都有其獨立聲音，尤其是當聲音轉化成文字，從字

裏行間所流露出來的傷痛，更容易令人感到心痛和難過。錄音經過整理化成文

字或許會失去當中的精髓，但文字卻讓我明白到母親說話時候不斷的重覆，正

代表著她對事件的重視和難過。因此，透過細閱文字，可讓研究者更有效去分

析說話背後所想表達的含意。隨著社會的進步，研究者已可以將錄音永久存

檔。平凡的聲音在空氣中迅速消失令身邊人容易遺忘，轉化成文字細閱卻讓人

更容易明白當中的歷史研究價值。她們的經歴正好為新一代帶來新的反思。 

 

母親及姨媽的聲音固然是獨特的，但她們「被遺忘」了的聲音，更讓筆者對印

尼華僑及「中國」的刻板生活有了新的體會及認識。曾幾何時，筆者渴望像母

親一樣，可以到不同的地方生活，然而，當一切變成是人為的時候，則只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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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想安靜下來。每－位印尼華僑都代表著一個流落異鄉的故事，她們的出現

令印尼和中國兩個民族有著化不開的關係。中國人求人自求的生活態度跟印尼

人怨天尤人的想法有著強烈的對比，這一切都在「被遺忘」了的聲音中找到。 

 

6.2.7 研究的局限及不足 

基於研究者跟受訪者的親密關係，一方面雖然可以從微觀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結

果，另一方面卻未能將對受訪者的感情完全抽離，形成不能全面客觀分析結果。 

 

不論研究者和受訪者都是以女性的角度出發。由於兩者的性別相同，研究者可

以更容易理解受訪者的處境，但對於當中男性的分析例如公公，則由於未能完

全以男性的角度分析結果而有所局限。 

 

在本文中，姨媽的口述歷史主要作為對母親敘述的彌補和反射，因此，未能完

全從她的角度作更詳細的分析。 

 

對於有關印尼華僑口述歷史，曾經有研究者例如王蒼柏先生在其《活在別處 ─ 

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做了相關的研究報告。由於每位受訪者都有自己的故

事以及研究者的身份不同，當中他們的研究結果與本文分析的差異，未能在本

文跟其它研究結果對話。 

 

 

 (藉此將這篇文章送給我摯愛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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