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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成立至今已有八十周年。在这八十个年头里，公会共经历了

我国锡矿业的辉煌期与 1985 年国际锡价崩溃的惨淡期。霹雳怡保因锡矿业的蓬勃

发展，到处矿场林立，吸引了大批中国南前来华人采矿，成为闻名于世的城镇，也

誉有“锡都”之称。由于英殖民政府对华人锡矿业者的不公平对待，为了团结及维

护华人锡矿业者的利益，便成立了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本论文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创立原因与功能、公会的历任会长贡献及公会与

社区互动为研究重点。论文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章，主要带出对此研究课题的研究

动机。锡矿业曾是我国两大经济支柱之一，霹雳州又是我国锡产最多的地方，而霹

雳华人矿务公会在当时的华人锡矿业里扮演的角色自然引起笔者好奇。由于公会资

料遗失于二战时期，加上 1980 年代时的对文献保管的疏忽，而导致文件被蚂蚁侵

蚀，资料文献荡然无存。笔者惟有通过与公会资深委员的访问，逐渐将资料拼接撰

写。此外，由于笔者访谈的对象都是工作繁忙之人，因此在相约访谈时间上比较费

力，不能一一与公会的中委会或他们的后裔访谈，这也是本论文不足之处。 

第二章，探讨的是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成立的原因。霹雳锡矿业早在 1880 年已

经闻名于世了，而相对着公会成立的时期有点晚，因此笔者根据文献资料来整理及

叙述。第三章，通过公会举办或处理的事件，整理出公会为会员提供的功能，即联

谊和福利功能，从而探讨公会扮演的角色。紧接是第四章，通过写历代会长的任期

与贡献，探讨出为争取华人锡矿业者利益而付出与贡献的人物。此外，也在公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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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互动里探讨公会与社区的参与度及活跃度。最后，笔者将总结以上四个章节，

指出公会与其他乡团会馆的区别，也道出公会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及对未来的期许。 

【关键词】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角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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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写到了致谢这一环节，也代表着此论文已进入了尾声，笔者心里满是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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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多次与笔者深谈及开导笔者，才让笔者能重新振作，打消辍学的念头，才得以

完成此论文。 

此外，笔者也非常感激笔者的论文指导老师——黄文斌老师。在选择论文指导

老师以前，笔者早已听闻黄文斌老师是个严师，对于其论文指导学生都有很高的要

求。笔者深知自己懒散、怠慢的性格，便毫无犹豫的选择黄文斌老师，希望在老师

严厉的督促之下，能学习更多及有不俗的收获。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多亏老师细

心指导，多次与笔者面谈，引导及提醒笔者论文中的不足，让笔者受益良多。借

此，笔者向黄文斌老师致上万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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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明先生等，几位公会的老先辈。感谢诸位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让笔者进行访

谈及提供许多珍贵的旧照片、旧文件等资料，供笔者参考。在与几位先生的访谈

中，笔者感觉有如爷爷与孙子的关系，听着爷爷述说当年历史和人生经历，闲话家

常，也让笔者增长了不少新知识。 

最后，笔者也要在此感谢慧倩学姐和淑惠学姐。两位学姐不但以过来人的身份

与笔者分享撰写论文的经验，也教会笔者在撰写论文时所需要注意的小细节。此

外，笔者也要谢谢淑蓉同学的从旁辅助与帮忙，不但与淑惠学姐一同陪笔者到怡保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进行访谈和收集资料的工作，也帮助笔者拍摄一些公会里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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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十八世纪末，马来亚锡矿业正蓬勃发展。虽说在十九世纪以前便有文献记载马

来半岛的锡矿历史，但马来亚锡矿业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真正迈向辉煌。马来亚曾

是世界上锡产最多的国家，被誉为“锡之王国”。锡矿业也是马来亚的经济命脉之

一。1847 年，霹雳州因浪遮花（Long Ja’afar）在太平的拉律（Larut）发现蕴

藏大量锡矿的矿地，使得许多矿场便在这时候建立起来，从而带来了无数的就业机

会。1872 年，大量中国人的採矿劳工蜂踴而至，人数大约有四万人，其中以广东

人及客家人为多。（马来亚华人矿务公会，2002：12） 

随着霹雳州矿场与矿工数量的增长，便出现许多利益纠纷、争夺矿地等问题。

“拉律战争”1以及《邦咯条约》2正是广为人知的矿地争夺战。此外，1879 年 10

月也因为“义兴公司”3企图夺回“海山公司”4在太平的矿地而又引发了太平暴

动。直到 1880 年，在霹雳总警长的炮压下，这纠缠多年的拉律战乱才得以终结。

在这之后，拉律地区恢复和平，锡矿业也发展稳定。同年，位于务边（Gopeng）及

近打河流域的怡保（Ipoh）被发现了更大，蕴藏量更丰富的矿地。至 1889 年后，

近打谷的锡产量已逐渐超越拉律地区，成为本邦重要的锡矿区。自此，务边便有了

“锡米仓”之称，而怡保也被誉为“锡都”。 

                                                           
1 拉律战争是双双来自槟城，以广府人为主的“义兴公司”和以客家人为主的“海山公司”于

1862 年及 1872 年先后为了拉律的矿源而引起的战争。 

2 《邦咯条约》是 1874 年 1月 20 日由英殖民地政府与霹雳马来人酋长及拉律两大华人私会党“海

山”和“义兴”领袖之间的条约。 

3 义兴公司是由中国四县（新宁、新会、肇庆、惠州）华人所组织的私会党，粤人或广府人帮派。 

4 海山公司是由中国五县（增城、番禺、顺德、南海、东莞）华人所组织的私会党，客家人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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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光闪闪的“银都”吸引了大量开采者，无论是英籍、华人或马来人，都对这

片黄金地虎视眈眈。为了维护华人锡矿业的利益与发展，公会的成立是必然的。成

立公会不但能团结华人矿家，将对华人锡矿发展不利、不公平的宪法与条例向政府

反应并争取华人矿家应有的福利。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霹雳华人务矿公会，而论文的研究年份则设于 1935 年至

2014 年之间。霹雳华人务矿公会成立于 1935 年，因此笔者由 1935 年开始切入霹

雳华人务矿公会的历史发展，从中探讨该公会成立的原因及了解其组织结构。此

外，笔者也会依据资料的提供，探讨该公会的功能是否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迁而有

所改变。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论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历史发展及功能，并将研究年份

设定为 1935年至 2014 年。笔者主要选择研究此课题是因为十八世纪末是马来亚锡

矿业正蓬勃的时候。马来亚的锡产在 1874 年原只占全世界锡产总量的 10%，但至

1895 年则增至 55%，居全世界产锡国之首。（李恩涵，2003：210）在马来亚锡产

最多的霹雳州，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对华人锡矿业而言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虽说霹

雳华人矿务公会出版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72）以及马

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2002）都有谈

及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但都只是轻描淡写该公会的成立简史，并没有深入探讨与研

究该公会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功能，因此笔者便决定研究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3 
 

此外，笔者发现，相较于马来亚锡矿业蓬勃时期，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成立的时

间较为晚，所以笔者希望能从中探讨出该公会成立的原因和该公会对霹雳锡矿业的

贡献及与社区互动。最后，笔者也希望借助这次的研究机会，能为更多研究霹雳华

人矿务公会的学者尽一点绵力。 

第二节  前人研究 

霹雳州怡保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是笔者此论文的研究对象。笔者通过网络，到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南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国家图书

馆、复旦大学等浏览，却未能发现与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相关或针对此课题的学术研

究成果。 

由于没有前人研究的“引路”，笔者唯有搜寻其他相关书籍如林水檺、骆静山

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

西亚华人史新编》（1998）、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1991）等，让笔者了解

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南来华人先辈们的刻苦与艰辛的经历。再来，笔者也通过报章刊

登的报道与文告，从中探讨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功能与社区互动。此外，该公会出

版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72）也是让笔者了解和研究该

组织结构最直接且快速的方法。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以三种研究方法进行： 

一、 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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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选择以文献研究作为此论文的最先研究方法。这是因为笔者认

为每一个组织的成立都是由人开始的，而有人的地方必定会有文字的存

在与记载，因此笔者认为用文献作为研究方法是最基础的方法。笔者亲

自到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会所搜集该公会出版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三

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72）、公会章程、公会年度会务报告等文献资

料。这些原始资料能帮助笔者了解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早期的历史及组织

结构。 

另外，会所两侧墙上挂着的名人照片、历代与现任的委员表、报章

简报、活动照片等，这些都是公会的历史见证。笔者都将其逐一拍下，

用于探讨该公会的功能与社区的互动。 

二、 口述历史 

在撰写论文时，由于文献资料有限与不完整，因此与霹雳华人矿务

公会里的理事和前辈的访谈是其中一个获得资料的方法。笔者首先与公

会现任秘书胡秋明（1944-）先生进行访谈。胡秋明先生曾在该公会担

任将近二十年的秘书，直到 2014 年又再次回到公会担任秘书一职。胡

秋明先生以亲身的经验及记忆的拼接，提供了笔者许多关于公会早期的

一些历史发展及功能演变的资料，填补了笔者在文献方面的不足。 

其次，笔者透过胡秋明先生的引见，才得以与现任会长拿督陈联忠

（1951-）局绅、副会长钟天权（1937-）先生、拿督陈联杰（1955-）

及廖翠环（1934-）女士联系，并进行访谈。几位老先辈都在公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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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对公会的历史以及当时锡矿业有着一定了解，因此也提供了笔者

不少资料。 

此外，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1931-）是笔者访谈的对象，因为

其不但曾在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担任过十六年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

其家族更是从祖父就开始经营锡矿业。因此，在与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

绅的访谈中，笔者能够从中了解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历史背景。笔者在

每一次访谈中，都会将内容以录音笔记录起来，然后与文献进行对比，

以便确定资料的虚实。 

三、 实地考察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笔者亲身到访过位于怡保客

栈街（Jalan Tun Sambanthan）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实地进行考察。通

过实地考察，笔者能够得知文献记载以外的资料，如了解公会里的设

备、地理环境、周遭建筑物、交通情况及一些旧文物。 

此外，在胡秋明先生的带领下，笔者参观了公会里的设备及环境，

了解公会现在的运作。除了参观公会，胡秋明先生也带笔者走访位于公

会隔壁的昔日公会会员俱乐部及位于怡保金宝巷十一号（Persiaran 

Kampar）的别墅，目前这两间公会产业皆已出租。 

第四节  研究难题与论文不足之处 

笔者在撰写此论文时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便是文献资料的不足。在马来西亚

历史里，记载锡矿工业的书籍多的是，却鲜有记载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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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及贡献。因此，笔者惟有通过公会的章程、特刊、旧照片和部分公会会务报

告的记载及人物访谈，以进行分析及探讨该公会的贡献及与社会的互动。由于

日治时期的摧残，公会里部分资料档案被销毁及遗失了，加上白蚁的侵蚀，许

多文献资料已荡然无存。 

由于准备的时间有限，笔者未能一一找出该公会的历任会长、中委及其后

裔进行访谈，这使得此论文欠缺了一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因此，此论文依然

存有不足之处，尚未完全的概括该公会的贡献及公会与社区的所有互动，希望

日后有对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感兴趣的学者能以此论文为参考，继续更深入的研

究该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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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创立 

第一节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简史 

    1880 年，怡保因为被发现蕴含大量锡矿而扬名世界，许多华人先贤因此相拥

而至，投身于锡矿行业。由于华人刻苦耐劳的精神，很快的华人矿工的数量及产量

已成为本邦主要的锡矿生产者。初到此地的华人多数以帮派分识，比如笔者在第一

章提及的“义兴公司”与“海山公司”，分别由广府人及客家人所组织，各自为自

身的组织谋福利及相互扶持。根据调查，1901 年马来联邦共有三十万华人，其中

十六万三千人，或者半数以上以开矿为业。（林水檺、骆静山，1984：243）然

而，当时的锡矿业并不只有华人在经营，除了原先的马来人以外，欧洲人也因看中

锡矿业的发展优势，积极的参与了锡矿生产的行列，因此当时的锡矿业竞争相当之

大。1900 年间，华侨，英籍及巫籍锡业界已经成立了吡叻5矿务农商总局（Perak 

Planters And Miners Association）以联络锡业人士的感情和研究种植及发展锡

业的问题。（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3） 

由于锡矿大量的被开采，锡价也在 1906 年达到了创新高的平均每担 89.59

元，之后便出现锡产过剩的情况，导致锡价下滑的情况出现。因此，根据以下列表

（一）的显示， 

 

                                                           
5
 “吡叻”是霹雳的简写，现在已规范为“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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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霹雳州锡米产量、锡产价值、税收及锡米平均价格（1901-1910） 

年份 总产量 

（担/Picul） 

价值 

（$） 

出口税 

（$） 

平均每担价格 

（$） 

1901 385,066.00 26,015,000.00 3,473,165.00 67.56 

1902 405,877.00 32,214,460.00 4,470,402.00 79.37 

1903 436,370.00 36,502,342.00 5,067,412.00 83.65 

1904 443,506.00 33,950,386.00 4,607,559.00 76.55 

1905 446,781.00 36,086,510.00 4,874,820.00 80.77 

1906 435,908.00 36,672,924.00 5,432,675.00 89.59 

1907 431,386.00 36,301,257.00 5,038,592.00 85.23 

1908 467,783.00 30,561,614.00 4,054,140.00 66.78 

1909 461,665.00 31,484,101.00 4,097,508.00 68.00 

1910 421,335.00 32,639,725.00 4,147,908.00 77.51 

资料来源：转引自 Everitt，1952：Table IC 

从 1907 年开始，锡价平均每担从 1906年的 89.59 元降至平均每担 85.23 元，而且

持续下滑了至 1909 年才逐渐有上升的迹象。由于锡价下滑，1907 年 12 月 14 日，

华英籍锡业界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锡价持续下跌的问题，也正式成立了筹

备组织吡叻矿务局（Perak Chamber of Mines），并决意与殖民政府进行交涉，要

求减少锡苗出口税。较后，于 1913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时议决通过将

吡叻矿务局扩大组织成为四州府（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的公会，定名四

州府矿务局（Federated Malay States Chamber of Mines），（霹雳华人矿务公

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3）也于次年的 12月 16日成为合法组织。 

    1930 年初，由于美国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锡矿业大受

打击，锡价一落千丈。为了拯救锡价，于 1931 年便有了第一次的国际锡协定以控

制和管理锡的生产量。殖民政府严厉限制锡生产，让每月的锡产量不可超过锡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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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6
（Tin Quota）的配额。因锡固本纸分配的问题，华英籍锡业界曾多次为此而有

纷争。于是，华侨锡矿业者相续退出四州府矿务局，筹备自组吡叻华侨矿务公会，

并在 1935 年 5 月 5 日正式成立，定名为吡叻华侨矿务公会（Perak Chinese 

Mining Association），创办人：刘伯群（1896-1973），张珠（1885-1954），冯

相（1893-1993），陈位和（生卒年不详），伍炤平（生卒年不详）及何国瑶（生

卒年不详）六位先生。（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3）1959

年国家独立以后，因配合国情，华人不再称为华侨，而是马来亚这个国家的公民。

因此，该公会也从原本的霹雳华侨矿务公会改名为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在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成立初期，公会以租赁的方式将会址设于怡保客栈街七十

三号，而刘伯群为首任会长。于 1937 年间，由五十四位热心会员慷慨共捐出两万

六千零七十元基金，拨出其中一万五千元购买两间位于怡保客栈街门牌七十一及七

十三号两层楼屋。（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3）（见附

图：图一）其中，公会将七十一号楼屋设为俱乐部，让会员有个休息、打发时间的

场所，而七十三号则是公会会所。会所楼下设有唯礼堂、设办事处；楼上有会议室

（见附图：图二）、资料室及两间客房，供委员处理公会事务而忙至深夜时，有个

留宿的地方。此外，于 1971 年间，公会又以十万元添购了一座位于金宝巷十一号

的洋楼为公会产业。至于添购洋楼的原因则将会在论文的第四章提及。 

随着 1985 年 10 月 24 日世界锡价崩溃后，霹雳地区的许多矿场接连受到影

响，有者更是面临倒闭。自此之后，锡矿业便逐渐走向落寞。虽然该公会曾多次向

                                                           
6
 锡固本纸（Tin Quota）是当时英殖民政府所发的锡矿“准许证”，拥有锡固本纸者才能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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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部门提呈建议及到英国与国际锡理事会商讨挽救锡价，但最终还是挽救无

效。此外，公会也因为会员们纷纷退出，于 2014 年曾决议将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解

散，这是极为可惜的。后来，公会在金宝拉曼中华研究院副院长黄文斌博士的建议

下，决议商讨重组委员会，将公会会所重新整修为锡矿文物馆，供有兴趣者参观。

此外，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现任会长拿督陈联忠希望能通过协助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

心推动《19-20 世纪霹雳州华人锡矿研究计划》，而将华人在锡矿业的贡献及史迹

记载，并让后人有机会了解这曾是我国经济支柱之一的锡矿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

历史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参考自南洋网新闻（2015）《霹华人矿务公会支持推动

研 究 记 载 锡 矿 发 展 》 ， 2015 年 3 月 22 日 阅 自

http://www.nanyang.com/node/685188?tid=514） 

第二节 组织结构 

十九世纪末，怡保因为发现了蕴藏许多锡的矿地，使得许多矿家在此建设矿

场。在巅峰时期，近打谷区大大小小的矿场共多达一千多座。（胡秋明，2014）由

于锡固本纸分配的问题，华人矿家才会积极筹备组织属于华人的矿务公会，团结华

人矿家，并且为华人矿家争取福利。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组织结构可分为： 

一、 中央委员会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主要行政会务都由中央委员会负责处理，其中包

括会长、副会长；义务正副秘书各一名；义务正、副财政各一名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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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员两名，一共八名中央委员。（参考自《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章

程》：6）直到 1971 年，为了加强会务组织，公会增添了其他工作小

组，如：法律与税务组：锡产税收问题、柴油津贴、劳工条约等；会务

工作组：矿地更换及展延地契的办理手；技术研究组：锡矿开采的技术

研究；社会服务组：在马来亚戒严时期向有关当局申请通行证；以及锰

厂小组，以便能更加仔细及完善的处理事务，帮助会员们解决问题。

（参考自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4-15） 

二、 会员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员分别有三种：第一种为普通会员：凡马来西

亚华籍公民，或任何注册于马来西亚的有限公司、机构及合伙公司的全

部股东成员及合伙人都是马来西亚华籍公民；第二种为名誉会员：凡曾

是该公会两年的会员或忠诚为该公会服务了十年或以上者，曾经在锡矿

业建立了特殊功绩的马来西亚公民，在得到会员大会上，三分之二的票

数通过之下，即可成为名誉会员；第三种为联络会员：凡非马来西亚公

民的华人，凡非华籍的马来西亚公民，及任何注册于马来西亚的有限公

司、机构及合伙公司的非马来西亚华籍的股东成员及合伙人，都可成为

联络会员。（参考自《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章程》：2） 

透过以上成为第三种会员的资格显示，相信这项条约也是在 1971 年

修改章程时增加的。此外，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章程提及成为该公会的会

员资格。只要年满十八；从事矿业或持有矿业公司股份者；若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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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机构者，必须是马来西亚注册者；愿意遵守本会条规；品行端正

者；由一名普通会员介绍及另一名会员赞成，只要填写入会申请书，通

过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缴纳入会基金与年捐，便能正式成为会员。

（参考自《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章程》：2-3）据胡秋明先生透露，该公

会的会员人数于 1970 年代矿业高峰期时更多达 500人左右。 

三、 宗旨 

而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成立宗旨为： 

（一）促使会员增近感情，互相交换知识。 

（二）团结一致共谋矿业的健全发展。 

（三）检讨和研究一切有关矿业的法律和条文，必要时将呈文 向有

关当局进行交涉。 

（四）协助会员解决困难问题。 

（五）在有关会员请求下为会员排解纠纷。 

（六）参加社会与国家的福利工作。 

（七）促进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和谐。 

（八）维护基于国会民主各族平等的国策与宪法。 

（九）讨论公众事务，如果有关事务会影响本会会员者，必要时将呈

文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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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帮助他族人士参加矿业。 

（十一）采取前文细节没有明文规定的行动，以谋取本会与会员的福

利和矿业的健全发展。                           

资料来源：《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章程》：1 

透过该公会的成立宗旨，可以清楚知道公会在华人锡矿业界所扮演

的角色，即团结、维护及争取华人矿家的利益与权利。但宗旨的第七项

及第十项却让人好奇，因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成立顾名思义是为华人矿

家服务，但宗旨里却出现促进各民族和谐及帮助他族人士参加矿业的条

例，且公会的常年会务报告中并没有发现或记载与以上两项宗旨相关的

事项。根据《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72）记载，

这两项宗旨应该是于丘才基先生担任会长时所修改的。由于 1969 年 513

种族冲突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推断公会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而从新

修订该公会的章程并欢迎非华人参加为附属会员。此外，根据丹斯里拿

督丘思东局绅透露，成员们与友族同胞关系不俗，当友族矿家的矿场遭

遇问题时，公会成员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如借电动摩多

（motor）、柴油车等，因帮忙的次数太多，不可能一一记录，因此就

没被记录下来。（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2015） 

该公会的存在是为团结会员，共谋矿业的发展。此外，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于

1962 年 7 月 21 日成了青年组，一用意在于训练接班人。但随着 1985 年 10 月 24

日的世界锡价崩溃后，锡矿业大受打击，许多矿场就此倒闭，该公会的会员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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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公会。虽然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没有因为马来西亚锡矿业的没落而解散或关闭，

但该公会已不及从前的活跃。如今，昔日的矿家多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代也已不

再从事锡矿业，多数已转行或移居国外工作，导致公会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直至

2014 年，该公会的会员人数只剩下 38人。（胡秋明，2014） 

由于该公会的会员人数稀少，活动也不多，因此公会委员会决定将公会会所分

租出去，以赚取公会基金。2011 年，公会将会所前方的办事处分租予合兴公司为

事务所。（见附图：图三）公会会所后方也于 2012 年分租给朋友饮食阁。（见附

图：图四）此外，会所隔壁的七十一号楼屋也租予志强贸易。位于怡保金宝巷十一

号的洋房，公会也出租予 Bridal Romance 为婚纱与摄影店，而公会也将所得的租

金作为公会基金，供公会的大小开支，如缴付水电费、会所维修费、工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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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功能 

第一节 联谊功能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是以团结和维护会员利益为创立宗旨，因此会员们的团结、

互相沟通与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让成员们能有互相交流的地方，公会将位于会

所隔壁的七十一号楼屋设为俱乐部，会员们能趁着空闲的时间来到俱乐部休息放

松。会员们空闲时喜欢聚集在俱乐部休息或打打麻将，互相交流各自在锡矿场上遇

到的问题与解决问题方法。（胡秋明，2014）而如今公会的会员人数稀少，且会员

多已不从事锡矿业，因此公会决定将该俱乐部楼屋出租于志强贸易文具店，租金将

作为公会的基金。 

除了设立俱乐部外，从该公会会所墙上悬挂的和收藏的旧照片中，不难发现公

会常举办宴会，好让会员们联系感情。根据胡秋明先生透露，该公会每年都会办会

员受封晚宴。（见附图：图五）由于公会里的会员都是矿家，且都慷慨解囊，无论

是对公会、锡矿业或是社会发展都尽心尽力的付出与贡献，因此霹雳州苏丹册封他

们勋衔，以表对他们的赞赏。公会里的会员都会出席宴会，会员们不但能享受美

食，会员间也能趁机叙旧、聊天及交流，场面好不热闹。这类型的晚宴无形中也成

了会员们联谊的场所，促进会员们之间的感情。（胡秋明，2014）于 2010 年、

2011 年及 2012 年里，公会也举办了成立 75、76 及 77 周年纪念晚宴。由于 1985

年的 10月 24日是世界锡价崩溃的日子，因此公会选择了在 10月 24日这别具意义

的日子举办周年纪念日。晚宴除了纪念与缅怀马来西亚锡矿业的辉煌，也是公会会

员与昔日矿家及其后裔相互联系、叙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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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至 2001 年开始，为促进中委间之联系与情谊，会长拿督丘思东局绅国

会议员建议于每月之最后一星期五中午举行中委聚餐会。（〈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2000-2001年度会务报告〉，2001年 12月 21 日）中委们将在公会常月中委会议结

束后举行。此项建议也在 2001 年 3 月 30 日第一次举办，之后的每个月也照例举

行，聚餐地点将由中委们轮流作东。此时，会议后的聚餐意义也变成会员们互相联

系感情、了解近况的好时机。 

该公会的联谊功能不只是限于公会会员之间，也包括其他国家。中华民国（即

台湾）工商界马来亚访问团于 1963年 5月 28 日来到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进行交流。

（见附图：图六）根据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透露，当时的台湾访问团来到霹雳华

人矿务公会会所，双方以互相联系两国的锡矿业者及了解两国的锡矿业发展。（丹

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2015）此外，于 1972 年 12 月 18 日，泰国锡业代表团也曾

造访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见附图：图七）据胡秋明先生透露，泰国锡业代表团的

到来是与该公会进行交流会。泰国锡业代表团一群人二十余人，浩浩荡荡的乘坐小

型巴士来到公会，除了参观公会会所之外，也在会所的会议室进行锡矿开采技术与

经验的交流。这类似的交流会不仅能促进两国之间友好的关系，也能开拓同行业的

视野，了解其他国家采矿的发展现况。 

第二节 福利功能 

30 年代成立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主要是以团结华人矿家及公会会员的福利为

出发点，向有关政府机构反映华人矿家所面对的问题与争取华人矿家的利益。1939

年，由于锡固本纸分配问题，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与其他华侨锡业界团体代表在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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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高原丹那拉打（Tanah Rata，Cameron Highlands）胡仁芳（生卒年不详）先生

的洋房召开联合会议。（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4）由于

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条例是将锡固本纸归地主拥有，而多数的华人矿主认为这项分配

不公平，因多数矿主并非地主，且黑市贩卖锡固本纸的价钱昂贵，这对矿主造成很

大的负担。此外，华人矿家认为地主已享有矿家的锡抽介权，不应该再拥有锡固本

纸，不然地主们只是坐享其成矿家们辛苦开采锡矿的血汗钱。通过会议的讨论，公

会决定向英殖民政府总矿务司呈上备忘录。此项提呈得到英殖民政府的通过，并将

锡固本纸的拥有权归向矿主，减轻了矿家们在购买锡固本纸上的负担。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攻进马来亚，当时的霹雳锡矿业备受影响，矿场被破

坏导致无法运作及矿场被水淹没，锡矿业进入低迷时期。三年的沦陷期结束后，英

殖民政府为了要恢复锡矿工业，于 1945年 11 月 9日，英国殖民部矿务顾问官史托

克氏及矿务考察团团长米德氏（Mr.J.D.Mead）亲临本公会访问，代表官方报告和

讨论战后马来亚复兴锡业问题。（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

14）在此访谈中，公会成功为矿主们争取到由英殖民政府为矿主们定购罗里车及普

吉车等运输工具，以作为恢复锡矿业发展用途及减轻矿主们在恢复矿场时的经费。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虽已投降并协议退出马来联邦，原以为可以恢复安定

的生活，殊不知另一个风暴正悄悄酝酿着。正因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为了政

权与英殖民政府的对抗，使得当时的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在英殖民政府施行紧急

法令初期，近打区不少锡矿场遭受马共的破坏与烧毁，有些矿主更是惨遭马共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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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矿主及矿工们的生命饱受威胁，因此当时的锡矿业一片慌乱，影响锡矿业运

作。 

为了维护锡矿业的发展与利益，以及保护矿家们的性命与财产，霹雳华人矿务

公会在得到马来亚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General Sir Gerald）的批准（马来亚华

人矿务总会，2002：66），于 1952 年 5 月 1 日组织了近打保卫团（Kinta Valley 

Home Guard）。该团成立之宗旨是负起维护法纪，保卫乡土，确保锡苗之出产以及

保障以万计的劳苦矿工能在和平的治安下过着安定的生活。（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纪

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4） 

该保卫团将办事处设于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里，由陈炜荣（生卒年不详）为

义务秘书，处理与管理行政的事务。此外，公会也负责招揽华人青年入团，团员人

数最多欲达到三千余人。团员们均由英殖民政府提供军式训练与指挥、武器、炸

药、巡逻和交通车辆及一百二十元的薪金给每一位团员。而矿主们也依据各自锡产

量，每担缴交四元作为保卫团的基金。团员们每天除了驻守保护矿场外，也进行巡

逻与埋伏陷阱以对抗马共的袭击。该保卫团一直活跃至该地区治安渐渐恢复安宁，

才于 1958 年 12 月 31 日宣布解散。该保卫团成立六年之久，期间为保卫锡矿场的

安全及社会安宁付出了许多血汗，其对锡矿业的发展与马来亚社会安宁所做出的莫

大贡献，值得被敬重及表扬。（参考自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66-67） 

1967 年，向财政部长和税务局求取讨还部分柴油赋税获得成功。（霹雳华人

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4）根据胡秋明先生透露，当时的矿家在开

采锡矿的过程中对柴油的使用量相当大。为了减轻矿主们的负担及维护矿家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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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当时公会会长拿督廖远集（1912-1978）通过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向政府

机构争取津贴。经过多次的会议讨论，拿督廖远集亲自提笔备忘录，由公会中委会

一致通过后呈致有关政府机构，最终获得退还部分柴油税。 

此外，该公会为体恤矿工的幸劳与奉献，颁发了慰恤金给矿工家属。由于矿工

的工作性质危险，在缺乏安全设施的情况下，矿工只靠着洋烛及绳子这些简单的器

具，就往地低下几千米深的矿井探测锡矿。矿工把树筒钉成一排，支撑着隧道，也

利用堆石块叠成墙，堵住泥壁以预防土崩发生。万一支撑隧道的支柱建的不稳，发

生倒塌或土崩事件，矿工们随时都会丧失性命。公会因体恤矿工家属失去家人的悲

痛，为表心意而颁发慰恤金给因开采锡矿而牺牲了性命的矿工家属的慰问金，希望

这些钱可以给予矿工的家属帮助和分担一些生活费，也表现了对社会弱势一群的关

心。（见附图：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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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历代会长的贡献及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与社区互动 

第一节 历代会长的贡献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成立至今已有 80年之久，以下列表（三）显示， 

表（三）：历代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历代会长名字与任期年份 

任期年份 会长名字 任期年份 会长名字 

1935-1941 刘伯群 1981-1984 陈必赐 

1942-1944 梁典 1985-1988 丘思东 

1945-1948 刘伯群 1989-1992 陈必赐 

1949-1950 张珠 1993-1996 丘思东 

1951-1966 刘伯群 1997-2000 陈联忠 

1967-1970 廖远集 2001-2004 丘思东 

1971-1972 丘才基 2005-2008 陈联忠 

1973-1976 廖远集 2009-2014 钟天权 

1977-1980 丘思东 2014- 陈联忠 

资料来源自：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墙上的名牌表（见附录：图九） 

是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历代会长与任期，每届会长任期为两年。从表（三）可以看

出公会由成立至今共经历了九位会长。根据历任会长任职时间长短编排，霹雳华人

矿务公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公会创办人之一的高级拿督刘伯群，其在公会担任了

二十七年之久的会长。高级拿督刘伯群是广东增城人，以锡矿业起家，累积了不少

财富，但其为人大方、慷慨解囊又交游广阔，因此受到当时的英殖民政府的重视。

（参考自梁树龄、丘乔、钟森和胡曰皆著，1951：641） 

除了担任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外，也曾担任霹雳中华大会堂主席、霹雳中华

总商会会长、增龙会馆筹委等，身兼多任社会职务，被我国华人社会称之为“侨

领”，即华侨领袖。对英殖民政府来说，像高级拿督刘伯群一样的华人社会领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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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商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此这些商家被选为政府与华人社会的联络官，让他

们享有英国勋衔，负责代表华人社会向政府交涉及讨论华社的利益、发展的问题。

（参考自颜清湟，1991：137）在 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殖民政府派了代表史托克

氏及米德氏前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进行讨论关于当时锡矿业复兴问题，且得到

米德氏答应协助为霹雳矿商向欧洲定购运输工具，减轻矿家的负担。（参考自霹雳

华人矿务公会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72：14）此外，于 1962年 7月 21 日，在高

级拿督刘伯群建议下组织了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青年组，其成立青年组的用意在于训

练接班人。由于当时会务繁重，加上当时多数委员以逐渐年迈，因此想借着成立年

青组来注入新血，以防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高级拿督刘伯群对

公会的用心，希望公会能持续经营下去。 

其二，是丹斯里丘思东局绅，其共担任过十六年的会长，是续高级拿督刘伯群

局绅后，担任会长之职最久的。据丹斯里丘思东局绅透露，其于 1949 年开始从事

锡矿业，1960 年初加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曾拥有多达十三座矿场。由于当时他

是公会里年纪较小的后背，并且得到高级拿督刘伯群、拿督张炜荣局绅、丹斯里胡

家濂局绅等前辈的厚爱，因此在加入公会后便担任公会要职，也帮助他解决在锡矿

业上遇到的问题。在其担任公会会长期间，其多次代表公会向政府有关当局提出及

反映华人矿家们的问题，也曾多次代表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到英国伦敦开会商讨我

国锡矿业发展。 

此外，在丹斯里丘思东局绅的领导下，公会于 2002年 11月 1日正式出版《锡

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一书，纪录我国华人先辈在锡矿业界 150年间的辛劳付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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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意义非凡。此书是由丹斯里丘思东局绅、拿督陈联忠局绅、拿督陈联杰及林

振凯先生（生卒年不详）一起赞助出版，公会也将书赠送致全国各大学、中小学图

书馆、社团等，供后人阅读。丹斯里丘思东局绅除了担任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

外，也曾担任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会长、霹雳中华总商会会长、金宝区国会议员

等，身兼多职，碍于健康考量，其在 2010 年决定退下，不再担任要职，但在有需

要时，还是会以顾问身份参与讨论或提出意见。 

接着是拿督廖远集，其于 1940 年代末加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一直热心于公

会事务，共担任了八年的会长。根据其女--廖翠环女士的透露，拿督廖远集是个对

工作抱有很大热诚的一个人，因此当其踏入锡矿业后，便热衷于研究、开发新的采

矿技术。由于公会里的老一辈的委员们都是受华文教育，英文程度不高，而拿督廖

远集生于毛里求斯，是英文教育背景，因此被当时的会长高级拿督刘伯群所重视，

常常与高级拿督刘伯群一起向英殖民政府交涉，为公会服务。 

于拿督廖远集担任会长时期，其成功向有关当局讨还部分柴油赋税。由于矿场

需要利用摩多引擎从矿湖将水抽出，以免矿场发生淹水事件，因此需要大量的柴

油，这无形中增加了矿主们的负担。在经过无数次开会与讨论，会长也多次亲自提

笔提呈，最后成功向财政部长和税务局求取讨还部分的柴油赋税，以减轻矿主们的

负担。除了成果向政府有关机构争取柴油赋税外，拿督廖远集和当时担任副会长的

丹斯里丘思东局绅一起争取锰厂工业的锡产者身份以便得到锡固本纸的分配。由于

锰厂和锡矿场一样均有捐献“锡囤基金”7，但锰厂却不被我国锡限理事会承认为

                                                           
7
 锡囤基金是由锡产国依照其在国际锡协合约所拥有的锡产数量而分配与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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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产者，因此得不到锡固本纸的分配。锰厂业者因需要额外购买锡固本纸才能出售

锡苗，因此加重了锰厂业者的负担。1968 年，通过公会向我国锡限理事的上诉，

最后成功争取帮锰厂工业争取到锡固本纸的分配。（参考自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2002：71） 

此外，拿督廖远集也在其任职期间为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添购了一座洋楼。由于

当时的公会会员人数越来越多，现有的会所容纳不了人数众多的会员，因此在拿督

廖远集、丹斯里张国林局绅、丹斯里丘思东局绅及拿督陈必赐局绅的领导下，买下

了十万令吉的洋楼，并打算将会所迁至该洋楼。但搬迁会所之事在会员大会中遭到

三分之二的票数反对，而反对的原因是当时洋楼的所在地较为偏离市区，出入公会

比较不方便，而现有的会所位于市区，交通方便又热闹，因此最后会所搬迁不成

功。（胡秋明，2015）虽说公会最终搬迁不成功，但添购洋楼一事确实是拿督廖远

集的功劳。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因为其当时的决定而买下洋楼，洋楼目前的价值不但

比之前翻了好几倍，也使得公会现在有产业出租，每个月还有租金作为公会基金。

这都是拿督廖远集的功劳及其的投资眼光。 

    拿督陈必赐局绅与拿督廖远集一样，共担任八年的会长。其于 1947 年涉足锡

矿业，在 1983 年间曾拥有三十座的矿场。拿督陈必赐局绅于 1981 至 1984 年及

1989 年至 1992 年担任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此外也曾任职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会长。在其担任会长期间，公会事物一切进行顺利，因此并没有特殊事件被记载。

而拿督陈联忠局绅为拿督陈必赐之长子，其于 1980 年代加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跟随父亲参加公会活动。在拿督陈必赐局绅逝世后，其与弟弟拿督陈联杰子承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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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继续经营锡矿业，也是公会现任会长。由于我国锡矿业至今已呈现没落状态，

因此在担督陈联忠局绅任会长期间，公会已没进行什么活动了。但根据〈霹雳华人

矿务公会 2006-2007 及 2008-2009年度会务报告〉显示，会长拿督陈联忠曾分别在

2006 年及 2008 年向霹雳州政府提呈备忘录，希望政府能关注并复兴我国的锡矿

业，但提呈最后都不了了之。 

在丹斯里丘思东局绅退位后，便是钟天权先生与拿督陈联忠局绅以“打乒乓”

的方式，轮流担任会长。钟天权先生于 1970 年代加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一直担

任公会要职，而在 2009-2014年担任公会会长，一共六年时间。根据钟天权先生透

露，在国际锡价崩溃前，其到过巴西参观锡矿场与交流心得。回国后，钟天权先生

曾向我国有关当局提呈备忘录以改善我国锡矿业的运作，但其建议却不被接受。

1985 年锡价崩溃后，钟天权先生几乎每天与政府有关机构开会、提呈意见，也到

英国伦敦开会，希望能挽救或减低锡价崩溃带给矿家的损失。由于其他非国际锡限

理事会会员的锡生产国的不合作，不愿意配合及遵循国际锡限理事会所定下的条

约，因此最终挽救无效。（钟天权，2015）而在钟天权先生担任会长期间，霹雳华

人矿务公会在 2010 至 2012年连续三年举办庆祝公会周年纪念晚宴，以联络会员间

的感情。（资料整理自〈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2010-2012年会务报告〉） 

除了以上会长外，担任会长时间较短的有梁典先生及张珠先生，他们各自担任

两年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也许是在位的时间不长，因此并没有特别的事项被

记载。另一位也是担任会长职位短短两年时间的丘才基局绅却显得积极些，因公会

在其任职期间里重新调整过中央委会，并增加了几个工作小组，加强了会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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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更有效的为会员们解决问题。另外，出版《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三十七周年纪

念特刊》（1972）也是丘才基先生的贡献之一。这是因为在出版特刊的同时，可以

整理公会资料，将公会的历史、运作及贡献作个记载，供给后人参考。 

从以上历任会长的任期时间与贡献显示，笔者认为领导者是一个组织或一个团

体的灵魂所在。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里多数会长都拥有政府给予的勋衔，在社会上有

一定的财富与地位，也算是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负责代表华人锡矿业者，向政府

表露心声及沟通。此外，笔者也认为领导者除了有财有势，也必须要有积极的处事

态度和能力，与任职的时间长短无关。正如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里的几位会长一样，

因为他们的积极与努力向政府有关当局交涉、讨论，才能为华人矿家争取到利益，

也使得公会在我国锡矿业界的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节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与社区互动 

1942 年，由于日本的侵入，使马来亚沦陷长达三年之久。经过日军的侵袭，

马来亚锡矿业一片狼藉，损伤不堪。为了使锡矿业能赶快恢复运作，矿务公会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即团结及帮助矿家们解决所面对的问题。1946 年 2 月 16 日，为了

拯救在日治时期严重受影响的锡矿业复兴，马来亚华人锡矿业的同业们便集聚起

来，商讨筹备组织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之事。1952 年 1 月 15 日，马来亚华人矿务

总会正式登记成立（见附图：图十），通过选举，首届董事名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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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李孝式                       副会长：刘伯群 

财政：陈光汉                       义务司理：张尧盛 

董事：雪兰莪州-- 张昆灵、林诗农、陈广信、潘冠三、张汝业、邓利。 

      霹雳州  -- 张珠、陈位和、何国瑶、胡家濂、李元忠、黄贵、冯相。 

      森美兰州-- 陈瑞利            马六甲州-- 何森池 

      彭亨州  -- 李锦波            柔佛州  -- 温朝贵 

      丁加奴州-- 杨汉华            吉打州  -- 丘乔 

      玻璃市州-- 罗通              吉兰丹州-- 授权董事会容后补选 

资料来源：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168 

由于霹雳华人矿务公会是该矿务总会的附属会，因此透过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理事表中，不难发现该矿务总会里的重要职位都有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里中委的身

影。于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1982 年度会务报告书显示，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当时

的会长为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而拿督陈必赐局绅为副会长，两位在当时也身兼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正、副会长。根据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透露，马来亚华人矿

务总会与其他州属的矿务公会是一体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大家的目标都是为华人

矿家谋取福利。当各州属矿家面对问题时，各州属的矿务公会将会处理，而马来亚

华人矿务总会是处理全马华人矿务公会的政策问题。（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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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所扮演的角色即是代表着全马华人矿家向有关当局进行交

涉。如 1982 年间，政府当局拟取消对矿家们柴油补贴。因此，在会议上决定交由

拿督丘思东局绅在原产部常务委员会中向当局建议不应取消该项补贴，反而更应多

加补贴才对。（〈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1982 年度会务报告书〉，1982 年 5 月 20

日）此外，该矿务总会也曾极力向有关当局争取华人砂泵矿业锡固本纸（Tin 

Quota）的配额。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的功能除了团结全国华人矿家之外，也参加了全国性、国

际性及地方性的团体。根据《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2002）的记

载，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曾委派代表出席或参与国际锡理事会及锡协定顾问、锡咨

询委员会、锡限委员会、安全委员会、马来西亚计划指导委员会、巴生港口咨询委

员会、锡工业（研究与发展）局与宣传管理委员会、马来西亚矿商总会董事、矿苗

研究全国咨询委员会、矿业劳资关系委员会、土著就业交换委员会、锡出口限制常

务委员会（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168）等，国家或国外有关锡矿业发展的

组织。 

根据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透露，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每年将派代表飞往英国

伦敦 4次，每次长达两星期，以出席国际锡市理事会会议，而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

绅也曾多次以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国际锡市理事会会议中，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的

代表将向马来亚政府代表提出意见与讨论，再向国际锡理事会反应，好让国际锡市

理事会了解和知道我国锡矿业的发展及所面对的问题，以便在会议上能够讨论，并

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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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1985 年的世界锡市崩溃以后，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还是一样积极地参

与任何一项可以挽救锡市的计划。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透露，在 1987 至 1989年

间，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局绅与拿督陈必赐局绅曾代表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接受中

国锡矿产部的部长邀请到中国进行交流与联系，看可否有合作的机会，但最终还是

徒劳无功。如今，虽然我国锡矿业已走向没落，但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长期以来，

致力维护砂泵矿业界的利益，传达矿主的心声，向当局提呈建议，并解决了许多矿

家们所面对的问题（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168），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的

付出与功劳是无法被磨灭。 

此外，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除了是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的一份子外，公会也加入

了霹雳中华工商总会。1907年，霹雳中华总商会由矿家胡子春8（1860-1921）、姚

德胜
9
（1859-1915）等人领导组织成立本会。其成立的宗旨为团结霹雳所有华商，

无论是种植、矿业、工人福利等各界华商，向有关政府交涉，维护华商利益。于

2000 年 2 月 9 日，由于华商经营的业务已不仅是农业和矿业，也逐渐涉及其他领

域，因此霹雳中华工商总会也改名为霹雳中华工商总会（Pera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PCCCI)）。（参考自互联网（2015）《霹雳中华总商

会》，2015年 3月 22日阅自 http://www.pccci.org.my/） 

                                                           
8
 胡子春，明国廉，字能忠，福建永定人。其在太平开始锡矿事业，之后于怡保的端洛（Tronoh）

开垦，并致富。其锡矿事业除了霹雳州外，也延至雪兰莪及玻璃市，誉有“锡矿大王”之称，怡

保更有以他命名的“胡子春街”。 

9
 姚德胜，字克明，号峻修，广东省平远县大拓乡人。十九岁便南来马来亚，先于芙蓉矿场工作，

有了积蓄后便在怡保的暗邦（Ampang）买了矿地，因而致富。其是开拓怡保新街场的功臣，曾在

新街场建了 216 间的店铺，因此怡保也有以他命名的“姚德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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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霹雳中华工商总会史料在日治时期全部被毁，因此在这之前的资料已无从

考究，但幸得当时的正、副会长拿督刘伯群及张珠先生的领导，该工商总会才得以

恢复运作。在 1979 年 4 月 9 日的提案书中，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向霹雳中华工

商总会会长拿督张国林（1913-？）提议，在召开第三十三届常年代表大会时，讨

论提呈有关政府当局给于矿家石油津贴，帮助减低锡矿业者的负担。此外，1985

年的锡价崩溃时期，也是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中委会之一的拿督陈联杰，曾代表霹雳

中华总商会造访锡消费国如日本、美国及英国等两星期，希望可以解决锡价下滑的

问题，但效果并不显著。（拿督陈联杰：2015） 

虽说我国锡矿业界已不如从前辉煌，但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还是继续参与任何霹

雳中华总商会举办的活动。根据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2006-2007年度会务报告显示，

霹雳中华工商总会于 2007年 6月 28日至 7月 1日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霹雳华

人矿务公会也参与了该会商展活动，售卖了公会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

发展与没落》（2002）一书，更捐赠了两万令吉给该会成立的“百万大专贷学基

金”。（见附图：图十一）由此可见，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与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的关

系是密不可分的。直至今日，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领导层不只管理自身公会会务，

也积极参与霹雳中华总商会，为华商谋取应有的福利及促进华商在我国的发展。 

透过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与社区的互动，不难发现公会的性质与其他的乡团公馆

不同。乡团公馆是以团结和照顾同乡或宗亲在生活上的需要及在工作上给予帮忙。

但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参与的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和霹雳中华工商总会，属于商业性

质的组织，是以维护华人工商矿业方面的发展与利益为主。公会委员除了在矿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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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工商总会均担任要职外，也常常以代表的身份到国外开会，商讨我国锡矿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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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论文整理出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的成立原因与历史发展，发现早在 1907 年华

英籍锡矿业者已经成立霹雳矿务局，打算讨论应付持续下跌的锡价，并向英殖民政

府交涉，期望能够减少锡苗出口税。为了扩大组织，霹雳矿务局招揽雪兰莪、森美

兰及彭亨的公会，成立四州府矿务局。到了 1931 年，由于美国经济风暴而使得锡

市大受打击，英殖民政府施行锡产限制，在得不到公平的锡固本纸分配下，因此华

人锡矿业者陆续退出四州府矿务局。此后，华人锡矿业者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并

于 1935 年 5 月 5 日成立属于霹雳华人锡矿业者的矿务公会，即霹雳华侨矿务公

会。后来，在国家独立后，为了配合国情，公会在 1959 年也从原本的霹雳华侨矿

务公会改名为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通过霹雳华侨矿务公会宗旨，不难发现公会是扮演着联系及团结霹雳华人锡矿

业者的重要角色，为他们解决矿务上的问题及向政府争取福利，作为华人锡矿业者

与政府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公会所提供的功能如第一联谊功能，不但以庆祝会员

受封勋衔晚宴及公会周年纪念晚会为联系会员间的感情，也以交流会的方式，与来

自台湾和泰国的锡矿业者交流，交换两国的锡矿资讯，了解其他国家的锡矿现况

与；第二福利功能，公会帮助会员向政府有关机构争取公平的锡固本纸分配、部分

柴油税的退还及争取在二战后，英殖民政府帮忙代购罗里车和普吉车等运输工具，

减轻矿主们在恢复矿场时的经费，也在马来亚戒严时期自主成立近打保卫团，确保

矿场安全的运作，以及颁发慰恤金给不幸在开采锡矿的过程中丧命的矿工，以表心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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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会提供的功能外，公会的领导层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会会长除了是

有财有势的达官贵人外，积极的处事态度及办事能力也是关键，这与担任会长的时

间长短无关。公会里的会长都积力为矿家们向政府争取福利，为了华人锡矿工业的

发展而不断提呈意见与备忘录。此外，透过公会的活动，不难发现霹雳华人矿务公

会属于商业性质，与一般的乡团会馆不同。乡团会馆是在生活上及工作上的照顾，

团结及帮助早期南来华人，而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参与的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和霹雳

中华工商总会，顾名思义，总商会是以争取及维护华人工商矿业界的经济利益为

主。（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1998：156）公会里的委员们除了

各别在两个商业组织里担任要职，更常常以代表身份到国外出席会议，讨论我国锡

矿业的发展。 

然而，1985 年的国际锡价崩溃对我国锡矿工业大受打击，多数矿场因此而倒

闭，会员们也因为不再从事锡矿工业而纷纷退出，使得公会逐渐沉寂。霹雳华人矿

务公会多次尝试提呈备忘录给政府有关机构，希望政府能复兴我国锡矿工业，却迟

迟得不到回复，而复兴无望。最后，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现任会长拿督陈联忠希望能

通过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推动的《19-20 世纪霹雳州华人锡矿研究计划》，将华

人在锡矿业的贡献及史迹记载，让后人可以阅读及参考。笔者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

里，能有学者能继续对该公会作更深入的研究，以记载公会对锡矿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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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访谈一览表 

 

人物姓名 陈联忠 陈联杰 

日期 13/2/2015 13/2/2015 

时间 10.00A.M 10.00A.M 

地点 陈联忠公司 陈联忠公司 

简介 - 陈必赐之长子。 

- 1980 年加入霹雳华人矿

务公会。 

- 于 1997 年至 2000年、

2005年至 2008年及 2014

年至今担任霹雳华人矿务公

会会长一职。 

- 陈必赐之幼子。 

-1980年加入入霹雳华人矿务

公会。 

- 1986年曾代表马来西亚（锡

生产国）锡业私人界到日本、

美国及英国（锡消费国）商讨

锡价问题及锡业发展。 

人物姓名 钟天权 胡秋明 

日期 13/2/2015 5/11/2015、28/1/2015、

13/2/2015、13/3/2015 

时间 2.30P.M 10.00A.M 

地点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 

简介 - 1970 年加入霹雳华人矿

务公会 。 

- 2008 年之前曾担任义务

- 于 1966年至 1985 年及 2014

年至今担任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秘书一职,是该公会资深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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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一职。 

- 于 2009 年至 2014年担任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一

职。 

- 对公会于 70年代至锡价崩溃

前的运作有一定的了解。 

人物姓名 廖翠环 丘思东 

日期 13/3/2015 16/3/2015 

时间 11.30A.M 9.15A.M 

地点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 金宝大酒店 

简介 - 廖远集之长女。 

- 1950 年代加入霹雳华人

矿务公会，跟随其父亲处理

公会与矿场事务。 

- 1960年代加入霹雳华人矿务

公会，并担任过 16年该公会的

会长，非常活跃于锡矿业，也

对该公会的历史及运作有一定

了解。 

- 从祖父辈开始从事锡矿业，

对锡矿业发展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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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笔者与受访者的合照 

 

 
 

（一）笔者与公会资深秘书胡秋明先生的合照 

 

 
 

（二）笔者与廖翠环女士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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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图片 

 

 
 

图一：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所及志强贸易 

 

 
 

图二：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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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公会前方办事处分租于合兴公司 

 

 

 
 

图四：公会后方分租于朋友饮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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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970年于南国大饭店举行会员受封晚宴 

 

 

 
 

图六：1963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工商界马来亚访问团造访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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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1972年12月18日泰国锡业代表团造访霹雳华人矿务公会 

 

 
 

图八：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颁发体恤金给矿工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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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中委会、历代会长及历任名于会长名牌表 

 

 
 

图十：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于1952年1月15日登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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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霹雳华人矿务总会捐赠两万令吉于“百万大专贷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