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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论文主要以霹雳角头渔村的华人社会为研究背景，探讨当地的历史沿革

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向，主要叙述角头渔村华人社会的庙宇状况与当地开拓

历史的一个相互关系，再进一步探讨角头渔村的经济模式转型与未来的发展走

向。论文利用史料文献、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进行资料搜集，针对

渔村的历史沿革和产业模式做一个资料的梳理与整合，透过角头的社会形成与

变迁，勾勒出角头渔村产业未来展望，对此进行分析说明。 

    角头渔村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形成是一个具有“迁移”脉络的过程，当中可

分两个阶段性去概括。当地华人社会首先是在角头的双溪武隆区开垦，因为地

理环境欠佳而纷纷迁往角头渔村。据可考资料显示，双溪武隆区的华人社会已

有超过 116 年的历史。第二阶段则是迁移角头渔村后的定居，开拓至今也有

100 年的历史。 

    起初迁移角头渔村的原因是当地地理环境理想，对于占大部分的广东潮汕

居民来说，可以从事原乡的传统渔业行业，是一个生活的保证。但随着社会现

代化的步伐，渔业开始走向式微，因此必须迎合社会需求和变化进行适当的经

济模式转型。从捕鱼业到海面养殖业的渔业内部转型，利益及回酬相对更可观。

此外，在独特的地域环境和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下，有效的推动角头渔村未来的

发展进程，以朝向生态旅游的道路发展。 

 

【关键词】：角头渔村、社会形成、庙宇状况、经济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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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角头1（Tanjung Piandang）的中文地名来源，按马来文字义（Tanjung）

解释，广义上泛指海角地带。地图显示，角头的地理位置是处于西海岸边，突

出海中的狭长形陆地的延角，故称之为角头。从狭义方面来看，角头亦指弯角

的头部。角头位于北纬 5˚4' 0”和东经 100˚ 23' 0”，处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

西北部。 

角头得天独厚的地域，不但四面临海，也有广阔的水稻田。当地华裔居民

以捕鱼劳作、巫裔多以种稻为生，内田外海的风情是角头主要的地域特色，也

具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本论文把角头的研究区域缩小，集中研究角头沿海一带的华人及其产业模

式，往后统称“角头渔村”以别于大体上的角头，如图 1.1 所示。但根据田野

分析的了解，角头渔村的聚落形成状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期的马来

聚落，是以农业为生；第二阶段是华人迁入后的渔村形式。本论文则集中处理

后者，前期的马来聚落形式则不赘谈。 

  

                                                           
1
 根据地图显示，角头大体上包括 Bagan Tiang、Titi Serong、Sungai Burung 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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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霹雳角头渔村地图 

 

资料来源：Google Map 

 

第一节、研究背景 

相传角头渔村一带南来华人最先居住于角头郊外的双溪武隆区（Sungai 

Burung），时因地势欠佳、渔田欠收而移居角头。角头渔村地形独特，通往频

海一带有一大拐弯处，俗称“弯角”（如图 1.2 所示），而当时移居的绝大部

分都聚集在街道的拐弯处头部，因此简称“角头”沿用至今。 

角头渔村以弯角作为中心点的 Y 字型路段，东西和南边各有衔接的路段，

东边路段接巴里文打而南下与古楼相毗连，西边则是通往角头渔村观光景点六

条桥海边（Ban Pecah）的路段。2角头是咸淡参半的鱼米之乡，人口逾万，与

华裔各占半数的巫裔早前大多以务农为生。迁移前的角头被未开发的稻田环绕，

乡民入乡随俗的把当地市区大街做个二分法。“巴”象征田芭之意，藉此把市

                                                           
2
 Y 字形路段说法源自许维仁<鱼米之乡——角头>，《南华小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F-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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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街向东路段称“巴顶”，向西路段称为“巴尾”，如图 1.3 所示。另外，

图中也可以看到一条渔港深入当地华裔住宅区里，形成一条分划线，如图 1.4

所示。南北港居民以捕鱼为生，充分展示了华裔渔民靠港作业之实。 

             图 1.2：角头地图                  图 1.3：Y字型路段图 

   

           资料来源：Google Map               资料来源：Google Map 

 

图 1.4：南北港与芭顶尾分布图

 

资料来源：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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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头渔村虽然地方风情特殊，非常具有特色，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

学者针对角头或角头渔村做过任何学术性的调查和报告，也不曾有大专生以角

头研究为课题来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以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正式的学术专题报

告的呈现，这是令人惋惜的。然而，角头渔村是一个完整的潮州村，拥有丰富

的当地特色作为研究题材，是个值得研究的地方，这也是笔者以角头渔村为研

究对象来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壹、研究动机 

马来西亚本土研究尚有许许多多的空白区，较多学者集中研究一些主要的

城镇，如槟城、马六甲及怡保等地区，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史料，研究成果也

多可相互借鉴。反观一些小地方及村落却较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种情况将

导致大量的研究资料无声消失。如果在经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与变化之后，也

许往后的研究者将很难找到该地区一些原本生态与资料来重组发展前的原貌问

题。 

因此，研究者不该受研究成果及资料的限制，应该缩小范围，放大区域，

去发掘那些较小的市镇和村落。在此，笔者把做研究的方法大体分为两种，第

一，对当地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合；第二种，在第一种研究法的前提下所进行

的深入研究。资料的搜集、梳理与整合是做深入研究的基础工作。城镇州属也

是由无数村落市镇组成，搜集做得越细，资料收集得越多，是对往后研究工作

的奠定，日后从大从小的研究范围都能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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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头渔村是一个典型的渔民村落，史料的保存非常零散。最初南来华人多

为劳动阶层，除了本身的附带知识外，并没有一丝历史保留的概念，导致许许

多多的历史文物没有得到良好的保存，政经文教缺乏记载，丢弃老旧的古董文

物，让人不禁唏嘘。但庆幸的是，当地华人近年来也渐渐意识到地方史料保存

的重要，一些特刊的制作、文献的记载也证实已跨出第一步，这也是作为本论

文资料搜集与整合的基础。 

此外，角头渔村在短期内面对了两间庙宇的重建和学校的扩建，让笔者认

为抢救史料的工作刻不容缓，本论文着手梳理与整合的工作，对于仅存的历史

文物以及史料做一个梳理与整合。在没有文献的借鉴和回顾之下，搜集工作自

然会变的艰辛。但现在所做的，无非是对往后研究资料的积累，扎实根基要从

小事开始。对当地的历史、庙宇以及产业做一个综合性研究，牵出一条完整性

较高的历史脉络。 

 

贰、研究目的 

    综合以上所述，角头居民虽涵盖华、巫、印三大民族，但本论文以角头渔

村的华人社会为研究个案，集中讨论 Y 字形路段的华人社会概况，进而探讨当

地的环境、移民史和庙宇状况。在有关历史背景下，分析角头的产业未来的发

展。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讨渔村的自然环境特色和当地移民历史。 

二、分析角头渔村华人社会的庙宇状况与历史的相互关系。 

三、探讨角头渔村的经济模式转型与未来的发展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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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献回顾 

马来西亚以地方研究为主的研究议题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颇受学界

的重视。在众多学术研究当中亦不少相关议题与本论文有关，其中包括有渔村

研究、产业研究、信仰与文化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与华侨研究等。 

目前所涉及到的相关研究成果，除了有专书著作的研究也有单篇学术论文

的探讨。相关文献回顾包括有：詹缘端等合著的《海滨潮乡》3、甘满堂《村庙

与社区公共生活》4、巴素《东南亚之华侨》5、李建民<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产业

变迁>6、李天赐<大伯公信仰与土地信仰研究>7、韩槐准<大伯公考>8等。以上所

列的专书，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局部性参照，通过各领域专书呈现的特色，

抽取其中精华，为研究带来更集中性的研究效果。 

詹缘端等合著的《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当中探讨的潮人移植史

较为深入，其他专题研究的性质则相对平面，算是一种初步资料梳理的基本研

究成果，但宏观来看是相对更全面性的。当中包括对传统行业、文化风俗及传

统信仰等各方面的探讨，可从中看出雪隆区整个社会社会组织的脉络与发展。

总的来说，《海滨潮乡》是华人研究历来最大的华人方言帮群专题研究计划，

在没有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料与口述的收集方式，将零散且散

漫的材料汇集成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见工程之浩大。 

                                                           
3
 詹缘端、徐威雄、童敏微（2016），《海滨潮乡》，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潮州会馆。 

4
 甘满堂（2007），《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巴素著、郭湘章译（1966），《东南亚之华侨》，台湾：国立编译馆。 

6
 李建明（2015），<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产业变迁：以吉胆岛五条港渔村为例>，《马来西亚华

人民俗研究学术研讨会》，新纪元学院，页 7-18。 
7
 李天赐（2004），<大伯公信仰与土地信仰研究>，《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中国文联出

版社。 
8
 韩槐准（1940），<大伯公考>，《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第一卷第二辑，页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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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明<马来西亚华人渔村产业变迁：以吉胆岛五条港渔村为例>的整体架

构非常清晰，也论述了吉胆岛五条港的历史脉络与沿革，并讲述了当地“七星

渔业”整个产业的具体实况，同时分析探讨了五条港当前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

其往后可能的经营问题。这是非常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探讨，也为渔村研究领域

提供一篇全面性且扎实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角头的南华小学亦有出版校刊与特刊，其中有《第二十六周年

暨新校舍落成特刊》
9
、《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0
、《金禧年纪念特刊》

11
、《七

十周年纪念特刊》12，共 4 本，里头记载了角头的历史事迹，唯独缺少了历史脉

络，多为个人散记。笔者借此为本论文奠定了研究、搜集与资料整理的基础，

做一个整体铺垫。 

 

第四节、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本论文用最原始基本的研究方法，针对渔村的历史沿革和产业模式做一个

资料的梳理与整合。透过角头的社会形成与变迁，勾勒出角头渔村产业未来展

望，对此进行分析说明。 

本论文的资料搜集法主要使用史料文献、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

搜集工作，进而对各章节进行客观分析，研究时间段为 1877至 2015年间。 

在章节的安排上，主要分成三大部分： 

                                                           
9
 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1962），《第二十六周年暨新校舍落成特刊》，槟城：南洋电板

公司。 
10

 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1976），《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大山脚东方印务有限公

司。 
11

 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1985），《金禧年纪念特刊》，槟城：荣和隆印务有限公司。 
12

 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2005），《七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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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角头渔村的移民初貌 

    首先，针对渔村做个总体介绍，运用地域与环境背景说明角头的村落形式。

以英殖民时期的《休罗日记》13（The Journal of Sir Hugh Low）说明早期角头村

落的概况，进而探讨渔村早期移民史和角头华人劳作的关系，了解早期角头村

民的移民过程和原因。 

 二、华裔渔民的庙宇状况 

    第二部分是对角头两间庙宇的历史做一个梳理与连贯，再从两间庙宇的联

系点去分析庙宇与渔村历史之间的关系。另外，藉由庙宇的重建和神明的供奉

说明华人的精神寄托。在此，本论文在第二部分将结合第一章总结出角头渔村

的历史沿革。 

三、角头渔村的产业发展 

第三部分将着重探讨当地渔村的产业发展、变迁与后期转型。首先，以渔

业为主轴，讨论角头渔业概况以及转型模式，再探讨旅游业的崛起与华人社会

的关系，讨论旅游业在往后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节、研究难题 

笔者在研究初期，发现关于渔村研究的相关著作相当贫乏，面对不曾被研

究的村落也存在着资料搜集的难度。在缺乏研究领域专书与文献参考的情况下，

对于一本新题研究论文来说是相当吃力不讨好的。但基于自身的一个要求与必

                                                           
13

 Emily Sadka,   'The Journal of Sir Hugh Low, Perak, 1877', JMBRAS,  Vol. XXVII,  pt. 4, 1954,  p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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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完成毕业论文的前提下，笔者只好从其他研究领域的专书中寻找共同点与借

鉴点加以参照，以便能够顺利完成论文研究。 

此外，一手资料整理及收集实属不易，田调与口述都需要亲临上阵以确保

资料的准确度，因此容易衍生出另一层次问题。田调，笔者的所在地与研究地

距离甚远，因此存在时间分配与交通经费问题；口述，与田调不同的是它夹杂

了第三者的存在问题，除了时间上需要考虑与配合的因素之外，还存在考验笔

者判断能力的问题。 

面对史料根据的缺乏，加上口述者之间叙述的差异，笔者必须理性分析、

专业判断，虽然考验专业但不乏自我提升，从困难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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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角头渔村的移民初貌 

    马来西亚华人在各地的分布状况不一，说明中国移居东南亚的现象是非常

普遍的。相传霹雳州角头一带的南来华人最先居住于角头郊外的双溪武隆村

（Sungai Burung），但是因为当地地理环境欠佳、渔田欠收而移居角头渔村。

在中国潮汕沿海地带，潮人多从事农耕或捕鱼，而如今移民至此的大部分居民

从事业者都与潮州原乡大致相同。因此角头渔村便成了潮州人以海为业定居的

好地方。角头渔村作为一个典型的潮州渔村，虽然当中参杂了其他方言群的人，

但无疑的是一个以潮州群体为主的村落，拥有道地独特的风情特色。 

    本章主要讨论角头渔村华人的聚落概况，运用地域与环境背景说明角头渔

村的村落形式。以英殖民时期的《休罗日记》说明早期角头村落的概况，进而

探讨渔村早期移民史和角头华人劳作的关系，了解早期角头村民的移民过程和

原因。 

 

第一节、角头渔村概述 

角头是鱼米之乡，人口逾万，在华人迁移并开发之前的角头到处只见稻田

环绕，当地巫裔大多以务农为生。华人迁入后，多靠海港以捕鱼为生。角头渔

村以弯角作为中心点的 Y 字型路段，一条渔港深入当地华裔住宅区，形成一条

分界线。南北港居民以捕鱼为生，充分展示了华裔渔民靠港作业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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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村落形式概况 

一、庙宇社团 

以潮州人居多的角头渔村有各式各类的庙宇、宗祠和福利团体等，有真君

大帝古庙、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仙法师公、济安堂等；宗祠方面有苏许连颜

谭巫宗亲会、忠顺世家、刘关张赵古城会；德教会则有振安阁和振云阁。14真君

大帝古庙是角头渔村最具代表性的村庙，作为华裔居民凝聚力的纽带，相对于

没有任何会馆组织的角头渔村来说，当中所成立的理事会便是村里的最高领导

机构，虽然缺乏了地缘的联系却成就了当地以村庙理事会为主的领导层。理事

会不仅执掌祈福祭祀事宜，对于村里的各种事务都积极参与及领导。除此之外，

真君大帝古庙理事会也联合角头其他华团一同帮忙排除居民之间的各种困难与

纷争，15如海啸筹款活动、各别 3 次的火灾筹款活动和筹募建校基金等，都具有

一定的贡献。 

二、传统行业 

从村落直视大体上来看，角头渔村的华裔居民是以渔业为主要经济生产主

轴，相对占半的巫裔则是以农业为主。但从田野调查中可得知，角头华裔居民

的经营则是偏向多元化的，有商业、工业、畜牧业、小贩及裁缝等，均占有相

当地位。表 1.1所示学生家长职业表如下： 

  

                                                           
14

 关于角头的社团分布，可参考当地华文小学所刊印的校刊与特刊。 
15

 相关报导整理可参考南华小学历届特刊。如：为 1992、1998 和 2001 年的火灾灾民募款等。

如：1963 年的吉辇县渔民流血事件。在当时因为邦咯岛的拖网船前来角头作业海域捕鱼而引起

众怒，与当地渔民起冲突，导致发生海上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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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959 年学生家长职业统计表 

职业 百分比（%） 人数 

渔业 42.06 380 

商业 26.42 238 

农业 11.65 105 

工业 5.11 46 

畜牧 3.33 30 

书记 1.78 16 

司机 1.66 15 

小贩 1.89 17 

主妇 2.66 24 

裁缝 0.55 5 

理发 0.89 8 

教师 0.33 3 

其他 1.55 14 

总数 100 901 

 

 

资料出处：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第二十六周年新校舍落成特刊，c-12 页 

从表 1.1 我们可以看出，渔业占 42.06%占最高比率，商业是 26.42%排第二，而

农业则是 11，65%屈居第三位的。除了百分比差距较高的 3 种职业之外，其他

行业均占小部分。由于现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职业数据统计表，笔者便借助

1959 年的学生家长职业统计表作为根据，虽然无法完全概括历年来渔村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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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况，但角头渔村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等全方面已渐稳定的情况下，以

此表作为一个比对却是很好的依据。 

三、教育机构 

    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创立于 1935 年 11 月 20 日，最初为“公立南华学校”，

创校之初仅有学生三十名，当时的第一任校长是张梦痕校长。 16五年后，即

1940 年，学生已逾百人，原校址不能容纳改租后间隔成四间课室，慢慢发展成

一完整的小学。  

    1956 年拉萨教育报告书公布，主张一个国家教育制度并给于华印校全津贴。

时势所趋以致学校在 1957 年 7 月开始接受津贴，8 月 1 日奉令改校名为“南华

标准型华文小学校”。 

    1961 年，学校接受统一薪津制之后日军侵入角头霸占学校为总部，导致校

内一切书籍及设备被摧毁。1945 年和平后许多乡众积极筹备复办学校，加上任

职校长办学认真谨严，才让学校复办之事得以顺利发展。1962 年实施免费小学

教育，并奉令再度改校名为“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 

南华幼稚园建于 1976 年，自 1977 年 7 月 4 日正式开课，是角头渔村唯一

的公立幼稚园，为村里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侯瑞美, 2005, 页 85)南华幼

稚园的经费是由学生缴费、董事部及地方人民的赞助来维持。特别的是，南华

幼稚园是全国独一无二“养燕取窝”的教育机构。 (黄乙新, 2005, 页 88)这

项计划也为幼稚园带来不少的经济利益。 

  

                                                           
16

  资料内容整理自南华小学历届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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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祭祀风俗 

    真君大帝作为角头渔村奉祀的正神，各行各业每逢年终岁暮时为了答谢神

恩而举行年终谢神仪式，尤其是角头的渔业界更是非常积极虔诚。作为潮州人

居多的村落还请戏台班出演潮剧，一连 8或 10天，相当阔气。 

此外，大宝森节作为印裔同胞的传统节日，但在角头渔村似乎出现同化的

现象。穿针苦行则是印裔传统里的一种答谢及还愿礼，作为答谢神明庇护恩泽

的一种礼数。自有记忆以来，华裔信徒已有参与这项宗教盛礼，直到 2015 年甚

至有华裔信徒多于印裔信徒的倾向。17大家同欢共庆，渐渐成为角头村民们所重

视的传统游庆节日，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 

 

贰、角头人口概况 

角头渔村的村民人数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统计，根据林辉发先生的口述，

18
角头渔村的华裔总人口大约一万人左右，而村民户口则有约 1300 户左右。 

(林辉发, 2016)据柯朱发先生所述，19角头村民的人数相比以往的数量已大量缩

减。 (柯朱发, 2016)因为人们都向往高水平生活，导致人口外流，造成当地约

2000 至 3000 村民迁离或长居在外，使到角头的人数越来越少。南华国民型华

文小学现在的一年级入学学生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角头渔村人口缩减的问题： 

  

                                                           
17

 作者不详（2015），<角头渔村兴都庙庆典．华裔善信竟比印裔多>，星洲网，2025 年 6 月 4

日。 
18

 林辉发，生于 1950 年（67 岁），广东普宁县，口述日期：6.8.2016，地点：角头住家。 
19

 柯朱发，生于 1941 年（75 岁），福建同安县，口述日期：6.8.2016，地点：角头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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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03 年至 2016 年入学学生人数表 

 

 

 

资料来源：霹雳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一年级学生入学名单 

表 1.2 所显示的数据明显看出角头渔村的最基本生育繁殖力是明显走下坡的。20

所以不排除角头渔村在往后会面临人口老化的种种问题。 

  

                                                           
20

  2008 年的数据的下降趋势略大，笔者不排除是当地人迷信“生肖说”。由于华人传统观念上

对于蛇的差评，多属于奸诈狡猾的形象，所以他们认为蛇年的孩子不吉，加上前年龙年的因素，

相较之下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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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至2016年入学学生人数表 

年份 华裔 华裔学生总数 总人数 华裔百分比 

 男 女   （%） 

2003 73 70 143 146 97.95 

2004 71 69 140 145 96.55 

2005 56 59 115 116 99.13 

2006 67 56 123 126 97.61 

2007 75 79 154 158 97.47 

2008 55 54 99 100 99 

2009 58 65 123 126 97.62 

2010 49 58 107 107 100 

2011 54 52 106 108 98.15 

2012 53 45 98 98 100 

2013 56 34 90 92 97.82 

2014 47 46 93 95 97.87 

2015 44 54 98 101 97.03 

2016 37 37 74 76 97.37 

  总数： 1563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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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角头渔村的方言群统计可根据 1959年的学生籍贯进行概述： 

表 1.3：1959年学生籍贯比较表 

省份 比例 县份 人数 

巫族 福建人 
9.99 

 2 

胡北 天门 1 

 
 
 
 
 

福建省 

南安 55 

 
 
 
 
 
 
 
 
 
 
 

潮州人 
79.58 

同安 10 

闽侯 3 

龙岩 9 

安溪 4 

兴化 1 

普江 5 

莆田 2 

仙游 1 

 
 
 
 
 
 
 
 
 
 

广东省 

普宁 506 

潮阳 117 

揭阳 72 

惠来 21 

花县 1 

文昌 10 

梅县 3 

惠阳 28 

台山 9 

大埔 5 

赤溪 11 

中山 2 

新会 3 

四会 1 

南海 1 

云浮 5 

博罗 1 

东莞 1 

惠阳 1 

鹤山 2 

客家广府 
8.99 

恩平 2 

南澳 1 

琼东 2 

新丰 1 

其他 1.44 和平 2 

  总数 901 

资料出处：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第二十六周年新校舍落成特刊，c-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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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3 所示，角头渔村是一个典型的潮州村落，当中的潮州居民共占了

79.58%，虽然角头渔村参杂着其他方言群的居民，但却不影响当地潮州文化的

保留。 

 

第二节、角头渔村的开拓 

根据 1959 年南华小学的学生籍贯统计表显示，21角头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广

东省潮汕方言区。广东地濒南海，与国外交往较早较频繁，加上海上交往便捷，

对外移民也较早，主要移居邻近的东南亚国家，而移居原因亦各样化：有国内

原因和国际原因；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22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6, 页 38)直到近代以后，东南亚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主要侨乡。 

 

壹、《休罗日记》论述中的角头概况 

修罗爵士（ Sir Hugh Low）在 1877 年出任霹雳州第三任参政司

（Resident），名义上是协助苏丹管理政务，实则是全权执掌该州行政。他接

任霹雳参政司可谓是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伯治（James W.W. Birch）更为

艰难的局面，23除了伯治无法处理的问题，还需解决伯治引发的矛盾，故此他採

行与伯治全然不同的处理模式。24为了能够融入及了解当地社会，他利用曾在砂

拉越白人拉惹布洛克的政府服务的各种治理方面的经验，除了设法取得马来人

的信任之外，也逐渐改变霹雳州的行政组织和法令以加强整个统治体系。继任

                                                           
21

 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第二十六周年新校舍落成特刊，c-12 页。 
22

 移民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劳动者为主，部分由亲友招引或自费出国的自由移民，另部分是被

拐骗出国的契约劳工。 
23

 霹雳州第一任参政司，因为胁迫苏丹，剥夺马来酋长的权利而遭谋杀。 
24

 廖文辉（2012），< 被忽略的英殖民官员————休罗爵士>，东方网，2012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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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便到霹雳州各地考察民情及社会情况，《休罗日记》便是他在考察之期发生

的事迹。 

在 1877 年间，休罗分别到霹雳州各地进行旅游考察。图 1.1 为休罗实地考

察之路线图： 

图 1.1为休罗旅游考察之路线图 

 

资料出处：Emily Sadka, The Journal of Sir Hugh Low, Perak, JMBRAS,  

Vol. XXVII, pt. 4, 1954, p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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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罗的旅游考察时间在 1877 年 4 月 24 日到 6 月 15 日，历时 53 天。他除了体

察民情之外，还为当地人民排忧解难与提供能力上的协助。休罗在 1877 年 5 月

9 日抵达角头以东的巴里文打（ Parit Buntar）一带，隔天经过峇眼丁

（Bangan Tiang），5月 11日才从巴眼甸步行至角头。25 

角头在早期就一直面临水源供应的问题，在当时大多都靠河水挑担为生，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有较完善的水源供应。休罗在经过吉辇县（Kerian）

区内到角头的这段路程中，他体察到人民最大的问题是水源的问题。他视察了

一个排水坑，发现有青色泡沫浮在水面上，导致当地居民因水源污染问题而得

感染病，以当时的数据来看共有 51 宗霍乱及 1 至 2 宗天花的病例。 (Sadka, 

1954, 页 57)说明了当时因水源不干净而导致的病例很多，认为自己即作为当

地的殖民官员有义务确保人民有干净的水源饮用。 

    之后，在他即将前往古楼渔村的路途中，恰巧遇到了一些刑事案件： 

We left it at 12, intending to go to Kurow …….I hear a great shooting 

and instantly conjectured in the Chinese were resisting Maxwell. 

(Sadka, 1954, 页 57) 

这起暴乱案件造成 2 人死亡，8 人受轻重伤。当中的涉及者 Chaih Cha Wang

（音译：谢财旺）证实了是角头的一位华裔首长。那么，这里将会衍生一个问

题，为什么 1877 年就已经有人居住角头了呢？笔者在经过细读后发现，《休罗

日记》中所定义的“角头”或与本论文一开始定义的“角头”有所不同，以致

想法概念上有一定的出入。首先，在《休罗日记》中必须先处理 2 个名词界定。

                                                           
25
《休罗日记》1877 年的 Piandang 笔者推断是华人开拓前的角头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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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巴眼甸步行前往的角头，那是还没有华人移居的早期“角头渔村”。

第二、是从早期的“角头渔村”前往古楼渔村的角头双溪武隆区。所以笔者推

测，谢财旺是属于后者的居民首长。 

经由比较研究，笔者认为，论文定义的“角头渔村”在早期华人移民前是

一个马来农村，而休罗在 1877 年步行经过的便是此地，于是看到了很多肥美稻

田和农作物，并没有华人在当地从事渔业的叙述。随后，他在前往古楼渔村时，

在角头区的双溪武隆遇到谢财旺等人，即后来移居“角头渔村”的一带居民。

所以，按推断，1877 年的华人踪迹应该是属于角头双溪武隆区的，与后期相传

角头渔村一带南来华人最先居住于角头郊外的双溪武隆区的说法如出一辙。但

这一切都是笔者自行推测并无实际证据证明这个说法，所以在此做一个保留，

以待后来研究者的补充。 

另外，休罗还提到： 

The people belong to the Ho Seng Kungsi as do all the Chinese on the 

coast of Perak, but here they are of a different race from those at 

Piandang, they being Ho Kien, those Tay Chews and a quarrel exists 

between them.  (Sadka, 1954, 页 57) 

说明了角头双溪武隆区有别于古楼渔村，具有“潮州村”的特色。总的来说，

《休罗日记》不仅为当时候的种种事迹留下真实的记载，虽然当中所指的“角

头”存有字义的不确定性变数，但无疑把角头的开拓史推移到更早，也间接反

映了当地早期的一个生活形态以及渔村面貌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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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角头华人的移民背景 

据潘醒农的<潮人南来发展史>中提到，华侨（包括潮州人）南来的过程主

要分成初期和近世。26 (潘醒农, 2014, 页 1-15)角头渔村的移民过程是属于后

者，偏向于为某取生活出路而选择南迁。角头会成为移民者的落脚处可能跟它

的地域条件有关，因为中国临近南海的大部分潮州移民者多从事渔业，或是进

行海上贸易，使他们到来到异地可以从事旧业。 

角头渔村当地老渔民许武钦口述，27他一开始随着父亲南来马来亚是为赚取

一笔财富后回中国，但到了此地后，却发现这里的物资与地势环境相比中国故

土还要来得更理想，是一片值得开发及久居的土地，于是渐渐的开始落地生根，

建立自己的家园。（许武钦，2015）从渔民口中可以延伸思考另一个问题，为

什么要离开久居的家乡到未知的南洋冒险呢？可想而知，其中最主要的推力是

生活贫困。毕竟人只求的生存及三餐温饱的生活，就因为他们无法在中国谋得

生计，只好选择远赴南洋寻找另一片乐土。不止如此，中国政治环境的败坏和

通商港口的开放，也是促成移民高潮的原因。 

东南亚的移民拉力主要源自于当地的资源丰富、经济进步，造成商人及工

人都愿意前来谋生。另外，还有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契约劳工”的问题。

在通商开放及贫穷的前提下，加上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加速开发，造成马

来亚的劳动力需求量提高，使到许多人为谋得工作机会而当契约劳工。角头的

                                                           
26
 根据《潮侨东殖》的分法，初期（约 9 世纪到 16 世纪初）：两次移植分别是唐五代时期，

及宋朝灭亡之际；近世（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一、明朝忠义之士不臣服于清朝选择逃

往南洋。二、为某生而卖身前来南洋的契约劳工，页 7。 
27

 许武钦，生于 1946 年（70 岁），广东普宁县，口述日期：28.3.2016，地点：华丽花园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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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人张暹娇表示，28她的父亲以前也是一位契约劳工，她和她母亲也是之后跟

亲友借钱到马来亚寻找父亲的。（张暹娇，2016）她也说到，当时在中国原乡

也有很多南洋亲友的招引或自费出国的自由移民，才让她有机会联络上被“卖

猪仔”很久的父亲，才能一家团圆。 

由此说来，在中国侨乡生活条件的败坏和东南亚移民拉力的强化的情况下，

间接促进了东南亚的移民情况，也是使到角头这个地方能够开荒成功的原因。 

 

小结 

    角头渔村是一个典型的角头渔村，当地渔民大多从广东地区移民过来，而

角头的良好地理环境成为移民者的主要行业，从事与原乡相同的职业。按《休

罗日记》的叙述看来，并没有明确的指定当中所指角头是哪一个区域，故此本

论文对于开拓的时间点稍作保留。但华人的踪迹相对来说是可靠性的，因为日

记中已清楚记载到 1877年华人生活在当地的踪迹。 

  

                                                           
28

 张暹娇，生于 1946 年（70 岁），口述日期：5.6.2016，口述地点：南港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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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华裔渔民的庙宇状况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不仅给予忧患时的慰籍与

寄托，也是人群作为团结整合的手段。 (李亦园, 1978, 页 2)民间信仰在精神

寄托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国南来华人对一开始处于的开拓阶段，无论是

身理还是心理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唯有把自身信仰的乡土神带过来，除了安

神立庙，重要是能起到安境佑民的作用，象征南来以前的生活可以得到好的延

续。 

庙宇神明的崇拜往往能形成村落的凝聚力，角头渔村也不例外。中国带来

的信仰除了有观音妈祖之外，也有一些已经本土化的神明如大伯公信仰等。以

潮州人居多的角头渔村有各式各类的庙宇、宗祠和福利团体等。其中有真君大

帝古庙、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仙法师公、济安堂等；宗祠方面有苏许连颜谭

巫宗亲会、忠顺世家、刘关张赵古城会；德教会则有振安阁和振云阁。29 

此章节主要针对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与真君大帝古庙的成立历史做一个资

料整合。在庙宇的历史背景下，进而探讨两者之间的连贯与角头渔村开坛史的

关系。 

 

第一节、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 

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Pasir Kelabu）坐落在角头双溪武隆区，也就是角

头渔村通往呱啦古楼路段约五公里处。先前南来华人都在双溪武隆先登岸，当

                                                           
29
关于角头的社团分布，可参考《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 70 周年特刊》，页 11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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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在七十年代以前，住有十多户人家，从事小本生意及务

农为生。但随着移民人数增多，开始有部分移民去条件更好的角头渔村去生活。 

双溪武隆的居民迁离角头大约发生在七十年代过后。 (许文水, 2012, 页 

8)随着环境的变迁，巴沙加拉武村内的华裔居民陆续搬迁至角头渔村，许多稻

田转售给当地马来人，随后便再也寻找不到华人的踪迹，导致大伯公庙及义山

也因此逐渐被世人遗忘，造成庙宇年老失修，毁坏不堪。 

民间庙宇往往扮演着村落的守护神，它凝聚着地方的情感认同，加上华人

“有拜有保佑”及饮水思源的观念，使到角头一班热心的村民，在 2010 年出钱

出力不惜代价重修旧庙，让已败坏不堪的庙宇焕然一新。当地目前已变成田芭

围绕的马来村落，远远望去可见田芭包围的义山地有大伯公庙屹立在其中。 

 

壹、义山与大伯公信仰的关系 

大伯公，原称福德正神，是华人社会特有的神祀，可说遍及任何有华族聚

居的角落。大伯公在社会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从家户，至会馆、宗祠，甚至

是义山，亦可见大伯公的奉迹。30大伯公由来及事迹在学界流传很多说法，本文

在此不详谈。31大伯公的文化内涵主要在于祈求福德和求境平安为主，间接性与

华族移民史有一定的关系。 

本论文再此将大伯公信仰定义为土地神（土地公）。饶宗颐在<谈伯公>一

文中提到： 

                                                           
30
大部分学者认为大伯公信仰与华人南洋迁移史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其起源说与名称的来

源却引起学界广大的争议，本论文在此将不详谈。大伯公信仰流传的地方神话与典故非常之多，

根据吴诗兴《马来西亚的福德正神信仰初探》，把大伯公的信仰起源简分为五个文本叙述进行

参照。页 107-108。 
31

 大伯公的由来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是个人推测居多，各执一词，因此争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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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在粤东民间流传甚广、不专限于客家，乃一般土地神之通称，潮属

各县，无不如此，家家各祭土地福神、坟墓亦兼祭土地神曰后土之神，

每榔每林均有土地庙，统曰福德庙、福德祀、乡间尤为普通。 (饶宗

颐, 1952, 页 27) 

在东南亚华人移民初期，土地神具有集体祈求生产价值与心灵寄托的信仰需求

意义。 (吴诗兴, 2009, 页 117)这说明了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一带能吸引华人

族群的共同祭拜的原因，关键性目的在于开拓初期对当地土地神所表达的敬意

与感激。 

综上所述，大伯公信仰大体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叙述。第一、作为延续

中国传统土地神的奉祀；第二，对移民拓荒地域神的奉祀。相对于村落形式与

义山而言，更倾向于后者。中国南来先人到此处的开荒，面对了疾疫、天灾、

战争殴斗等的问题也实属正常，在异地寻找平安生活的庇佑，导致供奉大伯公

成了一种需要。然而，定居于此也免不了面对任何客死异乡的可能。因此奉祀

大伯公除了寻求精神寄托以外，在寻觅逝后的安宁处时也必须对当地土地神明

存有一定的敬意，奉祀土地公（大伯公）也是作为答谢与庇护的恩泽。 

双溪武隆村民奉祀大伯公的初衷与上文所提不离一二，虽然大伯公信仰是

普遍性的供奉，但对于此神明的出处多数人都半知不解，甚至不在乎祂是谁。

对于庶民百姓来说，只要能起到诸事顺遂、有求必应的目的，那么，大伯公是

谁，或许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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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义山成立历史 

1890 年以后，英殖民政府根据澳洲所实行的托伦斯登记制（Torrens 

System），在马来半岛各州实行土地登记制度，以便对割让给私人的土地进行

登记。 (文平强, 2009, 页 36)所以地方政府只要通过土地割让手续，该土地

便直接成为私人土地。根据《马来联邦宪报》（FMSGG）的官方资料显示，巴沙

加拉武华人义山周围的地域早在 1904 年已经登记为华人义冢保留地。（图 2.1

所示）该资料直接证明双溪武隆的开拓史为 1904 年，距今已有 112 年历史。图

2.2 所示，那宽长 13 依格的义山地是由已故港主谢亚希32与许世盛33成功向英殖

民政府争取的。 (许文水, 2012, 页 7) 

官方注册文件证明，双溪武隆的开拓为 1904 年，由于该资料是义山地的登

记证件，所以不排除在申请登记之前已有人居住的事实，加上前文提到的《休

罗日记》内容所述，历史便可追溯到更早，推断双溪武隆早在 1877 年之前便已

有人居住。 

  

                                                           
32
谢亚熙：南华小学前任董事长谢瑞调的祖父。十九世纪末由中国南来定居于角头，被立为当

时的角头港主。 
33
许世盛：真君大帝古庙信托员许慈水的祖父。 



27 
 

图 2.1：华人义冢保留地证件 

   

资料来源：FMS GOVERNMENT GAZETTE, 1904, p-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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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及大伯公庙位置图 

 

资料来源：转引自许文水，<重建大伯公庙——纪念特刊>，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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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大伯公庙在 2012 年的重建与拾金移坟过程中，挖掘出

大大小小的骨盅和部分残缺不全的墓碑，其中文字辨识度高的墓碑在经过修复

后，发现有两个光绪庚子年（1900 年）的，这一年份比义山地申请文件的年份

还要早。这个重大的发现将为当地开拓史写下全新的一页，为了能够精准推算

出当地更早的开拓历史，必须从义山有效样本当中考察。表 2.1所示如下： 

表 2.1：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可阅读的墓碑调查表 

 祖籍 年代 姓名 性别 备注 

1. 广肇 庚子年冬月立 府总坟诸公仝墓 -  

2. 揭阳 光绪庚子年五月立 显妣萧门陈氏墓 女  

3. 惠邑 民国甲寅年立（祀春） 祖考训枝翁公墓 男 孝男庸芳 

4. 潮阳 民国三十年辛巳十一月初五立 故女胡玉心之墓 女 时年十二载 

5. 揭邑 民国丙子年季月立 祖考树合邱公墓 男  

 

表 2.1 显示，加拉武华人义山仅剩的可阅读墓碑总数只有 6 个，在 5 个墓碑里

可以看出当中的年代和祖籍地等，其中最为关键的讯息是“广肇总坟”和“光

绪庚子年”的碑文。 

“广肇总坟”在角头一带出现相对来说较为罕见。根据林辉发先生的口述，

20 世纪初的角头区有很大范围的“甘蔗芭”，即甘蔗园。34 (林辉发, 2016)因

此需要大批劳工进行作业。按李发联先生的补充，35他在 1994 年曾在角头峇眼

丁区（Bagan Tiang）见到老旧的“甘蔗搅”机器。 (李发联, 2016)这也直接

证明了当时需要契约劳工进行作业的整个概况。所以对于“总坟”的概念来说，

                                                           
34

 同注 18。 
35

 李发联，生于 1967（49 岁），广东潮阳，口述日期：8.8.2016，口述地点：南港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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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排除是早期作为“契约劳工”的一种福利。36毕竟他们在贫困的前提下签

约当劳工，目的是为了能够赚取一定的收入，可说是以生命在换取金钱的概念。

因此，葬身处作为一个死后入土为安的保障也不是不可能的。 

“光绪庚子年”说明加拉武华人义山在 1904 年之前已有人葬在该地区。移

民前期的生活往往不如人意、艰苦万分，加上面对地域环境的不同，难免水土

不服、疾病缠绕，37不排除双溪武隆的村民一来到就有人去世死亡，然后为了方

便祭拜而在申请到义山地之前已在附近空地下葬，只是随后申请者再去向英殖

民政府争取该片土地权。所以才会出现义山地申请年份以前有一个年份更早的

墓碑。 

由此可见，除了《休罗日记》的推测以外，庙宇的重建与义山的拾遗，把

当地可考的开拓历史追溯到 1900 年。这是对历史脉络的一个肯定，也给予了很

重要的确认。至于双溪武隆真正开坛多久无从考察，从《休罗日记》的推断是

在 1877 年就已有人居住在角头的双溪武隆区，如果单从英政府登记的土地史料

和墓碑碑文考出的话，至少在 1900 年就已经有华人居住了。所以，根据当地可

考的史料显示，至今已有 116年历史。 

 

叁、义山与庙宇荒废的原因 

一、道路环境欠佳 

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的地理位置欠佳，它的周围处都是田芭地，清明节扫

墓时需要经过一公里远的泥石路，方能到达。田芭路面滑又凹凸不平，扫墓者

                                                           
36

 “总坟”的概念亦可说是一批劳工死后的合葬墓。商人引进大批劳工，却不能保障劳工们的

生命安全，因此在劳工死后同葬一起既可以一同祭拜以及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37

 《休罗日记》提到当地在开拓初期曾因为吉辇县的水源不干净而导致霍乱和天花病症肆意，

死亡人数并不在少数。页 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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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卷起裤脚，手拿祭品一路走过去，非常吃力难行。如果遇上大雨，满地泥泞

让人无法行走，需与当地的马来同胞租借舢板稻船才能到达义山，一天租费高

达十至二十零吉，无疑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另外，一些坟墓更是因为难以抵达

的关系，后人不愿前来。日积月累的无间断摧毁更导致骨灰盅深陷、墓碑毁坏

的坟墓数量多不胜数，许多祭拜者找不到踪迹而疏于祭拜也是导致义山荒废的

原因。 

二、其他义山的开发 

面对日渐进步的社会，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开始现代化，在经济稳定的前提

下对生活水平有一定的要求。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居民的迁离，经济也

逐渐稳定，在交通相对发达的情况下，村民开始选择较理想的地点来安葬已故

亲人。其分别有爪夷华人义山、大山腳武拉必福德正神公塚和太平山庄等，以

致地理环境欠理想的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此后再无人入葬。华人注重风水之说，

先前面对加拉武华人义山无人打理，杂草丛生烂泥满地的前车之鉴，对坟墓基

地的风水甚是讲究。因为好的风水宝地能庇佑后代子孙顺利兴旺、代代平安。 

总的来说，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及大伯公庙的创立历史与南来华人息息相

关，面对当地华人的迁移，导致庙宇与义山地年老时修几近毁坏。日后幸得真

君大帝古庙理事会等人合力重建，把荒废的义山地及庙宇从新规划新建，让华

人的信仰香火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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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真君大帝古庙 

真君大帝古庙位于角头渔村 Y 字型路段的弯角路边。38古庙经过至少两次的

重建，旧址面向西北边，新址面向东南。真君大帝古庙是角头渔村最具代表性

的村庙，也是作为华裔居民凝聚力的纽带，相对于没有任何会馆组织的角头来

说，当中所成立的理事会便是村里的最高领导机构。理事会不仅执掌祈福祭祀

事宜，对于村里的各种事务都积极参与及领导，包括帮忙排除居民之间的各种

纷争，进而成为当地华裔的领导层。角头没有会馆组织，笔者将之视为当地特

色，虽然缺乏了地缘的联系却成就了当地以村庙理事会为主的领导层。 

 

壹、古庙创庙历史 

真君大帝古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年。尽管古庙最初的形式已无从

得知，但根据可考的史料显示，真君大帝古庙在 1916 年兴建，图 2.3 与 2.4 所

示征信石碑即为其中一个佐证。碑上清楚刻有“中华民国五年„吉立”确定了

1916 年所兴建的可靠性。另外，据特刊指出，庙宇初建地是由当时港主谢亚熙

捐出大约 1 依格地所建。39 (霹雳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 1985, 页 144)随

后亦有几位乡民合捐庙宇周围地段作为古庙公地，40进而相继发展成现今具规模

的庙宇。 

  

                                                           
38

 解释古庙的另一个含义，是历史久远，不是庙宇的新旧。 
39

 No.1397 G.No.3076 of 20-4-1916 地段。 
40

 Lot No.1146，1148，1149，1305，目前租给当地居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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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1916年征信石碑图       图 2.4：局部征信录吉立期 

              

按角头老一辈乡民的追忆，角头渔村早在 1905 年便已奉祀“吴爷”和“拿

督公”这两位神灵，笔者不排除是一开始移居的角头双溪武隆区居民的供奉，

毕竟华人更多看重移居后的一个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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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爷”的香火源于大山脚武拉必真君大帝庙。41 (林辉发, 2016)大山脚

武拉必真君大帝的香火口传是由当地先人从广东惠来直接带过来。42 (黄财旺、

黄永财, 2016)起先，该庙宇的原址是在大山脚“涂连径”山上，建庙于光绪二

十四年（1989 年），后经 513 事件后被迁至山下武拉必新村内，重新建庙延传，

至今也有 118 年历史。 

大山脚真君大帝的与角头真君大帝虽出自同源，但两位神明的事迹在两个

区域之间却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据黄永财口述，43大山脚真君大帝是一位姓吴的

药师，因赠医施药、恩泽苍生而被封神位；而角头真君大帝相传南宋时期为一

介草民道士，后因护海有功被封神位。44由于在史书上缺少记载，在周树佳的

《香港诸神》里也只是略提一二，但书中所述的事迹更偏向于角头区的出处说

法，详细出处内容会在论文下节做说明。针对大山脚区口述者提供的讯息进行

了判断与审查工作后推断，不排除是因为隔代沟通上的失误所导致的问题。 

笔者在进行口述笔录时留意到大山脚区的文献记载非常凌乱、缺乏整理，

甚至没有完整的一个相关记录。且老一辈的理事都相继过世，对于一些新进的

理事来说也相知甚少，对于着手处理凌乱的事物也无从下手。所以不排除在流

传的过程中在出处知识方面出现了纰漏，才有与从不同的说法。对于角头区事

迹的流传准确度会相较于武拉必区会来得更高，当初在武拉必求取香火时一定

对神明的事迹与出处有所理解，加上角头渔村古庙理事会林辉发先生对于事迹

资料的保存相当注重，凡是关于古庙一切事宜都有记录备份，资料井井有条，

                                                           
41

 同注 18。 
42

 15 哩真君庙的也是从广东惠来带过来的。客家人在早期大量的迁移与移居，不排除是在迁移

过程中把真君大帝神祗从广东回来带至东南亚地区。 
43

 黄永财，生于 1949 年（67 岁），口述时间：8.5.2016，地点：大山脚武拉必真君大帝古庙。 
44

 大山脚武拉必真君大帝，称“吴爷”，是位药师，庙里亦拜虎爷，在主祀神真君大帝神像旁立

有保生大帝框相，加上真君大帝寿诞与保生大帝寿诞是同一天。因为史料找不到真君大帝吴刚

厚的事迹，不排除真君大帝是保生大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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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了延传过程中出现断裂的现象，所以比起原庙有了更好的保存是不容置疑

的。 

 

贰、真君大帝之神格 

    真君大帝古庙在早前初庙的形式供奉“吴爷”和“拿督公”两位神明。吴

爷即真君大帝，由于早期的乡民跟风祭祀以致后来渐忘神祗本名，把真君大帝

称为“拿督公”，口传至今还难以改口。古庙理事会直到后期建庙才打出真君

大帝古庙的字号，向村民澄清真君大帝的尊号。 

    真君大帝，在各类神仙传记中都无法寻获，可说均无记载，唯独周树佳

《香港诸神》一书对真君大帝有事迹略有说明。真君大帝本姓吴，名刚厚，来

自福建，在南宋是一名武将。在理宗年间（1225-1264）因对抗当地海盗有功，

深获粤东沿海一带人民的称颂。随后亦言及他死后曾在广东龙岗显灵，当地居

民将此事奏报朝廷，宋理宗便封他为真君大帝，并下诏各乡建庙塑像供奉，后

来演变成佑境安民的神祗，其信仰随后在民间广为流传。 (周树佳, 2009, 页 

160) 

 

叁、重建庙宇 

真君大帝古庙历经百年历史，再怎么富丽堂皇也好，饱受时间洗涤的古庙

也总有年老凋残的一天。笔者赞成吴世旭所说，对于民间庙宇的重建而言，建

筑物的重建仅仅是地方营造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重新使庙宇的存在获得信徒的

祭拜，才是庙宇重修的核心要义所在，也是维持地方之社会生命的关键。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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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旭, 2013, 页 115)虽然古庙重古味，对于一些古物、文物及庙宇的建筑都非

常重视，但饱受日月的摧残已让古庙渐步入历史。 

根据碑文考证，庙宇初建于民国五年（即 1916 年），是由当时的港主谢亚

熙捐地而建。古庙先后经历了两次的重建，分别于 1965 年以及 2014 年。但笔

者认为，1916 年的庙宇或许不是真君大帝古庙的最初形式。根据《休罗日记》

的叙述，虽然当中的“角头”一次涵盖性非常广泛，没有明确的所指，导致无

法证明当中的华裔涉及者究竟是属于角头双溪武隆区抑或是角头渔村的人，以

致在 1877年就已经有华人居住的定论无法正确落实。 

虽然如此，笔者却不排除在 1916 年建庙以前有更早的村庙形式存在。毕竟

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有华人的地方，就必定有神明的供奉。如果早在 1904 年

就已有供奉神明的角度来看，真君大帝（吴爷）作为角头的神明祭祀中心，必

然也是同而无异。从早期开始已渐作为一种精神延续至今。但这也是笔者的一

个假设性推测，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进一步说明，乡民们的口述也道不出所

以然。45因此，在没有任何史料与论述基础上来说，便形成了历史页面上的一个

断点。 

接着，古庙在 1965 年的重建是顺应时势的，在将近 60 年的漫长岁月，古

庙已残坏不堪，形成了重建庙宇的必然性。总所周知，重建庙宇对于庙宇的古

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一些建筑的遗迹与历史等将得不到保存，无疑是策

略之下下策。在建庙必然性的驱使下，不妨从反面思考，把重建庙宇作为一个

凝聚民心、改善地缘关系之举。毕竟角头村民们皆以此庙为重心，筹款建庙可

                                                           
45

 按角头老一辈乡民追忆，角头早在 1905 年便已奉祀“吴爷”和“蓝啅公”这两位神灵。但却无法

准确说明比此更早的时间段是否早已供奉“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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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华族间的相互融合，足以让村民燃起民族使命感，有效的加强了当地居民

的凝聚力。 

后来，2014 年的重建却比前一次复杂得多。角头是以渔业为主要生产主轴，

千禧年以来，角头渔村以海产为主的事业颇为颠簸，海路不顺，造成村民收入

大为缩减。因此，当地村民为了祈求海产丰收，希望借助庙宇的重建，征帝垂

德，以望得到神明的庇护恩泽。除了有与上文及到相同的重建原因之外，还涉

及了“转运风水说”，其中包括神明说以及天灾说。 

一、神明说 

村民确意为古庙重新建设后，并根据当地传统仪式，进行扶乩以请真君大

帝圣驾示津，籍以询问重建庙宇事宜。“扶乩”作为角头请示神明的旨意的仪

式，以圣驾幸鸾的指示鸾文为依据，进行一系列祭祀及请示活动。因此，对于

神明的旨意，村民们都给予崇高的敬意，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表示认同。 

在祷问新庙之格的过程中，鸾文提到“乾坐巽向”，说明新庙的格局将与

旧庙呈相反之向。为何新旧庙格局之差距那么大呢？相传 20 世纪 90 年代角头

八卦形水坝兴建峻工以来，影响了角头的整体运气，造成天灾连连海路不顺。46

（张暹娇，2016）因此，村民口传此次的新庙之格目的在于转运。新庙之左定

海，新庙之右则定八卦形水坝，寓意真君大帝能左右逢源、趋吉避凶以压制厄

运，为角头渔村承运。 

  

                                                           
46

 同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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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灾说 

角头渔村在 10 年间共发生 3 次大火灾。1992 年 1 月 14 日是角头渔村开拓

以来最惨重火灾，三小时毁 25 间店屋，7 间遭严重波及，损失超过一百万元。

第二次大火于 1998 年 1 月 1 日新年初始光顾，造成角头渔村 24 间店住屋不幸

遭大火吞噬。第三次则发生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这次的大火吞噬了 4 间住店

屋，面积虽不必前两次来的旷阔，但其中却造成一位 9 岁小男孩葬身火海。 

另外，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尼苏门答腊发生 40 年以来最严重地震，振幅

为里特测震仪 8.9 级，随后引发海啸席卷亚洲多个国家。47马来西亚也是亚洲受

害国之一，角头作为马来西亚沿海的北部地区也难以幸免，造成角头逾 117 艘

渔船遭到毁坏。48除此之外，当地海啸还涉及一位华裔渔民失踪案，49经当局搜

救多日均无结果，便在事后半年，即 2005年 6月被宣告罹难。 

宏观来说，庙宇的重拾遗迹除了存在年老失修的重建必然性因素之外，也

存在村民非理性的宗教思考因素。面对科学性的剖析，“转运风水说”或许是

无稽之谈或堪称迷信，但对于宗教信仰的内在视野来说，却是一种神指引。对

于必须进行的庙宇重建，“风水转运说”也只是让事件赋予多一层神秘套影罢

了。 

 

  

                                                           
47

 在 2004 年 12 月 27 日，各大报馆均有刊登相关新闻，资料整理自当时相关报导。 
48

 根据霹雳州务大臣所颁发的调查表显示，117 艘毁坏的渔船其中大船占 50 艘，小船占 67 艘。

转引自南华小学创校七十周年特刊，页 186。 
49

 失踪者许福兴（机器马）在出海捕鱼时被海啸打翻以致不慎跌入大海消失无踪。资料源自新

闻报导和当地居民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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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总的来说，角头渔村的居民最初是在角头双溪武隆区登岸，作为一个最初

的移民初貌。但《休罗日记》是一个盲点，他只能证明早期华人的存在踪迹，

却不能确切说明角头的那个区域存在华人的踪迹。但笔者推论，日记中的华裔

是指角头双溪武隆区的居民。因为文中有说明到他是休罗在离开角头前往古楼

的时候遇到的人，而那个相遇所在地便是双溪武隆区。这也就是本论文所谈的

“角头渔村”的初貌有着不谋而合的关系，如照笔者的推断而言，角头渔村的

华人在双溪武隆区的开荒至今已有 139年。 

但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虽然不确定性的猜测占大部分，但不排除有这样的

一个可能性。除了《休罗日记》官方的记载史料之外，笔者认为庙宇的建设和

在早期华人社会有着切不开的关系。所以不排除在开拓初期就有就有庙宇形式

的存在。所以根据庙宇有限的史料去推测的话，民国五年的征信录只能证明角

头渔村 100 年的开拓历史。综上所述，庙宇在华人社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

了文化的传承之外，更是追溯过去和源头的途径，因此庙宇的历史也可说是一

个村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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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角头渔村的产业发展 

渔业是潮州人传统行业，凡是与渔民、渔网、渔船鱼行等相关的工作，都

还是由潮藉人占主导位置。 (詹缘端、徐威雄、童敏薇, 2016, 页 171)根据

1959 年的南华小学学生家长职业统计表显示，50角头的渔民在各行业中占最高

42.06%的百分比，说明角头渔村的华人大部分从事渔业。当时的华人社会因为

角头地理条件的优势以及自身拥有渔业技术的前提下，让他们可以从这一传统

行业中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相比现今的社会，人们已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许多人离乡背井寻找更高的就业机会，间接使到渔村的传统捕鱼行业受到人口

外流打击。不止如此，近年来的渔获量也是存在逐年减少的趋势，面对种种造

成渔业走向没落的道路，就必须顺应时势，考虑到渔村产业转型的必然性。 

    对于产业的转型，本论文划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浅谈。第一、渔业作为生产

主轴的内部转型，探讨华人社会的变迁如何造成渔业的转型必要；第二，角头

渔村未来的大体转型趋向，分析角头渔村在各方面的环境特色及条件之下，转

型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渔业的转型尚有发展的空间，而角头渔村亦存在朝向生态旅游业发展的趋

势。因此章节将着重探讨当地渔村的产业发展、变迁与后期转型。以渔业为主

轴，讨论角头渔业概况以及转型模式，再探讨旅游业的崛起与华人社会的关系，

讨论旅游业在往后所扮演的角色。 

 

  

                                                           
50

 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第二十六周年新校舍落成特刊，c-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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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渔业 

角头渔村的作业海域属于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域，即马六甲海峡。对于角头

渔民的劳作情况，他们的生产作息时间是不一至的，并非一般城市的早九晚五，

他们必须跟着潮汐的变化进行作业。51不同类型的渔网选择需要根据不同时间的

潮水落涨来配合作业。 

首先，角头渔民采用的捕鱼方式有筐脚双拖网、绫网及底网为主。52根据当

地渔民的资料统计，80年代早期的渔船约 8百艘，渔民大约三千多人，当中的

60%采用筐脚双拖网，33.75%采用绫网，2.75%采用底网，而其余的 3.75%则采

用其它捕鱼方式。(翔舟, 1985, 页 142)而当地渔民捕获的海产而言，其中有

鲳鱼、午鱼、西刀、蟹、蚶、虾类等等，大多数由当地的鱼行将海产冷冻或以

冰块覆盖，用罗里运输至其他区域售卖。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初，锯鳐常在角

头渔民作业的马六甲海峡捕获，53但现在已经绝迹了，是一种非常罕有且濒临绝

种的动物。渔民早期在捕获以后，会把它的“鲨鱼剑”切下保留以作纪念，现

存于真君大帝古庙的“鲨鱼剑”有 8副之多，详见附录图 9。 

 

  

                                                           
51

 潮汐：地球上的海洋表面受到太阳和月球的潮汐力作用所引起的涨落现是海。因潮汐而产生

变化的水位称“大流”和“死流”（潮州与福建音转译）。 
52

 筐脚双拖网：以一艘船为限的拖式捕鱼方法。绫网：以一艘船为限的围式捕鱼法，顺着潮水

流向进行围捕。底网：以两艘船为限的围式捕鱼法。 
53

 锯鳐：长相类似鲨鱼，有长型锯齿状的吻部，体长可超过七公尺，曾出现在 90 多个热带及亚

洲国家的沿海和河流水域出没，已被 IUCN 的红皮书列入濒临或极度濒危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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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捕鱼业的式微 

一、式微迹象 

马来西亚渔业局对捕鱼区域的规范显示（表 3.1），5海里以内属于传统渔

具及鳀鱼围网的技术类型，而角头渔村的绫网船是 A牌的渔船执照；双拖网船

则是属于 B 牌的渔船执照。鱼船图详见附录图 13、14 和 15。 

图 3.1：马来西亚渔业捕鱼区域规范图 

 

表 3.1：马来西亚渔业捕鱼区域规范表 

牌照 海里 捕鱼技术类型 船身重量(吨) 

A 5海里以内 传统设备和鳀鱼围网（自己的设

备） 

0-19.9 

B 5-12 海里 拖网渔船和围网（自己的设备） 20-39.9 

C 12-30 海里 拖网渔船和围网 40-69.9 

D 30海里的边境地区 拖网渔船、围网和延绳钓 70以上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渔业局 

在 7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就开始限制渔船的执照数量，目的是为了

让海产可以充足的自然供给。呱啦古楼县渔业局局长表示，政府只有在一些特

别的情况下才有额外开放渔村的执照申请，但申请数量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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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吉辇县船只统计表 

 

年份 吉辇县渔船总数（艘） 

2009 1756 

2010 1930 

2012 1930 

2013 2112 

2014 2112 

2015 2112 

 

资料来源：呱啦古楼吉辇县渔业局 

从表 3.2的统计数字来看，吉辇县的渔船注册自 2009 年就有 1756艘，在 2010

年执照申请增加 174 艘至 1930 艘。政府在最后一次增加执照的申请是 2012 年，

总共开放申请 182艘，直至 2015 年的执照总数维持在 2112艘。这项措施的执

行，使当地渔民在一定的程度上无法自由申请渔船执照，再加上渔民执照很难

提出申请，大多渔民只能靠“转换资格”的方式取得执照，过程都相当繁琐。

然而，角头渔民因越来越少从事捕鱼业，对外劳的雇用相对提高。总体来看，

华裔渔民的作业情况明显看出渐渐走向式微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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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角头的渔民总人数却处于减少之中： 

表 3.3：吉辇县渔民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呱啦古楼吉辇县渔业局 

表 3.3 显示，角头的渔民共有 1356 名，而渔村华人包括南港和北港的渔民人数

大约有一千余人。船只数量分别有：双拖网约 220艘、绫船约 90艘和小船约

240 艘。船只的数量比起以前的 800 艘来得更少，只有 550艘左右。华裔渔民

的人数在 2015 年只有千余人，相对早前的 3千余人来说，人数是大大缩减的。

许武钦先生表示，政府的措施在早前没落实得那么严格，导致很多渔民为了省

却麻烦拒绝申请执照，之后又因为执照的开放数量不多，申请执照便是难上加

难。如今面对后代不愿继承家业的问题，导致角头的渔业面临没落的趋势走向

必然性的道路。 

 

二、式微原因 

（一）人口外流 

    现在 21 世纪社会中，经济下滑伴随着通货紧缩，造成华人社会对家庭计划

出现错误的认知，造成许多人一昧的控制生育，而使到人口大量缩减。角头渔

村的华人生育力如今也不比以前多，角头南华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入学统计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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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数据明显看出角头渔村的最基本生育繁殖力是明显走下坡的。54之后，由于

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诱惑，种种社会现代化的冲击，可见渔民后代不愿从

事风险高及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力工作，使到许多人年轻人离乡背井寻找更好的

就业机会。角头渔村的传统捕鱼行业受到人口外流打击，导致无人继承的渔业

技术等而使到技术失传。55 

（二）渔民法令的苛刻 

    面对渔民法令的约束，角头渔民可说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境之中，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禁止渔民使用“筐脚双拖网”。56虽然政府曾鼓励渔业发展，但后来却

因为“筐脚双拖网”破坏海床，造成海产及生态环境的伤害很大，反而被禁止

了。渔民在经过 10年的经验和理论的结合之下，于 1978 年发明了用 2艘船进

行作业的改革性拖网，即“双拖网”。57五年之后，由于槟州浅海渔民的激烈反

对，政府在 1982年颁发新条约加以约束，使到角头渔民生计深受打击，之后利

用执照的抵消来约束反抗的渔民以严行该措施，直接使到渔民生活面对很大的

冲击。 

（三）气候与灾害 

    除此之外，气候的变化和自然灾害也是其中一个造成渔业没落因素。虽然

马来西亚位于地球赤道一带，却还是免不了有气候变化无常的时候。季候风的

影响也间接使到渔民的出海作业作息不定，而且潮汐的变化亦趋占重要的角色。

天灾也是另一个因素，如 2004年的海啸所带来的祸害和影响也很大，损失将近

                                                           
54

 参考前文表 1.2：2003 年至 2016 年入学学生人数表。 
55
渔业技术：包括传统看潮汐表、修补渔网的技术、驶船技术和捕鱼技术等等。 

56
相关报道亦可参考《金禧年特刊》，<角头渔民的困境>，页 185。 

57
双拖网：以两艘船为限的拖式捕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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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艘的渔船。相对来说，渔民处于生活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渔民无法掌

握大自然的种种变化因素。 

    总的来说，角头渔村面对渔业式微的危机，进年来的渔获量也是存在逐年

减少的趋势。除了捕鱼业，笔者认为当前最能够平衡村里经济效益的莫过于海

水养殖业，它比捕鱼业更能够带来“低人力高收入”的效应。所以当下或许可

以顺应时势，在产业方面做一些调整，尝试从捕鱼业转型到海水养殖业，未尝

不是一个新尝试。 

 

贰、渔业的模式转型 

马来西亚水产养殖业主要分成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两种分类，角头渔村是

属于后者养殖业。马来西亚养殖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陈思行、刘

建, 2007)海水养殖业则于 50年代在柔佛一带开始盛行。70年代初开始利用浮

网箱和浮筏养殖。直到 80和 90年代后，政府才大规模的投资水产养殖业。(陈

思行、刘建, 2007)近年来，根据《星洲日报》的报导，渔业局也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业。58说明了马来西亚养殖业未来有可发展的趋向。 

海水养殖业在角头渔村算得上是一个新的领域，角头共有 5种养殖类型，

如咸水政策（DAP）、海上网箱（SAL）、咸水池塘（KAP）、咸水虾类育苗

（HAP UDANG）和咸水鱼类育苗（HAP IKAN）。59对于角头渔村的渔业内部的模

式转型，首先要考虑的是在不影响捕鱼业的劳作情况下，另觅一条出路，目的

                                                           
58

 作者不详（2013），<渔业局：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星洲网，2013 年 12 月 16 日。 
59

 资料整理自马来西亚渔业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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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把被动性捕捞业换成一种主动性养殖业的劳作，以便更容易掌控整体经济

趋势，角头海面养殖业作业图详见附录图 16和 17。 

    角头渔村的海水养殖业现有 23户，其中有大小型养殖场之分，分别有 19

个大养殖场和 4 个小养殖场。 (冯秋联, 2015)大型养殖场的奎笼可高达 300 个，

而小型养殖场的奎笼约 30个左右，养殖种类包括金目鲈、红鱼和石斑鱼等。由

于篇幅问题，角头养殖场的详细数据资料将会在附录附上，详见附录表 3。 

    养殖业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比捕鱼业来的更稳定，面对出口欧美国家的问题，

马来西亚海水鱼养殖总会主席拿督吴清良指出，国内的养殖鱼目前无法出口到海外，

主要问题是水产养殖场的文件和记录不足，以及养殖鱼仍未达致欧美国家设定的卫生

标准。60他认为政府应优先解决这 2项问题，才积极发展水产养殖业，因为养殖

业确实是一个盈利丰厚的行业。所以，笔者认为，捕鱼业的内部转型是可以进

一步扩大发展的。 

 

第二节、旅游业 

    近几年，角头渔村的发展与革新热潮中，由许涵创先生带领的角头旅游业

发展协会组织也正着手进行有关活动的布储。 (许涵创, 2016)随着社会与时代

的并进，生活在城市与车水马龙的繁杂社会不免让人向往回归乡村田野的淳朴，

因此乡村与旅游业两者之间存在交互耦合的协调关系。然而，一系列打上“回

归淳朴”的旅游旗帜，往往足够吸引旅游者的目光，而雪隆适耕庄（Sekinchan）

和槟城姓周桥（Chew Jetty）就是最佳的例子。 

                                                           
60

 同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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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姓周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古迹之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响，

而真正引起热潮的是 2012 年所绘的壁画，继大马电影《初恋红豆冰》之后推得

更广。适耕庄的地理环境与特色与角头渔村大致相近，同样拥有鱼米之乡的美

誉。不同的是，它已经过蜕变和发展，崛起成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旅游区，提

高当地与国家的经济效益。角头渔村也同样拥有蜕变的存在可能性，因此需要

很好的旅游规划章程以及发展当地独有的文化特色，以便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前来，为角头带来另一片商机。 

 

壹、角头的景点 

前文一直有提到角头是一个有特殊地理环境的渔村，不止地域临海，也有

大片淝水稻田，为角头带来别有一番风味的鱼米风情。从角头六条桥的视角观

望，一条延长婉挺直通呱啦古楼渔村的道路形成一条分界限，左边可见翠绿色

的稻田小河风景，右边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种左右分化的地里环境是角头

的一个特色。 

另外，角头渔村在近几年也有不断翻新一些年老失修的庙宇，如真君大帝

古庙、大伯公秒以及海龙王庙。对于宗教意识强烈的华人社会来说，却是一种

精神的向往，灵验的庙宇将会迎来大批信徒的膜拜。海禅林（Dhamma Bodhiyan 

Meditation Centre）是角头的一个生态旅游景点，建设在角头渔村沿海的红树

林区，那里环境清幽，是南传佛教大师阿姜查体系的僧团修行场所，他们几乎

每天都有供僧和一系列修禅活动，信徒们皆可参与修福。另外，六条桥的海堤

也是近两年才筹备建设的，由于海边地饱尝海水的冲击，不免面临地陷的危机，

海堤的建设势在必行，目前已经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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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和爱情桥是角头渔村地标性的特色。角头壁画位于南华小学附近的一

条街道，彩绘壁画出自一位中学生之手，而铁线壁画则出于李祥之手。角头渔

村有如槟城壁画的效应一般，同样吸引了很多村外人慕名参观，拍照留念。 

在未来的发展建设中，角头双溪武隆区正在扩建骨灰塔，除了延续香火及

传承文化的因素以外，乡亲们都期盼着可以为角头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对骨灰

塔的一切建设要求严格，以环境优美的旗帜望促进旅游的发展。 

 

贰、角头的美食 

一个地方最容易表现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美食与道地美食的呈现，不

知能捉住味蕾也能让你回味无穷。角头渔村以潮州人居多，海鲜也成为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食材料理，一些食物如面食、小炒等也离不开海鲜的配搭。传统糕

点与小食被注入了道地的口味，具备独特的潮州风味。 

根据本地一些报章和电视节目的搜罗，笔者在此总结式结束角头渔村的各

种道地美食。如：猪仔煮鱼、意大利煮炒、爱情桥粿条汤、阿伍叻沙、爪哇面、

永津鸡饭、Robert 西餐和凉亭炸糕等等。在此笔者将不赘述，关于美食等简介

将会在论文的附录中添加详情。 

另外，当地传统食物如潮州粿是潮州人具代表性的传统糕点，而“粿”字

是最能体现出潮州小吃的文化。潮州人喜欢逢过年过节都做相对应的糕点作为

祭祀等用途，可见文化与习俗的密不可分。潮州粿有分很多种类，如：发粿、

菜头粿、红粿、菜粿、红龟粿、韭菜粿等等，应有尽有，可见角头渔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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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潮州韵味包含在里头。但由于市场上的需求，潮州粿也渐渐失去了祭

祀的作用，因此在角头的早市街道上可见潮州粿的贩卖。 

 

小结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产业的转型是需要是合乎时宜的，渔业算是底层的劳

力阶层，付出的劳力多余回报，虽然政府在近年来有提供渔民津贴，但却还是

不免走向式微道路。渔业的转型因为捕鱼业面对式微问题，而中尝试去思考内

部转型，目的在于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养殖业的转型虽然前景相当可

观，但其中固然也存在卫生及海产出入口的问题。设想，如果养殖业发展过于

迅速，造成国内海产存货量过多，反而会造成渔业市场的崩坏，因此政府需要

看重渔业的发展状况以作出相对应的策略，才能够很好的发展这个转型政策。 

接着走向大体的旅游业转型，笔者认为角头渔村拥有潜质去塑造一个更好

的生态旅游新景点。先前的数据显示人口逐渐外流的倾向在这边也可以得到很

好的缓解。商业化的渔村可以吸引人潮回流，让年轻人可以回来发展，毕竟一

系列的转型也需要年轻一代的人回来加持，提供一些创意和可采用性的建议，

让整个渔村可以迈向更好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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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的来说，角头渔村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形成可分两个阶段性去概括，首先

是在角头双溪武隆区的开垦；第二阶段则是迁移角头渔村后的定居。经过笔者

在资料梳理与整合后发现，这两个阶段是有一定的承接性的。由于当地资料的

缺乏，导致本论文在此无法准确的推算出角头渔村的开拓年份。所以笔者按文

中所提的两个阶段，推算出“角头渔村华人社会的开拓”与“角头渔村的开拓”

这两条历史脉络并加以叙述。 

以《休罗日记》为依据，笔者推算角头渔村早在双溪武隆区的华人社会的

开拓至少已有 139 年的历史。但由于无法掌握该时期角头地理位置的整个形势，

所以笔者便把两者的开拓年份落实在可考且有效的史料依据上。根据当地庙宇

的征信录及墓碑等的史料考证，总结出双溪武隆区的华人社会已有 116 年的历

史；而角头渔村的开拓至今则有 100 年的历史。因此笔者认为，庙宇是村落代

表性的文化产物，有华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庙宇的存在，所以把华人社会的开拓

寄予在庙宇的历史上也是一种可靠的说法。 

虽然角头渔村的居民也有部分来自附近的村落，但双溪武隆区的居民确是

占大多数的，迁移目的在于角头渔村拥有良好的地理环境，让他们在原乡的传

统行业及技术得到良好的施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的进步，使到渔村

的传统行业受到严重的冲击。虽然角头渔村一开始的开拓是以渔业为生产主轴，

但至今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不得不考虑产业转型的必然性。 

对于渔业而言，是角头渔村的传统行业。因此在渔业的转型的计划里，只

能偏向内部转型。按渔民的能力与技术而言，转型海面养殖业是一项能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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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领域上更进一步的发挥的措施，各方面如果配合好的话是一项不错的未

来转型计划。而同样以地理环境来宣示当地优势的角头渔村来说，未来亦可走

向生态旅游的发展的全新道路。虽然生态旅游发展计划需要考虑日后过渡商业

化的弊端，但笔者认为，生态旅游的转型对于角头渔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在发展中必须考虑当地的传统与民俗性质，以保护好当地的传统特色，作为

传承文化的前提，才能有效的发展旅游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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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图 

图 1：角头渔村风景图（一） 

 

资料来源：取自 Astro《在地食光》 

 

图 2：角头渔村风景图（二）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57 
 

图 3：角头渔村风景图（三） 

 

资料来源：纪振辉拍摄 

 

图 4：角头渔村风景图（四） 

 

资料来源：纪振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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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真君大帝古庙（旧庙 1965 年）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图 6：真君大帝古庙（新庙 2014 年）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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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真君大帝神祗（一） 

 

资料来源：连慧茵拍摄 

 

图 8：真君大帝神祗（二）                                图 9：锯鳐之“鲨鱼剑”

                    

资料来源：连慧茵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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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巴沙加拉武华人义山总坟 

 

资料来源：连慧茵拍摄 

 

图 11：大伯公庙（旧庙） 

 

资料来源：连慧茵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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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大伯公庙（新庙） 

 

资料来源：连慧茵拍摄 

 

图 13：绫网渔船 

 

资料来源：许娇丽转摄于渔船登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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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双拖网渔船：主船 

 

资料来源：许娇丽转摄于渔船登记图 

 

图 15：双拖网渔船：副船 

 

资料来源：许娇丽转摄于渔船登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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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角头渔村海面养殖场（一）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图 17：角头渔村海面养殖场（二）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64 
 

图 18：角头渔村大宝森节 

 

资料来源：纪振辉拍摄 

 

图 19：大山脚武拉必真君大帝 

 

资料来源：连慧茵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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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角头渔村海港图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图 21：角头渔村海龙王庙 

 

资料来源：黄良慧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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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 

 

表 1：口述者基本资料 

  

 姓名 出生年份 年龄 籍贯 采访时间 采访地点 职业 

1. 林辉发 1950 67 广东普宁 11.3.2015 

31.3.2016 

9.5.2016 

6.8.2016 

角头住家 角头南华小

学董事长 

2. 柯朱发 1941 75 福建同安 6.8.2016 角头住家  

3. 许武钦 1946 70 广东普宁 28.3.2016 

9.5.2016 

华丽花园

住家 

退休渔民 

4. 张暹娇 1946 70  5.6.2016 南港住家 家庭主妇 

5. 李发联 1967 49 广东潮阳 8.8.2016 南港住家 星洲吉辇区

记者 

6. 许涵创 1968 48 广东普宁 1.4.2016 

7.5.2016 

6.8.2016 

角头振安

阁 

全国德教会

副总会长 

7. 黄永财 1949 67  8.5.2016 大山脚真

君大帝庙 

 

8. 黄财旺 1957 59  8.5.2016 大山脚真

君大帝庙 

 

9. 连赐福 1969 47 广东潮安 5.6.2016 

7.8.2016 

南港住家 角头渔民 

10. 冯秋联    3.11.2015 咖啡店 角头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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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角头渔村美食（部分） 

1. 爱情桥粿条汤 

2. 意大利美味小食 

3. 阿美咖喱面  

4. 永津美味鸡饭 

5. Robert 西餐 

6. 角頭大街涼亭油粿 

7. 角頭大街潮州粿 

8. 豬仔魚粥 

9. 角头爪哇面 

10.阿伍叻沙 

11.阿甘炒大板 

12.汉武咖啡水 

资料参考自面子书《发现角头（美食与景点）》，www.facebook.com/發現

角头美食与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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