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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沙巴州根地咬木板业的挑战与转型——以第三阶段之李健圣为口

述对象》会设为五个部分。首先，论文第一章为绪论。在这部分会设立四个小

题，分别是研究对象和动机、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及文献回顾。这四个部分主

要阐述研究根地咬木板业的动机、介绍根地咬县的背景和发展，并且谈论如何

利用口述历史及相关资料来解释本文的要素。

第二章会论述沙巴州和根地咬社区的关系，如沙巴的地域规划、根地咬社

区的人口与经济活动等，以让读者对沙巴和根地咬有一个基本认知，方便阅读。

另外，本文也会谈及根地咬木板业与口述历史的关系。由于有关根地咬的资料

有所欠缺，加上有关木板业的资料非常稀少，因此口述历史在还原该市木板业

的社会面貌中，更显得尤其重要。有鉴于此，笔者主要论述根地咬第三阶段的

木板业，同时以口述历史的方式，采访当地的第三阶段木板业者——李健圣先

生。

第三章主要以口述历史来还原木板业的历史与面貌。这部分将会论根地咬

第三阶段木板业的挑战与转型，分析第三阶段的木板业者如何它们解决所面对

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资金、执照、原料、员工与建设。同时，本文也会透

过以上的分析，探讨木板业如何在第三阶段慢慢地发展起来。

第四章会整理第三阶段木板的制造过程、木板业的市场需求和第二阶段的

差异。笔者会分析有关沙巴州森林局的计划对根地咬木板业的影响，从中讨论

有关州政府对木板业的未来所定制的发展计划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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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第五章将会针对以上的章节进行论述，针对研究成果作出整理

与总结。笔者也会提出未来研究将会面临的难题和建议，以供后来学者参考。

关键词：沙巴根地咬；第三阶段木板业；挑战；转型；李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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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动机

本论文以研究马来西亚沙巴州根地咬县的木板业做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探

讨根地咬木板业的挑战与转型，论述其中的演变过程。这过程中，根地咬木板

业已经历了 40年的演变。笔者将这 40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60年到

1975年，第二阶段就以 1975年至 1990年，第三阶段就从 1990年至 2016年。

由于第一阶段的木板厂已经不存于当地，所以无法研究第一阶段木板业的发展。

另外，现今仅存于根地咬第二阶段的木板厂只剩于一家，因其木板厂的出产品

不多元化，并且也是一家外资公司。所以不能够明显地看出木板业在当地社会

的趋势，如今、第三阶段的木板业者也因种种的挑战下，所剩无几。其中就以

李健圣先生最为代表性，所以，本文将以李健圣先生的口述方式作为研究木板

业的主要资料来源。

现今为止，仍在根地咬经营第三阶段木板业的业者中，唯有李健圣先生最

有代表性。因为在面临经济低潮与州政府保育森林的政策下，能够保持状况的，

唯有李健圣先生。作者在进行实地考察中所见，许多木板业者，因为不能灵活

地做出应变，导致板厂倒闭。另外，许多经营不善的业者将自己的业务全部转

卖于他人，在近 10年里一直更换新的雇主。加上根地咬木板业第一阶段和第二

阶段的业者，因为经济上的关系而选择结束营业。如今唯有第三阶段的业者还



2

在经营着这老行业，可是也所剩无几，因此本文将以李健圣先生作为口述历史

的对象。

李健圣先生是第三阶段木板业的佼佼者，而且他也是亲手开创并经营这家

板厂到至今的业者，所开创的木板厂直到现在都没有更换过雇主，而且达到多

元化的市场。从他的口述当中可以看出根地咬第三期阶段木板业发展到至今的

流程与变化。他祖籍是福建永春，1967 年 12 月 17 日出生于沙巴州吧巴县的

KG.LAKUT。因为祖父下南洋时与当地的杜顺族（DUSUN）通婚，所以李健圣

也是当地所谓的华嘉混血儿(SINO-DUSUN)。李健圣先生在身份认同上一方面

可以是福建人，同样的也是沙巴州的华嘉混血儿。李健圣上有四名兄姐（其中

一名已去世），下有一名妹妹和一名弟弟，在家中排行第五。家中，李健圣拥

有三名儿女，二名男生，一名女儿，如今三位儿女都还求学的阶段。有关接传

板厂的薪火时，李健圣先生他表示不会强逼任何一名孩子接手，主要还是尊重

孩子的兴趣和决定。

论文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再次唤醒社群对根地咬木板业的关注，让社会重新

地认识根地咬第三阶段木板业的发展，不只是一昧地重温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

木板业的辉煌。另外，近来油棕业价格大兴，导致许多木板业逐渐走向“夕阳

行业”。许多业者都开始放弃木板业并改向种植油棕。因此市场上出现了一种

叫“利润更换性”的现象产生，使油棕业开始逐渐替代木板这个老行业。

在木板业渐渐消失之前，及时地为现在的业者做出资料整理和记录为首要

的工作。接着，本文已整理根地咬社群及木板业的相关资料，以让未来的研究

工作者，可更方便地获得资料，作为研究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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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地咬木板业，曾经是整个内陆省的经济动脉，早在 1960年代，它不止带

动了整个社区经济，同时也大幅地提升了整个社区的发展。由于，木板业的发

展开始带动人口的流动，华人人口也因为木板业的关系有所增长。银行的建设、

计程车的出现，可再一次证明木板业紧扣着整个根地咬社区的发展。相比其他

市区的发展，根地咬是唯一一座由木板业带动起来的市镇，可见木板业占了该

市的经济主流位置，也渐渐地让根地咬在这 40年间蓬勃地发展起来。如今，在

社群的记忆中，已开始渐渐地遗忘这行业的辉煌史。因此，本论文将会以口述

历史的方式来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以弥补并加强文献资料上的不足。

现今，沙巴州政府在保育大自然环境的活动下，州政府也开始慢慢推动许

多环境保育计划，免让环境遭到破坏。州政府主要考量到原住民的生活作息、

生态与环境的问题，所以逐步停止发放开采执照。在 2011年 4月 21日，《華

侨日报》一篇报道提到沙巴州政府对森林开伐及保育制定一系列严格规定，具

体在 2010年 7月向大型伐木公司落实［低森林衝冲击伐木］（REDUCE IMPACT

LOGGING）1
木山管理

2
。这管理政策推出后，沙巴木板厂将会减少五十巴仙。

在沙巴州地区的板厂，因不能得到合法的执照导致倒闭，所以木板业现在慢慢

地迈向没落的状况。

另外，同样来自《華侨日报》的报道，沙巴州本身就不能效仿邻州砂砬越

出产给国外，如汶莱、印尼等国。但是州政府的政策中还如往常一样供应于邻

国，因此导致本地商家无法占据足够的市场，而被逼面临倒闭的问题。因此，

1 ［低森林衝冲击伐木］（REDUCE IMPACT LOGGING）简称（RIL）: 是森林采伐技术的集

合，这将导致损坏程度低（20％），对剩余股票树木，土壤和水质的实施。维持生产能力和

森 林 的 环 境 功 能 ， 将 在 2000 年 通 过 州 政 府 实 行 。 网 址

http://www.forest.sabah.gov.my/discover/sustainable-management/reduced-impact-logging，浏览

于 2016年 2月 24日。
2 标题命名为【木桐繼續出口沙木材/加工業將被迫上絕路】，报道相见于《華侨日报》官方网

站。网址 http://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18676，浏览于 2016年 2月 24日。

http://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18676，浏览于2016年2月24


4

本论文将藉机唤醒根地咬社群有关木板业对社会贡献的历史记忆，并以此作为

研究的主题与动机。

第二节 研究背景

马来西亚是一个资产丰富的国家，其中包括锡矿、红树林、树桐、可可树

和橡胶等。茂密的森林为我国提供高度的经济发展。我国的木桐业也成功在出

口量占有有一席之地。根据国家森林局最新统计，2015年马来西亚的木桐业是

192,855,081立方米
3
，当中沙巴州的出口量，只占了全马的出口量 2,128,739.00

立方米
4
。但这也因此成为了沙巴州州政府的其中一个重要收入之一。

相比 2014年沙巴州政府的出口量，常年总共出产了 1,906,439.02立方米
5
，

总额量也已经提升了 222,299.98立方米。因此报章上所谈论本地的木桐供应课

题，并且导致本州的板厂面临倒闭问题是拥有一定的根据。由于沙巴州森林局，

在每一年的六月才会有过去一年州内的出产的报告。所以本论文只能参考沙巴

州森林局 2014 年的 ANNUAL REPORT 中做出考察。针对报告中显示，根地咬

县的出产量是 296,685.13立方米。沙巴州五个县当中根地咬县的出产量只是排

行第四，但是对于根地咬县而言，板厂的发展还是依旧的象征着这个县的经济

发展。

3 立方米：容量计量单位，符号为 m³。1立方米的容量相当于一个长、宽、高都等于 1米的立

方体的体积，与 1公秉的容积相同。网址 http://baike.baidu.com/view/389608.htm，浏览于 2016
年 2月 24日。

4<HASIL LAPORAN JABATAN PERHUTANAN TAHUN 2015 > 网 址
http://www.mtib.gov.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034&Itemid=65&lang
=bm , 浏览于 2016年 2月 24日。

5 <ANNUAL REPORT 2014>, SABAH FOERSTRYDEPARTMENT。

http://www.mtib.gov.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034&Itemid=65&lang=bm
http://www.mtib.gov.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034&Itemid=65&lang=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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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根地咬的名字来源，根据资料上的显示根地咬这个名字是来自一种香

料的名称。当时这个地方被称为 KAMPONG KENINGAU，因为当地有一种树被

称为 POKOK KONINGAU 另外、也被称为 POKOK KAYU MANIS。这种树的树

皮能够作为香料，而在当时这个香料深受欧洲国家的喜好。英国殖民政府把这

个香料带上了国际市场，这举动导致了许多商家对香料的青睐。这种香料得到

了国际上的好评被封称“RAJA REMPAH RATUS”香料之王的名字。根地咬也

开始因为这香料而闻名起来，当时英国政府为了方便商务，也将 KAMPONG

KENINGAU这地方的名称改名为 KENINGAU 并放进了当时的地图
6
。接着，根

地咬也慢慢的演变成为内陆省最大的一个城镇，成为沙巴州五大城镇之一。

早期的根地咬是被殖民政府 SBUB7所开发而成的，根据档案局的资料显示

在 1896年 5月，一名官员称 E.H.BARRANT 在河边遭受当地的原住民所攻击。

原住民试图杀死英殖民官，可是行动失败导致与当时的殖民警察发生冲突。其

中一些伤亡而一些却监禁于山打根的监狱。

这件事的发生促成了根地咬县发展成为一个内陆的行政机构。经过原住民

与英政府一番的争执，最后英政府以战胜的理由，强迫当地的人们对英政府效

忠
8
。根地咬就这样成为了英政府的其中一个行政区，并且慢慢的形成了内陆省

的行政机构。

据资料上的显示，根地咬县到了 1936年成立了当地人民的地方政府。当地

人民的地方政府建立於根地咬BINGKOR这个地区，当时共有 12个村庄，有 2700

多位村民让一位村长所领导。当时地方政府授权于收税以及拥有自己的财政管

6 <ASAL-USUL NAMA KENINGAU> ， INFO KENINGAU ， PERPUSTAKAAN DAERAH
KENINGAU。

7 SBUB 简称 Syarikat Berpiagam Borneo Utara British 又名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 是

英殖民时期，曾经殖民沙巴州的公司名称。
8 <SEJARAH KENINGAU>， ARKIB NEGERI S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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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直到同年的四月，当地政府成功的成立土著法庭（MAKAMAH ANAK

NEGERI）、学校与诊所。但是现实的发展成果并非与英政府的理想成果有所差

距。

世界第二大战的时期，地方政府变成了日军的军事机构。同样的日军也将

根 地 咬 成 为 重 要 的 行 政 区 ， 甚 至 还 建 设 飞 机 场 从

LABUAN-KENINGAU-JESSELTON的航空路线。二战结束后，修复工程慢慢的

建立起来，一直到 1960年已经开发了十英亩的地来发展橡胶业和其他的种植业。

直到了沙巴州加入马来亚独立后，根地咬以伐木业开始了经济的新发展以慢慢

的闻名。

根据本论文的访谈对象李健圣先生的口述，当地 1960年末时期，根地咬以

伐木业的经济活动发展起来。根地咬的经济成功迈向了稳定阶段。在 1970年代

人们渐渐的转向了伐木业，在伐木业的影响下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业者

进行投资。木板业一直发展到了 1980年代才可谓发展到了巅峰期
9
。木板业的兴

起带动了当地有许多发展，并且许多外国公司在根地咬建立了自己的木板工厂。

如：台湾和日本。外国的工厂主要以出产国外为主，可是木板的行业渐渐地走

向没落。现今，还存于当地的华人板厂业者所剩无几。因此笔者认为更有必要

让人们认识木板业的背景，以免这个带动根地咬经济发展的老行业渐渐地被后

人所遗忘。

9 2016年 5月 2日，李健圣先生的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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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式可分为三类：（一）文献研究与；（二）口述历史；（三）

田野调查。

（一）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指的是将文献一一作出整理，本论文所参考的文献包括了书

籍、报章、未发表的论文与其他历史文献等。为了更好地了解根地咬木板业的

历史，笔者首先透过书籍，寻找有关沙巴州、木板业及口述历史的资料，例如：

KENINGAU Heritage And Legacy In The Interior Residency、《马来西亚华人史》

与《星马华人志》和《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等。

除了书籍的阅读和搜查，笔者也采用了本地的报章来作为研究的资料来源

之一。如《華侨日报》。另外，笔者也翻阅了其他的学术论文和档案文献以加

深对根地咬木板业的认识。由于有关的文献记录有限，笔者也向沙州的森林局

借阅它们的官方的报告。例如：国家档案局、地方档案局、沙巴州森林局、州

立图书馆。最后，笔者自己也在网络寻找一些有关资料，以完成论文。

（二）口述历史

由于有关沙巴州根地咬县木板业的资料及文献记载十分有限，研究工作因

此面对极大的挑战。因资料从缺，所以笔者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作为这次研

究的主要方法。口述历史、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叙述者的经历、经验和记忆来帮

助还原历史的真相。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能够凸显真正的历史面貌，从中也

可以发现到一些历史文献没被记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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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的研究方式也为我们研究者带来了许多好处，因为口述历史能让

研究者的思维更发达，从多重角度看待民众的历史记忆和官方历史，并且从中

分析资料的可靠性。这也丰富了研究的过程，并且提高了历史的真实性。

另外，与李健圣先生进行访谈之前，笔者都会事先与李先生谈论有关采访

者所要做的研究、需要对方配合的事项等。事先将提问的问题拟一份，好让李

先生先过目，这样一来能够让李先生有充分地准备来回答问题，同时也可以避

免误会与摩擦的发生，保障双方的权力。为了让这份论文受到合法的认可，笔

者向李健圣先生详细解释授权书的基本作用，征求李先生的首肯，以明确研究

的内容。

（三）田野调查

为此，笔者除了利用以上的方法之外，笔者也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式。例

如：根地咬的板厂、根地咬市政厅与根地咬博物馆等机构。笔者透过文献资料

上的记载和口述的方式有所得知，有关该机构的重要性，所以作为查询了有关

根地咬木板业的数据、历史发展和地方上名字的来源，笔者都会选择亲自到於

现场探个究竟。

从中也得知有关本地的木板业，有关执照与开创时间的资料上拥有一定的

模糊性。所以笔者亲自采访了许多木板业业者确实了有关执照的真像。为了确

认是否还有拥有其他当地华人在营业，本人也进行了田调和访谈。笔者去了木

板厂一间一间的询问厂家的营业时期和雇主是否当地华人的疑问。田调发现许

多本地华人都因为木桐减少的关系而选择了停业。而现今还在营业者都是一些

国外公司，一直找不到与论文题目有关的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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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些却也因为执照的问题不断地替换新的营业者。为证明问题的根

据，笔者也亲自到访根地咬森林局确实这个问题。最后，李健圣先生是笔者无

意间在优管看到了《家在马来西亚—沙巴与砂拉越华人的故事·沙巴根地咬篇》

10
时所发现的研究对象，当时有关的华人木板业也是以李健圣先生为拍摄对象。

透过视频上的人物，笔者一步一步联系上李健圣先生本人，以作为论文的研究

对象。

第四节 文献回顾

为了更加确定并了解论文题目，笔者寻查了许多有关书籍来进行查阅。然

而，有关沙巴州的书刊比较稀少，加上更为详细的记载有关根地咬这地方的历

史故事也是稀少。另外关于木板这老行业的研究更可以堪称为“难上加难”的

一个阅读资料。目前，如有文献的记载，也未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书籍整理出一

个有关根地咬木板业的详细资料。

首先，林水檺的《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和《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1998）两本书籍当中东马沙巴华人部分，只是阐述了华人是如何通过英国皇

家公司移民至沙巴。东马沙巴的部分当中，大多都是描写有关吧巴、亚庇、山

打根、神山和纳闽等地区。当时，这几个地区都是以农业为主，那就是种植烟

草。经过烟草价格的降低，沙巴州的经济已经转行为橡胶业。橡胶业的替换促

进了铁路的发展，因此也带动了亚庇——吧巴——丹南——保佛等内陆地区橡

10 《家在沙巴根地咬》，网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bhJYjaNUY&nohtml5=False，
浏览於 2016年 2月 22日。



10

胶业的发展。但是里头却没有提到有关根地咬的经济发展和根地咬华人的移民

史。东马沙巴经济篇里，有可考察的是林业、农业和渔业，这些都属于第一级

经济活动，当中占了 40巴仙。根据数据上的显示，这些业务是沙巴州第二大的

经济来源，可是却没有明显的指出根地咬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以林业为代表性。

接着，在黄尧的《星马华人志》(1967)这本书籍里头，记载了有关根地咬

的事故非常的少，往往书中只用了一句短短的句中微微提及“根地要有广阔的草

原”（黄尧，1967：259），采用如此的方式进行介绍。有关这本书籍在于沙巴

州部分的记载，都是讲述有关沙巴亚庇、山打根、纳闽、古达等这些地区。阐

述的部分都市有关华人的移民故事和一些英日殖民时期的人物。从中有提及有

关根地咬的事项，是因为介绍有关 KINABATANGAN 河流名字的流域区时微微

被于提及。另外，也在日军殖民时期的时候有关卓还来领事的故事时，当中也

出现“建宁欧”（黄尧，1967：266）这个名称。倘若有关本地华人经营的木板

行业的记载却一字未提，所以这本书集中并不能查阅到一些有关根地咬的事迹。

本论文也参考了周耀雄近期出版的 KENINGAU Heritage And Legacy In The

Interior Residency（2016）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在这本书籍中大多是探讨有关

根地咬以前英殖政府的事迹，当中有关讨论有关木板业的事项只是寥寥无几。

内容上述说二战前木板业的起源一直到二战后的盛起，指出当时的木板业是和

当地的土族政党 USNO有着密切的关系。

过后，笔者也参考了当地沙巴大学的论文网查询一些前人研究资料，过程

中只发现了这位 SHARON ANTIUS 曾今整理过了 <Faktor-faktor Berkaitan

Dengan Prestasi Perniagaan Kayu-kayan Di Sabah>（2006）的题目。不过，这论文

中只是大略的谈及了整个沙巴州的木板行业，其中包括了木的分类、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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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经济上的影响和沙巴州森林局的政策等。但是却没有针对特定的市区

做出一个主要个案为研究对象，所以有关根地咬的木板行业的记载，同样的在

分类与加工上的部分有所概括。换而言之，根地咬木板业的记录没有详细的研

究，无论是本地华人的传承上还是外资公司上的发展记录，都没有一个完整的

做出过详细的研究。

另外，为了更加了解有关根地咬木板的资料，笔者通往了当地的森林局得

到了 ANNUAL REPORT 2014（2014）这份资料。在这份资料里虽然没有详细的

记录有关本地的营业者的内容，但是从中提供了有关整个沙巴州 2013和 2014

年的出产量，并且在出产量上跟细分为五个市区的出产量。这样笔者能够轻松

地针对出产量做出一定的资料分析。加上，整份报告中也包含了政府在未来的

政策计划，所以可以看出政府在政策上的实行与木板业者的口述上是否有所偏

差。

为了更加完善此论文，笔者也采用了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

做口述历史》这本书籍。因为文献的缺少，口述成了论文的主题，所以笔者参

考了这本书籍，为的就是更加了解口述的运作过程，以完善论文的建构。

除了在文本和论文，笔者也利用了网络寻找一些报章。華侨日报是唯一一

份在笔者寻找到的报道。反而在亚洲日报、诗华日报和星洲日报当中没有寻找

到有关根地咬木板业报道的踪影。而華侨日报的报章上，查询到的报道是有关

斗湖市区的木板业所面对的困难，并且作为参考的基本资料，在采访中能够向

访谈对象做出证实，是否根地咬市区的木板业也同样的面对相通的问题。从中

更为显示出了不同的资料有着不同的说法与意见，让笔者能采于民众与官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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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之间，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做出一定的取舍，以利于研究报告达到有

效的研究成果。

最后，笔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曾查找许多有关木板业的资料。但马来西亚华

人历史的书籍中，很可惜的是有关根地咬木板业的记载却一字未提。在如此的

原因下，笔者只能往森林局、档案局、报章和根地咬具有代表性的板厂寻求资

料，并以该板厂业者的访谈，记述根地咬县木板业的历史，还原根地咬木板业

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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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象、方法与范畴的提出：沙巴、根地咬与木板业

第一节 沙巴根地咬社区的形成与木板业的关系

沙巴州是马来西亚十三州属其中之一，其与砂拉越州并成称之为东马。早

期沙巴州、砂拉越州和加里曼丹合成为婆罗洲——Borneo，因为地理位置的关

系，沙巴州称为北婆罗州——North Of Borneo。如今沙巴州也被誉为“风下之乡”，

沙巴州在 1963年 9月 16日和砂拉越州、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亚形成马来西

亚。

沙巴州是全马第二大州属其面积是 72,500 km2 11
，沙巴州可以被分为五大

省，其中包括了西海岸、山打根、斗湖、内陆省和古达（见图一）。所以沙巴

州的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和族群分布都能够简单的做出探讨。

图一：沙巴州的地域规划

图片采自：Google map

11 <SEJARAH SABAH>， ARKIB NEGERI S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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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资源丰富，有橡胶、可可、木桐、石油、铜和油棕等。其中是以木桐业最

为代表性，木桐业沙巴州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并且成为其中一支经济主力之一。

而根地咬是一座坐落于沙巴州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木板

的关系而蓬勃起来。“在 1885年时期英殖政府开始经营木板业，同时根地咬也成为

了整个内陆省的中心”（周耀雄，2016：149）当时根地咬已经开始发展成为木板

业的中心，许多的重型机车和板厂已经在当地蓬勃起来。由于根地咬是围绕着

克拉克山脉和特鲁斯马迪山脉之间，所以其木桐的资源会比其他也位于内陆省

的城市来的可观。其源源不断的天然资源，促成了根地咬能够在这么多的城市

中成为了内陆省最大的一座城市，同时也“因为木板业的关系在 1973年间成功的

成立第一家土著银行”（周耀雄，2016：149）。由此可见，根地咬社区的发展一

直都离不开和木板业的关系。

除此之外，根地咬的发展和其他四个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关系。首先，

西海岸的亚庇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才决定成为沙巴州的首府。所以其发

展也离不开首府的关系而大大的发展起来，成为沙巴州五大城市之首。接着，

山打根的发展是因为之前沙巴州的首府是坐落于此，所以其经济的主要来源由

农业与渔业而成为了沙巴州第二大城市。斗湖也是因为早期的木板业而形成，

可是当中却已经多次更换经济活动。如今已经是棕油业为主的它，也渐渐成为

了第三大城市。最后，古达的发展是因为当时基督教的传入所影响，并且整个

发展是有农业而发展起来。至此，在沙巴州只有根地咬是唯一一座由木板业的

兴盛而发展起来，并且现今的根地咬还是以木板业经济为主，所以本论文就以

根地咬为研究的范围。



15

根地咬，这座城市的名字来至於当地的土语“koningau”，马来语是

“keningau”后来音译成为了根地咬。有些翻译成为了建宁欧，这个翻译的来源

还有够探讨，初步了解应该是从当地的客家语而翻译而形成了这说法。名字的

由来是来自一种香料的名称，当年英政府的推动下成为了欧洲国家最受欢迎的

香料之一，并称之为“香料之王”。从而也因为香料的关系，促使根地咬由一

个不为人知的内陆小区慢慢的形成起来。二战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日军

将根地咬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期间也建造了机场等，成就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根地咬的社区面积里共有 3532.82 km²，在这个社区中都是由多元种族所形

成而发展的。依据 2010年最新的人口调查，根地咬社区共有 173,103人口。其

中最大的族群是当地的卡达珊杜顺，人口共占了社区的 68,627人，然而，毛律

人占了 29,070人。随后，华人在根地咬的社区是占了 10,661人口，可为是第三

大族群，接着，第四大族群是巴焦人占了社群人口的 5,403人。此外，马来族群

只占了社区人口的 4485人，印度人却只有 374人，其他族群也占了 3,169人口。

根据资料显示出了以上的人口以外，沙巴州在人口调查中也设立多两个统计方

位，其他土族和非土族。其他土族当中也占据了根地咬有 12,445人口，同时，

非土族 38,869位人口（见表一、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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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0年根地咬族群人口调查

Banci Penduduk Keningau Sabah 2010

Bil Pekara Keningau Sabah

1 Kadazan/Dusun 68,627 555,647

2 Murut 29,070 100,631

3 Cina 10,661 284,049

4 Bajau 5,403 436,672

5 Melayu 4,485 178,029

6 India 374 7,171

7 Lain-lain 3,169 47,052

8 Bumiputera lain 12,445 640,965

9 Bukan bumiputera 38,869 867,190

Jumlah penduduk 173,103 3117,405

表采自：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图二：2010年根地咬族群分布巴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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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笔者整理，上图显示华人在根地咬的人口上只占了 6.15巴仙。在这少数

的巴仙率中，华人在当地经济的层面上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华人早期是

因为木板业的关系而移居于此，所以都会为当地建设了基本设施，如：学校、

庙宇、公会和商店等。如今，当木桐业走向斜坡，许多当地华人就开始慢慢的

转型走向种植油棕，而少数的华人还是坚持的经营这个老行业，另一些却坚守

着自己祖辈的家族生意。如：杂货店、茶餐室、面厂等。

由此可见，当地的华人在经济上基本都会出现这三种情况，第一、坚守着

这老行业，第二、慢慢的转型走向其他行业，以这两者为主。

第二节 根地咬木板业：作为行业史的讨论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以李健圣为对

象

根地咬分为内陆省最大的城市，可是有关其记载却是零零散散的碎片。有

关根地咬的详细记载就只有英殖民政府的故事，记载着一些名字的来源，为何

会成为内陆省得中心。但是，略谈一些有关根地咬其他的事项却无文献可谈，

文献的记载对于根地咬这个社区而言是非常的稀少。一直到了今年 2016年，当

地有一位作家成功的出版一本专写根地咬这地方的书籍，在本论文当中也引用

了其书籍作为论文的论据。

虽然有作家已经为根地咬这个社区出版了有关书籍，可是其书籍描写的内

容都是以当时英殖民政府为首要。相对的有关现今当地的民族文化，经济活动、

宗教等方面却没有相关的记载。这本书籍的记载并没有很深入的谈及有关木板

业的事迹，只是在书中提到木板业在当时受到了当地政党的协助。所以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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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论文的资料收集时是拥有一定的难度，只是依靠文献的记载是无法将这方面

的历史将其还原。为了能够更加了解木板业在根地咬的活动，只能够利用口述

历史的方式将其还原。因为只有口述的方式才能够完全的体现，当时的木板业

和现在木板业一个完整的流迈。

据史料记载，根地咬木板业是由 1960年代开始进行这个老行业，一直到了

“1975 年时候木板业为沙巴州整个州的 55巴仙的收入”（周耀雄，2016：149）由

这个数据看来木板业早已经是整个沙巴州的其中一个重要经济收入，根地咬到

了 1980年代开始正式的走向巅峰的时期，当时的木板业能够为许多的华人提供

很好的经济收入。因为出口的价格相当的客观，许多木桐都会选择性的出口，

当时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公司在此地投资。如：台湾公司 FOCUS RUMBER,日本

公司 KOSINAR专门出产去国外为主。接着，有关根地咬木板业到了 1990年代

开始慢慢的走向下坡，然后一直到现今的 2016年木板业是没有资料记载。因此，

笔者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还原木板业的历史面貌。

如上所述，有关于木板业的资料，除了上述书籍以外，其他的文献资料可

说是少之又少，因此口述历史成了笔者研究此论文的主要方法。“口述历史是一

种借由与历史关系者进行访谈，收集受访者的口述记忆，还原历史的资料采集方法”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1997：34 ）笔者就寻访了根地咬木板业的业者进

行口述访谈，并想借此还原木板业的历史。

经过笔者整理根地咬木板业的历史，笔者会将根地咬的木板业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 60-75年代分为初期的发展，接着，75-90年代分为巅峰期即为第

二阶段，最后，第三阶段是 90-16年分为下滑期（见于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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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现今 2016 年根地咬仅存的木板业

木板厂的名称 阶段

Focus rumber 第二阶段

Sentorama 第三阶段

Gunung balak 第三阶段

Vera city 第三阶段

Makmuran 第三阶段

如表二显示，据笔者所观察的木板厂，如今第一阶段的木板厂已经无存於

当地社会；第二阶段的木板厂只剩一家。而如今的木板业是以第三阶段为主导

者，其中最为代表性是李健圣的 Sentorama 木板厂。所以本文将“以录音或录影

访谈的方法，向历史关系者收集口述记忆的资料收集法”（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

1997：34），藉由李健圣先生的经历看出木板业的发展。李健圣先生是从第三

阶段时加入这个老行业，所以视角的切入将会以他为代表来诠释这个老行业的

发展。

在访谈前，笔者与李健圣先生各自签署了授权书“签署授权书，将访谈著作

权交给经办单位存放，并且可以在访谈使用上立规设限”（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

1997:314）由于李健圣先生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所以在加入这个老行业之

前，无疑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而加入这老行业。李健圣先生是根地咬木板业

的见证者之一，如今还在山林间默默地经营着木板业这老行业，在市场供应也

比较全面。无论是本地或者国外市场，李健圣先生的板厂都有所提供，不像

FOCUS RUMBER这家 1980年代的木板厂只是提供给国外市场。这也是因为这

家是一家国外公司，所以在市场上会有所保留，以赚外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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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论文会选择李健圣先生为对象，从而也可以看出这老行业在第三阶

段的发展趋向。最后，本论文将会以李健圣先生的口述访谈来探讨，有关木板

业在根地咬的发展和转型。

第三节 小结

根地咬木板业经过 40年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老行业与社区的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如今，第三阶段的木板业成为了主导者。可见，在当地的社会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文献的记载有限，所以本文利用李健圣先生口述历史

的方式作为研究的主体。李健圣先生身为当地木板业的佼佼者，成功的协助笔

者完成木板业的历史面貌，让更多的社群了解根地咬与木板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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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根地咬木板业：迈入第三阶段的挑战与转型

根地咬被克拉克山脉和特鲁斯马迪山脉所包围，在环山围绕的情形中渐渐

的发展起来。根地咬拥有着丰富的天然资产，早期在四邑人的开发下，根地咬

已经慢慢地兴旺起来。其中一项最为代表的经济活动就是木板业，当时有许多

的华人都投向了这个行业当中，让木板业在根地咬拥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

1990年代开始，根地咬木板业迈向了第三阶段。这阶段许多以往的业者，

纷纷地选择了退出木板业这老行业的舞台。这阶段的木板业走向了比以往的下

跌，无论是在经济与资金、执照与原料和员工与建设等方面，相比以往的木板

业都会比较艰辛，因此、根地咬的木板业由第二阶段迈向了第三阶段的发展。

第一节 木板业在经济与资金上的萎缩、求存和发展

进入 1990年代，木板业的价格比以往下滑，根地咬的木板业迈入发展的后

期，导致这行业逐渐与了“夕阳行业”挂钩。尽管是后期发展，但木板业与其

他行业相比，其经济活动还是非常活跃。那是因为木业的利润仍然十分可观，

所以许多人士也决定加入这个老行业当中。据李健圣先生的口述，当时只要投

身于这行业的每一位人士都能得到很好的收入，所以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地的投

资者参与这项经济活动。

当时的木板业虽然比起其他行业利润上占优势，但木板业本身的经济相比

二十年前却面临很大的萎缩。这样的经济形势使许多第三阶段的业者，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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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木板厂建立在山林间，所设立的地点也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来得更为偏僻，

以节省巨额的运输费。

除了庞大的运输开销，许多木板业者的公司营运也同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

问题。以李健圣先生为例，当时他的工厂刚成立不久，对于他而言，资金上难

免会面对短缺的情况。由于资金短缺，李健圣先生的木板厂在当时只依赖两部

割木板的机械及一部 WHEEL LOADER 920 CATERPILLER 车辆来完成整家板

厂的日常运作。可见，相对于第二阶段的木板厂而言，第三阶段的木板厂运作

方式是非常地缓慢，并且其出产量上，效率极低。因此，在这阶段投身这行业

的业者，普遍都会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问。李健圣先生指出，当时根地咬在木板

业上已经可以说是“夕阳西下”的情况，难有作为，因此许多人不解为何他还

要冒险开设木板厂。

在种种的经济因素下，处于木板业第二阶段的各大型板厂纷纷倒闭，竞争

减少，致使第三阶段小型木板业者得以维持与发展。近十年里，剩余的木板厂

不断地改革求存，根地咬木板业的经济已从大幅下滑趋向稳定。现今的木板市

场虽然相比第二阶段有所欠佳，不过仍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使木板业者能够

保持板厂运作、图利并加以发展。据李健圣先生口述，木板厂从当年两部锯木

板机械，至今已增加到六部机械12。同时，李健圣先生也透露木板厂由于资金上

和经济上的良好表现，促使该厂添购自己专属的车队。现今，该厂已拥有了自

己的运输车队。至于添购车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1990年代时，木板业者普遍

要向其他运输公司租用车队以维持日常运作，而且租借每辆车的计算方式都会

按小时或天数起跳，导致相关的租借费用成为了木板厂其中一个庞大的开支。

因此，当木板厂迈向稳定时期时，李健圣先生作为木板业的佼佼者，果断地买

12
李健圣，录音编码 001：001，SENTORAMA板厂，2016 年5 月 2 日。



23

了属于自己木板厂的车队。此举除了能够省下开支以外，也因为拥有专属的车

队，能够更弹性地运输木板，完善既定的长远计划。相比以前，租借他人的车

队会因为天气不佳而遭到租借公司的拒绝，为木板厂运作带来许多不便。

李健圣先生表示，木板厂一旦拥有了自己的车队就会面对维修与保养的问

题。因此，他更为其车队建设维修工厂，以有效率地处理车辆事务。由于开发

木山的路途遥远，奔波劳顿，所以车辆必须常期检查和维修，确保安全，以免

出现意外。车辆维修工厂的建设就是为了员工们的安全所投下的保险。这个对

策除了成功让木板厂在长期下省下许多资金与费用，也能够涵盖砍木、运输、

制造与维修等工作，为节省成本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除此之外，木板厂工具的维修也是木板厂一项不能避免的开销。第三阶段

的稳定发展让小型木板业的生产量和需求量增加，在加速生产的情况下，工具

的损坏会直接影响整个木板厂的生产量。因此，李健圣先生引进了三部不同的

维修机械，以维持整个木板厂的生产量。有了这三部机械，无论生产量增加多

少，木板厂都能应付自如。事实上，机械的增设与车辆的专属化，就意味着第

三阶段木板业者资金的充足和经济的良好反应。由此可见，靠着仅有的市场，

第三阶段木板业也成功逆流而上，迈向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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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官方法令与原料供需的局限

对于第三阶段木板业者而言，执照不获批准和原料的缺少是一项非常严重

的问题。相比第二阶段，原料的富足、木桐的质量都比第三阶段来得高，所以

在执照的方面，州政府会比较宽松。在第三阶段，由于资源缺乏，州政府已开

始执行森林保育计划 REDUCE IMPACT LOGGING，进行环境保育并限制原料

开发，导致原料市场萎缩。在该计划底下，州政府严厉限制执照的申请，导致

了许多现有的木板业者正面临着倒闭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原料丰富与否与执照

获批准的数量成正比。于是，许多第二阶段的木板业者因此而退出这个行业舞

台。其中也有业者不断地暂停和复办木板厂，以李健圣先生为例，他曾经在刚

开设木板厂时，就因原料的不足而导致板厂经营了几个月后，被逼暂停了一年。

所以在这近十年，许多第三阶段的木板业者，也纷纷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法。

最为常见的是，业者都会向州政府申请政府地（STATE LAND/FORM ONE

LESEN），以拓展原料的来源。在州政府的协助下，大部分木板业者解决了原

料问题。STATE LAND 的提供，让木板厂在原料上有着长远的保证。尽管相比

起第二阶段，现今业者在原料供应上还是有所缺乏。但是，这一项计划也确实

帮助了许多现有的木板业者能够以小型模式保持发展。据李健圣先生口述，州

政府通常都会给业者两年时间去开发 STATE LAND，假如业主在两年内无法顺

利完成，还可以向州政府申请更新。更新成功后，州政府将再给予业者两年的

时间。这种长远的政府计划帮助了板厂渡过了不少的难关，李健圣先生表示，

每次申请 STATE LAND时都会被分到不同的地方。那时候，距离就是木板厂即

将要考虑的因素，因为长远的距离可能会导致经营上有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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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巴州的特有管制下，有一部分的土地是专门提供给土著与华嘉混血儿

（SINO-NATIVE）申请，是為了保有土族的特权与利益下所制定的条规
13
。因此

木板业者除了向州政府申请 STATE LAND，若符合购买土著地的身份条件，申

请所谓的土著地（NT/FORM TWO B ）14也是获得原料的另一个来源。由于有

关这项土地的购买比较特殊，所以只有部分的木板业者才能享用这种特权。以

李健圣先生为例，因祖辈流传下来的身份就是 SINO-NATIVE 或更正确称为

SINO-DUSUN，所以他能够善用这个特权，为木板厂拓展更多的原料来源。正

因为这种特殊身份的关系，其他第三阶段的木板业者也为了维持收支平衡，选

择与土著通婚，满足有关特权，以获得仅有的资源。

现今，根地咬木板业正面临着原料严重缺少的困境，许多业者已经开始为

自己的厂家寻求出路，加速经济转型。他们将这带动根地咬经济的老行业慢慢

地淘汰，迎接新的经济活动——油棕。如今，种植油棕已经成了整个社区的经

济趋向，木板业者也选择将木板业终结，改而种植油棕。

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沿途上发现曾经是木板厂的地方早已结束营业，

如今已经种满了高利润的油棕。以李健圣先生为例，他自身是第三阶段的木板

业者，虽然如今还在坚守着这个老行业，但是李健圣先生也开始慢慢地进行转

型，在周边进行其他经济活动。他利用木板厂四周环山的地理位置，开始种植

油棕以便增加收入，也为木板厂的景色添加几分美感。如今，李健圣先生已经

在木板厂的四周种植了 1700英亩的油棕。

除了彻底转行，有些木板业者还是不辞劳苦地经营，只是在面对原料缺少

的问题上，纷纷进行市场改革。第三阶段的木板业，由于原料上的短缺，木板

13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1963，网址

http://cpps.org.my/resource_centre/perlembagaan_persekutuan.pdf，浏览於 2016年 5月 4日。
14 李健圣，录音编码 001：002，SENTORAMA板厂，2016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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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将以往的木桐改为橡胶木。木板业者成功以橡胶木作为替代品，虽然后者

的利润不如前者，但至少仍可延续木板业的发展。另外，有些业者更选择将自

己的生产品减少，以生产某种板为主。这样一来，成本的控制有了定位，并且

可以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

第三节 板厂员工的减少与板厂建设问题

如上所述，经济的萎缩和木板厂设立的地点都是为了让木板厂能够在当时

的恶劣环境存活下来。虽然将木板厂开设在自己的木山前面，被视为是上策之

举。但当时若要把板厂的建设在山林间，却遭受到了原住民的反对、员工及环

境问题。李健圣先生表示，原住民反对木板厂建设是因为它会影响山林间的环

境。可是经过多次的妥协，他终于成功说服原住民，以协助当地社区发展作为

兴建木板厂的条件，其中包括提供建筑材料与学校、建设马路及捐款等。

尽管木板业者将板厂设立在山林间确实能够节省大量成本，但在聘请员工

上却面对一些困扰。由于这阶段木板厂普遍建立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距离根地

咬市区约 89公里，导致员工更倾向于选择市内板厂工作。事实上，当时的根地

咬市仍有许多第二阶段“存活”下来的木板厂，投资方包括本地、西马半岛及

外国投资，市内木板厂仍然兴旺。经过对比，使到许多员工更加偏向选择靠近

市区的木板厂，同时也恶化了偏远板厂缺少员工的问题。

为了解决缺乏员工的问题，木板业者都会使用运输费节省下来的经费，为

员工们提供住宿或提高月薪。以李健圣先生为例，他选择提高员工薪金，为他

们提供舒适的宿舍，以吸引更多劳动资源。在两者兼施后，板厂严缺员工的情

况才逐渐获得改善。随着近十年的发展，板厂不但解决缺少员工的窘境，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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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更多员工。毕竟木板厂的扩展，机械的增加就意味着需要有相对量的员

工才能完成这个庞大的生产业。以李健圣先生为例，从起初期少于 50名员工发

展至今已达 100多名。从数据来看，板厂确实已经从恶劣的环境稳定下来，因

此李健圣先生也为了让员工拥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扩建了宿舍和食堂，现目

前仍在建设中。

至于环境问题则源于板厂处于偏远之地，交通上极度不便。通常，板厂运

输工作都必须经过一条大河，闪躲马路上的坑坑洞洞等。如李健圣先生将板厂

建立在河岸，所以他的木板车都是直接把车驾进河中慢慢渡过，其中不乏不愿

意如此进入木板厂的车辆，导致出板进板面临问题。这也反映了第三阶段板厂

较第二阶段面临更恶劣的环境及交通问题，也推向了经济的亏损。

直到近十年，木板厂的兴起让附近的道路得以扩充发展，相比起初期，交

通已变得非常发达。运输的行经路线一路上都是泊油路，而不是像以前的黄泥

路。

这一切的发展，大多数都是业者为了能够顺利出产木板，所以不计成本地将其

建设的。据李健圣先生所述，他利用资金为自己的木板厂开土、修道及建桥，

其中包括加固原有的木制小桥成为石灰桥。如此一来，交通的完善和稳固的道

路使到司机们可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顺利到达目的地交货，间接提升了出产

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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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结

现今的经济低潮下，木板业虽然没有以往的风采，可是木板业者却坚信并

秉持着“有多少做多少”15的信念，让板厂源源不断地供应木板。李健圣先生说，

木板厂是不能停止营业的，原料再缺少也要绞尽脑子存货，否则根地咬木板业

就会因此而没落。

根地咬第三阶段的木板业虽是经过许多困难，但经过业者多年的努力，成

功解决了木板业经济、原料和员工问题并将木板业带向稳定。回顾木板业自 1990

年代始坚持至今，历经起起落落，眼见木板厂一家一家地没落，但木板业者从

未言弃，透过转型与计划在此行业求存和发展，如李健圣先生的付出与贡献，

也成了少数坚守这个老行业当地华人。

15 李健圣，录音编码 001：001，SENTORAMA板厂，2016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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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术创新与调整

时代的转变，导致各个行业都因不同的市场需求而改革。木板业在这四十

年兴起，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变，无论在制造木板或面对市场的挑战，它所呈现

的转型都有所不同。早在 1960年代，由于科技不发达，想让一棵完整且巨大的

树桐制成一片一片的木板，当中都需要消耗冗长的时间。直到 1990年代，科技

的进步加速了制木的过程，但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却同时使木板制造更为繁复。

第一节 第三阶段木板的制造过程

在科技尚未发达的 1960和 1970年代，制造木板需要动用很多劳工，他们

都是采用最传统的工具完成整个制造过程，因此消耗许多时间、体力和汗水（见

图三）。

图三：1960和 1970年代的制造木板过程

图片摄于：根地咬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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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老行业随着市场上的需求进行改革与发展，相比早期木板业极度

依赖人力的制造过程，现已迈向了科技化的时代。目前，木板制造已全面采用

高科技加速生产过程，只需要六个步骤，就能有效处理每一根木桐。因此，早

期传统的工具自然遭到淘汰，仅能收藏在根地咬博物馆，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

分（见图四）。

图四：1960和 1970年代的制造工具

图片摄于：根地咬博物馆

在第三阶段发展进程中，制造模板的过程已经被科技所替代了大量的人力。

首先，员工们会选择适合的木桐将其锯下，由 LOGGING“木桐车”送往板厂。

在送往板厂前，员工们都会直接将高质量的木桐直接卖往其他的三夹板厂，有

时适逢遇上好价钱，板厂会直接出口到外国。送往木板厂后，员工们会依据木

桐的种类进行分类，并且依据订单进行加工。他们会利用WHEEL LOADER 966

CATERPILLAR 将木桐一根一根地从车上运下，让员工们依据订单测量长度、

标记和锯木的工作。这是为了方便锯木的员工将木桐锯下，以进行下一个过程。

员工会利用 CHAINSAW 070 STHILL 依据刚才的长度标记锯断木桐，然后由

WHEEL LOADER 966 CATERPILLAR 再次将其运去厂里进行木板制造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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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第二步骤就是把木桐搬进板厂里进行“破桐”BREAKDOWN，即切割整根

木桐，一分为二。首先，由 WHEEL LOADER 966 CATERPILLAR 将木桐放进

“破桐”的切割器械。在切割过程中，员工们会用铁器把木桐固定好，稳固整

根木桐，好让切割过程顺利完成。木桐切割好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骤，准备

再切割，制成木板等。

第三步骤被称为 BANDSAW，意指切割成木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员

工们会再一次把切割好的木桐进行分类，这是因为不同种类的木桐会制造出不

同的木板。分类好的木桐将放进切割器中进行大大小小的切割，员工们也会在

过程中往切割器中浇油，以润滑切割器，让切割过程顺利完成。据李健圣先生

所述，器械运作久了会很容易出故障，所以每次都要进行保养。木板会从切割

器中一一制造出来，在制造的过程中，员工们也会依据订单的要求把木板切割

成标准大小，一般都会依据现今的市场，制造出 10尺或 12 尺的木板。刚从切

割器出来的木板都并非完整的，员工们都会再次测量尺寸，然后把按种类绑在

一起。捆绑后的木板都会由另外的员工进行测量并标记，以让木板整齐出售。

切割过程中残余的树皮等，都会放置到角落储存，等待出售，以作其他用途。

另外，员工们都会将木板按订单排放，这个过程称之为 TIMBER SHADE。

在这过程中员工们都会将木板分类成“长料”和“短料”两种，再根据这两种

木板，细分为本地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处理。“长料”是做为建筑等作为市场

的需求，而“短料”就是为了出口制成其他的工业品。在出售之前，木板厂的

经理都会亲自对木板进行检验，以确保木板的品质良好。除了检验品质之余，

木板也会进行风干“SEASONING”过程。风干以后，员工会操作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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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ER 920 CATERPILLER将完成的木板放置在出货的地方，以方便运输和检

验。

最后，运输车就会根据订单将木板送往目的地。除了以上的过程外，木板

厂都会为锯木的切割器进行定期的维修，以便有效地出产更多的木板（见附录

二）。相较早期，第三阶段的木桐用途更多远，不论是哪一个部分都能善于利

用，减少资源浪费。由此可见，根地咬木板业在这四十年的发展中，不断借助

科技的发达进行改革，从而延续这老行业的寿命。

第二节 市场需求：应对与调整

从过去到现在，木板的市场对于不同的木板分别有着不同的需求。根地咬

木板业也因此为本地与国外市场输出多元的木板种类。据李健圣先生口述，在

现在的本地市场中，木板厂的木板都会供应给当地的建筑公司作为建筑材料。

除了根地咬的市场供应，也会扩展到其他的市区，如亚庇等地。

相较于本地市场，木板业业者都会选择输出较多木板给国外市场。早在木

桐的黄金时代，许多木桐不需要经过加工就可以直接运输出国，而且价钱非常

可观。但按照现今国外市场的需求，无论大小木板厂都会选择将本板加工后才

运输出国16。那是因为，如今木桐早已失去了当年的价格，黄金时代不复存在。

加上数量与质量的降低，导致了现今的市场萎缩，本地及国外的市场在供应方

面也要求特定的加工。

以李健圣先生口述，他借助了 EXPORTER的帮助，将木板提供给该公司让

16 李健圣，录音编码 001：002，SENTORAMA板厂，2016年 5月 2日。



33

它出口，出口前该公司都会派遣有关工作人员前来检查和点收。所以一切都会

依据该公司的标准，才运输到该公司等候出口。可见，第三阶段的木板业都会

利用这个方式提高自身的经济，并且利用仅有的资源制造出更多经济市场。

另一方面，市场的需求与科技的进步，使到木板厂能够物尽其用，如以往

在制造木板过程中所残余的树皮，或称“柴皮”都会拿去丢弃。但，现在板厂

都会将这些柴皮绑好，以便供应给砖厂作为燃料使用。还有切割所剩余木碎，

以前木板厂都会选择将其烧掉，但有鉴于近几年的市场需求，木板厂将木碎供

应给一家韩国木碳公司，该公司将利用木碎加工成为木炭。由此可见，无论是

木桐的哪个部分都会被妥善处理，开发更多的市场需求。

如今，木板业的市场中，大多数都会出产十二种不同类型的木板。其中只

有 KAPUR 和其他，两种类别。这两种类型的木板是提供给本地市场而已。此

外，另外的十种类型是提供给国外市场。这包括了 BELIAN、SELANGAN BATU、

PELAWAN-PELAWAN（JAMBU-JAMBU）、MEDANG（SARSI）、RED SERAYA、

WHITE SERAYA、 YELLOW SERAYA、KERUING、MERBAU 和 JELUTUNG。

这些种类的木板分别都会出口到国外，分别是中国、日本、欧洲、中东、泰国、

澳大利亚、韩国、台湾、南非、菲律宾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将进口的木板都

会用在建筑、家私和地板三方面。这就一再证明了第三阶段的木板虽是没有以

往的风采，但还是拥有一定的品质保证，使出口的商机成为了整个木板业的经

济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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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沙巴森林局的未来计划对根地咬木板业的影响

沙巴州森林局在未来的计划里，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针对木板业做出相关的

措施和计划。根据 ANNUAL REPORT 2014，当中就提出了十九项有关森林的计

划（见于附录三)。可是由于资料尚浅，笔者在缺乏资料与有关知识的辅助下只

能做出简单的概述。本论文只是采取了有关木板业的计划做出探讨，以浅谈地

方式看出政府与业者对木板业的联系，在两者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首先，在未来的计划中，森林局将会实行森林持续经营计划。这计划的用

意是为了能够开放一些永久性的森林保护区作为经济活动。这计划当中可以维

持保育计划和经济活动上的和谐。所以木板业在未来的计划当中可以不断地发

展，当然发展当中可能会遇到原料短缺的问题。可是长远来看，木板业在沙巴

还是拥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中也包括了根地咬的森林保护区。接着，有关部

门也针对执照上作出调整。由于保育计划的进行，所以导致了许多现有的木板

业者无法获取执照。这现象也是导致了第三阶段的木板厂逐渐消失。在未来的

计划中，沙巴州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另外、森林局也针对木板业的发展做出一系列相关的计划，当中包括处理

原料的不足。在这方面，森林局认为业者不该如往常一样，依靠国家提供高水

平的木桐，反而应该适应现状。森林局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下规划给业者，并且

鼓励业者转型为加工行业，从而能够达到出口的质量。

另外，转型的发展木板业也应有环保意识，才能得到“绿色证书”的认可。

相伴关系的贸易层面上，森林局也鼓励业者原木出口，出口质量高的木桐，在

国际市场卖到好的价格，这样能够刺激当地的经济效益。同样，本地的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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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原木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维持市场的平衡。

最后，森林局也配合了沙巴州特有的情况鼓励当地的土族参与这项经济活

动。为了鼓励当地的土族参与这项活动，州政府还提供有关的设备、相应的奖

励或机制。可见，以上种种的计划能够让木板业在沙巴州迈向更远的发展路程。

第四节 小结

根地咬木板业迈向第三阶段的发展时，无论在制作过程还是市场需求的层

面上都有一定调整和创新。制造过程上，当木板业慢慢地发展到了第三阶段，

制造或加工的过程更为复杂。为了让木板业能够与时并进，业者们都会依据市

场的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创新。加上，现今的市场比起以前更多要求，业者们也

因此做出了应对的方法。技术上的创新与调整，成功的让根地咬的木板业存活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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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研究发现

由于根地咬木板业的第一阶段已经不再有经营者，而第二阶段却已经剩下

一家。所以本文借鉴於李健圣先生口述，研究根地咬的木板业。笔者发现在於

这个老行业里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现今，它在根地咬的经济主力上拥有非

常明显的变化。在短短的十年间，油棕业已经渐渐地代替了这老行业，成为了

根地咬的经济主力。

如今，这老行业的发展已经被许多年轻的一代所遗忘，加上利益不如从前

的丰盛，也导致了许多业者停止经营木板业，彻底地转型去种植油棕。另外，

州政府为了长期实行保育环境计划，也开始在政策上约束森林的开伐与发展。

原料上的减少迫使许多木板业者无法维持现状。

笔者通过李健圣先生，发现了第三阶段的业者们都非常机智地做出对策。

为了延续这老行业，第三阶段的木板业者会在经济、员工和原料上做出调整。

第一，将木板厂建设在山林间，这样的决定就导致了木板开销有所节省，资金

上更能够弹性处理。木板业成功的背后，最大功臣者便是附近富饶的树林。树

林为木板业提供了最好的天然资源，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业者在砍伐时运输

笨重的木桐，并且源源不断的木桐能够确保板厂在出产量上会有所提供。由于

原料上的短缺，木板业者也会向州政府申请相关的地，以作开发及维持市场需

求。加上，近期加里曼丹的木板业复兴，员工们的缺少也成为了业者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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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李健圣先生的口述发现，木板业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如

今出口木板成为了木板业者最大的来源，货币的兑换率成为刺激当地经济的主

要原因。其中，出口国外的木板大多用于家私、建筑、地板等，占据板厂大量

的收入。令人惋惜的是，当我国再次进口那些在国外加工过的木板制品，其原

产地其实大多都发源于马来西亚，结果造成本地业者只会依赖木板市场而忽略

木板制品的领域。倘若本地业者愿意花一点心思，相信也能达到这些细致的工

艺品。也可以让木板只尽於建筑等方面，也可以开拓工艺品的市场，让木板业

走向艺术的路途。艺术品的方案也可以为木板业带来不同的收入也能让这老行

业，迈向更长远的旅程。

最后，笔者也发现，倘若木板业者想让这老行业更有所作为，具体可阅读

森林局的年度报告。这样可让业者们了解到州政府对未来的策划， 提早作出相

关的对策，让这老行业更有发展的空间。木板业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它

不仅象征了马来西亚沙巴州根地咬华人在开发此业的热诚和决心，更是代表了

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因此，身为后世子孙更应该要努力继承、守护家业，让

木板业继续的传承下去。

第二节 研究限制与建议

本论文主要依据口述历史，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面临文献资料以及口

述历史两方面的限制。在文献上，因为许多资料都对根地咬的木板业没有详细

的记载，或者，一些书籍中根本就没有谈到有关根地咬的华人故事，所以在查

找有关本地华人木板业的资料时，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档案局中有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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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关英国殖民政府的记录，可是根地咬的木板业是 1960年代才开始发展，

所以有关这里木板业的记录并不像其他市区的完整。档案局的资料也只有停留

在 1960的资料，不过之后的资料就有所欠缺，为了弥补过后的资料，笔者特地

前好许多官方单位获取资料。

经过资料收集，笔者发现州立图书馆拥有有关的根地咬资料的来源，并且

只有根地咬市政厅才会拥有 1960年后的历史与背景。笔者很努力地向市政厅索

取有关木板业的资料，可是有关人员不愿意提供资料的来源，所以笔者只能进

行有关年份的田调，到博物馆确认相关的资料是否真实。

口述的方式主要是依据受访者的记忆来还原历史事件，由于每个人的记忆

不能准确地记下完整的历史，所以会造成一种或以上的矛盾，导致笔者不知道

应依据何种说法为准的情况。因此就有必要先比较两者的说法，分析为何会出

现该情形的原因，再从中找出共同事物，以得出最客观的结果。 同时，笔者在

进行口述采访时，许多受访者都用含糊不清的方式回答问题，他们的防范心导

致笔者进行口述时面对一定的难度。另外，笔者的资历尚浅，提问技巧有诸多

不足之处，使到受访者在回答问题时失去焦点，必须经过多番引导，才可获得

准确的资料与数据。

笔者在收集资料时，也遇上许多受访者不太愿透露太多相关的讯息。口述

历史是取决于受访者透露故事的意愿，因此塑造一个能让受访者舒适的气氛是

必要的。访谈过程中，特别是在录音、签署协议书、询问详细的个人资料等状

况底下，受访者难免会感到压力和尴尬，而不敢透露更仔细或有关私人的资料。

田调的方式也是完成这份论文的其中一个因素，笔者在进行田调时，面对

了一些困难。笔者在森林局寻查有关板厂和执照的资料，从中发现执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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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通过田调来完成。笔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田调，可是第一次都被拒於门外，

因为有关的木板厂以为是税务局的官员向板厂进行检查，所以笔者只能慢慢地

和有关板厂沟通并说明来意，才能顺利完成田调。加上一些板厂建立在比较偏

远的地方，导致田调更加耗时耗力。

针对未来要研究相关课题的学者，笔者建议先联络板厂的雇主和员工。尽

可能避免在未知的情况下，独自前往板厂，以免使员工不知所措或影响别人对

学者的形象。采访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被其他因素打扰，所以需要事先将采

访稿准备妥当，然后依据问题一一提问。一方面可减低紧张的情绪，另一方面

也能和受访者校对提问的问题，避免两者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接着，笔者也建议未来的学者可以研究有关根地咬外资的板厂为对象，除

此之外，也可以对沙巴州其他的市镇的木板也进行有关研究。如：斗湖、拿笃、

山打根和兰脑等地区。另外，研究者也可以向往砂拉越州进行木板研究。资料

显示，该州是全马出产量为顶级的州属。学者不仅可以借此机会去视察，与当

地业者做访谈，还可以借此研究各州木板业在历史或经营上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并从中作出对比与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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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受访者基本资料

编码：001

1.姓名：李健圣

2.性别：男

3.籍贯：福建永春人、华嘉混血（SINO DUSUN）

4.出生年月：1967年 12月 27日

5.出生地：PAPAR KG.LAKUT

6.兄弟：4位（一位已逝世）

7.姐妹：3位

8.职业：板厂、酒店、农业

9.结婚时间：1997年 12月 25日

10.妻子职业：行政助理

11.籍贯：客家人

12.子女：2男 1女

13.住址：KAMPUNG MOTTOU，KENINGAU SABAH

14.经济来源： 板厂、酒店、农业

15.宗教信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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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内容

访谈一：《开创与发展》

1. 李先生自我介绍（姓名、年龄、职业）

2. 据老板所知根地咬的木板业是在什么时候年代开始？

3. 据老板所知根地咬到了几时才算是木板业的巅峰时期？

4. 而老板本身又是几时开始从事木板这个行业呢？

5. 当初为何老板会选择木板业作为创业的选择？

6. 老板是如何开创这间板厂？

7. 老板开创板厂的经历？

8. 在老板眼中看来从创业到现在，板厂的经历与变化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开

创、发展稳定、现今）？

访谈二：《制造木板的过程》

1. 如何从一根木桐制造成为木板的过程？

2. 当初老板刚开始制造木板时候有什么面对的困难吗？若有又有如何的解

决方法？

3. 相比以前和现在的经济，木板的市场需求有什么变化？

4. 老板的木板市场都是供应去那些地方有出口吗？

5. 如今政府有没有对板厂和木桐做出什么管制之类的政策？

6. 现在经济的不景与木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老板有做出怎样的应对策略

（转型）？

7. 以老板的专业眼光看来根地咬的木板业可以在持续几久？

8. 在未来老板有对板厂做出怎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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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李健圣采访语音稿

编号 001

受访者姓名 李健圣（简称李）

采访者姓名 鄧偉龍（简称鄧）

访问次数 第一次访问

日期 2016年 5月 2日

时间 下午 2时 40分至下午 3时 06分

地点 SENTORAMA 板厂

访问语言 中文、客家

访谈开始前，作者先和李健圣先生解释有关访谈内容，在李健圣先生的同

意之下进行录音。同时，作者也先向李健圣先生解释授权书的用途和用意，再

让李健圣先生签署授权书与填写资料卡，填写完毕便开始进行访谈。

鄧：啊，老板你好

李：啊，你好

鄧:老板你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吗？

李:哦······我是啊李健圣啦，

哦，啊······出生日期是在 12月 27号 1967年，出世是在 PAPAR啦。

鄧：PAPAR

李：啊

鄧：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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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有兄弟姐妹是有七个啦

（从中有员工进办公室询问老板事务上的问题）

鄧：OK，七个兄弟姐妹啦

李：啊

鄧：然后老板是排行第几？

李：啊······我是排行第······啊·······第·······

鄧：第五啦？老板是第五啦？

李：啊啊···第五，啊我们有四个男啦，三个女

鄧：然后上面的那四个是有······啊······老板之前的那四个兄

弟姐妹是

李：我是大姐

鄧：大姐

李：过来是有一个哥哥

鄧：哥哥

李：啊，过来一个哥哥，才是一个姐姐，才是到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

弟

鄧：哦···好好好，OK，谢谢老板

李:ya

鄧：所以老板你是这板厂的老板啦

李：ya，是是

鄧：OK，所以今天 5月 2号我现在开始进行访问，访问内容将会围绕在板厂的

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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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跟转型的课题上，现在开始第一道问题

鄧：啊···根据老板所知道啦，这跟地咬的木板业是什么时候年代它正式开

始？

李：呃···那时候 70年代啦···70年代的时候，最···比较巅峰的时候

应该是在 80年代

鄧：哦，巅峰期是在 80年代

李：啊···ya

鄧：然后老板刚刚好，呃···刚开始进入这木板业啦，不要讲还没开创这板

厂之前老板是做···

李：啊，我们是木桐

鄧：木桐

李：啊，是拉木的，是···啊···拿到那种“芭”（自己地的意思）

有的有“NGALAN”的（地契）我们就用 FORM TWO B 咯，假如那种像

他有

那种就是讲比较大段的，申请到 FORM ONE LESEN

鄧：FORM ONE LESEN 啦

李：ya··· ya···

鄧：所以是拉木啦

鄧：所以是将，我也是把这个东西开始就算是老板创业的时候啦

李：ya

鄧：所以那个年代老板是几时开始拉木

（老板开始回想和计算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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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啊···差不多是应该是···也是是···90年啊

鄧：90年代开始

李：ya

鄧：哇···将老板也是也就很久了咯

李：啊啊···是是

鄧：OK，所以为什么老板会选择这个木板业作为一个行业叻？

老板会选择这个作为一个创业的一个行业来做

李：啊，那时候是看到有可能，那时候木业那方面的利润会比较高

鄧：哦

李：啊，利润会比较高

鄧：利润比较高啦

李：啊啊

鄧：所以老板就进去这行业啦？

李：yaya

鄧：所以是在什么情况下老板开始开设这个板厂？

李：啊，我是在 2005年 7月份

鄧：2005年 7月份

李：啊，因为那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朋友什么啦，介绍啦，想自己有木桐，

自己有板厂，啊，利润还会更加好啦

鄧：哦，老板就开始自己创业啦

李：啊

鄧：OK，然后老板想问问你就是你在开创这板厂的时候他的经历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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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正在会想起当年的经历）

李：那时候是也是资金，那时候刚开创的时候资金也是有问题，

就好才是有那个···那个···EXPORTER支持

鄧：EXPORTER

李：啊，EXPORTER支持

鄧：哦，资金上，除了资金上会有什么比较，啊···让老板有一点难忘的什

么吗？

因为刚创业嘛，都会很辛苦，所以所以老板有什么辛苦的可以分享一下

李：啊···那时候讲刚开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算起来是比较后期啦，

才做这个板厂，那时候很多很多都讲已经木业那方面已经夕阳西下啦···

夕阳西下的时候还做么还要

鄧：做么还要加入这个行业

李：ya，是。就那时候也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想将多的，想到就是省

回我

们的运输费，因为我们的木···我们的木山是在背后嘛

鄧：哦，木山就在这板厂后面

李：啊啊，就讲运输费那方面，变到人家不可以做啊，我们还是可以做吧，

我们省很多那个运输费吧

鄧：哦，所以老板有先见之明啦，就省了那个运输费就省了那个资金那边咯

酱子又可以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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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OK，然后在老板老板眼中看来啦，因为我刚开始听老板讲是 90年代开始

拉

木啊

开始创业，然后 90，20，到 2001到 2011这边就有 20年代就 20年的时间

啦。

在这 20年里面啊，老板的这个板厂，它的那些可以分为几个期？几个阶段

就很像我这边写的有开创期啊，开创期就是老板 90年代的时候

李：啊哈

鄧：然后这个板厂它发展稳定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在老板认为啦，

个人认为老板的板厂较稳定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开始？

李：它是···我是 2005年嘛，就讲那时候刚刚好那时候也是才是做了几个月

那个原料不够

鄧：原料不够

李：啊，原料不够，停了我看差不多是一年啦

鄧：哦，OK

李：啊，后来才会顺着去了

鄧：哦，原料不够然后就开始，2006年开始就很稳定将子上了啦。所以 2006年

到现在 2016年都还是发展在这个很稳定的状况下啦？

李：啊，额···还可以啦

鄧：还可以啦···将现在 2016年啦，额···最近这一两年啦 15、16年板

厂的营业额会有增长还是跌？因为···木越来越少老板刚才讲的会有这样子

的影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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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额···现在的情形是原料问题啊

鄧：也是原料问题？

李：啊，原料也是有问题，因为我们是自己的厂，所以我们有多少我们就做多

少咯

鄧：有多少就做多少啦，所以在这期间就可以发展到开创、稳定跟现在。大家

在

这几个时期里面都是原料的问题上啦，在发展稳定这个阶段的时候啊，老

板

记得那个最巅峰的时候可以去到几高？可以讲有 OT 吗？那时候出板出到

晚上

李：那时候我们星期一做到星期六啊

鄧：做到星期六

李：啊，星期一做到星期六，一个星期做六天

鄧：所以现在一个星期做五天

李：五天，有时候我们的机器也是跑不住啊，我们这里有六部，有时候跑五部

有时候跑四部

鄧：那当时候就六部一直走咯

李：ya，是

鄧：哦，那时候就是很颠峰的时候啦，Ok，过后的话，我们进入制造板的过程，

过后才去板厂那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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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001

受访者姓名 李健圣（简称李）

采访者姓名 鄧偉龍（简称鄧）

访问次数 第二次访问

日期 2016年 5月 2日

时间 下午 3时 06分至下午 3时 40分

地点 SENTORAMA 板厂

访问语言 中文、客家

（由于板厂的员工们在3时至3时30分有半个小时休息，我们继续了访谈。）

鄧：有一些问题可以现在问的就是，老板在当初刚开始做木的时候面对的困难

除了那个原料上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什么的吗？因为刚开创什么

啊···

李：工人，工人问题，因为那是我们的路还没有弄好，所以我这里属于比较偏

远的

意思讲他们很多有的好选择，他们要找近的板厂

鄧：选择上啦

李：变到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我们就加钱，人工那方面又提高咯

鄧：又提高？老板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薪水提高咯，OK

鄧：原料、员工还有那些·······

李：那种住宿我们也是尽量做好给他们啦，啊···住宿那方面尽量跟他们配

合

鄧：尽量配合···然后相比以前跟现在的经济啦，木板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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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前会比较高现在会比较低，会有什么变化吗？

李：以前巅峰时候啊，木桐就会比较大支变到很多都是出口

鄧：哦，很多出口

李：啊，现在我们就是，我们讲大小都会进去板厂

鄧：哦，大小都进板厂啦

李：啊，大小都进板厂

鄧：因为我看到就是《華侨日报》他有写，因为州政府的关系有那个 RIL 那个

关系

那个 REDUCE ,会弄到很多木桐出口，弄到本地就不够供应给自己，然后就

慢慢倒闭酱子，所以是真的有这种情况？

李：有的，假如就是讲跑 NEW SYSTEM，它的费用会比较大的，变到很多东西

它是跑环保，很多路他不可以乱乱开的。他要先好像那个木桐，他们每个

每

一条木他们都要记下来，放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已经有MARKING 了的咯。

已经

是看了。

鄧：哦，看过了才可以做酱子啦

李：ya

鄧：所以老板你的木板的市场，它都是比较供应···额·······有没

有试过去到国外

李：有有，我们的木板，大多数我们做到是假如像 OT就是讲我们是给本地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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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那个 JUTAYA他们咯，刘国强他们啊，他们也是有拿啦，就是讲做建

筑的

亚庇的。啊那种板站啊那种 OT啦，假如是讲现在我们有出那种很像 BATU

啊、

BELIAN啊，那种比较好的我们就也是出口就是讲去日本、台湾

鄧：日本、台湾

李：啊，泰国、AUSTRALIA、SOUTHAFIRCA、还有 FILIPHINE 也是有

鄧：所以在·······

李：我们通常是，因为我们的 VOLUME 都不是讲很够，所以讲我们就买

给 EXPORTER,亚庇的 EXPORTER他们自己出

鄧：哦~酱子啦，所以老板在这一方面会有遇到什么困难嘛，就很像因为要出口

嘛，所以那品质要很好咯

李：啊一定，他们本身自己本身有 GLATER来点，啊他们自己有放 GLATER来

点

的，就是讲我们还没有送下去给他的时候，它派它的 GLATER来这里点啦

鄧：哦，他们自己要哪一个哪一个

鄧：后，政府有没有对现在的板厂还是木桐做什么管制之类的政策？

李：额······

鄧：会有吗？很像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咯 RIL

李：那个是环保啊，NEW SYSTEM啦，现在通常我们现在我们本身做的就是大

多

数是 FORM TWO B。FORM TWO B 就是讲就那种啊······私人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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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LAN”（自己地有地契的）有 NGALAN（有地契）的啊，跟 FORM

ONE LESEN 就是那个 TOL,我们是叫 TOL啦就是讲政府给你两年，假如讲

两

年你做不完你还可以 RENEW多两年就是讲那种 STATE LAND

鄧：所以讲那些 TOL是政府给你两年做啦

李：ya，只是拿它的木而已，那个地还是给回他们政府

鄧：给政府啦，所以拿了那个木还要种回去吗？

李：啊···这个没有这个是 STATE LAND，假如是讲 YAYASAN 还是

FOREST RESERVE那种就要种回去的

鄧：哦

李：像 FMU那种要种回去的，他们要种“树胶”（橡胶）

鄧：FMU、YAYASAN 就要种回去啦

李：啊啊啊

鄧：所以 FORM TWO B 那种自己地就什么啦

李：NGALAN那种是私人地来的，KAMPUNG 的、

鄧：ok，然后在这种经济跌啊还是什么啊就木桐就越来越少，然后板厂啊，

老板有没有为这个板厂做出怎样的对策啊？然后让他走更久，怎样讲叻，

让它运作更久做出将之类的政策吗？

李：额···暂时就其实他们现在也是有做 FINGER JOINT 的，就是讲短料

FINGER JOINT 啊，就要“拨”（连接）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跑到，其实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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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厂已经是拿到那牌了的，就是讲那个那个据三夹板的 CO,我们叫 CO就是

薄

的啊，就是讲它小小

鄧：小小都可以切

李：那时经济不好，就暂时 HOLD 着

鄧：哦哦 HOLD 着了啦。所以老板有做转型之类的嘛，做加工啊那些

李：加工暂时都还没有

鄧：加工暂时都还没有啦

李：还没有

鄧：在未来可能老板会做这东西啦？

李：啊···看一下啦，有时候是天时地利人和啦

鄧：啊这个 OK

李：啊

鄧：所以在转型方面老板有做什么吗？

李：你是讲转去别一个行业啊？

鄧：啊···转去别一个行业也是可以啦

李：如果是将子讲啊，我其实已经是转了的就是酒店跟农业啦（油棕啊）

鄧：酒店和油棕啦

李：啊，现在油棕我们是种了 1700英亩

鄧：哦，1700英米啦

李：英亩 HEK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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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是哦，我看油棕开始慢慢代替这个板厂行业，我刚开才一路上看见以前旧

的

板厂全部都种完油棕

鄧：所以在老板的专业眼光看来啦，根地咬的这个木板业它还可以走多几年

李：额···应该是讲不是很大问题啦，只是我们现在越做越小而已嘛

鄧：越做越小，不过还可以持续几年的啦

李：ya，以前我十多岁的时候听讲还有十年，今天我看差不多过了三十多年还

是在

跑着

鄧：哈哈哈，所以老板认为还可以走很久啦？

李：哈哈哈，还可以

鄧：所以在未来的计划，老板有打算把板厂，如果万一的话没有木了啊，没有

原料那些，老板会把它变成一种博物馆之类酱子的东西吗？

李：我暂时都还没有考虑到，其实我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是下一个做旅游区的

鄧：做旅游区？

李：做旅游区，因为我这个背后是 TRUS MADI 山

鄧：啊 TRUS MADI 山

李：啊，属于是第二高啊，就讲有打算，改天他们有很多，现在开始都有那些

“鬼佬”（外国人）来什么了。

鄧：因为我在那个西马，我读书金宝那边我就看到丘思东先生，他以前是挖那

锡矿

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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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圣先生有来电）

鄧：老板接

李：没关系，SORRY

（李健圣先生有接电话中）

鄧：OK，刚才就是讲谈到丘思东先生他就把他锡矿的那个地方、那种机器啊全

部

东西都还放在那边，跟那个旅游···旅游社啊

李：啊

鄧：跟他们合作，然后就做博物馆之类酱子的东西，所以就问问老板有没有酱

子的

看法酱子

李：也是有···有有···有那个

鄧：有那个想法啦

李：啊，有那个想法，因为打算这里是做旅游区吧，因为我地方还是够大吗

鄧：额哼~所以是要拿来做旅游区

李：这种东西有可能会保留啦，保留住

鄧：谢谢老板，所以我们等下才去看看做木的过程啦

（正在从办公处出来的时候）

鄧：板里面它有分很多种品种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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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有分的就讲我们现在锯的板是，好像你们讲 OT是我们是我们锯我们

全部锯子 OT，因为我们容易分，就讲他不会参到（混在一起）吧，很像你

们讲 BATU 的时候，我们锯 SELANGAN BATU 啊。它是赢得嘛，

SELANGAN

BATU的价钱又不同吧。现在是是属于很高啦。

鄧：很高啦？

李：差不多是四五千块一吨，现在

鄧：所以你是有跟着将分类

李：有，分类了才是锯，现在我们是 BATU，全部是 BATU

鄧：哦，所以老板在做板的时候都会根据那个订单做的啦？

李：是，我们是从大料，通常是从大料拿到小料，因为大料都是比较贵的

鄧：哦哦···所谓的大料一条贵的？

李：啊···比较贵就是讲，因为我们要大支木才可以锯得到大料啊，我们从

大拿

到小，等下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鄧：OK，好好好

鄧：老板我想问问我们根地咬还在营业，就是讲我们自己根地咬人啊还在做这

个

木板的还有多少位，除了老板？

李：额······现在

鄧：现在

李：还有在做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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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啊。还有吗？

李：有，板厂还有，有WOODLAND 是本地的咯，WOODLAND STICKMENT

是本地的，那个 AKSIJAYA啊

鄧：AKSIJAYA？

李：啊，也是本地的，

鄧：他们到现在还有做吗？

李：暂时他们···是没有做，他们是有租给···

鄧：别人做啦？

李：啊啊，有租给别人做，他们本身就没没有做

鄧：本身自己本地人没有做啦，租给外地人做啦

李：啊啊，

鄧：也就可以讲根地咬区剩下老板一个本地华人在做这个、

李：啊···暂时啦···暂时啦

鄧：恭喜老板，恭喜

李：哈哈哈。谢谢

鄧：额···这个很重要啦，就刚刚有谈到就老板有二男一女，所以老板的孩

子

有打算接手还是老板肯给他接受这个板厂继续这个我们本地华人的木板业

的

这个流传，这种承接那个薪火酱子

李：额···这个因为我不知不太清楚他的兴趣有没有在那边咯

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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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就讲他看咯，假如那时候他有那个机缘没有问题的啊

鄧：恩恩

李：假如有那个机缘没有那个兴趣很难的啦

鄧：最大老板的孩子几大、几岁？

李：现在是 17

鄧：17岁

李：ya，17岁、14

鄧：17岁、14···

李：11，女的那个是 11岁咯

鄧：都是在这里读书还是？

李：一个在亚庇崇正、建国，一个在根地咬育英

鄧：OK，谢谢老板

鄧：老板，现在的地会难申请嘛？

李：以前那个是 STATE LAND 拿去拿去变 PLUS ONE，就变得不可以申请，

就给我们换地方换到去 TONGOD就是在我这边过去啦，一个小时多，啊

这边就有的好做啦，最起码几年没有问题啦，原料在这两年不是大问题啦

鄧：原料在这两年不是大问题啦？

李：啊。原料在这两年不是大问题

鄧：所以就因为那种地要换换，那种 LESEN又要申请

李：啊，是

鄧：我那次去采访那 JABATAN PERHUTANAN 的那个 PEGAWAI他就是讲

现在那个 LESEN很难要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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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ya，是

鄧：它是什么原因弄到酱子弄到难出，都是板越来越少还是什么？

李：不是它是很多地方已经做了，就将很多现在都要保留，他很像“泰山”（深

山）

那种不要给开哦。那种我们是叫 STICK AREA,他不给开哦，那有可能会影

响

那个水源叻全部

鄧：所以就不给开啦

李：啊 ya，

鄧：LESEN就开始慢慢减少

李：啊···要做的都做了啊，变到我们现在就讲通常是我们可以做越近的地

方

我们就省回很多那个

鄧：运输费啊

李：运输费什么东西都要省哦，现在我们做的东西啊，自己的车辆来的哦

鄧：自己车

李：啊，全部车辆自己的，大多数啦

鄧：所以现在比起以前，那些利润会比较减

李：减一点

鄧：哦哦，老板可以给我 14年和 15年的，那个老板的出产量

李：我看明天可以吗？

鄧：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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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要 14和 15啊没有问题

鄧：就 16现在才 5月嘛，就做不到那个整年的，我要看看那个出产量有没有

下跌多少酱子，只要做出酱子的 STATISTIK罢了

鄧：好的，谢谢你老板，有什么事情在和老板联络

李：好的好的，没问题

（李健圣先生邀请我一同参观，制造木板的过程。）

在下午的 3 时 40分时，李健圣先生和板厂的经理 ENCIK KEVIN一同带领

着我去参观他所经营的板厂。到了工厂，经过半个小时休息的员工们又开始同

样的工作。板厂的工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有规律的依照平时自己负责的机械开

始运作。

首先，李健圣先生带着我，先转了一圈参观板厂的规模，宏大的板厂里头

分成了许多部分。每个部分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李先生一边带着我参观

板厂一边很热情的和我解释有关制造的过程，我们大至上参观了一圈后，我就

开始了相关的录影。

录影内容都围绕在制造版的过程，李先生和我解释了有关什么是“破桐”，

木的分类，到底板厂拥有什么类型的木类。什么样的木会有什么样的价格，不

同的木也有不同的用途等。经过李先生的一番解释后，让我对于木桐拥有新的

认知。随着，老板也带我去目睹一些即将出口的木板，木板跟着自己的类别被

分在一起，一些却跟着出口国被分在一起的情景。接着，李先生也为我讲解一

些有关制造木板时所需的用具和工具的名称，并且也从中告诉我用具的用途等

方面。



64

接着，李先生也带我去参观他们在这一行业的必须膜拜的神明—鲁班仙师。

李先生向我解释了有关膜拜的原因，随后，先生带我去参观了机械维修房。在

维修房里都会摆设了一些修补道具，为了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效的维修用具以

免有怠慢工程的进度。经过我的提意下，李先生答应带我去参观另一个放置木

桐的地点。跟着，李先生的车子来到了放置木桐的目的地，看到许多的木桐放

置在一起，经过询问下得知原因是板厂可以有弹性的处理木桐，所以才把木桐

放在不同的地方。

接着，李先生也很热情的带我参观其转型的油棕业，种植在环山围绕的地

方不仅为其转型带来收获并且也让整个板厂带来美观与生气。最后在李先生的

热情款待之下邀请了我们到了板厂的食堂，邀约我们一同品尝食堂有名的面条。

一边品尝的同时，我也不忘追问李先生有关板厂的问题。

编号 001

受访者姓名 李健圣（简称李）

采访者姓名 鄧偉龍（简称鄧）

访问次数 第三次访问

日期 2016年 5月 2日

时间 下午 3时 06分至下午 3时 40分

地点 SENTORAMA 板厂

访问语言 中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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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老板，刚开创那个木板厂的时候啊，你有做过什么改革这样子的东西吗？

李：额···

鄧：因为它一直变嘛，那些东西

李：头头的时候我们只是一排，然后一直加着去

鄧：哦。一面加着去啦

李：啊，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放啊，那种板，那时候行情好又不同你锯几多，

它出几多，现在行情不同，他要 10尺 12尺，那种短料没什么要，就变到

会有放到。

鄧：现在是加了很多啦？

李：现在其实我们是···扩大了很多，这几年就增加了，车辆也是增加了

鄧：车辆增加也是意味着经济也是好啦？

李：没有啦，为了方便，因为有时装不急啊，因为车会坏，你看那个WORKSHOP

会坏的

鄧：所以以前锯多少出多少啦很顺咯

李：行情好的时候什么东西都顺，行情不好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不顺，哈哈哈

鄧：哈哈哈，好，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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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三阶段制造木板的过程

图一：LOGGING将木桐送往板厂

图二：WHEEL LOADER 966 CATERPILLAR 将木桐一根根的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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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员工们依据订单而进行测量

图四：将木桐的长度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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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锯木的工人利用 CHAINSAW 070 STHILL 将木桐一根根的根据长度锯下

图六：由WHEEL LOADER 966 CATERPILLAR 再次将其运去板厂里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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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WHEEL LOADER 966 CATERPILLAR 进行切割

图八：员工们将木桐进行“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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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员工们将解剖好的木桐进行分类

图十：将切割好的木桐开始进行木板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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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被制造出来的木板，一般是 10尺或 12尺

图十二：绑成一起的木板都会由另外的员工进行测量并标记，然后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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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本地市场和国际市场，接着进行处理

图十四：SEASONING或者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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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WHEEL LOADER 920 CATERPILLER 将完成的木板放置在出货的地方

图十六：员工们都会将“短料”绑成一起，方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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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出售厂

图十八：切割下来的树皮将其绑好，以便供应给砖厂作为燃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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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板厂将木碎供应给一家韩国木碳公司，该公司将利用木碎加工成为木

炭

图二十：维修或加于保持锯木的切割器

以上的照片，皆由笔者摄于 2016 年 5 月 2 日於李健圣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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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沙巴森林局的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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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 Annual Report 2014皆由笔者向根地咬森林局索取於 2016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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