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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1/18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5 位 

會員：邱韻如、徐勝一、邱美華、孫郁興、張之傑、何邦立、黃莉晴、賴進義、

于易塵、詹玉鳳、谷美英、張玉燕、劉宗平、陳大川、沈志昌、陳德勤、巫紅霏、

劉有台、徐  統（19 位） 

聽友：吳正則、陳秀郎、李春明、沈芳如、游素美、陳安蓉、紀延平、趙美蘭、

祝偉中、蔣金篁、林芳洲、梁坤道、張純卿、林俊良、陳勝彥、倪簡白、王惠珀、

朱兆楠、邱宗雄、鄒恩慈、劉正清、施婉雅、葉吉珄、韓學宏、黃清岑、陳念生。

（26 位） 

講者：徐勝一（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退休老師） 

講題：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談〈渡臺悲歌〉 

簡介：客家先民多次遷徙，目的在尋找較好的生活環境，遷移途中必定遇到不少

困難。譬如近年流傳的〈渡臺悲歌〉，就是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渡台切結

書及渡台悲歌，是彭瑞瀾一家九口的渡台史，記錄他們 1804 年從陸豐河田出發、

在橫江口登河船、到饒平柘林港等待洋船、以及抵臺後的生活狀況。悲歌內容偏

向負面，乃因家累過重，彭瑞瀾又帶著長子夥同原鄉另三位兄弟轉往印尼謀生，

留下新竹妻小，終致沒能相聚。百多年來相傳他們僑居在「金山邦嘎沙里洋」，

據此我們推估兩個地方，即邦加島的勿里洋(Belinyu Banka)與山口洋的邦嘎

(Pemangkat Singkawang)，都是印尼最具陸豐客家風味的古鎮。〈渡臺悲歌〉是次

子彭堯梅，在父兄出外無歸，在極端無助下，感時傷心之作，歌詞完成於 1823

至 1834 年之間。 

徐老師帶著我們跟著彭家一路從大陸渡海來臺，再搭洋船到印尼，讓我們知道在

印尼及東南亞有許多客家鄉親。演講於 15:30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徐統

老師提到摩門教有各姓氏的族譜，韓老師分享馬來西亞的客家移民，何醫師也講

述南洋華僑的一些事蹟，於 16:10 結束。  

 

討論紀要： 

何邦立：蘭芳共和國能否多說明一下。 

徐勝一：羅芳伯，梅縣客家人，1770 年在西婆羅洲（今西加里曼丹）成立蘭芳

公司，1777 年改為共和國。1884 年，遭荷蘭東印度公司消滅，前後維持 107 年。 



何邦立：羅芳伯曾多次要求歸附中國，乾隆帝未允予庇護，坐失成為海權大國的

機會。 

 

徐統：我在台灣遇到的徐姓人氏，不是外省人就是客家人，未遇到過徐姓的閩南

人。您做這個研究，不知可曾利用摩門教的族譜資料？我曾查過他們的資料，補

足了我家族譜缺的兩頁。 

徐勝一：徐姓者也有閩南人，如桃園、彰化各有一支，惟其來歷（是否原為客家

人）待考。 

 

李春明：我是遷台第七代，遷台後世系分明。請問：如到大陸尋根，怎麼做較好？ 

徐勝一：可以先找找台灣的李氏族譜，看看有沒有來台祖的兄弟，由此或許可得

出些蛛絲馬跡。去大陸尋根的話，最好找認識的人引介，也可找「僑外辦」，但

往往流於公事，不得頭緒。 

 

梁坤道：客家人移往印尼，是否和太平天國失敗有關？ 

徐勝一：客家人很會跑。早在太平天國（1851-1864）之前，客家人已大量移往印

尼，羅芳伯建立蘭芳共和國是個例子，彭瑞瀾攜長子赴印尼發展也是個例子。 

 

張之傑：請問，您演講中所說的洋船，是否為外國船？關於族譜，我發現客家人

大多有族譜，閩南人則反是。是否和客家人渡台較晚有關？嘉慶以後舉家渡台者

增多，較有可能帶來族譜。嘉慶前以偷渡者為主，單身漢較無機會帶來族譜。 

徐勝一：洋船指行走外洋的船，由中國公司經營。關於偷渡，即使是嘉慶以後，

大多也是偷渡的。一艘洋船可搭乘 500 人，來台不似想像的困難。 

 

徐統：我有位客家朋友，姓劉，奉命修族譜。我介紹他看楊百翰大學楊培奈教授

（師大外文系畢業）編的摩門教會藏族譜的目錄。果然找到他要的資料。有興趣

的朋友可走訪一下摩門教愛國東路總部。摩門教基於其信仰，發願搜集天下族

譜，所搜集的正本藏在美國猶他州山谷裡的山洞。號稱能耐核子彈攻擊。在鹽湖

城有族譜圖書館，藏微卷或影本，供公眾查閱。 

徐勝一：我看過摩門教編的《台灣族譜目錄》，厚厚的一大本。 

 

韓學宏：民國時代，閩粵人士遠走南洋者仍不絕如縷。關於僑匯，和多種因素有

關。1949 年之後，僑匯漸漸斷絕，和大陸閉關自守、不許其人民和外界來往有

關，也和僑居地排華運動，以及華人的國家認同有關。1949年以前，國家認同

單一，故有南洋機工隊返國參與抗戰。1949年後，國家分裂，馬來西亞華僑傾

向中共者成為馬共，陳平就是個例子，所以禁止與中共接觸。與會者曾問到下南

洋者是否是太平天國的逃兵？根據筆者所讀客歌山歌的記載，下南洋的原因不外

是故鄉天災頻亂，以及太平軍作亂，應是要逃離戰亂，不是因為太平天國起義失



敗而逃竄所致。另外，徐教授有說到「相傳他們僑居在「金山」，其實在馬來西

亞柔佛州北部也有「金山」，掮客為了吸引兩廣的居民下南洋挑錫泥作苦力，都

會美化說是去挖金，其實東南亞的金礦產量很少。最後想請問：台灣是否有閩客

械鬥？ 

徐勝一：早期有閩客械鬥，也有漳泉械鬥。 

 

何邦立：我補充一下，洋船有二義：出洋的船和外國船，紅頭船就是指荷蘭船。

韓老師說抗日戰爭時陳嘉庚的南洋華僑機工隊，分九梯次，共有 3200 餘人，負

責駕駛卡車和維修卡車，行走滇西公路或滇緬公路(中印公路)，支援祖國，救亡

圖存。關於國家認同，1949年後，華僑大多延用中華民國正朔。中共反商、反

資本主義，而華僑以從商為主。政府遷台的前 15年，僑資企業為重要經濟支柱。

當年政府鼓勵僑生來台升學（不佔本地生名額，以我的母校國防醫學院來說，約

15%為僑生)。建立東南亞各國與台灣堅實的關係。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45位，感謝勝一老師的同窗好友們的熱烈捧場。照片請參見本

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德勤、素美捕捉精彩鏡頭。 

二、 感謝喆思智造設計的葉先生全程錄影，並設置中華科技史學會錄影的專屬頻

道網址：goo.gl/VoJB9A 

三、 為慶祝本會創會 20 週年，學刊第 22 期（創會 20 週年紀念特刊）由張之傑

策劃、巫紅霏主編，收文 38 篇，篇幅較往常增加一倍以上，目前已完成編

輯作業，一俟收到 12 月份會訊（190 期）及 20 週年慶活動報導即可付梓。 

四、 今日例會已發送二十週年慶邀請卡給與會好友，希望大家一定要把12月2日

空出來。 

五、 本會的官網的網址公司將於12月停止服務，已更改網址，網管柏鈞目前正積

極測試中，新的網址：http://sciencehistory.url.tw，請大家多多點閱。 

六、演講通告：2017 年十二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12/02   /1400-1500 / 1330 即可入場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龍捲風的關連 

講員：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簡介：龍是什麼？講者以青龍、白龍、黑龍、黃龍、赤龍、龍鬥等關鍵詞，

全面檢索徐勝一教授等所著《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共得 196 則。

從中得知，古人記錄氣象災害時，稱龍捲風為龍，並不使用龍捲風一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cat=12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cat=12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Dropbox/Chiuself/D_中華科技史學會/A03_例會演講/20170603_韓學宏/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goo.gl/VoJB9A
http://sciencehistory.url.tw/


詞，亦即並不視之為一種氣象現象。龍捲風漏斗雲從天空而降，或在

天空移動，或觸及地面造成嚴重破壞，都視為龍的行為所致。講者認

為，龍大概是由源自鱗蟲類圖騰的動物元素，和源自龍捲風、雷電等

的氣象元素結合而成。至於兩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已難以稽考。 

 

本會 20 週年慶活動預告 

時間：2017/12/02   /15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 

講題：中華科技史學會二十週年慶 

簡介：1997 年 12 月 3 日，由七位同好舉行第一次集會，至今已滿二十年。

我們將舉行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現場備有二十週年紀念品，屆時將發

行第 22 期二十週年紀念特刊，邀請歷任會長一起回顧二十週年的篳

路藍縷，頒發感謝狀給幾位義工等活動，歡迎舊雨新知一起共同來見

證這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特別時刻。 

 

 

本會網站 

 中華科技史學會網站：http://sciencehistory.url.tw 

 中華科技史學會大陸博客網站：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Facebook 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http://sciencehistory.url.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附件： 

中華科技史學會106年9月~ 107年7月 預定演講活動一覽  (草案) 2017/6/1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 (臺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日期：每月第一週 週六 14:00~16:00  （請注意 9~11 月日期）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陳大川 106 年 9 月 16 日 

(第三週) 

神秘的澄心堂紙 造紙界耆宿 

黃相輔 106 年 10 月 28 日 

(第四週) 

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

的科學知識傳播 

中研院近史所 

徐勝一 106 年 11 月 18 日 

(第三週) 

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

事--談〈渡臺悲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退休 

張之傑 106 年 12 月 2 日 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

龍捲風的關連 

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

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張淑卿 107 年 1 月 6 日 《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

遞：以傳染病防治為討論

案例，1951~1963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

會醫學科 

(休會) 107 年 2 月   

劉昭民 107 年 3 月 3 日 中國古代氣象學後來落

後的原因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張玉燕 107 年 4 月 14 日 

(第二週)(4/7 連假) 

《南方草木狀》筆記：淺

談古代植物書寫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陳德勤 107 年 5 月 5 日 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

及動物園記載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孫郁興 107年 6月 2日 中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何邦立 107 年 7 月 7 日 抗日戰爭南洋華僑機工

回國服務團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 

(休會) 107 年 8 月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1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