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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族群互 
動：太平洋戰 
爭中的華僑、 
臺灣人和東南 
亞原住民
李盈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關於太平洋戰爭的研究，受到較多關注

的，是戰場的情況、戰爭的侵略者、戰爭的

責任問題等，至於被占領區人民的生活、思

想的變化、各族群間的互動等等，則甚少成

為研究的主題。

本文希望探討被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地

區不同人群的互動，以當地的華僑為主角，

考察華僑在東南亞地區與臺灣人、與東南亞

原住民之間的往來情況。當太平洋戰爭來臨

時，不少華僑在當地已居住了相當長的時

間，他們原本已長期與當地原住民有所交

流，然而戰爭改變了華僑與原住民的互動情

況；而臺灣人則在日本人統治下，或由於經

商、就業，或因為戰爭動員而前往東南亞，

他們在東南亞與華僑相遇，雙方原本可能來

自於相同的家鄉，甚至說著相同的語言，此

時卻有了新的關係。這些史事在在挑戰了一

般所理解的華僑史、臺灣史、東南亞史的範

疇。本文希望分析華僑、臺灣人、東南亞原

住民如何被戰爭影響，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以及不同族群間互動關係的變化。

以上這類主題幾乎沒有研究成果，並且

由於戰爭的破壞，目前遺留在東南亞的文獻

非常不足，因此只能在非常零散的史料、回

憶錄、傳記和書籍中逐一搜索，雖然未必能

夠淘沙成金，但是希望還原一部分當時各族

群的交流與互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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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平洋戰爭中華僑與臺灣
人的互動

0000年 0月 20日日本近衛內閣提出建
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基本國策綱要」，

0月 0日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發表〈皇道
外交宣言〉，公開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

口號，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大東

亞共榮圈」一詞。0000年 0月 20日日軍占
領越南全境。法國維琪政府隨即與日本達成

協議，形成法、日共治越南。0000年 0月
日軍占領柬埔寨。（註0） 

0000年 0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隨
即迅速向香港、東南亞各地發動太平洋戰

爭。0002年 0月 30日日軍完全占領馬來半
島，並實施軍政。0002年 2月 00日（筆者
按：適逢農曆新年正月初一）駐新加坡英軍

對日軍投降，日軍遂統治新加坡。0002年 3
月日軍占領印尼爪哇。0002年 0月 00日日
軍宣布占領全緬甸。0月，日本占領菲律賓
全境。（註2） 
在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原本居住在此

的人數眾多的華僑立即成為被統治者。他們

不但要面對日本人的統治，並且很可能與擔

任日本兵的臺灣人有所接觸。

同一時間，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募集不少

「勞務戰士」，0002年 0月開始實施陸軍
特別志願兵制度，0003年 0月開始實施海
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所謂「志願」，其實是

強迫徵召。開戰後不久，臺灣即設立拓南工

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

訓練隊等三個訓練所，這些訓練所的工作，

是為了訓練要被送往日軍支配下的東南亞

之臺灣青年。（註3）因而有不少臺灣青年被

送往東南亞參與戰爭。

日本徵募大批臺灣人前往東南亞，主要

擔任軍夫、軍屬、從軍看護婦等，其工作性

質包括從事運輸工作、翻譯人員、軍農夫、

製鹽工人、獸疫研究者、監視員。（註0） 
當時臺灣人較大多數是閩南人，而東南

亞地區有不少閩南華僑，彼此語言可以相

通，因此臺灣出身的士兵和軍屬往往以通譯

的身分，被日軍利用來處理東南亞的華僑事

務。（註0）日本方面也承認，「因為臺灣籍

民有其特長，是以在這次的中日戰爭和大東

亞戰爭中，徵召用為軍方通譯或軍夫者，均

能發揮其語言能力，協助作戰，其功不可

沒。」（註0） 
臺灣人擔任日軍的通譯，當他們面對華

僑時，究竟是會因為血緣相近、語言相通而

友善對待華僑，或者是認真執行上級命令、

依法處理而壓制華僑呢？在有關東南亞華

僑的文獻記載中，臺灣人既可能善待華僑，

也可能傷害華僑。

馬來西亞華人詩人吳岸認為，大部分臺

籍軍屬，雖然不通北京話，但對自己同胞仍

然友善，惟部分臺灣巡查補（原按：類似警

察役），可能受日警蠻橫訓練，對當地華人

大呼小叫，動輒辱罵，狐假虎威。（註0） 

0002年 2月日軍占領新加坡，並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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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改為「昭南島」（Syonan）。攻占新加
坡的是日軍第二十五軍，其軍政部的參謀官

無人能懂華語，於是僱用幾名臺灣人，負責

處理華僑事務。日軍進新加坡後，展開肅清

「敵對的華僑」（筆者按：一般稱之為「大

檢証」），有一些華僑是在臺灣人和某些華

僑密告者的協助下被捕的。（註0） 
在日本占領下的「昭南島」，臺灣人黃

堆金持續出現在日軍與華僑的聯絡事務上。

他被記載為一個恐嚇華僑、耀武揚威的通譯

人員。

昭南特別市厚生科長篠崎護戰後的回憶

錄《新加坡淪陷三年半》，對於臺灣人黃堆

金在戰時新加坡的活動有如下的描寫：華僑

協會設立的真正目的，是在拯救並保護華

僑，但表面上是打著與日軍合作的招牌，因

此，反為日軍所利用。⋯⋯（筆者按：軍政

部長渡邊大佐）派隨他同來的內田顧問與臺

灣人黃堆金任職協會，⋯⋯，辦事處裡，有

來自臺灣的黃堆金（原按：黃氏戰前住在新

加坡，在日本人開辦的南洋倉庫任管棧），

掛著軍刀，以流利的福建話指揮著。由於黃

堆金的耀武揚威，市政當局對他的評價並不

好，因此大達市長將此事告知渡邊軍政部

長，在捐款工作結束後（原按：奉納金），

令黃堆金離開協會。日本戰敗不久，他和他

的家人都被馬共所殺（原按：有人說是病

死）。（註0） 
篠崎護的回憶或多或少有著為日本戰時

的活動及自己的行為辯護的意味，不過，他

對黃堆金的行為之描寫卻是負面的。

新加坡華僑戰後留下來的記載如下：臺

灣人黃堆金是軍政部的「通譯員」兼日本軍

事當局與華僑社會之間的連絡員，0002年
2月 20日華僑領袖集合於吾廬俱樂部時，
黃堆金向他們傳達日本軍事當局的一份恐

嚇性的訓詞後，又哄這些無助的華僑領袖，

擬出與日本人合作的建議，以便呈交給大石

上校。（註00） 
在菲律賓，也有一位重要的臺灣人張海

藤，作為華僑與日人溝通的橋樑。0002年 0
月日軍先頭部隊進入馬尼拉，不久臺灣醫生

張海藤來見菲律賓華僑領袖楊啟泰，張海藤

說，憲兵已出令抓人，第一、二批名單已發

出，將來凡屬抗敵會、黨部及支分部（筆者

按：是指國民黨黨部）、商會，及各途商會

重要分子，均要被抓，最好能自己集中在一

處，免得憲兵到處抓人騷擾，因為帶兵出來

的本地日人，對華僑印象甚壞，恐怕會乘機

報復，有毆打或槍殺事件發生。楊啟泰說，

集會是有干禁令的，數十人集一處，日兵認

為聚眾作亂，全體打殺，豈不更糟？張海藤

認為楊啟泰所考慮的有理，就打電話向姓朱

的疏通，且慢抓人。後來張海藤就親自到日

本憲兵部去，回來時帶了兩張名片，一張寫

著：中國人集會，身命保障安全（筆者按：

應是「保障生命安全」），另一張寫，中國

人自動投到（筆者按：應是「報到」），身

命保障安全，簽名是兒玉憲兵中佐。張海藤

就將第一張名片給楊啟泰，第二張自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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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0月 0日上午楊啟泰等一行 02人就在
青年會集中，張海藤以電話通知日本憲兵，

憲兵中尉大倉就帶了憲兵十餘名，將楊啟泰

等人全體押往菲律賓大學校舍拘留所。他們

到校舍時，中華民國駐菲律賓的楊光泩總領

事、莫領事等都已在那裡。0月中旬他們受
軍法審判，本來擬定全體死刑，張海藤就根

據兒玉中佐簽字的名片，向軍法部及憲兵部

力爭，日本憲兵部也因面子關係，向日本軍

部反映，所以將楊啟泰等人分作兩批，第一

批 20名改判 20年監禁，第二批 0名則被槍
決。（註00）以上是楊啟泰的回憶，在他的印

象中，臺灣醫生張海藤是盡力保護華僑的。

也有臺灣人寧可與華僑在一起，而不願

受日本人的欺壓。菲律賓華僑游擊隊「特工

總隊」一位隊員郭恕儀先生提到：抗日時，

郭恕儀的游擊隊有一位鄰居名叫阿元，是臺

灣人，被日本人虐待，當郭恕儀及其游擊隊

要搬家時，阿元表示要和他們一起離開。游

擊隊經過仔細觀察後，知道他無暗行，就答

應了。到了山上，阿元才知道他們是特工，

且生活非常艱苦，但是他仍然願意和他們同

甘共苦。臺灣光復後，阿元就回去了。（註

02） 
也有華僑與臺灣人是完全處在敵對關係

中的，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一個臺籍的首

要情報人員，曾經利用閩南語而接獲消息，

帶領日軍捕捉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隊「血幹

團」人員（筆者按：這是屬於國民黨系統的

抗日武裝團體），致使「血幹團」三十多人

被逮捕，而遭受殺害。此人被「血幹團」視

為最大的兇犯，必欲置之於死地。0000年 2
月，美國反攻菲律賓時，「血幹團」接獲情

報，即設法將他捕捉，「血幹團」內部對於

如何處置此臺灣人曾經出現激烈爭議，但是

最終仍將之處死。（註03） 

三、 太平洋戰爭中華僑與東南
亞原住民的互動

在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原本居住在此

的、人數眾多的華僑立即成為被統治者，當

然東南亞各地的原住民也同時都成為被統

治者。不過，由於華僑在太平洋戰爭前曾經

大力支援中國對日作戰，他們往往受到日軍

的報復。同時，在當地的原住民則有很不一

樣的命運。

日本占領馬來亞（筆者按：指當時英屬

的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後，一方面對於抗日

的華僑加以逮捕、殺害，（註00）另一方面對

於原住民的馬來人則希望取得他們的合作；

於是華僑與馬來人對於日本的統治政策有

著截然不同的觀感。

日軍對於馬來民族採取懷柔政策，挑撥

離間，擴大華僑和馬來人之間的矛盾，提出

「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馬來亞」等口號，鼓動

馬來人的民族主義，起用馬來人擔任行政官

員和警察，用以對付華僑，甚至製造糾紛，

引起排華。（註00） 
在日本統治下的馬來人領袖可分為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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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一）蘇丹和貴族，他們都與日本

合作；（二）宗教領袖，日本企圖扶植這些

人，表態支持伊斯蘭教，但是被一部分士兵

和地方官僚無感覺的行為所抵消；（三）成

為日本行政體系的官僚和鄉村頭人，他們必

須幫助日本徵募強制性勞役，並實施日本

的政策，他們中的有些人被馬來亞人民抗日

軍（筆者按：這是馬共主導的抗日軍，隊員

幾乎都是華僑）殺害，而其中有許多人失去

人民對他們的信任；（四）戰前的馬來人民

族主義組織之領袖，日本官員堅稱這些人培

植了馬來極端分子，但其中一個組織 KMM
的領袖 Ibrahim Yaacob否認他提供活動的援
助，宣稱他已經承諾 KMM不會抵抗日本的
進攻。（註00） 
由於比較多數的馬來人是採取與日本合

作的態度，並且他們中的第三類人又是實際

執行日本政策的人，甚至是逮捕華僑入獄的

公務員，這又遭到抗日的華僑的惡感，甚至

導致華僑去暗殺擔任官僚的馬來人，因此華

僑與馬來人的關係持續惡化。

在印尼，反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尼人歡迎

日軍的到來，希望荷蘭投降日本後，印尼人

有機會獲得獨立。日本也起用大批印尼人擔

任公務員。（註00）不過，並沒有什麼記錄顯

示印尼人擔任日本統治下的公務員而與華

僑有重大衝突。或許可以說，由於馬來亞、

新加坡是華僑抗日的大本營，日軍對馬來

亞、新加坡華僑的報復比較激烈，連帶地，

使馬來人逮捕華僑的事例被突顯了。而在印

尼，日軍對華僑的報復相對較少，印尼人執

行日本人報復華僑工作的案例也就不那麼

明顯。

在日本統治下的印尼，一個特別的例子

是中國著名文人郁達夫的遭遇和事蹟，他

在擔任日軍的通譯時，曾經幫助不少華僑和

印尼人脫罪。0030年 02月 20日郁達夫應
聘擔任華文報《星洲日報》的編緝而來到

新加坡。他在此從事抗日宣傳，也在文化

啟蒙活動方面留下巨大足跡。太平洋戰爭爆

發後，郁達夫就任「文化界戰時工作團」理

事、團長，及「戰時青年幹部訓練班」大隊

長、「抗敵動員委員會」文化界執行委員等

職。日軍進攻新加坡後，郁達夫與友人一起

逃亡，改名趙廉，落戶於印尼一個小鎮巴爺

公務。在此處，由於郁達夫曾留學日本，日

語流利；鄰近的武吉丁宜之日本憲兵隊長知

道趙廉是當地唯一懂日語的華僑，就親自去

巴爺公務，把郁達夫帶到武吉丁宜擔任翻

譯。郁達夫當翻譯期間，幫過很多人的忙，

其中大部分是印尼人。他在翻譯印尼人的供

詞時，有意地替他們減輕罪證，為此開脫不

少印尼人。然而郁達夫見到日本人的暴虐腐

敗，決定辭職。後來郁達夫的真實身分被日

本人發現。0000年日本投降後，日軍可能
擔心郁達夫知道太多他們的劣行，而將郁達

夫殺害。（註00） 

在菲律賓，菲律賓人抗日的團體較多，

與華僑的某些抗日組織有合作關係。菲律

賓華僑抗日武力有五、六個著名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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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自由泰國」的活動最為重要。這個活

動由泰國人鑾巴立領導，華僑的幾個地下組

織與這個運動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關係。

（註23） 
泰國華僑領袖陳守明則是另一個暗中與

泰國人合作抗日的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他被迫與日本合作，成為日軍操縱華僑

的工具。陳氏一面與日軍周旋，一面參與秘

密抗日活動，盛傳他可能資助國民黨人所辦

的《中國人報》，進行抗日宣傳工作。他也

與「自由泰國運動」取得聯繫，從事秘密工

作。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漢奸，卻在日本投降

的次日遭到暗殺。（註20）陳守明被刺後，中

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特電慰唁。（註20）也足

以說明中國政府對陳守明的看法，並不認為

陳氏是漢奸。

四、結語

0000年 0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
東南亞各地相繼淪陷，在當地的華僑和原住

民立即成為被統治者，而日本人、臺灣人成

為統治者。華僑在面對統治者的臺灣人，以

及同是被統治者但又是不同種族的原住民，

引發了各種不同的人際互動，主要的原因在

於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日本人究竟是合作或

者反抗。

日本人一方面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號

召，藉以謀求東南亞原住民的合作，一方面

驅使臺灣人為其所用，而真正要對付的是東

其中有幾個屬於國民黨系統，一個屬於共

產黨系統。國民黨人組成的「菲律賓華僑

抗日義勇軍」曾與美國、菲律賓游擊隊進

行合作。（註00）而共產黨人組成的抗日武

裝團體有「華支」，「華支」的起源與菲

律賓人抗日部隊有關。原本有一部分菲律

賓華僑曾參加菲律賓人的抗日部隊（The 
Philippine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或稱
為 Hukbalahap，簡稱 Huk，即後來菲律賓
虎克黨的前身），但因不懂當地語言，而後

脫離菲律賓的 Huk抗日軍隊，自行成立新
團體，即「華支」。（註20） 
泰國人與華僑的關係具有多重性，一方

面，泰人打壓華僑的抗日活動，但是想要抗

日的泰人又尋求華僑的合作。

泰國是東南亞各地中唯一未被殖民的獨

立國家，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後，就已靠攏日

本，致力於打壓華僑支援抗日的活動。（註

20）

0000年 02月 0日，日軍登陸泰國，泰
國政府決定與日本合作。隔天泰國政府就開

始逮捕與重慶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任何華僑。

居住在曼谷的重要華僑領袖，遭到各種不同

的命運。有的逃出曼谷，回到中國；有的躲

到他處；大部分人仍留在曼谷。留下來的華

僑領袖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與日本人合作。

（註22） 
雖然泰國政府與日本合作，壓迫華僑，

但是也有一部分泰國人選擇對抗日本。0003
年泰國人也組織了地下團體來進行反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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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抗日的華僑。前往東南亞的臺灣人、居

住在東南亞的華僑、東南亞的原住民三個族

群在日本控制下，被動地回應這場戰爭的種

種變化。

東南亞華僑基本上是抗日的，而臺灣人

此時是與日本人合作的，然而閩南華僑又與

臺灣的閩南人有語言和地域的同源性，因此

有些臺灣人對華僑友善待之，但也有些臺灣

人以日本統治者之命令為依歸，對華僑橫加

侮辱，甚至加害。

東南亞各地的原住民對於日本的統治各

有不同的回應，大抵想要抗日的東南亞原住

民對於華僑是友善並且設法聯繫合作；但是

想要擺脫歐洲殖民者而尋求獨立的東南亞

原住民則是致力於與日本人合作，對於華僑

可能是壓迫，也可能依據日方的命令而行

事。

一場戰爭，在不同種族、地位、思想的

人群之間，引發了多重的人際互動，也顯示

了他們對於這場戰爭的不同應對方式和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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