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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華僑，多是本土窮人，生計艱難，乃遠赴重洋。炎方異域，非地

上天宮、黃金沒膝；新唐老唐，皆篳路藍縷，遍歷艱辛。既要養家餬口，

又要積累創業，其間櫛風沐雨，布衣蔬食，含辛茹苦，萬般艱難，非後人

可以想見。其中不少人幾代拚搏，歷經百載，開拓進取，積微成著，自強

不息，海納百川，終至大業有成。

有潮水處就有潮人，潮人善於奮發拚搏，艱苦創業。詩仙李白高歌曰：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豪情滿懷，氣概非凡，真潮人精神

之寫照也！善於經商、勇於創業是潮人的優秀特質，這種優秀特質是在近

千年的艱苦奮鬥的過程中形成的。

首先是有窮則思變、勇於開拓的精神。潮人為什麼去「過番」？那是因

為窮，「食到無，揹起包裹過暹羅。」家裏窮得都揭不開鍋了，還不走嗎？

明知「行船三分命」，明知漂洋過海，九死一生，但與其坐在家中坐着等餓

死，毋寧到海那邊去謀生，此所謂「無苦奈何舂甜粿」。

其次是面對惡劣的環境，忍辱謀生、艱苦奮鬥的堅韌品質，「人面生

疏、番仔擎刀」，「日出乞日爆，雨落乞雨沃，所食淖飲糜，所擎大杉木」，

「阿老叔，腳曲曲，三輪車，刻苦逷」，幹的都是苦力活。

再次是具有商業意識，善於抓住商機的本領。「細細生意會發家」的商

業意識是潮人共識，一旦有了機會，哪怕借貸，也願意為此去冒險，其實

這是一種膽識。善於抓住商機，敢為人先，才能成就大事。

言而有信，欠債還錢

華僑下南洋謀生，大都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為尋求突破才不得不遠

走他鄉。為了凑足下南洋的路費，他們有的需要賣田賣屋，有的需要向親

友籌借。但華僑出國之後，不管情況多艱難，也會把欠錢的事謹記於心，

在海外辛苦掙下的血汗錢，第一時間就會還清借款。「省幣」是陳濟棠治理

廣東時發行的鈔票，在民國廿五年（1936）發行一年多便宣佈停止流通。

圖 1.01，是泰國華僑惟良（小名友能）給家裏寄來的僑批，批信中寫

道：「承船往汕，寄去中央幣廿五元，內取中央銀十五元、廣東銀五元共廿

元送還親家可耳，以中央、廣東二樣，需欲分明。」

寄批的時間為民國廿六年（1937）三月初八日，這時，「省幣」壽終正

寢已久，可這位華僑卻還強調需要分清這兩種貨幣，這是為什麼呢？

翻過信的背面，上面有附言：「注意 前借親家的銀中央十五元、廣東五

元，將此送還。」應該是僑批寫好後，覺到信中沒有說明白，正所謂「忽

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不厭其煩再添寫上去的。

原來他當年出國時，缺少盤纏，向親家借兩種不同的貨幣共 20元。來

到泰國後，「學會了縫衣服的手工」，「今初入商場，工資還無厚利」，但他

遵從父母的教誨，勤儉節約，積攢了一點錢，馬上就寄回家還債。從他一

再強調要分清兩種貨幣的角度來看，當時中央幣和省幣的幣值是有差別的。

據了解，省幣的幣值要比中央幣高些。這也表現了他「親兄弟、明算

賬」的意識，儘管省幣已經「作古」，還是要按價折算還親家。

在僑批中，我們可以經常看到許多華僑出國前向親友借錢做路費，出

國後謹記於心，念念不忘，有時拖慢歸還也一再聲明，讓對方放心。新加

坡華僑林展開於十一月廿六日寫給祖父的僑批上說：「孫前年來叻（新加坡）

之時，多蒙大人賜借國幣壹佰元，但迄今尚無能力可還多少，皆因一為家

情所累，一為環境所迫，為孫抱歉得甚，望大人寬諒為荷。候孫一日稍有

厚利可得 , 多少自當寄還，望勿掛焉。」（圖 1.02）該批林展開只寄上國幣 4

元，是給祖父買「茶果之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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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圖 1.01

從作者收集到的林展開寫給祖父的幾百封僑批中，每月他都按時寄

出僑批，但這是供養祖父的錢，而向祖父借錢做為出國時的路資是另一筆

錢，孫子算得一清二楚。華僑惟精在寫給妻子妙椒的批中寫道：「我來叻時

在東鳳借銀十元，候我下信自當寄還。」（圖 1.03）

他歸還時不只是奉還本金，還給親友外加利息，僑批中一個誠信守約

的故事，正是潮人的家風的真實見證。他於戊年（1938）七月初三日寫給妻

子妙椒的批信中又提到：「緣我南來時川資不足，借到東鳳母龍（銀）十元，

今特寄去國幣十元，以償此額，到時持往東鳳交還，銀水照市貼。」（如圖

1.04）惟精出國時向母親借 10元龍銀做盤纏，不久，寄錢回來還清借款，但

此時的錢幣已變成國幣，雖是自己的母親，仍吩咐妻子要貼還差額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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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都說借錢容易還錢難，但在誠信為本的家風影響下，華僑對欠下的債

務都十分重視。華僑李大孫在解放前向林展開借港幣 70元，一直拖到 1955

年才還，還錢時他特地貼上 5元利息（圖 1.05）雖然已改朝換代，而且已過

了五六年，但李大孫仍念念不忘，不僅還上本金，還算上利息。潮汕民間

有很多俗語，如「老實終久在，積惡無久耐」，「九本一利、官正生理」等，

長期在老百姓中流傳，這些俗語簡單易懂，富有生活哲理，成為海外潮人

家風家訓的一部分。

圖 1.03 圖 1.04

省幣短命，百姓吃虧

以「省幣」為貨幣單位的僑批較少，如圖 1.06，是泰國陳武合於 1936

年給澄邑山邊鄉陳敘來寄來的僑批，上面蓋「訂交廣東法幣」印章。圖 1.07

是泰國華僑惟良於民國廿六年（1937）寫給母親的僑批，上面寫道：「注意，

前借親家的銀中央十五元、廣東五元，將此送還。」他把中央幣和省幣明

顯區分開來。

根據歷史記載，當年潮屬各縣任何商號均可自行印製紙票，發行量

漫無限制，有的發行了比資本多 10 倍的紙票，全潮汕發行總額達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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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前後約一年，因此，寄「省幣」的僑批不多，能留存下來的就更少了。

但到了 1937年，一些批局還不明就裏，仍在僑批上加蓋「訂交廣東法幣」

的印戳（見圖 1.08）

圖 1.09為民國廿年（1931）年廣東省銀行發行的大洋券，即「省幣」，

面值 1元，上面有財務長沈載和、霍寶樹的親筆簽字，還印上「憑票兌換

大洋」的字樣。

眾所周知，僑批是「銀信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因此，我們了解僑

批，不單着眼於「信」，也要着眼於「銀」。饒宗頤先生總纂的《潮州志》

中就曾經指出：「匯兌僑批及銀行錢莊之盛衰變遷，又皆與金融有密切之關

係。」一百多年間，僑批上出現的貨幣，種類繁多，如晚清時期的「英銀」

圖 1.06 圖 1.07

多萬元。民國二十年到二十四年（1931 年─ 1935 年），市場發生恐慌，

擠兌紙票，無法支付的商號紛紛倒閉，人民受害無窮。於是，政府下令取

締紙票，限期商號自行收回。這種現象直至民國廿五年才初步得到遏止。

民國二十四年（1935）全國易幣制，廣東省銀行發行銀毫券、大洋券

為法定貨幣，政府規定人民不准私藏白銀，一律交銀行計值收購。當時主

持廣東省政府的陳濟棠，與中央政府競收白銀，並私自將白銀提價加二給

值，引起羣眾紛紛以白銀擠兌大洋券，一時間，大洋券供不應求。上面兩

封僑批寫明廣東法幣、廣東幣正是這一時期的「傑作」。

民國廿五年（1936）7月底，陳濟棠失勢，還政中央，但這時發行的大

洋券已高達 1960萬元，幣值暴跌，最後吃大虧的還是老百姓。「省幣」的流 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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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銀」「龍銀」「大洋」，民國時期的「法幣」「中央票」「省幣」「金圓券」「銀

圓券」「大洋券」，新中國成立後的「南方券」「港幣」「人民幣」，可以說，

一部僑批貨幣史，折射出近代中國的金融史，僑批的每一分錢都滲透着海

外華僑血淚和汗水，蘊含着他們對故鄉的深情厚意。

日食難度，勸阻出洋

海外並非天堂，東南亞各國也不是「錢淹腳目」的地方，早年華僑到

南洋各國，篳路藍縷，與當地人民共同開發創業，歷盡艱辛，而華僑又因

為是「外國人」，更添加一份困難。

如圖 1.10，新加坡華僑鄭續舉在寫給母親的批信中提及「接嬸母大人回

批，嬸母大人言欲仍再來叻之事，現今叔父在叻還無事可任，切不可來，

各事務須忍耐刻苦為要，祈代轉達。」嬸母的丈夫叔父在南洋失業，嬸母

仍想去和丈夫住在一起，豈不是更加重了叔父的負擔嗎？因此姪兒以旁觀

者的身份勸戒嬸母千萬不可貿然前往，勸說她必須忍耐刻苦，斷了去叻的

念想。

圖 1.09

圖 1.10

圖 1.11，是泰國華僑黃欽恭於甲年（1934）一月五日寄給母親的僑批，

信中寫到：「上幫回音，內云堆豹甥兒今春下暹，見信切不可前來。」他在

信中分析了四條理由：一是「刻下暹中行情冷落，有人尋無工作，失業人

數日多一日」；眼下泰國行情冷落，生意難做，許多人失業，你還來凑什麼

熱鬧？二是正值「警察大捕牌仔之期」。「牌仔」是潮人對華僑登記證（圖

1.12）的俗稱，沒有登記證被警察抓到，那可就大事不好了。「如要走私登

陸，恐被查出，難免受盡鐵窗風味。」沒有華僑登記證，入境就相當於偷

渡，那就難免要被監禁入獄了，那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是「甥兒又無

入暹證書」；四是「入口你之文字考試諒不及格」，要申請登記證必須經過

泰文的考試，泰文在中國人眼中看來像韭菜豆芽般，要通過考試是根本不

可能的事。他動之於情、曉之於理，苦口婆心地勸說甥兒不要來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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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黃欽恭的結論是「以予思之，莫來為妙！」並交代母親把「此

信至切與堆豹觀之」，讓他相信，不要衝動、輕易出行，這是一個身臨其境

的華僑，告誡即將想出國的甥兒的告白書，十分通徹，於情於理，想必甥

兒會打消出國的念想了吧。

泰國華僑吳子雲也於民國卅六年（1947）十月初四日寫批信給母親說

道：「暹邦行情太苦 , 不能生活，日食難度，無銀可寄，祈為知之。」（圖

1.13）幾句話把泰國生活的慘狀勾勒得十分清晰，不能生活，日食難度，這

一日三餐都難於度日，那還有什麼前途可想？在這封僑批裏，吳子雲仍咬

緊牙根給家裏寄來 10萬元國幣，可見他是一個多麼負責任的兒子和丈夫，

並再三吩咐家裏要節儉為要。

圖 1.11

圖 1.12 圖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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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14，安南華僑陳萬乘於甲子年（1924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寫給

妻子的來批中寫道：「余自下南以來至今尚未有事可任，現尚在舅店中寄

食而已，以致家批稀寄。余想無事可任，開春又是納稅字之期，定必家批

難寄，妻爾若是私費不足，可向吾叔挪取前賣婢之項，以助家用可也。候

余若有正務可任，自當多寄。今因輪郵之便，附去大洋銀陸元，到祈查收

覆知！」從批信看來，陳萬乘的家是從原來殷富到後來破落的情況，不得

已把家中的婢女賣掉了，自己在海外又失業，只能寄人籬下，連家批也稀

寄，但他是對自己家庭十分負責的人，未雨綢繆，事先安排好家中未來的

生活，把開春須納稅的事情也事先預謀好了，勉強寄來大洋 6元以救急。

泰國華僑陳紹歆更是現身說法，敘述他入境時的艱難歷程。他於 1956

年八月一日寫信勸戒妻兒暫不能來泰國：「悉吾妹以及兒子意欲來暹一事，

此事切勿提議，因暹政府每年限額弍佰名，而且船費每人須要暹幣三萬左

右銖，如果來到暹中超過限額，那時不能起來暹中，使之銀破了，還得坐

牢籠，那時有目哭無目汁（欲哭無淚的意思），還了着待輪送返，來暹之事

請勿言，以免跟愚兄以前一樣。愚兄初來暹之時，就是超過人額，正用禁

在移民局弍拾餘天，每日所吃當如塘中之豬吃一般無二。另者。塘中情形

如是轉好，吾妹可通信來知，愚兄決定回梓，但愚兄在暹終日想念吾妻以

及兒子、吾母親兄弟，未知何日能相會？真是令人可傷耳！」（圖 1.15）可

見，沒有入暹證會坐牢一事，並非空穴來風，是有實據的，而華僑陳紹歆

想回國的想法更是道出了「海外並非天堂」的潛台詞。他自己來暹時就是

因超過額度，被監禁在移民局 20多天，每天吃的是連豬狗不如的飯食，真

是想起來仍覺得後怕。因此，他再三勸阻妻子和兒子切切不可前來，否則

不僅是破財，而且還要入獄，弄得人財兩空。

明朝中後期，伴隨着造船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

榮發展，潮汕開始出現規模的「下南洋」活動，延續近 300年。期間有兩次

高潮，第一次出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時值美洲發現金礦，東南亞種植園

經濟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各國紛紛設立招工公所，將貧民誘之「豬仔

館」簽訂契約，以出國後的工資為抵押，換取出洋旅費，或為所謂「契約

華工」。第二次出現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因當時國內兵連禍結，戰火不

斷，人們迫於生計，只得下南洋。因下南洋導致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的悲

劇，在那個時代比比皆是。下南洋的人，踩着荊棘、頂着瘴氣，冒着被蚊

蟲叮咬甚至野獸侵襲的危險，要麼割橡膠、種胡椒，要麼到礦山、碼頭當

苦力，靠着鹹菜配米粥勉強度日，有是還會過着乞討般的生活。如此清苦

的生活，實在無法將妻兒帶到南洋贍養，再加上政策的限制，家鄉的親人

要出國困難重重，華僑做夢都想着合家團圓、敦親睦族，但現實的情況，

迫使他們只能勸阻親人不要盲目南下。近百年後，當我們再次翻閱這些帶

着血淚的批信，仍可感受到那份辛酸與無奈。圖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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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協作，肝膽相照

潮人在海外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共謀發展，形成了堅不可摧的「潮州

幫」。旅居馬來亞吉隆坡的華僑方約書的兩封僑批深刻反映了潮人這一特點。

圖 1.16，是方約書於癸酉年（1933）完月（十二月）十六日在寄給寶欽

的批信中寫道：「前天茲貴親光漢君抵埠一談，云及貴親戚有意在本坡欲創

氈褥等業，故光漢君囑約或多或少可合股，並云未知叔台豈有意於這等營

業？見字之日，如果同意可預購。來歲元月或二月可設法營業，屆時或者

叔台着前幫手之說，見字之日是否？千祈回音來知。」要創大事業，資金

不足，幾個親朋好友聯手合作，「一個好漢三人幫」，這便是「潮州幫」的

牢不可破的關係網。方約書的親戚光漢來叻後想創辦生產氈褥的企業，資

金不足，便想召集幾個潮州鄉親合股，並於第二年的元月或二月便可設法

營業，方約書馬上想到自己的老朋友寶欽。

圖 1.15 圖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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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收集到 100多封吳鏡明的批信看來，寶欽就是吳鏡明的字，方

約書是方以烈的字。

兩人是無所不談的老鄉親、好朋友，也是在海外事業上的合作夥伴，

這個時期恰逢吳鏡明回國，方以烈手中有項目，馬上寫信告知老朋友，請

他一起合股生意，並想讓他早點回到海外一起幹。

我們還可從另外一封信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牢不可破的友誼。

圖 1.17，是方以烈於民國卅六（1947）年十月十四日寫給老朋友吳鏡明

的批信，他說道：「天元姪兒於廿日抵叻，廿四晚與客頭抵店，一路平安，

水陸無驚，兄可免遠念。所欠旅資 25元如數理楚。」天元是吳鏡明 1924年

「新婚別」時留在「腹中」的兒子，這時已經 23歲了，他作為「新唐」隨

客頭來到吉隆坡，父親的老朋友把他接到自己的店舖內。

從信件來看，吳鏡明拜託方以烈幫兒子天元在吉隆坡找工作，所以方

以烈告訴吳鏡明說：「囑弟覓一職業，豈不依命？但自膠價慘跌之後，百

業雕零，如四巖味各窯刻均宣佈停工，兼之一二年來唐中新舊等客相繼南

渡，故目下人浮於事，在在皆是。弟之愚見，對天元之任事目的，擬尋一

京果店與他學習，將來若學有所就，易於自樹一幟，因其資本免多，地址

不拘。但目下有關之店皆有人滿之患，未卜何時方得機會耳。刻天元暫居

店中，但彼舉動甚力（很勤勞），時在後尾與店保為伍，幫腳幫手。然無論

如何，弟對天元當以兒子相關注也，兄可免遠念。」

吳鏡明的兒子天元出國，吳鏡明把兒子託咐給老朋友方以烈，方以烈

盡力盡責，幫他設計好發展的路子，並先把他安置在自己店內。方以烈這

種對老朋友兒子的態度，體現了潮人互相幫助的精神。能碰到方以烈這樣

的「老唐」，天元可以說是萬幸了。當然，能否立足發展，最終還是要靠自

己。從該信可以看出，方以烈是一位肝膽相照、熱心助人的好朋友，他自

己每月收入少，應酬又多，但接到朋友吳鏡明的求助信，仍全力以赴，不

遺餘力地幫助安頓吳鏡明的兒子。

信中，方以烈也拜託吳鏡明幫他教導弟弟：「近聞舍弟瑞幹態度驕傲，

對於家母有不敬之舉。似此行為，弟殊為痛心。兄台於此事望勿吝指正，

是所至盼。」對在家鄉的弟弟不孝敬母親的舉動，請鄰近的老友幫忙教育，

坦誠相見，不遮醜、不客氣，這才是朋友之道。

看來，吳鏡明沒有再出國，而是放手讓已長大成人的兒子去國外發展。

經濟不振，影響生計

僑批往往反映了僑居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情況，值得僑批研究者

注意和搜尋。

如圖 1.18，是泰國華僑陳錫海寄給胞弟陳錫培的僑批，除了寄來中央

幣 100元外，還有許多「實情相告」，使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當時泰國社會圖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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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戰爭帶來經濟衰敗的實況。陳錫海從家鄉來信中得知胞弟「恐政府抽

壯丁隊往前線抗戰而忽萌旅暹之念」，明確表示「決不贊成」，理由是泰國

經濟不振：「因時下暹中人浮於事，若欲覓一相當職業實難乎其難，況自抵

制劣貨風潮發生後，（曼）谷處裁員減薪，滿途荊棘，觸目皆然，其失業人

額，已不言而喻。」並以身邊的人為例，「細弟錫彥亦在失業之列，聞他決

於最短期間亦將莅廊開埠，現我尚未有辦法以安置之。」再三告誡「切切

不可來暹，是為至要。」雖然在「二戰」中泰國實行不抵抗政策，投降了

事，沒有戰火，卻也有「抵制日貨」風潮。泰國被日本佔領後，同樣也受

到戰爭的影響，經濟十分低迷，「老唐」在那裏已經困難重重，「新唐」就

更難立足了，他的最小的弟弟錫彥，在泰國目前還失業，做哥哥的尚且無

法安置他，更何況又要再來一個弟弟？

圖 1.19，新加坡華僑劉春盛於民國卅五年（1946）八月初四，給妻子

黃惜卿寄來國幣 3萬元時說：「叻中貨不接續，市場寂寞，商情困苦，取趨

圖 1.18

圖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