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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人聚落地景變遷與國族意涵 
The Change of Chinese Settlement Landscapes in Singapore and Its
National Meaning
葉韻翠

a

Yun-Tsui Yeh
Abstract
Because the change of Singapore’s settlement landscapes is going along with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t’s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e national idea within it. This study mainly looks into the
national meaning within the succession of settlement landscapes by probing into the new and old
Chinese settlement landscapes. To demonstrate this, this study will attempt to probe into new and old
Chinese settlement landscapes first, then to find out the landscape narratives within th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hange of settlement landscapes not only solved problems of housing shortage. Since the
national idea was poured into, there we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e landscape change. They were:
1. Destroy Landscapes. The government destroyed old settlement landscapes which were unfavorable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by constructing public housings extensively; 2. Construct Landscapes. HDB
gathered lands and fortunes to build public housings which have no colors of ethnicities, urban and rural
and economical difference; 3. Conserve and transform landscapes. A few landscapes were conserved
and infused into national idea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ast of nation by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Settlement Landscapes, Singapore Chinese, National Idea, Public Housing.

摘

要

由於新加坡的聚落地景變造與現代化、都市化同步進行，國族理念往往藏匿其中而不易被察
覺。是故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藉由對於新加坡華人新、舊聚落地景的探討，來探究政府在聚落
地景演替中所注入的國族意涵」
。在研究中，筆者先分別探討華人新、舊聚落地景樣貌，再述及不
同聚落地景中所傳達的地景敘事，以呈現政府藉由地景演替所灌注的國族理念。研究結果顯示，
新、舊聚落地景的變遷，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新加坡嚴重的屋荒問題，由於國族論述趁勢加諸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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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遷之中，使得新加坡華人聚落地景的變遷存在著下列三項特性：1.地景破除－獨立建國後政
府透過了大規模組屋地景的建造，破除不利國家、國族發展的傳統聚落地景。2.地景新造－作為
國家權力象徵的建屋發展局統合土地、財富等資源而進行重新分配，新建造的組屋地景不帶有族
群、城鄉、經濟差異的色彩。3.地景的保存與轉化－在地景變造過程中，小部分的建築地景被政
府保留下來，並被加諸國族論述，而與國家過往歷史相連結。
關鍵詞：聚落地景、新加坡華人、國族理念、組屋。

前

言

（一）動機、目的與方法
新加坡自 1819 年英國人萊佛士由新加坡河河口登陸並促使其開埠後，島上開始有大量華人勞
力移民移入。19 世紀下半葉移民的湧入使得新加坡市區房屋逐漸出現了供需不平衡的現象，原有
的店屋除了向上加蓋外，店屋內部空間更被加以隔間以提供更多房間出租。此外，擁擠的市區出
現了人口向郊區移動的現象，在郊外形成一處處非法佔地興建的墾民區域（squatter areas）。到了
新加坡獨立前夕，市中心區域破敗的超齡店屋及郊外雜亂散佈的亞答屋、鋅板屋所形成的墾民區，
成為新加坡的兩大貧民窟。在殖民時期以來的長期屋荒問題及島嶼土地稀有性的前提之下，促使
新加坡政府自 1960 年開始大力推展公共建屋計畫，使得新加坡的文化地景在 1960 年代以後產生
重大變遷。隨著歷次都市計畫的實施，殖民時期以來的傳統聚落地景被大量剷除，取而代之的是
現代化的商業大樓及政府組屋地景。除了小部分被政府特意保留下來的建築，及尚未受到大規模
都市計畫影響的烏敏島（Palau Ubin）
、羅弄萬國甘榜（Surau Kampong Lorong Buangkok）之外 1，
華人傳統聚落地景多已不復存在。
關於新加坡文化地景的研究，早期鄒豹君（1968）曾在其〈新加坡文化景的演進及其特徵〉
一文中，相當簡略地提及殖民時期新加坡市區的文化景觀；潘明智（1972）的〈星加坡地理景觀
的變貌〉則概述了獨立建國後的新加坡現代都市地景。近來有多位研究者對於新加坡的文化地景
進行較深入的探討：Chang（2000）採用競爭地景的觀點，選擇小印度作為個案研究，文中利用
觀光者／地方人士、印度人／華人、規劃者／使用者三組不同的局內人／局外人，來剖析小印度
這個觀光地區；Yeoh（2003）以競爭空間的角度，探討殖民時期新加坡市區環境與權力關係，亦
即聚焦於殖民時期新加坡的空間政治議題；Kong & Yeoh（2003）以國家建構的角度切入，透過
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來研究建國後新加坡的地景政治；Koh（2003）則選用流移、混雜、第三空
間的理論與觀點，探討全球化下外籍人才在新加坡族裔地景中的身份焦慮；Jones & Shaw（2006）
針對新加坡與雅加達進行個案研究，探究這兩個發展中的社會對於都市地景所進行的擦除與重寫
過程。
這些近來關於新加坡地景的研究，多聚焦於探討地景中的競爭、權力、及全球化下的族群流
移問題。但除了這些討論的面向之外，筆者在新加坡的田調經驗發現，組屋政策是新加坡政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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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國族建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組屋地景的打造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殖民時期以來嚴重的屋荒問
題，政府挾帶國族建構的意識形態介入，使得新、舊聚落地景的演替中蘊藏著特殊的國族意涵。
由於新加坡的聚落地景變造與現代化、都市化同步進行，國族理念往往藏匿其中而不易被察覺，
是故本文的研究目的欲：
「藉由對於新加坡華人新、舊聚落地景的探討，來探究政府在地景演替中
所注入的國族意涵」
。在本篇研究中，筆者將先分別探討華人新、舊聚落地景樣貌，再述及不同聚
落地景中所傳達的地景敘事，以呈現政府在聚落地景演替中所灌注的國族理念。
關於研究對象「華人聚落地景」方面，建國前（變遷前）係以殖民時期以來建立的華人街屋
市鎮及甘榜村落作為分析對象，文中統稱為華人傳統聚落地景，並與建國後（變遷後）的現代聚
落—政府高樓組屋地景相對照。文中採用地理學對於地景的解讀作為研究的方法論。研究方法係
透過文獻分析，及 2006~2008 年間 3 次赴新加坡對今日的組屋市鎮及迄今仍保留下來的舊聚落地
景，如牛車水、駁船碼頭、烏敏島、萬國等地進行實察。

（二）研究觀點
新加坡華人聚落地景中蘊藏了特殊的地景敘事，為了擇定研究進行時對於聚落地景的觀看之
道，以下將針對地理學中觀看地景的方式進行討論。
1. 地理學觀看地景方式的轉向
源自對大地進行書寫的地理學，長久以來被視為是一門空間科學。自興起以來的地理學發展，
因應當時人們對世界環境的矇懂與求知慾望，而在地表現象的描述上付出相當心力。但隨著時間
的推移，世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致使傳統的地理學已無法符合時代需求，在學科撻伐聲浪四
起的情形之下，自 1950 年代末起乃掀起一波波的改革浪潮，60 年代的新地理學、70 年代的激進
地理學與人本主義地理學，以及 80 年代以後邁向後現代的地理學，在在促使地理研究對象與目的
更趨多元。1970 年代以後對於地理學的改革逐步推動人文地理學的文化轉向，使地理學擺脫傳統
對於地表現象分布所進行一般性描述、解釋的窠臼，地理學家轉而關注意象、符號與敘事，發現
「地景的符號向度及其在人的認同、地方感，及領域特性等族群根源認同上扮演的角色」
（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2005：311-313）。換言之，近代文化轉向以後的地理學，除了發現地表現象本
身的特性之外，更希望進一步闡述其背後隱藏的社會文化意涵，藉由對於地表現象的閱讀，織構
出一段綺麗的地景敘事。由於各地的發展脈絡既不相同，所能譜出牽動人心的樂章亦有不同曲調，
因此，轉向後的人文地理學由傳統的客觀描述，轉而探究人們的主觀感受，取代對於區域普同性
的特徵歸納，轉以強調地方的多元性與特殊性。
但由於轉向後的「新」社會及文化地理學逐漸趨向過份強調特殊性、意涵、認同、再現與意
識形態，忽略了作為研究根基的物質文化，因而又引發了「新」、「舊」地理學之間的爭論。人文
地理學者乃回過頭來思考傳統地理學中物質文化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重新將其融入當代的地理學
研究之中，使得社會及文化地理學研究「重新具體化」（rematerializing），有形物體的意義被嵌入
特殊的文化脈絡之中，實體物質成為人們用來具體化社會關係，及作為評論他們社會經驗的一種
方式（Jackson, 2000: 9-10）。
由上述的地理學研究觀點發展簡史可知，地理研究由傳統對現象表面的歸納描述，轉向閱讀
現象背後隱藏的意涵，而又由於「新」與「舊」的地理學各自走向相背的兩個極端，近來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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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乃重新將兩者融合，把焦點拉回至中間路線，物質實體與裏層的意涵皆受研究者所重視。
筆者將本研究置放在「重新具體化」的地理學研究脈絡中，以檢視新加坡華人聚落地景及其地景
敘事。
2. 地景敘事
地理學是一門觀看地表的科學，因此眼睛所能觸及的地景對地理學家而言別具意義。地景可
區分為自然地景及人文地景兩部分2，簡單來說指的就是在空間中人們眼睛能看得見的方面（Nogué
& Vicente, 2004: 116）。
文化轉向後的新文化地理學認為，地景不能僅以機能性來看待，而需以「符號」來加以詮釋；
地景所藏有的符號在塑造人或集體的身份認同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地景不再只是表面或外在，
而是人們表達意識、創造、和認同的重要手段（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2005：323）
。James Duncan
曾經提到，在文化地理學中早先地理學家所使用到的地景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涵，其一將地景
視為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另一則為物質取向，認為地景是「自然及人文環境的一部分」，其後
地理學家或有合併兩者概念，或針對某一概念進行延伸發展，地景被視為是可閱讀的文本、是演
員表演的劇場，抑或是政治作用下的一種「再現」，Duncan 並認為，由於文化是政治的，因此文
化地景是一種政治的產物（Duncan, 1995: 414-415, 419）。Mike Crang 則將地景視為是一套表意系
統，可以顯示社會據以組成的價值，認為「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2003：35、18）。而 David Demeritt（1994）在其研究中希望調和文化地理學裡
面「地景」的概念與環境歷史學中的「自然」概念，他認為將地景視作是純粹社會建構下的產物，
或將自然純粹視為獨立具備能動性的行動者，都是不恰當的，自然／文化並非截然分別的對立二
元（Demeritt, 1994）。自 Demeritt 的觀念衍伸而來，文化地景不僅只是人造建物，可以被賦予符
碼並被觀看、閱讀，對於社會而言亦是一個行動者，能反過頭來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影響。
Catherine Nash 與 W. J. T. Mitchell 亦持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地景不僅是可觀見的物體或可被閱讀
的文本，地景是身分認同形成的一個過程，地景中的意涵是塑造世界的方式，地景的意義會對真
實社會、經濟、政治產生影響（Nash, 1999: 217; Mitchell, 1994: 1）。
是故 1970 年代以後的地理學，極力擺脫傳統對於地表進行的一般性描述與歸納，地理學家轉
以閱讀這個大千世界所蘊含的特殊意涵，地景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結果」
，反映了社會的刻畫，更
能積極對社會產生作用力。以這樣的觀點來檢視新加坡的華人聚落地景時，可知新、舊聚落地景
是不同人—地作用下的產物，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社會特徵，聚落地景的演替更對社會產生了影響。

殖民時期的聚落地景
新加坡位於北緯 1°09’～1°29’之間，地理位置相當靠近赤道，屬濕熱的熱帶氣候。島嶼地勢
起伏平緩，島上最高的武吉知馬山標高僅為 165 公尺，大部分土地海拔高度不超過 15 公尺。在地
形與氣候的共同作用之下，昔日幾乎整座島嶼密佈著熱帶雨林，海岸及河谷低濕處所形成的沼澤
地則為紅樹林景觀（Tan ed., 1988: 37, 40）。這樣的熱帶原始林相景觀在萊佛士登陸以前，僅有極

2

人文地景或被稱為人文景觀、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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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遭到人為的開發。但隨著新加坡的開埠及華人移民的大量湧入，除了新加坡河口一帶的市
區可見到華人創造的文化景觀外，島上各地亦陸續出現了華人甘榜村落景觀。

（一）街屋市鎮中的文化地景
1819 年新加坡開埠之後，在殖民政策之下扮演貿易、轉運機能的新加坡河河口一帶市中心區
域快速地發展起來。1822 年萊佛士有鑑於新加坡市區發展過於混亂，乃針對市中心區域重新提出
空間規劃，整個市區規劃構想可由 1823 年 Lieutenant Jackson 繪製的新加坡城鎮計畫圖所窺見（見
圖 1）
（Turnbull, 1977: 21-23）
，1824 年以後萊佛士的市區規劃已大體完成了（林孝勝，1995：1）。

圖1

1823 年的新加坡城鎮計畫圖

資料來源：以<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 by Lieutenant Jackson>為底圖重新繪製（Turnbull, 1977:
xvi）。

根據 Lieutenant Jackson 繪製的地圖顯示，按照萊佛士的城鎮計畫，新加坡市區道路系統緊鄰
著海岸呈現垂直相交的棋盤格狀，各族群的居住區與不同空間機能被仔細區分開來。新加坡河南
岸沿線狹長帶狀土地（今駁船碼頭）以及河口南岸大塊土地（今浮爾頓廣場一帶）
，被保留作為各
族貿易商通商的商業區域。新加坡河北岸的大片土地，亦即今政府大廈、最高法院一帶，則成為
政府行政區。由政府行政區再往北，分別為歐洲人城鎮（今白沙浮廣場一帶）
、阿拉伯甘榜（Arab
Campong3，今黃金廣場一帶）、蘇丹皇宮（今甘榜格南蘇丹宮）和武吉士甘榜（Bugis Campong，
今甘榜格南公園一帶），北方近逼梧槽河（Rochor River）。華人甘榜（Chinese Campong）則被分
配到緊鄰著新加坡河南岸商業區的大片土地，亦即後來被稱為牛車水（Chinatown）的這個區域，

3

原圖中的甘榜原文作 cam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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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內部各種不同語言群體的居住空間更被仔細地區分開來，不同的方言群被規劃住在不同的街
道。
進一步就建築形式來看，華人集中的新加坡河河岸商業區域及華人甘榜兩地，雖然在建築上
混合了西式、馬來樣式或是其他為了適應當地濕熱氣候所採用的設計，但是在局部地方仍可看出
受到中國建築風格影響的痕跡。城鎮區域的商業建築以中國華南地區常見的街屋形式興建，當地
稱為 shophouse，或譯成店屋，每家房子的正立面僅有一間寬，各家採共用牆面方式興建而沿街道
形成線狀排列。店屋的樓層高度不超過 3 層樓，一樓建築前端設置有華南地區常見的騎樓，當地
稱為五腳基，但卻時常採取西式的圓拱廊；建築本身採用磚造、斜頂、並以實心地基建造（Liu &
Byfield, 1995: 7-8）。某些華人店屋正立面所裝飾象徵吉祥、祈福的龍、鳳、麒麟、花草竹類等浮
雕，和以華文刻寫的商號、五行山牆樣式，以及結合瓦筒、瓦當、滴水的屋頂形式等，都展現了
中國華南地區的建築文化元素。此外，門楣上掛放以華文書寫店號的匾額，和掛放在騎樓天花板、
柱子上的香爐、天官賜福神龕等附加物，或是年節期間張貼、懸掛的春聯、紅燈籠等臨時裝飾，
亦展現了有別於馬來、印度或歐洲族群的華人文化特色。為了適應當地潮濕的氣候，店屋二樓以
上的正立面開設了多扇門，門上設計活動式的百葉窗以利通風、遮陽。部分建築可能在正立面設
計了歐洲式的半露出牆面的方柱，柱上融合了馬來式的浮雕（Liu & Byfield, 1995: 72）
。蘇丹回教
堂以及馬來人、武吉士人所居住的地方，仍是以亞答葉子作屋頂建成高腳屋，但華人居住區則逐
漸出現華南式的磚屋（鄒豹君，1968：2）。如牛車水最早的發祥地—直落亞逸（Telok Ayer），這
個地方在 1820 年代以來開始發展起來，為福建人聚居之地並多有商業活動出現，早期的店屋在屋
頂及山牆的樣式可見到受到閩南建築風格的影響（Liu & Byfield, 1995: 40）
。就市區華人聚落地景
而言，相較於融合了異族文化元素的店屋，華人廟宇保留了最多的中國建築文化，不論是整體建
築以中軸為核心、左右對稱的配置，抑或是牆身、屋脊、屋頂形式，及建築內、外藉由人物故事
傳遞孝悌、仁愛、忠勇價值觀念的石雕、彩繪、剪黏、泥塑等各式裝飾藝術，都呈現了中國廟宇
建築藝術所欲傳達的價值觀念，例如直落亞逸街天福宮、菲立街（Philip St.）粵海清廟（見照 1
～照 2）。
這些位於市中心區域的殖民時期舊建築，雖然有部分在 1966 年以後因為市區更新計畫的緣故
陸續被強制拆除，但仍有部分在 1987 年以「保存主要計畫 Conservation Master Plan」
（Liu & Byfield,
1995: 7），以及以「國家古蹟」的身分被保存下來，而得以將殖民時期的建築樣貌或地表景觀留
存至今日。新加坡河南岸的駁船碼頭（Boat Quay）及牛車水即為其中的被保存區域，兩區域中店
屋屋頂、山牆的形式亦或是騎樓的設置，和正立面上富含中國風格的浮雕、門聯等建築元素，以
及各座華人廟宇都可見到中國建築藝術文化的展現（見照 1~照 4）。

73

照1

座落於直落亞逸街的天福宮

照2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06.07.15。

照3

丁加奴街建築物山牆明顯受到中國建築

位於菲立街的粵海清廟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06.07.13。

照4

廈門街某一棟房子一樓正立面刻飾著

風格影響

「出孝」、「入悌」字樣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06.07.13。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06.07.13。

（二）甘榜村落地景
1819 年以來以華人為主的大量移民除了湧入了新加坡市區之外，隨著島上各地原始林相的剷
除及種植園坵的開闢，新加坡聚落的發展開始由市區向外延伸至島上各地。19 世紀中葉新加坡各
地已開闢有多座的種植園坵，栽種胡椒、甘蜜等供應國際市場需求的各項熱帶作物，由市區向東
方、東北方、北方及西北方已發展出樟宜（Changi）、實籠崗（Serangoon）、實里達（Seletar）及
武吉知馬（Bukit Timah）等四條主要聯絡道路，主要道路沿線並已形成了石叻（Siglap）、勿洛
（Bedok）、樟宜、武吉知馬等多個村落4。
4

可參見 Lee, P. P. (1978):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pp. 67, 89 兩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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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59 年左右的新加坡聚落分布

資料來源：以黎敏斐編繪（1959）：《馬來亞地圖集》的〈新加坡〉為底圖重新繪製。

根據 1959 年左右繪製的新加坡地圖可以得知（見圖 2），殖民時期以來的發展使得島嶼南端
的新加坡河口一帶開發為人口、商業活動密集的市區，在市區範圍以外的廣大地區散布著大小的
城鎮、村落，由市區向東的海岸地帶形成了勿洛、亞逸基巫魯（Ayer Gemuruh）
、樟宜三個主要聚
落，由市區沿著公路向東北方則有巴耶利巴（Paya Lebar）、榜鵝（Punggol）兩個主要聚落，沿著
公路向西北方則出現了武吉知馬、武吉班讓（Bukit Panjang）
、萬禮（Mandai）
、兀蘭（Woodlands）、
克蘭芝（Kranji）等主要聚落，向西的交通線上則形成了班丹（Pandan）
、大士（Tuas），西海岸地
帶則有波那維斯達（Buona Vista）和巴西班讓（Pasir Panjang）兩個主要聚落，另外，島嶼西部的
河口處形成有蔡厝港聚落。新加坡聚落的發展代表著文化地景向各處拓展的過程。
不同於市區華人所居住的磚造店屋，鄉村地區華人住宅的建材及外觀看起來則顯得較為「馬
來式」。鄉村地區馬來人的傳統住屋稱為「亞答屋」，其房屋的建造多利用竹篾或木板為墻，並利
用可以在新加坡當地取得的海岸紅樹林棕梠科植物的葉子「亞答葉」作屋頂5，房屋地板以高架的
方式架離地面 1 公尺以上，以使屋內通風乾燥，防止潮濕、水患、蟲害（鄭資約編著，1972：321）。
在完成萊佛士的市區規劃以前，1824 年仍舊位於新加坡河南岸沼澤地的華人甘榜，仿照馬來人建
造架離地面的高腳木屋，稱為「浮腳樓」（林孝勝，1995：17）。後來居住在市區以外的鄉村華人
雖仿照馬來人就地取材，建造亞答屋作為住宅，但在建築的設計上卻與馬來人不同，華人的亞答
屋維持傳統習慣不離開地面，並且多採用中式設計（劉必權，1981：85）
，如：時常使用兩坡頂的
屋頂形式、在房屋正立面中央開設大門。與市區華人店屋相同的是，華人甘榜村落的住宅亦常見
有天官賜福神龕、香爐、春聯等信仰與年節的祈福物件，成為地景中族群身份的符號象徵（見照
5~照 6）
。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亞答屋的建築材料也逐漸地提升，有的屋子捨棄容易損壞漏水的
亞答葉改以鋅板片作為屋頂（見照 7~照 8），牆面也漸改採磚塊、水泥等較為堅固的材質，取代
5

這種棕櫚樹馬來語稱為 ni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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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木板，以鋅板作為屋頂的房子稱為「鋅板屋」
，亞答屋或是鋅板屋都是新加坡獨立初時鄉村
地區最常見的住宅形式。
另關於鄉村地區的華人廟宇方面，早期鄉村華人生活較為貧苦，僅能以簡易的材料搭建亞答
屋作為供奉神明的場所。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如同鄉村華人的住宅一般，原來簡易的亞答屋廟
宇可能改建為鋅板屋，甚至是為神明建造磚造廟宇。部分廟宇更搭建有戲臺，作為酬神扮戲的場
所，戲臺的材質同樣可能視經濟狀況而異，而有亞答、鋅板及磚、水泥等不同的材質。華人廟宇
的存在代表著有別於新加坡其他族群的獨特信仰文化，廟宇地景本身即象徵著自身的族群身分認
同。且經濟狀況越佳的華人地方社群，越能透過廟宇內、外繁複的裝飾藝術（如剪黏、泥塑、石
雕、彩繪等），展現中國的廟宇建築藝術文化。
1960 年代以來新加坡在歷次都市計畫的推展之下，使得鄉村地區的文化地景產生重大變遷，
或者說，在都市計畫的推展之下新加坡的鄉村地區快速地消失了。新加坡本島上的甘榜村落地景
除了羅弄萬國甘榜迄今仍未因都市計畫而被清除外，其餘地區則在歷次的都市計畫中陸續地被拆
除、重建為現代化的都市景觀。新加坡舊時期的甘榜村落景觀，今日大致僅能由島上唯一留存的
羅弄萬國甘榜，或是位於新加坡東北方的烏敏島來窺見一班，兩地仍然存留有舊時的鋅板屋住宅
形式。
關於華人廟宇方面，烏敏島上迄今仍可見到利用鋅板片所搭建起來的大伯公廟及其酬神戲
臺；至於新加坡本島上較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廟宇，亦被政府以國家古蹟的名義特地保留了下來，
而這類的廟宇多利用磚、石、水泥等材質所建造，如創建於 19 世紀中，並於 20 世紀前半葉經過
兩次改建的梧槽大伯公廟，迄今仍保留有閩南式磚造廟宇風格及傳統戲臺。烏敏島上的大伯公廟
及新加坡本島上的梧槽大伯公廟，恰可作為不同經濟狀況的鄉村華人地方社群，在展現傳統廟宇
建築藝術文化時，簡易與繁複的兩相對照（照 9~照 12）。

照5

甘榜萬國內的一棟鋅板屋門楣上

照6

烏敏島上某一鋅板屋外置放的天

可見懸掛紅布及張貼五福聯

官賜福神龕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8.07.21。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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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7

甘榜萬國一景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8.07.21。

照9

閩南廟宇風格的梧槽大伯公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24。

照 11

烏敏島上的大伯公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17。

照8

後港斗母宮旁的鋅板屋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13。

照 10

梧槽大伯公廟的傳統戲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24。

照 12

烏敏島大伯公廟戲臺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17。

聚落地景的重新編寫—組屋市鎮的打造
獨立建國後新加坡政府為了將國內的多元種族社會，建構為彼此和諧共存的國族，除了透過
了學校及語文教育、國民服役、宗教和諧白皮書、共享價值白皮書等幾項國族政策來實施，另外
一項相當重要的方法即是利用政府組屋政策。在新加坡政府逐漸取得大部分國內的土地，並以現
代化的高樓組屋取代傳統甘榜村落的過程中，創造各族共有的居住地景、以地景作為國族符號象
徵等國族理念即在當中被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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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屋的機構與引導計畫
1960 年設立的建屋發展局（HDB），成為新加坡自治以來打造聚落地景的最大推手，統轄土
地徵收、移殖及組屋建造事業。其後陸續設置的裕廊城鎮管理局（JTC）、市區重建局（URA）、
建屋與城市發展公司（HUDC）則分攤了部分原先屬於建屋發展局的機能，或是輔助其建屋事業。
為了有效的管理、開發新加坡，
「概念計畫」及「大新加坡計畫」成為都市發展的主要指導方針。
1. 建屋發展局及相關機構的設立
殖民時期以來新加坡嚴重的屋荒問題，加上島嶼土地稀少的緣故，使得新加坡政府得以乘時
代之需，大規模推展政府組屋事業。殖民時期新加坡的發展多以市中心區域為主，隨著時間的遞
嬗，大量湧入的移民及當地自然增長的人口致使市區住宅短缺問題日趨嚴重。有鑑於此，殖民政
府乃於 1927 年設立新加坡改良信託局（SIT）以負責興建廉價的住屋。改良信託局的主要職能包
含有：（1）一般改良計畫，包含造路和空地開闢計畫，以及拓寬道路；（2）徵收不合衛生條件、
不適合居住的建築物；（3）擬定土地徵用、剷平、填平以及道路建造等各項計畫；（4）為失去家
園的人提供住屋；（5）擁有從政府手中接管過來或在各種改良計畫下徵用的土地；（6）為貧民窟
開闢後巷（謝華，1980：68）。改良信託局運作的時間由 1927 年延續至建屋發展局設置的前夕為
止，但其興建的住屋單位仍然不足以解決新加坡的居住問題。
為了解決屋荒的問題，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以後即廢除殖民時期的改良信託局，新設立建屋
發展局。相較於改良信託局，新設立的建屋發展局權力及職能皆有大幅擴增。1960 年 2 月 1 日建
屋發展局依據〈建屋發展法（Housing and Development Act）〉正式成立（Yeh ed., 1975: 6），隸屬
於國家發展部管轄，開始著手為低收入的人民興建住屋，即政府組屋計畫（新加坡文化部宣傳組，
1961：15）。建屋發展局主要負責有下列事務（鄭章遠，1980：112-113）：A. 擬定和執行提議，
策劃和工程計畫，以便：
（a）進行建造、改裝、改良和擴建任何住屋，供出售、出租或其他用途；
（b）清除及重建貧民窟和城市地區；
（c）發展或重建部長所指定的地區；
（d）發展鄉村或農業地
區，以安頓那些受建屋發展局的發展計畫或其他經部長批准的移殖計畫影響的人。B. 管理所有歸
屬建屋發展局的土地、房屋、建築物或其他產業。C. 展開建屋發展局在執行職務時的一切必要的
研究和調查工作。D. 在部長的同意下，以規定的利息提供貸款，使人民能夠購買任何已發展地段
或部分地段。E. 負起建屋發展局在執行其所有或任何職務方面一切有必要的其他事務。為了處理
上述業務，建屋發展局內部最初設置了 7 個部門以專司其責，分別是秘書處、財政部門、統計及
調查部門、建屋部門、地產部門、都市更新部門、移殖部門（Yeh ed., 1975: 7），其後建屋發展局
內部組織架構或主要負責事務歷經了數次的調整。
除了建屋發展局之外，為了開發裕廊地區大片土地作為工業衛星城鎮，政府在 1968 年另設置
有「裕廊鎮管理局」以專門負責裕廊鎮工業的開發與管理，裕廊鎮管理局除了進行工業區的開發
之外，並在市鎮內建造低價的公共組屋，提供充足的社會、休閒、公民設施以吸引人口居住
（Singapore Planning & Urban Research Group, 1970: 3）。1974 年 4 月政府將建屋發展局內部的都
市更新部門劃出，獨立設立「市區重建局」
，直接隸屬國家發展部管轄，專司市中心區域的發展計
畫（鄭章遠，1980：116）。而最初政府設置建屋發展局的目的是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屋，在新加
坡屋荒問題逐告消解後，政府乃在建屋發展局之外獨立成立了一家「建屋與城市發展公司」
，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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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戶居民建屋。建屋與城市發展公司自 1974 年展開了住房建築計畫，專替中收入戶建造公共建
屋，後來因為發展了幾年之後，所興建的住宅明顯與建屋發展局的地產形成排外飛地，為了避免
不同收入階級在住宅空間上形成明顯的隔離，自 1980 年開始建屋與城市發展公司新建的房屋，被
整合到建屋發展局地產發展的通盤計畫中。1982 年建屋與城市發展公司及裕廊鎮管理局的公共建
屋經營機能，更被整併入建屋發展局中，使得建屋發展局成為新加坡單一的建屋機構（Straits Times,
1982.03.27）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建屋局縮小規模，專門作為負責公共住屋事務的機構，制訂並推
行政策，而原先的建築和諮詢服務由它的獨資子公司建屋發展企業私人有限公司負責（新加坡年
鑑，2004：160）。
自 1960 年以來新加坡轉型發展成為現代化都市樣貌，除了 1974 年獨立設置市區重建局以司
市中心區域的發展之外，建屋發展局可說是在新加坡的開發，特別是公共建屋計畫及新市鎮計畫
的推動，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 引導計畫
為了有計畫的進行都市開發，早在 1952－1955 年新加坡政府即構想了「大新加坡計畫（Master
Plan）」作為都市計畫的發展控制，引導土地利用的物理發展，亦即進行土地利用的機能區劃，此
項計畫於 1958 年經過政府的批准生效。其後為了能夠通盤而整體的對新加坡長遠發展進行控管，
政府另外構想了「概念計畫（Concept Plan）」作為策略性的土地利用及交通計畫，成為大新加坡
計畫的上位指導原則。概念計畫的目的是引導新加坡未來 40－50 年的長期總體發展趨勢，而大新
加坡計畫則是著眼於未來 10－15 年的中程發展情形，並將概念計畫的規劃更詳細地落實。是故當
概念計畫進行調整後，為了能夠反映最新的土地使用規劃，大新加坡計畫亦必須進行檢視與修正，
迄今，大新加坡計畫已經過了 8 次的重新檢視與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在 2008 年（URA, 2008: i）。
兩項計畫都是為了引導、管理新加坡土地發展所擬訂的計畫，在計畫中將土地進行機能區的劃分
以限制其發展類別，亦即將不同的機能從空間中分離開來，以進行發展上的控管。

（二）徵收、移居與組屋地景的打造
興建公共建屋所面臨到的一大課題即是土地來源問題。除了自殖民政府手中所接收的軍隊用
地，及陸續進行的填海造陸工程所取得的新生地之外（Tan & Phang, 1991: 31），私人土地的徵用
更是政府發展用地的重要來源。1963 年元旦，建屋發展局內部正式設立「移殖部門（Resettlement
Department）」專門負責處理土地徵收時的移居事務。為了能夠取得私人土地作為公共用途或特殊
用途，早在 1920 年的殖民時期政府即制訂了〈土地徵收條例（Land Acquisition Ordinance）〉，作
為私有土地取得的依據。獨立建國後，新加坡政府於 1966 年新制訂了〈土地徵收法案（the Land
Acquisition Act）〉取代〈土地徵收條例〉
，成為日後政府為了公共用途或特殊用途徵用私人土地，
及建屋發展局進行強制土地徵收的法源依據（Land Acquisition, 1984）。在〈土地徵收法案〉訂定
之後，政府依據此法案陸續將新加坡島上大部分的土地徵收為國家所有，等到進行規劃開發（機
能區劃）之後，再以不等時距租賃的方式租予人民使用，如宗教用地租賃以 30 年為期限、購買組
屋的地租以 99 年為限。土地的國有化確保了政府對於島嶼稀有土地的掌控權，給予政府極大的彈
性來調整、變更土地使用方式，也避免掉國家在更加現代化之後可能面臨到私有土地徵收的困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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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政府徵用私人土地所採取的移殖政策主要有兩種補償方式，其一是選擇接受政府
提供的補償金，自行找尋調節方案；其二則是接受政府所提供的遷居方案。關於前者，在土地徵
收的大幅實施之下，人民越來越難自行尋覓土地遷居，最終可能也得遷入政府組屋居住。而後者
接受政府提供的遷居方案方面可以發現，最初政府的移殖政策雖提供給農民、住戶土地來協助他
們移居，但在 1964 年及 1979 年分別停止對住戶及農民分配土地，改採其他方案。1979 年以後對
於農夫的部分更提供建屋發展局地產中的商店或小工廠積極引導農夫轉業。移殖政策的轉變反映
出，在島嶼土地稀有性的前提之下，政府儘量減少以土地分配作為移殖方案，由於農業土地取得
不易，更鼓勵農民轉投入二、三級產業活動。隨著都市計畫的開展，1964－1973 年新加坡約有 15
％的土地被政府強制取得，其中有 1／2 以上的土地是作為公共建屋用地（Lim & Motha, 1979: 5）
。
1974 年 3 月底，在市中心或是中心邊緣的貧民窟已經有 75％被清除（Yeh ed., 1975: 19）
。在 1961
－1985 年的 20 餘年期間，受到政府清除計畫影響的個案多達有 228861 個（Wong & Yeh eds., 1985:
317）
。1960 年政府擁有的土地比例為 44％，1979 年已增加為 67％（Tai & Chen, 1982: 170）
，2008
年新加坡國土面積中有高達約 83％的土地屬於國有（公有）土地（劉麗，2008）。
改良信託局時期（1927－1959）雖然興建廉價的住房提供給低收入居民居住，但設立的 30
餘年期間僅完成了 24000 個住房單位，約有 1／10 的新加坡人口，相當於 15 萬餘人，居住在改良
信託局興建的建屋之中（Straits Times, 1960.02.02），但卻遠不足以供應新加坡日益增長的住房需
求。諸如資金的來源、私有土地取得與清除，及人民重新安置等問題，都是改良信託局在興建公
共建屋時所遇到的障礙（Straits Times, 1959.09.12）。1959 年人民行動黨執政之後，即宣布大型建
屋計畫首先為低收入戶人民建屋（Straits Times, 1959.09.19）。1960 年 2 月建屋發展局的設置取代
了改良信託局，成為新加坡興建公共建屋的主力。以「大新加坡計畫」作為指導原則，建屋發展
局自設立之後隨即展開了一連串的都市計畫，在私有土地的徵收之下，政府組屋工程得以有計畫
且大規模的推展。建屋發展局大致以每 5 年作為一個計畫單元來建造公共建屋，在剛開始的 10
年首先發展市中心邊緣的墾民區域，為未來市中心區域重建時的移殖工作作準備。自 1966 年起建
屋發展局開始以都市更新計畫來進行市區重建工作，先將更新地區的居民及商業活動重新安置到
市中心邊緣的已發展地，以取得開發用地，將原地進行重建後，再提供土地作為住屋或商業開發
利用。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依照著「概念計畫」的指導，建設計畫再逐漸向遠離市中心的邊區
地帶推展（潘明智，1972：435；Yeh ed., 1975: 12；Tan & Phang, 1991: 11；Hee & Ooi, 2002: 30）。
新加坡的都市計畫可說是透過機能空間的重組來達成，在上位計畫的引導之下，全島的土地機能
重新進行規劃與配置，住宅地景多以組屋的形式座落於土地區劃中的住宅用地上，而各族的宗教
地景（華人廟宇、伊斯蘭教教堂、印度廟、基督教堂等）則被視為是一項社區文化設施，重新座
落、附設於住宅區域之中。華人廟宇地景方面除了小部分特具歷史、文化價值而被宣告為國家古
蹟就地保存之外，多以聯合廟的方式另地重建，座落於某個組屋區的宗教用地上。
自 1960 年建屋發展局成立以來，政府的公共建屋數快速地增加。60 年代建屋事業雖初起步，
但亦興建了 11 萬餘個住房單位，70、80、90 年代建屋事業飛快地發展，各年代皆完成有 24 萬個
以上的住房單位，80 年代的公共建屋高峰期更建造了 30 萬餘個的住房單位，而自 21 世紀以後新
加坡的公共建屋已趨飽和，使得建屋速度減緩下來（見圖 3，組屋地景分布情形可參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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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60 年以來建屋發展局完成的住房單位累計與新加坡居住人口住在 HDB 建屋比例的變化

說

明：1960 年即有 9％的人居住在 HDB 住房，是因為 HDB 接收了 SIT 時期所興建的房屋。

資料來源：根據 HDB（2008）HDB Annual Report 2007/2008, p. 56, 60 資料繪製。

政府所興建的公共建屋原先僅供租賃，1964 年建屋發展局開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計畫協助
低收入戶購買政府組屋，1968 年政府更開放購屋可以使用中央公積金（CPF）來支付，鼓勵人民
購屋6。而根據曾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的鄭章遠指出，「1964 年，政府決定實施居者有其屋計
畫，使新加坡人民對國家的榮辱有切身的利害關係」
（鄭章遠，1980：114）
，因此在政府鼓勵人民
購置組屋房產背後，所蘊藏的意涵是希望能夠藉由使人民在新加坡擁有地產，來促進人民對於土
地的認同情感，增進與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組屋地景不僅是政府所建造的地景，亦是人民所「擁
有」的聚落地景。此外，自 1974 年起政府將居者有其屋方案推行至中收入戶家庭，1979 年 8 月
再放寬購屋收入限制，家庭總收入每月不超過 2500 元可以購買政府組屋，新規定實施之後使得新
加坡 95％的家庭都可以購買政府組屋（Drakakis-Smith & Yeung, 1977: 6；Wong & Yeh, 1985:
231-232；建屋發展局，1973：2；方遠，1980：65），使得有更為廣大的人民被納入了組屋地景中
生活，而這也意味著政府透過組屋政策所能及的影響力擴展到更多的人。
在私有土地徵收及組屋工程的推展之下，有越來越多人口由傳統聚落遷入各地的政府高樓組
屋居住，組屋生活已成為現代新加坡的主流。原先在 1960 年居住政府組屋的人口比例僅有 9％，
在組屋工程達到高峰的 80 年代居住人口比例已衝破 80％，其後並皆維持在 8 成以上（見圖 3）。
政府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一致性高樓組屋地景成為新加坡日常生活中的最常見的居住景觀，組
屋生活更是新加坡人不分族群、經濟條件最普遍且共同的生活方式（見照 13~照 16）。但若進一
步就建築物的細部來看，華人仍可藉由華文匾額、香爐、春聯、燈籠等臨時附加物，在地景中表
現自身的身分認同。
6

中央公基金制度創設於 1955 年，由中央公積金局統一管理，是一種強迫儲蓄制度。公積金的來源由
雇員及雇主各自提出一定比例薪資的錢，存入雇員的公積金帳戶，再由中央公積金局向存款人支付
年息（Tan & Phang, 199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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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說

2008 年新加坡都市計畫區及 HDB 住宅區分布圖

明：1.以 Mighty Minds（2006）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的新加坡地圖為底圖繪製國家、島嶼
輪廓。2.參考<Map of Planning Areas>繪製都市計畫區域界線（URA, 2008: Ⅱ）。3.參考
<Location of HDB Developments>地圖繪製 HDB 住宅區分布（HDB, 2008: 61）。

照 13

榜鵝捷運站外的新市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6.07.16。

照 14

宏茂橋組屋一景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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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15

大巴窰組屋工程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6.07.12。

照 16

宏茂橋組屋一景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 2007.07.14。

聚落地景變遷的意涵
文化地景不是消極的呈現，而是涉及了權力的再現，地景的閱讀不應僅是文獻的閱讀，應置
放在地方的政治、經濟脈絡中（梁炳琨、張長義，2004：92）
。當新加坡新、舊聚落地景被置放回
新加坡的政治、經濟脈絡之中時，可發現新加坡的新、舊聚落地景變遷，蘊含了特殊的國族意涵。
聚落地景是人作用於地表上所產生的結果，殖民時期新加坡不同華人聚落地景的存在，反映
出在人－人差異下所呈現出的地－地之間的景觀差異性。殖民時期新加坡的聚落地景反映了族
群、城鄉與經濟差異。新加坡人口多來自於海外移民，這些移民大致可區分為華人、馬來人、印
度人、其他等四大族群。各族移民攜帶著自身族群的文化傳統來到新加坡，將其再現在新加坡這
個異鄉，創造出帶有濃厚族群色彩的文化景觀，呈現族群居住領域隔離現象，如馬來甘榜、印度
廟等。華人的街屋市鎮或甘榜村落聚落地景，雖然可能在居住的建築樣式上融入了部分馬來式及
歐洲風格的建築元素，但仍可從中窺見到移民原鄉文化的影子。聚落中的廟宇地景、居住建築設
計、建築物上的華文使用、建築雕飾…等各項元素，如同一個個身份認同符號，象徵了有別於馬
來人、印度人、其他等族群的華人族群身分認同，從而在聚落地景中創造出屬於華人的族群文化
氛圍。新加坡島上一處處散佈的華人聚落地景，代表著一個個異於他族的身分認同空間。
除了不同族群形成的族群文化氛圍之外，城鄉與經濟差異亦表現在舊聚落地景中。在萊佛士
對於市區的規劃之下，新加坡河口一帶的市中心區域成為地價昂貴、商業活動繁盛的發展核心。
就華人而言，較為富有的商人得以在地價昂貴的河岸商業區域設立店鋪，並利用價格較高的磚、
石、水泥等建築材料來起造店屋，店屋正立面上可能刻畫有精美、繁複的雕飾圖案。但居住在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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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區的華人多為處於社會底層的移民勞工，由於經濟能力不佳，僅能在地價便宜的鄉村地區建
屋生活。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鄉村華人仿照馬來人就地取材，僅能建造容易漏水、損壞的亞答
屋居住。但當財富累積、經濟條件逐漸改善之後，亞答屋逐漸改建為鋅板屋或磚、水泥等建材。
此外，華人廟宇所使用的建材及廟宇內外的雕飾，亦反映了所屬華人地方社群的經濟能力。
1960 年代以後組屋社區地景的出現，象徵在不同的人（政府）－地作用下的結果。1960 年代
以來組屋地景的打造，使得新加坡的聚落地景產生激烈變遷。作為公共建屋主要機構的建屋發展
局，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取代了殖民時期人民各自建屋。強制性土地徵收所進行的土地國有化，
使得土地這項稀有資源掌控於政府手中，政府得以統籌運用、分配土地。引導都市計畫發展的大
新加坡計畫、概念計畫的擬定，則顯示新加坡的土地機能與價格由國家所掌控。建屋發展局統合
了土地、財富等資源進行重新分配，先為低收入階級，爾後亦為中收入階級的人民建造由鋼筋、
混凝土所興建的政府高樓組屋（公共建屋）
。在都市計畫與組屋計畫的推動之下，破除了聚落地景
上的地－地差異，新加坡幾已無鄉村地區；人－人之間的差異亦被消除在聚落地景的分布上，大
多數的新加坡人（不分族群）生活在政府所建造的組屋社區之中。現代化、一致性的高樓組屋地
景，從而大體上消除了殖民時期在聚落地景中的族群、城鄉與經濟差異。組屋地景成為新加坡日
常生活中的最常見的居住地景，組屋生活更是新加坡人最普遍且共同的生活方式。組屋中的華人
廟宇地景，雖然仍然是華人身分認同的符號，但並不像殖民時期是華人地方社群（聚落）的象徵，
而是被規劃作為社區的一項文化設施而存在。
至於小部分看似沒有受到地景變遷所影響，被以「國家古蹟」或是「保存主要計畫」保留下
來文化地景，目前分屬新聞通訊及藝術部（MICA）的古蹟保存局（PMB）和市區重建局（URA）
管轄。古蹟保存局保存這些歷史地標的目的，因為這些歷史建築物提供了一種與新加坡的過往連
結，而新聞通訊及藝術部的任務亦擔負起促進社區感與國族身分認同的目的7；市區重建局亦認為
對於文化地景的保存，可以保存下新加坡的過往歷史，增添都市不同的面貌與特性，以及賦予都
市歷史感及地方記憶8。因此被保存下來的文化地景雖然在外觀上仍然帶有族群文化色彩，但被重
新賦予了象徵國家身分認同的符號，成為國族論述中與新加坡國家過往連結的一項重要媒介。

結論：聚落地景變遷的特性
建國前、後新加坡的文化景觀出現重大變遷，地景的變遷是不同人－地作用下的產物，地景
的演替消除了殖民時期在景觀上所呈現出的人－人差異及地－地差異。在政府強力介入之下，殖
民時期的聚落地景快速地被瓦解，而被現代化的商業大樓及政府組屋所取代。新、舊聚落地景的
變遷，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新加坡嚴重的屋荒問題，由於國族論述趁勢加諸於地景變遷之中，使得
新加坡華人聚落地景的變遷存在著下列三項特性：

7

8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http://app.mica.gov.sg/Default.aspx?tabid=210 （最
近更新 2008/10/22）.（2009/11/13 瀏覽）;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http://app.mica.gov.sg/Default.aspx?tabid=107 （最近更新 2009/01/13）.（2009/11/13 瀏覽）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http://www.ura.gov.sg/conservation/conservation.htm （ 最 近 更 新
2010/01/05）. （2010/01/05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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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景破除－殖民時期新加坡的華人聚落地景反映了族群、城鄉與經濟差異，
獨立建國後政府透過了大規模組屋地景的建造，破除了不利於國家、國族發
展的傳統聚落地景。
（二）地景新造－作為國家權力象徵的建屋發展局統合了土地、財富等資源進行重
新分配，新建造的組屋地景，不帶有族群、城鄉、經濟差異的色彩。組屋地
景成為新加坡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居住地景，組屋生活更是新加坡各族人最
普遍且共同的生活方式。
（三）地景的保存與轉化－在地景變造過程中，小部分的建築地景被以國家古蹟或
是保存主要計畫所保留下來，成為一種觀光、文化資產。雖然這類的地景仍
然呈現了昔日的族群文化色彩，但地景被加諸了國族論述，而與國家過往歷
史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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