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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宝梅江公会是由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大埔及丰顺七县的方

言族群组成，创会至今已有 110 周年，注册至今则有 63 年。早在十九世纪初，

南洋地带因拥有丰富的资源而吸引大批的华人移民至此找寻工作。但初到南洋

的他们却生活在语言隔阂及陌生的群体中，因而有感唯有凝聚族人的力量，互

相关照，才能排除万难在异乡得以生存。而此时地缘性会馆纷纷地成立正也解

决了华人移民生活上的需求及舒缓他们对异乡的恐惧感。 

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以嘉应客家人移居马来亚史略为主，并在第一节中

探讨致使他们背弃儒家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而离乡背井的因素。这其中笔者将

之分为两项，即是嘉应州山多田少的地理环境及有关当时的政治动态。而吸引

他们选择到南洋谋生的因素则与南洋丰富的天然资源有关。至于第二节则将探

讨金宝的发展主要是与锡矿的发现有关。 

至于有关金宝梅江公会的发展史将会在第二章探讨。1950 年金宝梅江公会

成立以前，金宝安邦街便已有梅江善后社的存在。所以若以现有善后社而后有

会馆创立的年份来看，该会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该会的组织结构除了

是由董事会 21人组成以外，也于 1977年设立青年部与 2000年成立妇女组。 

对于该会如何去应对社会的发展，改革其早期所提供的功能，以符合当今

社会的需求则会在第三章作为研究重点。其主要是探讨该会的福利、联谊及教

育功能的演变。而第四章笔者主要是通过自会馆成立以来所参加过的活动，来

探讨其与社区的互动。最后笔者将总结以上四章，指出会馆所面对的困境及其

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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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会大部分资料散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早期会馆的发展笔者只

能通过与该会理事的访谈及透过一些零碎的片段资料加以撰写。加上笔者学养

不足，以致个人观点不够透彻，因此本论文乃有许多不足之处，不能在前人的

研究上延伸出更多新的观点。 

 

【关键词】金宝  梅江公会  功能演变  社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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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十九世纪初，许多华裔先贤选择了离乡背井，飘洋过海远到南洋，目的只

为能在异乡谋求生活，摆脱当时候在中国所面对的人口过剩及政治困境。他们

孤身寡人身处异地，对当地语言、生活习俗皆不熟悉，不安与恐惧感自然而然

就会产生。初到南洋，除了靠双手替别人开埠，从事农业、採矿等的粗重工作，

是乎已别无选择。为了生活糊口，有者任劳任怨的在风雨中打拼，成功在异乡

闯出一片天，有者不幸客死异乡。 

虽然早期南来的华人也许在中国是来自同一个省或县，但他们却鲜少联络

甚至彼此互不相识。但南来马来亚后，处在陌生国度且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唯

有希望凝聚同乡之间的力量，共同组织公会，互通信息、互相关照，以达到守

望相助之效。19 世纪地缘性会馆的诞生正解决了早期华人移民生活上所面对的

困境。地缘性会所提供的福利等功能使他们无需担心灵魂游荡异乡，无人祭祀。 

本论文是以金宝梅江公会为研究对象，研究年份则定于 1906 年至 2013 年。

虽然该会的注册年份是 1950 年，但嘉应总坟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即 1906 年便已

在金宝建立，因此笔者将从此年份开始切入该会的历史发展。本论文的内容主

要是以金宝开埠及嘉应先贤移居为基础，再从中探讨该会成立的原因及透过该

会的章程来了解其组织的结构。该会早期所提供的各种功能亦随着时间与社会

变迁而有所变化，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年份将止于 2013年。 

 

第一节：研究动机 

本论文主要论述的对象是金宝梅江公会的功能演变与社区互动，并将研究

年份设定于 1906 年至 2013 年。然而，笔者选择研究此课题的主要原因是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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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这块土地的开埠是因其四周蕴藏着大量的锡矿而逐渐发展，也因此吸引大

量的华裔先贤南来此地，其中不乏 1880 年前便已来到金宝从事采矿业的嘉应先

贤。但有关当时候华人先辈对这片土地的开拓等历史资料记载和研究却是少之

又少。加上打从金宝梅江善后社成立之初直到后来发展成金宝梅江公会期间至

少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所以该会必见证过历年来金宝社区的发展，而二者之间

的后续发展必然也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希望研究此课题能为金宝

与金宝梅江公会的文献记载有所帮助。 

其二，笔者曾在 Y2S1 时上过黄文斌老师所教导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从而

了解不少有关华人早期南来从开拓至落地生根，挨过了不少艰苦和辛酸的历史

过程。然而，有关 19 世纪华人飘洋过海南来对这片土地的贡献史实记载却少之

又少，这也引起了笔者对早期华人在南洋这片土地的生活的好奇心，从而开始

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开始产生兴趣，希望透过此研究加深笔者对先辈们的认识。

也基于此笔者的论文才会选择本地研究这个方向。 

 

第二节：前人研究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坐落于霹雳州的金宝梅江公会。而在此之前金宝拉曼

大学吕玛莉博士已研究过此课题，并命题为“金宝梅江公会个案研究”。吕玛

莉博士主要是以《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为参考资料，并以金宝梅

江公会的历史背景及社区等的互动为研究，因此笔者没有引用其研究作为参考。

但笔者的研究方向和其略有不同，本论文主要是以嘉应客家人移居至马来亚到

后来在金宝这片土地购买会所至创立公会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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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笔者再透过访谈该会的理事从而得知该会的功能演变，即从金宝梅

江善后社创立之初至公会创立至今所提供的福利等功能，是否因时间的变化而

致使该会理事必须不断地对内部重新定位，扩展功能。笔者也透过不同嘉属会

馆的纪念特刊或照片来发掘该会与其他社团的互动。 

 

第三节：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 

本论文主要是以《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周年》的小册子及该会 1990

年的章程为主要文献资料。通过章程笔者可得知该会的组织结构与职员的权职。

而该会早期的历史及功能演变则可从小册子中获知一二。笔者参考了 1973出版

的《霹雳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及新厦落成开幕特刊》以了解有关当时候马来

亚 25 间嘉属会馆成立的年份，确认早在 19 世纪初便有嘉属会馆在英殖民地纷

纷成立。再以此基础上参考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与林水檺及骆静山所编

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探讨致使华人于 19世纪南来的内外因素及移民方式。

接着，笔者参考了陈长兴于 2001年所出版的《金宝 100年：1886-1986》，发

现昔日金宝是因锡而从一个原始围绕森林的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但后来也因锡

价的崩溃而开始走向没落的步伐。 

二、口述历史： 

笔者曾于 2013 年 12 月 10 上午亲临金宝梅江公会会所，并与该会较资深的

理事，即是现今担任福利部委员的余抗勳先生及该会秘书张翠英女士进行访谈，

二者加入该会至少有二十年。希望透过访谈获知一些有关该会早期所提供功能，

但文献资料里头却是没有记载的，并借此将前人所研究的作对比，以求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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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地考察： 

为了进一步了解金宝梅江公会，笔者亲自上门去参观该会坐落于金宝务边

街的会所。该会会所大厅的墙上悬挂着许多大大小小且具有纪念价值的牌匾、

照片与锦旗。此外，笔者亦发现该会摆有一些该会理事敬贺该会周年纪念的物

品，笔者都将这些物品一一拍下，从而探讨该会与社区的互动。 

 

第四节：研究难题 

笔者撰写此论文所面对的问题之一是缺乏文献资料。由于金宝在第二次大

战时曾遭日本侵略，以致当地人民处处躲避战乱，金宝梅江公会的会务也因此

无人处理，会馆重要的至于文件及资料全被摧毁，有关二战以前的历史文献几

乎无可查询。至于二战以后的有关该会的历史记载，部分又因受潮而毁坏，有

者甚至已被丢弃。该会目前乃未曾出版特刊，笔者只能依据现有，也是唯一有

记载该会历史的一本小册，从中获取资料。頗为可惜的是就连该会早期所进行

的活动照片也所剩无几，以致笔者只能从现今会所大厅内所悬挂的旧照片得知

该一二。 

虽然笔者屡次要求该会借笔者有关该会的会议记录，但基于私人原因，该

会婉拒了笔者。当然，笔者也不去为难对方，唯有透过访谈的方式。虽然部分

会员表示不太清楚早期会馆的动向，但他们还是尽他们所能协助笔者，把他们

所知的告诉笔者。对此，笔者在本论文中已尽全力去阐述。 

 

 

 

 

 



5 

 

第一章：嘉应客家人移居马来亚史略 

 

第一节：嘉应客家人南来原因 

嘉应州旧称为程乡，两千多年秦汉时代，乃属广东省南海郡潮州揭阳县内

的一个乡，直到唐朝才成为程乡县，属潮州管辖。到了宋元两代称梅州，至清

雍正十一年（1733 年），才升格为直隶嘉应州，统领镇平、长乐、兴宁、平远

四县，连同程乡县合称为“嘉应五属”，改属广东省管辖。直到中华民国建国

后，废除了州府制，嘉应州改名为梅县。同时因为河南省先有镇平县，福建省

亦有长乐县，为了避免地名的混淆，故把镇平改为蕉岭，长乐改为五华。（槟

榔岛屿客属公会，1979：350）由此可见，嘉应州名称不断的演变主要是因不同

时期的政府实行了不同的政策而导致的。而马来西亚各地嘉属会馆也因此所使

用的名字略有不同，如嘉应、嘉应五属、梅江、兴宁或蕉岭等名称在马来西亚

各地皆有嘉属会馆使用。 

早在十九世纪左右开始，嘉属会馆便已逐渐在马来亚各地纷纷成立，主要

是因移徒至马来亚的嘉应客家人日益剧增。这可从以下表一中发现： 

（表一）马来亚各地嘉属会馆创建年份： 

 属会名称 成立年份 

1. 槟城嘉应会馆 1801 

2. 马六甲应和会馆 1821 

3. 星洲应和会馆 1823 

3. 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 1826 

4. 安顺应和会馆 1872 

5. 砂劳越古晋嘉应同乡会 1874 

6. 日叻务嘉属会馆 1880 

7. 雪隆嘉应会馆 1898 

8. 霹雳嘉应会馆 1900 

9. 庇劳应和会馆 1915 

10. 司南马嘉应会馆 1915 

11. 万里望嘉应五属公会 1936 

12. 霹雳蕉岭同乡会 1938 

13. 金宝梅江公会 1950 

14. 华都牙也嘉应会馆 1951 

15. 砂劳越美里嘉应同乡会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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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柔佛州嘉应会馆 1955 

17. 马登巴冷嘉应五属公会 1960 

18. 太平嘉应会馆 1960 

19. 马来西亚兴宁同乡会 1965 

20. 麻坡嘉应同乡会 1968 

21. 淡边嘉应同乡会 1971 

22. 吉玻嘉应会馆 1974 

23. 诗巫嘉应同乡会 1977 

24. 吉南嘉应五属同乡会 1987 

25. 和丰嘉应会馆 1994 

（资料来源：整理自《霹雳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及新厦落成开幕特刊》） 

 

最早三所在马来亚成立的嘉属会馆，分别是 1801 年成立的槟城嘉应会馆、1821

年成立的马六甲应和会馆及 1823 年成立的星洲应和会馆。这主要是和南洋地带

资源丰富有关。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各邦的干预导致马来亚半岛的锡矿业和槟

榔屿的种植业等迅速发展，槟榔屿更在 1786 成为了第一块英殖民地年，新加坡

则在 1819 年成为了殖民地，而马六甲也相继在 1824 年从荷兰的控制权中转移

到英国手中。（颜清湟，1991：36）这些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加上中国东南沿海

通商口岸的开放，提供了那些生活陷入困境而想要逃离祖国的华人工作机会，

因此他们大批的涌进马来亚。这也可推断出大部分嘉应客家人南来马来亚的时

期是在 19世纪左右，并且大多数是从邻近的岸口涌入。 

然而，一般中国人都具有儒家传统的安土重迁的思想，若要冲破此社会束

缚的人就必须拥有极大的勇气。（颜清湟，1991：1）能促使他们反抗此传统观

念，且导致他们背井离乡，别离妻子远涉重洋到异乡去谋生的原因其一不外乎

是有关当时后的地理环境。嘉应州是闽、粤、贛三省奏合的地域，僻处在内陆

的山谷间，境内山多田少，内无河川之利，更曾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山区市。（霹雳嘉应会馆，2000：308）耕地面积小的情况导致当地的人民处于

从商不能发展，农物不能自给的环境。人民在食物大米等短缺的情况下，也基

于求生的本能，而不得不向外迁移以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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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嘉应客家人南移的原因是和中国的政治动态有关。如太平军的首领，

洪秀全（1814-1864）曾于 1850 年反抗满清，由于历史上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投在他旗下的的官兵有不少是客家人。后来太平军起义失败，数千的客家人为

了逃避屠杀而逃往至南洋各地。这是因为中国南方的沿海地带与南洋各岛屿较

接近，加上南中国海一带受印度季候风的影响，因此他们带着经长期遭遇残酷

战争及移民的生活所磨炼出来的坚韧不拔及刻苦耐劳的个性，勇往南洋重新寻

找生活。（林水檺、骆静山，1984：14） 

当时候中国人移民马来亚的方式大体可分成两种，一是亲属制，二是从移

民贸易发展而来的苦力贸易。（颜清湟，1991：4）亲属制是指那些早期南来马

来亚开办商业的移民因方言性与移民社会性质的差异，缺乏对职员的信赖，因

而返乡从亲属中招募帮手。而苦力贸易则是发生在 19 世纪的后半期，为了满足

欧洲商人在国际市场对华工的需求，中国在那时期更出现了劳工征募代理者的

组织，加上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更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劳工提

供了便利。劳工代理商将以介绍职业为饵，把那些移民带到各个岸口，再将其

当作物品转卖，从中赚取利润。若转卖不成功者则被囚禁在拥挤至密不通风，

污秽不堪的猪仔馆，遭受非人的待遇。若以亲属制与苦力贸易南来华工的命运

相比，前者的命运好上许多，至少在异乡面对难题时还会受到亲属的关照。 

 

 

第二节：金宝开埠与锡矿业 

金宝座落于马来西亚霹雳州，位于近打区域的一个小镇。据前马来联邦秘

书长佐斯麦士卫爵士在回忆录中指出，其曾于 1886 年与近打县长、县属测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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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几位矿工在“万邦刁湾”(Mambang Di Awan)发现了丰富的锡苗，并前去开

采。但此地区并非现今因英殖民紧急状态时所成立的万邦刁湾新村，而是指现

今金宝督公街（JalanTokong），也就是以前被称为东昇桥头或七家头那一带。

（赖自卫，林观华，2012：23）接着，金宝近打南区县议会则于 1987 年为了配

合霹雳苏丹殿下华诞，并联合金宝民间团体及人民一同欢庆金宝开埠一百周年。

因此，无论金宝的开埠年份是在 1886或 1887 年，二者都可被官方接受。 

然而，有关金宝名字的由来主要是相传于 1880 年期间，有位来自苏门答腊

的拿督嘉波（DatoJabor），曾在金宝经营着数座的矿场，其为了纪念其坐落于

苏门答腊名为“金芭”的故乡，故把他所发迹的这个地方也取名为

“KAMPAR”，而华裔先贤则把它音译为“金宝”。但也有部分金宝老一辈的

居民指出，金宝原不称为金宝，而是“禁浦”，原因是早期未开发的金宝四周

都围绕着森林，弥漫着山岚瘴气，隐藏着毒蝎猛兽，因而被早期的华人先辈称

为有命去无命回的地方。（陈长兴，2001：11）但后来相信是为了纪念先贤的

开辟精神，改善有关环境，故将“禁浦”改为“金宝”。 

金宝这个市镇主要是因锡而逐渐发展起来。锡的用途繁多，它可混合其它

的金属以制造合金体。加上十九世纪西方诸国工业发展迅速，对锡的需求日益

增加，导致採锡业成为一种盈利颇厚的企业。1880 年，法国的 S.E.K 锡矿公司

曾派遣两名地质学家前往霹雳州探测藏有锡米的地方，从而发现太平拉律与近

打谷两地区蕴藏有大量的锡苗，金宝河流的地区亦是如此，因而吸引许多外国

投资者前来开採。（陈长兴，2001：66）法国 S.E.K 锡矿公司更于 1886 年便已

开始在金宝设立矿场，1907 年于金宝山麓兴建一座水力发电厂以便发出电源供

採锡所需，甚至于 1949年与霹雳州政府签下开采锡矿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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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仅仅是外国投资者看准金宝这个拥有大量锡矿的市场，就连许多

的华工也因而蜂拥而至金宝，纷纷加入采矿行列。他们大多是从水路即是沿着

霹雳河北上，然后转入近打河至华都牙也、布先、怡保、再沿着美罗河到美罗，

伸展到打巴区的积莪营，继续往北上至太平等地。（陈长兴，2001：11）笔者

相信这其中不乏嘉应客家人。这一点可从金宝梅江公会的特刊发现，嘉应客家

人早在 18 世纪末便已抵达金宝进行采矿事业，其中采矿成功者有嘉应先贤梁官

增（生卒年不详），他曾于 1880 年左右在金宝拥有大片矿地，更从家乡引进大

量同乡子弟前来工作。此外，梁官增先生更曾将其一段矿地售予法国的 S.E.K

锡矿公司，不料该地段竟是金宝著名的锡米仓，S.E.K 公司更在该地段开采锡矿，

前后超过一百年。（《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03：5）金宝

梅江公会福利部委员，余抗勳（1941-）亦透露，早期南来金宝的嘉应先贤大约

有 60 至 70 巴仙左右从事锡矿开採，只有部分从事工商农业。由此可见，从事

着与锡矿有关的嘉应客家人的确不乏其人。 

金宝的经济命脉与锡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点可从 1886 年原本只有 1500

人口的金宝，到了 1986 年竟增长了 25 倍左右，约 37650 人聚集在金宝。（陈

长兴，2011：20）此外，1895 年金宝的火车轨道更成功衔接至怡保，以便输送

锡矿。金宝鼎盛时期更有一条戏院街，主要因素是金宝的电影院都集中于这条

街。但好景不常在，经百年的开采，金宝早已千疮百孔，矿场纷纷倒闭以致当

地就业机会减少，年轻男女亦因此而背井离乡，到异地另寻就职。昔日因锡矿

而辉煌的金宝，此时变得黯然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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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金宝梅江公会发展史 

 

第一节：金宝梅江公会简史 

一百多年前的金宝曾以锡矿而闻名世界，以致许多华裔先贤都相拥至此从

事锡矿业。初到南洋的他们多属劳工阶级，加上其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唯有

靠双手去劳动打拼，替人开埠，以维持生计。基于当时是殖民地时代，帮派分

明，因此嘉应先贤有感同乡之间需互通讯息、共谋福利，以达到守望相助之效，

因而倡议在金宝组织公社，即梅江公会。该会属地缘性会馆，其会员主要是由

祖籍来自嘉应州七属，即是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大埔及丰顺七县

组成。（《金宝梅江会章程》，1990：1）因此，同乡之间聚集一起便能以相同

的方言交谈，彼此之间没有语言沟通的障碍，处在异乡的嘉应先贤自然就会产

生特殊的亲切感。 

然而，金宝梅江公会的会所早在 1928 年是坐落于金宝安邦街。（《金宝梅

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7）但基于世界第二次大战，即日本侵

略马来亚半岛时，金宝这块蕴藏着大量锡矿的宝地自然地也逃不过日军的关注，

其甚至在金宝附近驻扎陆军，设立行政军区，以致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期间，金

宝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嘉应先贤纷纷逃往他地躲避战乱。那些存放于安邦街

旧会所的大量文献及资料也因战乱无人处理，饱受战火的摧残，散失殆尽。该

会确实的创办年份更因此而无法查询，殊深可惜。 

1945 年马来亚光复后，嘉应先贤再次回流金宝，但原有的会所因遭日治破

坏，加上其地处偏僻，出入不便，该会理事遂有重建新会所之拟议。1949 年初，

该会成立董事部，召集多次筹备会议，积极商讨有关筹建会馆，进行募捐事宜。

在该会第一任会长陈仞千（生卒年不详）英明的领导下，有关募捐、宣传及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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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乡入会等工作一切顺利进行，未及半年时间，便于同年九月三日集资购置

金宝务边街九十号会址。（《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8）

经一番修建后，巍峨仑奂的两层楼会所于 1951 年宣告建竣。与此同时，该会先

贤也积极向政府申请注册，最后于 1950 年成功取得注册，正式取名为金宝梅江

公会。（《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8）梅江这名称源自

于梅江有两个水源，一是源自五华、兴宁；一是源自平远、蕉岭，会合而成梅

江。1952 年 10 月 10 日当天，于嘉应先贤所创立的旅康俱乐部设宴联欢庆祝，

宴会上共筹获捐款万余元，以购置新会所傢私用具，并于 1953 年 6 月 1 日正式

举行隆重开幕典礼。 

然而，有关金宝梅江公会确实创立的年份，该会理事会员却持有怀疑的态

度，但基于日治时期，文献散失殆尽，无从追究。直到 2013 年，该会乡贤于清

明时期前往金宝嘉应总坟进行扫墓及祭拜仪式时，才发现总坟上的设立年份竟

为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 1906 年。（《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

2013：6）加上早在还未购买此会所以前，金宝安邦街便已有梅江善后社的存在。

（《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7）其功能主要是协助那些

不幸客死异乡者处理其身后事，但有关其确实成立的年份亦因战乱时资料散失

殆尽而无从考察。若按先有梅江善后社的组织，后有嘉应总坟之建设来推算，

该会的创建年份应比其总坟建设来得早，至少有一百一十年以上。 

此外，金宝梅江公会乃可通过其它的历史遗迹来证明该会从创办至今的年

份不应仅仅只有六十四年的历史，而是百年历史。如早在 1928 年，该会理事便

已在安邦街购置一间会所。（《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

7）其目的主要是方便乡人聚首，联络感情。接着，该理事会更于此会所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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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个印有民国十八年，即 1929 年字眼的青花八角饭碗，且相信这是前人团拜

聚餐时所使用的饭碗。（见附录：图一及图二）若以此二物件来推算梅江公会

的创办年份，至今已有八十四年之久。 

再来便是以梅江公会的恒产，1903 年成立的金宝太上老君庙作为推测该会

创办年份的证据。（《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6）然而

有关金宝太上老君庙与金宝梅江公会的渊源可要从该会的理事，即谢道南道士

说起。谢道南道士是金宝太上老君庙的创办人，其曾将该庙患上重病的马来地

主医治好。该马来地主为了报答谢道士对其的医治，便决定将那片土地赠送给

太上老君庙，更吩咐其后人不准擅自收回该地。但谢道南道士基于其未成家立

业，临死前便将此庙交由梅江公会的理事去负责打理，并以此作为该会的恒产。

(余抗勳, 2013)若按此庙成立于 1903 年的年份来作为推测，金宝梅江公会创立

百年之说是可靠的。 

最后，有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早在 1880 年 S.E.K 法国锡矿公司乃未在金宝设

立前，该会的先贤，梁官增（生卒年不详），便已在金宝拥有大片的矿地，其

更引进同乡弟子前来协助其采矿。这都足以证明嘉应客家人早在 1880 年后便已

陆续南来金宝，有关金宝梅江公会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创建是极有可能的。 

此外，该会董事有感于该会多年来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因而倡议在金宝

新街厂购置一栋两层楼的商店作为该会恒产。因此，该会董事便齐集拜会该会

产业受托人及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丘思东局绅（1933-），其亦是金宝新街厂

物业发展商。丹斯里以优先及优惠价格将一栋两层楼的店铺售予梅江公会，该

会最后也成功将该店铺出租于仔仔茶餐室，便以此来缴付该会所的水电费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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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金。(余抗勳, 2013)至于该会其他较大的开销费用如整修漏水陈旧的会所，

则必须透过向会员或举办歌唱比赛等活动筹款，方得以解决。 

然而自 1985 年世界锡价崩溃后，金宝许多的锡矿公司顿时运作困难，有者

甚至面临倒闭，经济萧条，百业不兴，年轻人纷纷离开金宝向外发展，以致该

会面对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现象。他们对会馆少了一份归宿感，认为那里聚

集的多是老人家，因而常缺席会馆所主办的活动，最多也是逢年过节和父母一

同出席一年一度的周年庆。部分的会员亦跟随孩子到外地去居住，以致每一年

的聚会都是由相同一班年长的会员在处理。 

 

第二节：组织结构 

十九世纪的地缘性会馆不仅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为流浪者提供住宿，

为贫困者提供福利，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互助团结渡过难关。金宝梅江公

会的章程有提出，凡属嘉应五属的同乡，品行端正，年满十八，不分男女，只

需由一名会员介绍，填写入会表格，再交由董事会议通过，缴纳会员费后，便

能正式成为该会会员。但若该会发现且持有证据证明窃用该会名义谋取私人利

益的会员，其会员资格将被取消。（《金宝梅江公会章程》，1990：1）该会会

的会员人数于 1969 年更多达 800 人左右。（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

1973：158）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该会的会员多是第三或第四代嘉应先贤的后裔，部分

更因学业工作等事项移居他地，鲜少与会馆有所接触，以致对会馆少有认识，

缺乏情感。到了 2013 年，该会会员人数只有 400 人左右，执委 21 人，活跃于

该会所主办的活动大约只有 100 人。(张翠英, 2013)为了避免使该会会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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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减少，成为该会的会员只需缴付入会基金二元，或永久会员缴纳二十元，

便能享有该会为乡人所提供的福利。（《金宝梅江公会章程》，1990：1） 

除了由 21 人所组成的董事会外，金宝梅江公会也另设两个组织，即青年团

与妇女组。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一代的对于会馆所组办的活动

兴趣已逐渐淡化，对乡团的观念亦了解深，以致我国各大会馆纷纷面临青黄不

接、后继无人的的现象。该会有鉴于此于 1977 年便成立青年部，至今已有三十

七年的历史，其宗旨为培养接班人并积极推动该会会务。（《金宝梅江公会庆

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12）此外，该会青年年团也积极参与协办全国

嘉联青所主办的活动。这一点，将在第三章第二节加以述说。 

以往在传统的社会里，妇女多扮演着为人之妻与为人之母的角色。然而，

当今妇女所扮演的不仅是在家庭相夫教子的重要角色，而是逐渐拥有自己的一

番事业。金宝梅江公会也因此于 2000 年成立了妇女组，其宗旨主要是鼓励会员、

同乡妇女多参加社会活动及福利工作。希望借此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外，

亦能让她们从旁协助该会会务发展，展示女性力量。如 2007 年的 6 月中旬，金

宝梅江公会的妇女组便与青年部合作联办“霹雳州华语歌唱比赛”及周年纪念

联欢晚宴，以作为整修漏水陈旧会所的基金。（《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12）此外，该会妇女组从成立至今先后也曾主办医学讲座、

舞蹈班、歌唱班等的交流表演及探访残障中心及老人院，以表示她们关爱社会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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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金宝梅江公会功能演变 

 

第一节：福利功能 

对于那些十九世纪初到金宝的嘉应先贤，金宝梅江公会将给予他们生活上

的帮助，让身处在人生地不熟环境中的同乡倍感亲切，同时也减轻了对异乡的

畏惧感。早在金宝务边街的梅江公会创立初期，其会所二楼曾提供住宿给孤身

寡人来到南洋的嘉应同乡。(余抗勳，张翠英， 2013)该会所二楼备有多张帆布

床，好让那些患有病痛，无亲属照顾的同乡有个棲息的落脚处，以致无需沦落

到四处流浪的下场。同乡之间更因常聚集于会所交谈，从中互换信息，无形中

也提供了他们工作机会。 

该会的福利组也基于当时候的社会乃缺乏政府津贴，因而在 1950 年福利组

下曾设互助会，协助会员解决生活或经济上的难题。凡是会员便能享有该会所

提供的福利。自该会创立至今，会员入会时只需缴纳费入会基金二元，永久会

员则缴纳二十元，免缴纳年捐。至于普通会员则需缴纳年捐二元，否则将丧失

会员资格。（《金宝梅江公会章程》:1990）由此可见，梅江公会并不是盈利机

构，多年以来乃实施二元的入会基金，其目的也只希望更多嘉应五属客家人加

入会员，享有该会所提供的福利。 

至于那些不幸客死异乡的嘉应乡贤，设立在安邦街的梅江五属善后社，亦

就是梅江公会的前身将为其处理身后事，减轻他们客死异乡的畏惧感。但有关

此善后社确实成立的年份则因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该会重要资料散失殆尽，已

不可考。然而每年清明时期，此公会的理事会亦将为之扫祭坟墓，让同乡去世

后无需担心灵魂在异乡游荡，无人祭祀。此外，该公会早期更有一辆简陋、以

小罗厘为主的富贵车，其功能主要是载送该会同乡的灵柜或棺材,来往坟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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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期间该会将出动人力采用绳子拉动该富贵车，这无形中也发挥了他们互助、

团结的精神。至于该辆富贵车何时被出售，张翠英（1945-）表示由于时间相隔

已久，该会会员已无人知晓。(张翠英, 2013) 

1952 年该会所创立的旅康俱乐部后来也因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即禁止会馆进

行赌博活动。加上会员们也因各种因素如交通不便及家人反对而停办。虽然该

会至今乃保有营业执照，但却坚持不办赌博等不良活动来增补会馆收入。自从

富贵车被售卖以后，该会也不再提供会员们住宿及富贵车等服务，主要原因是

今时不同往日，现居住于金宝的多是当年来到这里开采锡矿的客家后裔。他们

的经济能力已有所改善，甚至定居于此组织家庭，所以该会无需再提供此项福

利。该会改以遣派福利组的委员、理事或外埠协理出席乡贤的丧礼，代表梅江

公会前去慰问其家属，致赠帛巾约 RM30，表示该会对其的敬意。至于那些不幸

患上重病而生活陷入困境的同乡，若他们有来函向该会寻求帮助，该会将通过

大会商讨后再做批准，有关筹款的数目将视当时后的情况而定，以助减轻该同

乡的生活负担。(张翠英, 2014) 

 

第二节：联谊功能 

嘉应先贤从开荒、拓域、定居，甚至在金宝落地生根，发起筹建至购买会

所的过程中都具有无惧的开创精神。为了感恩于先辈们的披荆斩棘、开疆扩土

的冒险精神，该会理事们将于每一年清明节后的一个星期，举办扫墓活动，集

体去祭拜金宝嘉应总坟，这一活动从不间断。五十年代时期，该会理事们将于

清晨在会所集合，集体准备祭祀先贤的三牲、水果、糕点、纸钱等祭祀品，分

别将之装进竹篮里，再将其挂在扁担两端。但基于交通便利在五十年代乃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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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加上前往嘉应总坟的路段乃是烂泥黄土，所以该扁担将由一位具有多年经

验的老伯负责挑到山上去。据该会的秘书张翠英女士（1945-）透露，挑扁担是

个具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其人不仅须承受竹篮的重量，且还需掌握好身体平衡

度，经翻山越岭才能顺利抵达嘉应总坟，这不是一般人就能轻易办到的事。(张

翠英，2013)可惜挑扁担这个任务如今已消失，该扁担再也无人负责挑，但乃收

藏在该会馆中厅的橱柜上。至于该竹篮每逢清明节乃会被派上用场，用来存放

祭祀品，并由理事们改用汽车将之载至嘉应总坟山坡上。 

春祭对于该公会来说唯一保持不变且流传至今的就是扫墓活动结束后，理

事们将一同回到会所聚会，享用糕点。这项活动对五十年代食物乃供应不足的

华人社会来说，可是个填饱肚子，大快朵颐的时机。但对于现今社会来说，每

户人家的餐桌上基本都会有鱼有肉，而此时活动后的聚餐意义就转变成会员们

叙旧、团聚的好时光。彼此之间谈笑风生，倾诉衷情，气氛和乐融融。 

其次，早在八十年代时期，金宝梅江公会的理事们更为了欢庆农历正月十

五，既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而集体自掏腰包购买鞭炮，目的就是为了可在元

宵节这一天放上长长久久的鞭炮，将现场的气氛推至最高潮。据余抗勳和张翠

英透露，该公会当年是利用那些畚箕来置放一串串的鞭炮，点燃后的鞭炮使空

中流光异彩，百花争艳，炮竹声更是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现场四周白茫茫一

片，场面热闹非凡。该会所燃烧的炮竹屑更是足以掩盖附近的沟渠，现场喜气

洋洋，热烈温馨。(余抗勳，张翠英，2013) 

但近年来我国政府基于担心鞭炮所溅出的火花将引起火灾，烟尘造成环境

污染,而下令严禁人民若无向有关当局申请执照，将不被批准燃烧鞭炮，梅江公

会亦因此而没有了这项活动。基于餐饮业逐渐地发达，该会的新春团拜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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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1980 年代那样，会员们忙碌地在会所内烹饪晚宴所需的食物，而是改以到附

近的酒家去庆祝团拜。该会的会员只需向该会购买约 RM40 至 RM50 不等的席卷，

便能舒舒服服地坐在餐桌前，享用酒家为他们准备的食物。(张翠英，2014)与

此同时亦能与其他久违的会员聊天，会馆再此无形中也提供着联谊功能，促进

会员之间的感情。 

虽然金宝梅江公会成立至今，已庆祝过无数次的周年纪念，以感恩历届理

事对该会的付出。然而，笔者从悬挂在该会会所大厅内的旧照片中发现，该会

的周年纪念的庆祝方式似乎已渐渐走向现代化，越来越简化。从 1952 年的照片

可发现，该会庆祝周年纪念宴会时，理事乃会坐在以门帘、花牌、彩灯等装饰

的会所大门前拍张全体照。（见附录：图五）1961 年庆祝十一周年纪念宴会时，

该会门前更有对联写道：“梅占百花魁，喜兹五瓣齐开，金宝山川都壮色。江

流千里远，庆此十周晋一。”（星洲应和会馆，1965：450）1964 年的大门门

帘则为“梅乃国华，喜临十二周年，傲雪凌霜高节义，江为梓邑，欣逢六一盛

会，胜蛟起凤蔚人文。” （星洲应和会馆，1965：450）深具意义的门帘，使

以往的周年庆富有浓厚的传统气氛，热闹非凡。 

随着时光的流逝，年轻一辈多为追求梦想而各奔异地发展，不能一一出席

该会所主办的庆典。因此，该会唯有将多项庆典同步举行，好让那些游子不必

为了出席每一项活动而劳碌奔波。如 1992 年，该会就举办了四喜联欢晚宴，即

是该会注册成立四十周年、恒产落成、会所修竣及壬申秋祭。该会会所大门也

不再以花牌、彩灯等作装饰，而是改用简单的布条。（见附录：图七）2013 年

该会更将创会 110 周年、注册成立 63 年、青年部 36 周年、妇女组 13 周年纪念

及颁发奖励金、秋祭联欢晚宴一同在金宝东海大酒家进行。（《金宝梅江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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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1）这不仅能鼓励且带动更多的嘉属年轻一代

参与该会的活动，亦能使老中青三代的乡人聚集一起，联络情感，同时也能节

省该会的开销，以作其他慈善公益用途。 

 

第三节：教育功能 

人才的培育将促使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社会，其经济也将跟随这繁荣发展起

来。因此金宝梅江公会的先贤们不落人后，为了扶掖后进，培育英才，于 1967

年设立了“中小学助学金理事会”，以资助家境清寒同乡会员的子女，让每个

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9）

这对许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及面对沉重教育费负担的会员来说，无疑是个好消

息。 

每年的周年会庆上,该会除了庆祝秋祭，亦将颁发奖励金给予成绩优异的会

员子女，奖励他们勤奋向学。凡是入会满一年的会员，其子女就读我国各源流

学校，且成绩符合该会所定下的奖励金评定准则，便可向该会提出申请。 

表（二）2011 年金宝梅江公会奖励金评定准则： 

考试 成绩 备注 

小六检定考试(UPSR) 4A 全科及格 

初中评估考试(PMR) 4A+1B 全科及格 

初中统考 1A+3B 全科及格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 6 科积分少于 15 点 1 等文凭 

高中统考 1A+3B 全科及格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5 科技分及 60 分以上 A=18 分，B=16 分，C=14 分，D=12

分，E=10 分 

大学预科班

（MATRIKULASI） 

等级积分（NGMP）

不可少过 9 分 

A=4 分，A-=3.67 分，B+=3.33 分，B=3

分，B-=2.67 分，C+=2.33 分，C=2 分 

（资料来源：参考自 2011年金宝梅江公会会员子女学业优异奖励金申请表格） 

但近十年来即 2003 年至 2013 年，主动向该会提出申请的会员人数每每都

不超过 20 人，对此该会秘书张翠英女士表示深感惋惜。张翠英女士表示造成此

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该会的会员以年长者居多，而他们的子女也纷纷工作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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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孙子则因其父母没有申请成为该会的会员，因而无法获得该会所提供的奖

励金。 (张翠英，2014) 

值得注意的是，1958 年金宝梅江公会亦参加了“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

大学奖学金”，翌年则在柔佛居銮嘉应大会上一致通过将“奖学金”改为“贷

学金”，希望借此让家境清寒的会员或其子女能继续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国家

造就人才。（《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创会 110 周年》小册，2013：9） 

虽然嘉联会贷学金从 1958 年开始至今已有 43 年，贷学基金亦由三万元开

始，迄今已突破两百万元，受惠的同乡大专学子已达千余名。（马来西亚嘉属

会馆，2000：236）但金宝梅江公会的会员或其子女在这里头却占极少数，这一

点可从以下 2表中看出。 

表（三）1991 截至 2001 年金宝梅江公会受贷生就读国内各大专的统计表： 

大专名称 人数 

马来亚大学 11 

理科大学 3 

国民大学 11 

博特拉大学 2 

工艺大学 2 

北方大学 1 

拉曼学院 2 

 共计：32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金禧纪念-五十年的历程》） 

 
（表四）1991 截至 2001 年金宝梅江公会受贷生就读海外各大专统计表： 

大专名称 人数 

新加坡学院 1 

义安学院 1 

台湾大专学院 8 

纽西兰大学 1 

加拿大大学 1 

 共计：12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钻禧纪念-五十年的历程》） 

 

通过以上表（三）和表（四），笔者发现过去的十年里，即 1991年至 2001年

期间，金宝梅江公会就读国内各大专的受贷生人数平均 1年只有 3 位，而就读

海外各大专的人数平均 1年也就只有 1位。从而可推测该会的会员有如之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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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以年长者居多，纷纷已踏入社会工作，无需申请贷学金此福利。加上我

国政府于 1997年创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PERBADANAN TABUNG 

PENGAJIAN TINGGI NASIONAL, PTPTN），提供贷学金给予面对经费不足的

本地国立及私立的大专生，获得贷款的大专生每年只需支付 1%的行政费，偿还

期可达 5至 20年。（升学互联网（2014），《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贷学金

PTPTN》，2014 年 3月 8日阅自 http://www.fsi.com.my/ptptn/）这些无疑都是致

使该会会员逐年减少申请贷学金的原因。 

但金宝梅江公会自设立的中小学助学金或是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大学

贷学金并不因此而停办，其宗旨无疑是助有志深造但经济欠佳的会员或其子女

一臂之力，对国家亦是一项留住人才的投资。此外，嘉属联合会也鼓励那些已

有成就的毕业受贷同乡，按合约偿还贷款，且能自动自发的认捐学额，以便能

够培养更多的同乡子弟毕业。 

 

 

 

 

 

 

 

 

 

 

 



22 

 

第四章：梅江公会与社区互动 

  

第一节：与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之互动 

早在 1950 年代以前，各地的嘉属会馆皆各自为政，同乡之间鲜少相互联系。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乡贤有感属会之间需加强联系，共同发挥群体力

量，为同乡谋求福利，因而于 1950 年 9 月 24 日在霹雳嘉应会馆所举办的金禧

纪念庆典上示意发起筹组嘉属联合会，同年 12 月 30 日则在怡保召开首届全马

嘉属代表大会，一致议决成立“马来亚嘉属会馆联合会”，当时乃包括新加坡

的属会。（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2000：64）直到 1973 年 6 月间马来西亚

社团注册官来函，下令本邦所有注册社团不得与外国社团发生联系。为了不使

会务受影响，马星嘉联会只得分开组织，各谋发展，并将“马来亚嘉属会馆联

合会”改称为“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以各地嘉属会馆为会员单位，采

用轮流值年常务制。（霹雳嘉应会馆，2000：204） 

加入嘉联会后，金宝梅江公会积极参与嘉联会所举办的常年会员代表大会，

希望通过大会提交议案，将同乡福利及社会、族群、民生等问题呈函致我国政

府，借助嘉联会的力量，使之得以改善。如 1977 年的大会上，该会提出了有关

促进华人青年的团结课题。（霹雳嘉应会馆青年部，1977：6）该会吁请嘉联会

的青年组呼吁全国的乡团青年组负责主办及推动有关球类或华人文化活动，以

便促进华族各属会青年的情感，消除帮派观念，发挥团体的力量，维护华社的

利益。该会曾于嘉联会第五十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上提案，吁请政府豁免征收

我国华人义塚所得税，因其并非营利机构，而是为地方政府义务代办丧地事宜

及维修。（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2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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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经济政策在我国七、八十年代实施期间，华人社会无论是在教育、

经济、文化等皆受影响，金宝梅江公会更有鉴于此而将华人对于华社的厚望通

过会议表达出华社的心声。该会联合霹雳嘉应会馆及柔佛嘉应会馆集体认为我

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且宪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亦有规定，各族文化可自由发

展，且接受母语更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坚决要求政府对于华文小学，一如

既往，永不变质。（霹雳嘉应会馆青年部，1977：5）此外，他们也联合雪兰莪

嘉应会馆提出支持我国创办民办大学，主要原因是我国各大专学院不能容纳各

族有资格申请入大学者，并以 1977 年及 1978 年为例，申请入大学者有 25998

名，但只有 5953 名被录取，共有 20045 被拒于校门外。（霹雳嘉应会馆青年部，

1977：5）对于我国华校历年来所面对的教师空缺问题，该会亦呼吁我国各华团

乡会或媒体多鼓励那些符合资格的华裔青年申请进入华文师训班。（马来西亚

嘉属会馆联合会，2000：86）通过以上的多项的提案，可看出金宝梅江公会关

注的不单只是同乡福利，其已意识到无论是乡团或华团对于我国华人社会的利

益及维护华教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借此代表民间与我国政府对话，

将人民的心声反映给政府。 

对于嘉联青所组办的活动，金宝梅江公会的青年部也尽力协办。 

表（五）金宝梅江公会历年与嘉联青的互动： 

年份 嘉联青活动 学校 人数 

1978 全国华文书法公开赛 - 11 

1979 全国华文书法公开赛 - 41 

1980 全国中小学华文作文比赛 - 29 

1982 全国华文常识比赛 - 11 

1984 全国小学数学比赛 14 - 

1998 拿督丘思东金杯华小数学比赛 15 65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金禧纪念-50年的历程》） 

通过以上表（五），可发现金宝梅江公会与嘉联青正尝试主办不同学术与

文娱活动来吸引年轻一代多参与会馆。无论是有关中华文化的书法公开赛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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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学生头脑敏捷度的数学等比赛，其目的都是相同的，即是希望能借此吸引

更多的年轻同乡子弟加入乡会，让他们从小便能与会馆有所接触，对会馆有更

深一层的认识。与此同时，亦希望通过属会与属会之间的互动能让年轻一辈的

互相认识联络。这有助于为乡团注入更多的生力军，作为往后接班的领导层，

发扬会务。此外，通过以上种种的比赛亦能鼓励年轻的同乡子弟不断地充实自

己，吸取各方面的知识与最新的科技资讯，在各个领域中做出贡献，同时也为

华社奉献，为国家献一份力，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第二节：与金宝 12 乡团之互动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今加入会馆的会员大部分已不再是以谋生技能

上的援助为目的，而是更多希望能借助会馆的力量保存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因此各会馆不得不在适当的时期做出适当的调整，以迎合社会所需。金宝梅江

公会亦是如此，该会连同其他金宝十一乡团组，即古冈州会馆、增龙会馆、金

宝清英连花会馆、福建会馆、南番顺会馆、万邦刁湾清英连花会馆、高州会馆、

海南会馆、会甯同乡会、近打东安会馆及广西会馆，组成金宝十二乡团。（赖

自卫、林观华，2012：188）自 1995 年起共同联办“同欢共乐庆中秋”，其宗

旨是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各乡团之间的情感，及为金宝市民提供有意义的

健康活动。 

此项活动主要是由各乡团轮值主催者，金宝梅江公会更有幸担任了三届的

主催单位，即是 1996 年、2008 年及 2012 年。（赖自卫、林观华，2012：188）

为了壮大游行队伍，身为主办单位的金宝梅江公会更于 2012 年邀请了金宝拉曼

大学、培元三校、金宝美门残障关怀中心等团体参与。由此可见，此中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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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局限于乡团之间，而是开放给全金宝人民，让他们庆祝中秋节当儿，亦将

华族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第三节：与其他团体的互动 

金宝梅江公会会所内所悬挂的匾牌或锦旗亦可探讨出该会与其他会馆、社

团、学校等的互动。如森美兰梅江五属总会、梅江五属会馆、庇劳应和会馆、

日叻务应和会馆及淡边嘉应同乡会曾共同赠送金宝梅江公会刻有“敦睦情谊”

的匾牌，以敬贺其四十周年纪念（见附录：图十一）。此外，泰国合艾嘉应州

同乡会代表亦在该会会庆四喜上赠送印有“馆宇重光，富丽堂皇，尊贤追远，

传统弘扬”的对联给予于金宝梅江公会。 

接着，该会会所大厅亦有悬挂印有“乡情浓郁”的匾牌（见附录：图十

二）。该匾牌是由全国嘉联会与吉玻嘉应会馆于 2006 年 6 月 9 日敬赠。就连海

外联合会、洛阳市人民州府侨务办公室、华侨联合会也捐赠“根在河洛”的匾

牌给予金宝梅江公会，意指客家文化的根是在河洛，客家先民是经历了五次大

规模迁移，从中原到南方，再从南方辗转至海外（见附录：图十）。无论是匾

牌或是对联，都显示着金宝梅江公会与其他国内国外的嘉属会馆都保持着良好

关系，所以在该会的会庆上各嘉属会馆才会纷纷前来祝贺。 

除了匾牌，该会办公室内亦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锦旗。如 2008 年金宝万邦

刁湾国民型华文小新校舍落成开幕典及创校 56 周年纪念联欢晚会上，该校董事

会、家教协会及校友会共同敬赠金宝梅江公会一副锦旗。该会亦在 2010 年金宝

培元华小之夜-筹募建校基金上，同样的获得锦旗一副。这都表示该会对慈善、

教育的贡献与支持。对于其他属会的周年纪念，如霹雳嘉应会馆庆祝 113 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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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金宝梅江公会捐出 RM300 恭贺对方。若各地发生灾祸，该会亦会给予帮助，

如该会妇女组对于慈善活动也不落人后，曾于 2008 年响应金宝华人文化协会所

成立的“援助中国雪灾灾民基金会”，捐赠 RM1000 给该基金会，帮助中国受雪

灾影响的灾民。 

综合以上的论述，金宝梅江公会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已渐渐地在社会上

改变其所扮演的角色。1950 年代以前多为远道南洋谋求生活的同乡给予生活上

的帮助；1950 年代以后开始加入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代表华社向政府对

话；1990 年代加入金宝十二乡团，推广中华文化及支持我国华文教育，与其他

乡团或社团共同努力捍卫华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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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金宝这片土地主要是因锡矿的发现，而吸引许多为了糊口而来的华人先辈。

孤身寡人来到异国的他们，除了靠双手去劳动打拼，替人开埠以外，是乎也别

无他择。遇到困境时，唯有将希望寄托于同乡，希望同乡之间能互相帮助，共

谋福利，以达到守望相助之效，金宝梅江公会也基于此因素而成立了起来。 

然而打从该会的前身即金宝梅江善后社成立至今，至少已走过了一百年的

岁月，但这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在这期间，会馆成立之初所提供的福利、

民俗等功能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被简化。以往所提供的住宿工作等福利功

能，如今已不复存在；随着餐饮业的发达，该会的新春团拜或周年纪念等活动

也不在会所内主办，而是改以在酒楼庆祝；为了不让工作于外的游子们劳碌奔

波，该会更将多项庆典同步举行；贷学金的申请人数更因我国国家高等教育基

金局所提供的丰厚条件而受影响。 

这都是因为随着早期南来金宝第一和第二代的会员人数已不存在，他们的

后辈即第三和第四代也逐渐成为该会的主流，但年轻一代却的因忙于工作，各

奔东西，无暇参与会馆所主办的活动，以致出席会馆活动的几乎是相同的人。

这也是该会现今与其他的会馆皆面对相同的问题，即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

担忧。会馆的领导层也因此逐渐走向老龄化，因而成立青年团以扶掖后进，培

养新一代。 

为了不让以上情况持续恶化，该会唯有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扩展原有

的功能，在困境中寻求突破。从该会创立之初以联络乡谊及发挥守望相助之效

为目的的功能，扩展至渐渐的也为华社奉献一份力量。该会除了通过马来西亚

嘉联会向我国政府提出各大有关族群与华社所面对的困境以外，也不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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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甚至也从旁推动我国华文教育，

提供奖学金和贷学金等教育功能，以鼓励年轻一辈努力向上。最后，该会理事

亦希望年轻的一辈能时刻关注会馆的发展，腾出一些时间参与会馆所主办的活

动，从而与长辈拉近代沟，唯有这样才能使会馆的会务持续发展。笔者也希望

往后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学者，能从金宝梅江公会对当地社区的贡献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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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访谈一览表 

 
日期 时间 地点 受访人姓名 采访人姓名 

2013 年 12月 10日 上午 11时 金宝梅江公会 余抗勳、张翠英 莫雁慈 

2014 年 3月 28日 下午 2时 金宝梅江公会 张翠英 莫雁慈 

 

 

 

二、照片 

 
【图一】印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嘉应五属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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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印有民国十八年（1929 年）嘉应五属之碗 

 

 
【图三】梅江五属善后社注册法令 

 
【图四】金宝梅江公会注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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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金宝梅江公会开幕摄影纪念-民国四十一年六月一日（1952年） 

 
【图六】金宝梅江公会庆祝三十一周年（1983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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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四十周年（1992 年）四喜盛会全体职员于金宝会所

前合摄 

 
【图八】金宝梅江公会庆祝四十周年（1992 年）四喜盛会全体职员于新置恒产

前的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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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金宝梅江公会 1992年会庆四喜 

 
【图十】根在河洛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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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敦睦乡谊牌匾 

 
【图十二】乡情浓郁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