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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马六甲潮州会馆研究（1822-2018）

学生姓名：谢治婷 指导教授：陈爱梅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此论文主要以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为研究背景，厘清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的

历史发展脉络，整理该会馆的收支情况及历届主席简介，并延伸探讨其附属组织

如何与社会接轨，以及在文化保存上的努力。本文将以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及文

献资料等研究方法获得多方资料，以便进行梳理、整合及对照，寻得历史真相。

本文主要以四个方面对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进行研究:其一、梳理其史略，

并从史料印证之；其二、记录以主席为首的领导层，并讨论会馆之财务。这项研

究会馆的收支及户口分类大略列出，基于保护会馆隐私，这项研究不列出会馆户

口金额。与此同时，笔者亦整理该会馆历届主席简介及探讨特刊上所罗列的会馆

历届主席排序；其三、将会馆目前的附属团体一一罗列，并分析其如何与社会接

轨；其四、记录会馆的祭祀活动，并分析该会馆是如何进行文化保存。

一直以来，研究会馆者不少，但对于潮籍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槟城及柔佛，而

马六甲的潮籍研究受到忽略，因此笔者翼借此论文让马六甲潮籍研究重新获得关

注，并探讨这近乎两百年的会馆如何在维持传统中与时并进。

【关键词】：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与社会接轨、文化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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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对于潮州及潮州人的概念，两者往往被大众认为是相同的概念。在此，笔者认

为有必要先厘清其定义。潮州人是指讲潮州话、生活在潮汕地区的人群。而潮州则

是特定的地理概念，“潮州九邑，县县有客；唯有澄海，一县无客”。在清代政府

所辖九县中，澄海县全是潮州人，没有客家人；其他八县中都有客家人，尤其是大

埔县全是客家人。（石沧金，2013：24）因此，马六甲潮州会馆本应包括大埔即称

潮州九邑，只因马六甲已拥有茶阳（大埔）会馆，而且马六甲潮州会馆馆内供奉的

神主牌上也写明了“潮州八邑侨甲历代祖宗神位”（图 1）。故此，笔者文中的马

六甲潮州会馆是潮州八邑会馆而非九邑，当中并不将大埔包括在内。

本文将以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为研究中心，厘清其历史发展轨迹，并透过会馆

旗下的附属团体了解其运作及如何将自身文化保存。



2

图 1：供奉于马六甲潮州会馆的“潮州八邑侨甲历代祖宗神位”（笔者摄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

（一）研究背景与动机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初来乍到的南来华侨为了生计离乡背井，举目无亲，

因此便有了以地缘性为纽带而组建起来的社团组织。这类以地缘性为纽带的社团组

织被称为“会馆”、“公会”、“同乡会”（石沧金，2013：17）。这类组织开始

的主要功能是给予南来华侨帮助，同时也是他们精神上的依偎。这类组织会馆以籍

贯即一个家族族群认定某一时期的某一位祖先的出生地或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

长久居住或出生地来分类（宋燕鹏，2015：44）。早期会馆的主要功能是照顾同乡

福利。如今时过境迁，会馆必须改变定位以跟上时代脚步。若要长久发展，除了给

予福利外，会馆更重要的任务是考虑如何多元化自身功能来吸引年轻人加入，同时

不忘承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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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 年《东方 Online》的报导显示，从 2010 年人口调查中马来西亚华族

籍贯上而言，华族中潮州人仅占 9%，且较多聚集在槟城及柔佛一带（孙和声，2017）。

根据 1895 年《海峡殖民地宪报》（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显示（图

2），1894 年由海南抵达马六甲的船只上，海南人为 730 人、雷州人为 345 人，而

潮州人则仅有 21 人，海陆丰则是 13 人（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1895：

629）。以各籍贯人数的进入亦可观察出，潮人占有率在马六甲相较于其他籍贯还是

较少的。但与位于鸡场街的数家会馆相较而言，其活跃度却不亚于其他会馆。

图 2：1894 年华侨移民进入马六甲记录。资料取自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zetta，1895：629）

马六甲潮州会馆位于鸡场街路段，有不少以地缘性为纽带的会馆，但是能在星

期一至五夜晚大门尚且敞开的却寥寥无几。马六甲潮州会馆便是每逢周一至五，晚

上八时正便会敞开大门举办活动的会馆。可是，回首马来西亚潮州籍贯的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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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较多研究都聚集在潮籍人士较多的槟城与柔佛，相比之下，马六甲的潮州

社群则鲜少获得关注。潮州人虽然在马六甲是属少数，但它是今日马六甲鸡场街最

活跃的会馆之一，笔者对其历史和动态深感好奇，并想一探究竟。

再者，笔者身为华人移民第五代，本身籍贯广东潮安，家住柔佛麻坡，但因为

母亲是马六甲人，所以亦常在马六甲活动，因此对马六甲并不陌生。笔者也因为曾

经通过族谱追溯家族史，开始对自己的籍贯有所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此文将会以马六甲潮州会馆为探讨对象，以史料为基础建构其历史脉络。同时，

也尝试通过该会馆运作了解会馆如何自存及与社会接轨，以致不被社会淘汰。笔者

将历届主席简介撰写成文，通过自身绵力为其留名。此外，亦对其祭祀文化进行文

字保存，让更多人能了解潮州文化。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其一、收集及汇整零散的史料，以建构可以检证的信史；

其二、通过会馆举办的活动了解会馆如何顺应时代发展，在改革中求存；其三、将

历届潮州会馆主席的生平简介记录，以供后人知晓其贡献；其四、通过会馆祭祀活

动，了解会馆如何对自身文化进行保存。笔者认为此项研究其最重要的意义，实为

趁部分史料尚存时，将其收集并记录成文保存，同时亦将目前仅存的文化及活动记

录，让后人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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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回顾

首先，根据目前笔者所收集的资料观察，马六甲潮州社群的研究尚且不多，除

了潮州会馆自身出版的纪念特刊、蔡金才于 2002 年撰写的《访马六甲潮州会馆》、

《马六甲惠来公会创立 60 年纪念特刊（1947-2007）》（2007）、一本关于马六甲

潮州人“出花园”的学士论文（刘詠亭，2015）及李永球一篇在《光明日报》<副刊>

里记录其前往马六甲潮州会馆观察“出花园”报导外（2016），暂无其他发现。在

此亦要说明，蔡金才著《访马六甲潮州会馆》此文章，乃笔者从马潮联会出版的《马

来西亚潮社人文汇集（第二册）》（2013）资料来源中发现，但并未寻获此文章的

原出处。

其次，以马来西亚整体为范围，研究潮州社群的书籍则有，1950 年潘醒农《马

来亚潮侨通鉴》、许武荣《马来亚潮侨印象记》及周汉人《南洋潮侨人物志与潮州

各县沿革记》。前者《马来亚潮侨通鉴》是讲述关于马来西亚各州属潮侨的概况，

而后者《马来亚潮侨印象记》及《南洋潮侨人物志与潮州各县沿革记》则是笔者从

《槟榔屿潮州人史纲》中发现的专书，笔者未能寻获该书籍。

除此之外，以州属为研究范围的潮籍研究主要有陈剑虹的《槟榔屿潮州人史纲》

（2010）专书及<槟榔屿潮州会馆史略>。前者是一部将槟城历史与潮州人历史结合

的著作，以大环境视角来撰写槟城潮州历史而非以某个视角或事件切入；后者则分

别讲述槟城潮州会馆的历史发展。再者，亦有William Newell 撰写的“Treacherous

River：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a.”（1964），该篇英语论文，以经济

结构，生产方式等，讲述了威省潮州人民生习俗。而陈景熙的《槟城：故土与他乡:

槟城潮人社会研究》（2016）主要以槟城潮州人社会探讨海外华人社会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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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郑良树与南方学院合作出版的《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彙编》（2003）

及《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2003）以南马柔佛的潮州人为采访对象并

将其访谈记录在案。此外，谈论到潮州社群或是会馆的书籍，亦有吴华的《马来西

亚会馆史略》（1980）及石沧金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2013），但此二书

籍较为专注于社团及会馆探讨。

回顾前人研究，马六甲潮籍社群的研究显得薄弱，除了一本以学术性角度撰写

的马六甲潮州人“出花园”的学士论文，其余皆是会馆自行编写的特刊，惟其资料

引源较为不清楚，因此笔者翼能以学术角度，依据史料建构马六甲潮籍人士的历史

与动态。

（四）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并以内容分析法及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历史作为辅助。

由于史料的不足，笔者主要着重于田野记录的方式，走访马六甲潮州会馆及国家档

案局搜寻档案记录。此外，笔者参考了关于潮侨、地方潮州社群研究书籍，以厘清

潮州社群在马来西亚及马六甲的发展状况，且参考潮州会馆及马潮联会所出版刊物，

以了解会馆运作方式。在了解及整理资料后，笔者计划以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历史，

访问几位潮州会馆主要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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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主要是通过身体力行的原始方式来获得研究问题的答案。田野记录大

概可分成三个部分：其一、观察笔记，就是你观察到、访问到的资料；其二、理论

笔记，就是你对资料的分析与诠释；其三、方法笔记，就是继前二者之后要做的工

作，即写备忘录。（谢国雄，2007：18）除此之外，笔者亦进行口述访谈，2018 年

4 月至 10 月间，笔者多次走访马六甲潮州会馆，间中参与了会馆的清明祭祀、常年

会员大会、鸡场街宗乡团联谊会议、青年团承办的歌唱比赛、196 周年馆庆、出花

园、鸡场街宗乡团联谊庆中秋等活动。此外，笔者亦利用假期在周一至五（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晚间到会馆观察其活动，并走访鸡场街的其他乡团，

观察夜间活跃度。

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主要是通过对采访报道、报刊标题、文章、历史文献及日记等进行分

析以得到研究答案。在进行文本分析时，研究者会根据单个文本或一定数量的文本

集合，研究文本里某些词汇、概念或是范畴是否出现及出现及其频率来分析它们之

间的关系，从而就文本里的信息、作者、受话人及文本所代表的人物、文化和时代

进行推断。（许汉成，2003：91）此研究方法有助于分析特刊或是报章上的报道的

资料。笔者通过一手资料即英殖民档案及中文碑铭，与二手资料特刊等相互印证并

分析以获得问题的答案。此外，笔者通过新加坡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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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图书馆之网站搜索各时代报章如南洋商报、联合早报、新加坡箴言报作

（Singapore Monitor）等作为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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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六甲潮州会馆发展史略

此章节主要阐述会馆史略，包括会馆的由来、义山的建立、附属组织的设立，

以及马六甲潮人移民分期。此外，笔者亦将使用海峡殖民档案及碑文相互印证马六

甲潮州会馆创立年份，以厘清历史发展脉络。

（一）马六甲潮籍移民

马六甲是华人最早在马来半岛建立的聚集地之一，目前最早的庙宇就坐落在马

六甲。文化信仰伴随着早期华侨南来，庙宇便是文化的产物。此外，庙宇亦是华人

落地生根至落叶归根的地方，因此马六甲青云亭的古庙“地位”便可证明华人到马

六甲的时间已非常悠久。但因青云亭研究成果丰硕，故笔者便不多加赘述。

根据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表示，马六甲潮侨移民主要可分为四期。其一、

在郑和七次下西洋均已马六甲为来往驻跸之所，需要大量人力为其设站，因此当中

想必亦有不少潮人，再者嘉靖年间潮属饶平人张琏为戚继光所败，率众逃至巨港（印

尼东部城市）建国为王，当中也亦有潮人由巨港辗转至马六甲，此为潮人集体至马

六甲之第一期；其二、在隋唐时期已有潮人抵达暹罗（泰国）生活，当马六甲王国

式微时，暹罗屡遣兵入侵，当中有潮人在暹军中服务并随军前往，同时亦有随军前

往马六甲贸易者，此为潮人集体至马六甲的第二期；其三、明清洪杨之乱，潮州属

各县中之一班勇士，不甘臣服于异族，均率家小南渡，到马六甲谋生，此为潮人集

体到马六甲的第三期；其四、民国十五六年，共军攻陷惠来、葵潭、白冷等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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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主教教徒，均携家眷南来避难，落脚于峇樟、罗朗班影、吉宁望、亚逸沙力等

乡村，此为潮人集体至马六甲的第四期。其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马六甲先后

受到荷兰葡萄牙等统治，其统治者皆力招华人入境，因此马六甲南来华侨日益增加。

尤其在中国遭遇日战期间，许多侨民为保命并谋生纷纷南来。（潘醒农、张锡山，

1950，47）

笔者翻查了《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后，根据三宝山上的墓碑年份证明，马

六甲潮籍移民大约在十七世纪中叶便已存在。《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中潮籍墓

碑不多，根据笔者搜索，碑上刻有“澄邑
1
”，其年份为“乾隆辛酉年”即 1741 年

之墓，应是最早的潮籍墓碑墓（黄文斌，2013：67）。除了写有“澄邑”的潮籍墓

碑外，《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中以潮州八邑地域分类
2
，刻有“华宅”的惠来县

人士之墓，应是三宝山上潮州八邑中，历史第二悠久的墓，该墓年份为“乾隆丙子

年”即 1756 年（黄文斌，2013：页 116）。故此，笔者认为较多华侨进入马六甲的

时代应是十七世纪初叶或中叶。

（二）潮州会馆史略

1. 会馆发展史

马六甲潮州会馆位于马六甲市 Jalan Hang Jebat 即鸡场街 105 号（图 3），店面

占地约 3247 方尺（图 4）。根据会馆 170 周年纪念特刊记载，1822 年为解决南来谋

1 《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中将澄邑归纳为福建省，但笔者认为澄邑也有可能是指属于广东省的澄

海县，因为海澄有称澄邑，但澄海亦也有被称为澄邑。根据笔者在网络搜寻发现，较多澄邑指的是

澄海县。此外，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创立人林义顺的族谱名为《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其祖籍为

广东省澄海县歧山镇马西村，因此笔者认为墓碑上的澄邑亦有可能是指澄海县，被归纳为潮州人。
2 《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中不论是“大埔”或是“茶阳”的墓碑一律不被归纳在潮州八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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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难题，众潮州同乡集结组织同乡团体，并取名“潮州公司”，地址于鸡场街 114

号。当时便是潮州会馆的雏形，但因资源匮乏，因此会馆尚未正式操作。其后，一

位热心同乡事业的潮州先贤陈罗合
3
认为旧有会所过于狭窄，便捐献了一块同样位于

鸡场街的地段予当时的潮州公司，以供另建会所之用。但截至 1882 年，距离陈先贤

捐地已有一段时间，可新馆却任然尚未建立，于是同乡们便筹集款项，以建立新会

馆。在经历众同乡努力后，新会馆终于建立，并更名为“韩江会馆”。（黄月光，

1992：17）

图 3：马六甲潮州会馆位置。资料取自谷歌地图

3 马六甲潮州会馆鸡场街 105 号店捐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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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地契上马六甲潮州会馆平面图。资料取自马六甲潮州会馆

在此之后，因为缺乏管理人才，而停顿了二十多年。在会馆停顿的二十多年间，

会馆沦为游手好闲之徒的聚集地，直至 1924 年潮州同乡们不忍会馆继续“堕落”，

便呼吁德高望重的同乡或是潮州富商们领导当时的韩江会馆进行改组及修订章程。

（黄月光，1992：17）

潮州会馆在 1936 年时，再度修改章程当中最大的变动即是将“总理”改称为“主

席”，而翌年身为马潮联会当值主席的马六甲潮州会馆为了迎接他州同乡，同时亦

考虑到会馆已陈旧不堪，因此决定将旧会馆改建为新洋楼式，并更名为“潮州会馆”，

沿用至今。（黄月光，1992：17）

对于潮州会馆 170 周年纪念特刊上，其成立于 1822 年的说法，笔者表示认同。

首先，根据三宝山上刻有“潮州義塚公司之墓”及立于“道光丙申十六年”字眼的

墓碑（图 5），便可得知会馆在 1836 年时，便已存在，因此可推测 1836 年以前潮

州会馆雏形便已出现。再者，据笔者于 1895 年的《海峡殖民宪报》上寻找到在“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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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团祖册法令”下（图 6），马六甲地区的注册团体中，出现了“Han Kang Hoey

Koan”的踪迹，因此可以证明，1882 年“潮州公司”重组更名为“韩江会馆”后，

已在社团法令生效前注册（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zetta，1895:：641）。

相照了三宝山上墓碑考证及海峡殖民档案的记录，对于会馆是在 1822 年成立的此说

法笔者认为其可信度非常高。

三寶山上“潮州義塚公司之墓”上的文字：

潮州

潮州義塚公司之墓

道光丙申十六年仲春日吉旦

眾 X等仝立石

图 5：三宝山“潮州義塚公司之墓” （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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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95 年《海峡殖民档案》里“1889 年社团法令”下注册团体。资料取自

国家档案局（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zetta，1895：641）

在解决了成立的年份后，笔者意外发现海峡殖民档案的登记地址与特刊上所述

有出入，特刊上说明当时“韩江会馆”的馆址为鸡场街 105 号，即潮州会馆现址，

但在 1889 年的海峡殖民档案上所登记的地址为鸡场街 65 号（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zetta，1895：641）。经查证后发现目前鸡场街 65 号店是一家名为

金连发“Kim Lian Huat”的旧式玩具店（图 7）。对此项出入，笔者推测或许是拥

有 2000 年左右历史的鸡场街曾进行重新划分。马六甲鸡场街从郑和下西洋至今都是

马六甲州的重点街道且历史悠久，因此笔者合理怀疑鸡场街曾重新划分店面。此外。

笔者亦发现当时的会馆注册负责人除了总理“Khoo Chiap Sui”以外，同时还有

“Lochu”炉主“Choa Ui Kiat”（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zetta，1895：641）。

这也意味着当时的会馆可能也拥有类似庙宇解决纠纷等的功能。笔者如此推测并非

凭空想象，在《新马华人社会史》中亦有提到，早期会馆亦有仲裁功能，在物资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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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且地位不受重视的当时，同乡们如若有任何纠纷或是碰到无法解决的难题，便到

会馆这个具有仲裁功能的地方，寻找有影响力的领导解决，而这个被认可的领导有

可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贤或是被神明认可的委托人炉主（颜清湟，1991：45）。

再者，马六甲潮州会馆有供奉神主牌及关公，因此在早期时有炉主制度的可能性是

存在。现今潮州会馆亦拥有炉主制度，但根据资料显示，两者间并无直接关系，而

目前该炉主功能，笔者将在团体活动的部分详谈。

图 7：1895 年《海峡殖民档案》里，韓江會館（潮州会馆更名前）的注册地址为鸡

场街 65 号店，经查证目前此店面乃一家名为金联发的旧式玩具店，照片取自谷歌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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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为了顺应时代，会馆也在近做出了变化。2015 年，在理事们的建议

下，建立了自己的网页及面书群组。网页方面主要是记载史略及活动，如若有任何

新活动便会上载至面书通知会员们。另外，会馆也准备在今年重新整理会员资料，

为每位会员制作会员卡，以方便统计及系统的整理会员资料。

2. 义山

潮州八邑义山又称鲁容义山，在 1936 年间正式设立。这座潮州会馆所拥有的义

山位于马六甲市区东郊的鲁容路（Jalan Duyong），占地大约 21 英亩。在 1933 年之

前，马六甲潮州会馆尚未拥有自己的义山，当有潮洲同乡仙逝，便将其安葬于三宝

山上，但三宝山上墓地有限。于是在 1932 年间，林大典
4
、郭正益

5
、黄仕元

6
、张焕

初
7
、陈俊三

8
、沈拱茂

9
等同乡决定发起兴建义山向潮侨们募捐集资购地，以大约一

万左右马币购得占地 21 英亩的橡胶园作为义山（图 8）、（图 9）、（图 10），让

南来的潮侨们仙逝后有个安息之地。（潘醒农、张锡山，1950，349）

4 已逝世，历届主席之一，资料见历届主席简介。
5 同上
6 同上
7 不详
8 不详
9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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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马六甲潮州八邑鲁容义山地契（笔者摄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
10

图 9：马六甲潮州八邑鲁容义山地契（笔者摄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

10 马六甲潮州八邑鲁容义山地契共三张，总计 21 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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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马六甲潮州八邑鲁容义山地契（笔者摄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

早期时，义山是整块地相连，但因政府要开辟道路，因此义山被一分为二，便

有了“新山”与“旧山”之称。其旧山的入口处便有一座大伯公庙，里面供奉着马

六甲海峡海珠屿大伯公，每年清明，人们前去祭拜先人前，都会先到大伯公庙上香。

义山中也建有总墓一座，碑文上刻有“潮州八邑歷代潮僑公共之墓”以及“韓江會

館眾吉立”（图 11），从这座总墓上的碑文中，可得知总墓立于民国廿五年，即 1936

年，证明了鲁容义山建立的确实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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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鲁容义山总坟墓碑上的字：

潮州八邑歷代潮僑公共之墓

民國廿五卒歲次丙子八月初五日申時建

韓江會館眾吉立

图 11：马六甲潮州八邑鲁容义山“潮州八邑歷代潮僑公共之墓” （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至今会馆仍然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前的两个星期委托除草公司前去清除杂草，以

方便后人们前去祭拜自己的先人。此外，为了解决土地有限的问题，在现任主席陈

江荣
11
的建议下，会馆在 2018 年年初已经委托建筑专业人士起稿画图，以建立骨灰

11 男，1965 年出生，澄海县人，目前为现任马六甲潮州会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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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同时，会馆也在 2018 年成功为本是农业地的鲁容义山变更地目，将其变更为墓

地用途的土地。
12

对于墓地的安葬分配，刚卸任不久的前主席薛任评
13
表示，早期义山的墓地是可

自由选择墓穴位，但后来因为墓穴数量逐渐减少，便不开放给购买者选择，只能由

会馆分配。近年会馆有意对义山进行整顿，将空墓穴重新清算，并再做安排。
14
另外，

在《马来亚潮侨通鉴》的<马六甲潮州八邑会馆义山记略>中，详细的记录了义山早

期的墓穴分配。早期义山主要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的使用者是须缴付特定的

费用，然后可自由选择墓穴安葬，而乙丙等级则是完全免费。唯不得自由选择安葬

的穴位，须由会馆安排（潘醒农、张锡山，1950，349）。

3. 会馆功能的转变

（1）夜校（1932 年-1962 年）

教育乃国之根本，系国之兴衰，因此华社重视教育是总所周知的，马六甲潮州

会馆向来对于会员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在 1932 年时，经济不景气，三餐温饱

已成问题，自顾不暇，因此对于掏钱让子女上学的教育问题自然是力不从心。而当

时的会馆主席林大典有鉴于此，创立了一所名为韩江夜校的夜学。夜校创办初期只

招收潮籍青年，以潮语为教学媒介语言，其后夜校也增设了英语及汉语班，经费由

潮籍商家每月捐献，让潮籍学生免费就读。（黄月光，1992：27）

12 2018 年 9 月 27 日，于马六甲潮州会馆访问前主席薛任评。
13 男，1962 年出生，潮安县人，前马六甲潮州会馆主席，现为贷学金部主任。
14 2018 年 5 月 18 日，于马六甲潮州会馆访问前主席薛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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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二战以后，韩江夜校复办，学子人数增加，因此该校也招收其他籍贯

学生，不单局限于潮籍学子。在教学方面也更改为以华语为教学媒介，并区分初小、

高小及中学部。但也因为人数的增加，经费不足，该夜校也被迫向学生斟酌收费。

后期因为马六甲晨钟夜校的创办，韩江夜校于 1962 年停办。（黄月光，1992：27）

在教育方面，从夜校的创办便可看出马六甲潮州会馆对教育的重视，这也间接

让奖助学金的出现。1961 年该会馆开始设立中学奖助学金供会员子女申请，以达到

鼓励努力求学的效果。奖助学金设立初期，由于财力有限，会馆每年只能颁发高中

及初中组奖学金各十份，高中组金额为 180 元，初中组则是 120 元。（黄月光，1992：

27）

（2）申请公民权（1948 年-1950 年）

大约在五十、六十年代，经历二战后的华侨们政治意识开始当地化。1948 年马

来亚联邦协定，申请成为公民的华侨们从 1950 年的约 15 万人至 1957 年获得公民权

的已达 200 万人，几近总人口的 90%，便可知当时的华侨社会已生活逐渐稳定，对

于会馆的需求已大不如前，因此会馆的地位日渐微弱。（石沧金，2013：197）为了

继续发展及吸纳华侨第二代们的加入，于是乡团纷纷有了青年团的出现，而马六甲

潮州会馆也不例外，为了吸引更多的潮州青年们加入，会馆在 1964 年成立了青年团，

鼓励潮侨们的年轻后代加入会馆，以培训会馆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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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文活动与教育（1974 年-至今）

在青年团的成立后，会馆在 1974 年正式创立了洪拳醒狮团，其目的是为了让参

与会馆的青年团成员们能有活动项目参与。在 1973 年时，青年团有人建议成立醒狮

团及武术班，当此项建议提出后，获得了当时的青年团正副主任黄梓深
15
及沈镜河

16
的

大力支持。在隔年，便有了洪拳醒狮团的成立，并由黄睦耀
17
担任教练。成立至今，

洪拳醒狮团除了让青年们能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约 80 年代开始，醒狮团也乘着新

年向乡亲拜年采青，为会馆奖助学基金筹募，在教育方面出一份力。

会馆设立了青年团、洪拳醒狮团后，为了让前来准备祭品及协助活动的妇女们，

能常到会馆活动，因此在 1979 年成立了妇女组，让潮州妇女们也能在名份上获得承

认。同时也鼓励妇女们多参与会馆举办的活动，走出“家庭”的限制。

有了洪拳醒狮团的出现后，马六甲潮州会馆于 1984 年，在当时临察委员会主席

陈汉州
18
的推动下成立音乐社，其初衷是想以潮州传统音乐为主。但陈汉州乡贤与理

事们为音乐社置办了乐器后，却在招生及寻找潮州传统音乐导师方面遇到困难，且

报名参与的学员寥寥无几，尽管一些老前辈们虽能演奏潮州传统音乐，但却无法胜

任指导工作。因此，在几位学员的建议下，改组成华乐团，并聘请林朝星
19
及其友人

陈来水
20
成为乐团指导。尽管在华乐团成立的 34 年中经历了不少低潮，但林朝星任

然坚持担任华乐团导师至今。（大日子，2017）

15 马六甲潮州会馆第 14 届青年部主任。
16 早期活跃于马六甲潮州会馆青年团，现为马六甲潮州会馆顾问。
17 男，1944 年出生，潮阳县人，1961 年加入马六甲潮州会馆。
18 潮安县人，华乐团发起人之一。
19 男，1947 年出生，福建籍人士，从创立担任华乐团指导至今。
20 已逝世，曾为华乐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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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为了让后代的教育能延续，在当时会馆总务林锡州
21
的建议下，会馆设立

了会员子女大专贷学金，以协助清寒子弟进入大学深造。对于此大专贷学金的设立，

会馆同乡们皆表支持，尤其是当时会馆的名誉主席刘克武乡贤。为表支持刘克武乡

贤更独自捐出了三万元作为大学贷学金基金，在众人支持下，不足半年会馆便筹获

了五十万的大专贷学基金。大专贷学金的建立，不仅是为了会馆的承传亦是为帮助

清寒会员子女继续深造。（黄月光，1992：28）根据前主席薛任评在 2015 年接受星

洲日报访谈时，表示从 1985 年截至 2014 年会馆已拨出约 200 万的贷学金帮助有需

要的潮籍会员子女们升学（星洲日报，2015）。由此可见，大专贷学金对于栽培人

才方面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1992 年，当时的总务林锡州为了凝聚会馆大专贷学金

的受惠者，而成立了大专贷学金联谊会，并特邀曾是受惠者的前主席薛任评担任联

谊会主席。

在众多艺文活动中，马六甲潮州会馆韩徽合唱团成立时间最晚，成立于 2003 年，

至今仅十五年历史。当初因为有活动的空间，但适合长者的活动不多，同时亦为了

让长者们有发挥的平台，因此便有了合唱团的成立。而当时的青年团成员黄瑞满
22
也

被大家推选为团长，向理事们为合唱团筹集经费，并带领二十余位成员们经营韩徽

合唱团至今。
23

会馆功能随着时代转变逐渐转型，早年为抢救孩童失学问题，而创立了夜校救

学，随着国家教育制度体系的完善，夜校也失去了其功能而停办。二战前，是许多

华侨飘扬过海，南来谋生的时代。到了 1946 年的马来联邦计划，当时英国人为了争

取华人支持，实行较为宽松的申请公民权政策（张应龙，2014：333）。南来初期华

侨先辈尚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但二战后，他们政治意识更倾向本土化，尤其是土生

21 已逝世，潮安县人，马六甲潮州会馆前总务。
22 男，出生于 1961 年，惠来县人，目前为青年团顾问及韩徽合唱团团长。
23 2018 年 10 月 26 日，电访黄瑞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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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长的华侨第二代，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模糊，此时会馆就变成了，他们与中国有

牵连的桥梁，让他们接触祖籍地。因此会馆青年团的设立，即是为了让他们接触自

己的籍贯文化，亦是让会馆能招募新血延续下去。当一切都稳定后，会馆早期为乡

亲谋福利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会馆更需要做的是保存及承传文化，因此会馆便开始

举办艺文活动，吸引年轻人参与，让他们了解自身的潮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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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层与财务

会馆的维持往往离不开领导与收支，经济来源及支出在一个团体中颇为重要，

如某团体在经济上拮据，无疑绝对会影响运作与生存，因此笔者通过访谈将其收支

进行整理及记录。此外，笔者亦为历届主席整理简介，让曾为会馆贡献的他们能被

后人知晓。

一、财务
24

马六甲潮州会馆的主共分成三部分，分别为会馆基金、教育基金及义山基金。

会馆基金故名思议，主要是支付会馆的日常开销，水电、税务、职员薪金等开销。

会馆基金目前的收入来自新会员的入会费以及会馆所拥有的店面租金，即以物业养

会馆。会馆基金除了日常的支出，该基金每年也会拨款给音乐社、妇女组、青年团

及韩徽合唱团各两千元的经费以辅助团体的运作经费，而洪拳醒狮团及华乐团则因

有学费帮助维持运作而不需要母会资助。如若举办活动，其经费则源自理事们的捐

献，不会使用会馆基金。

会馆教育基金的收入基本皆源自理事与乡贤们的捐款以及教育基金旗下一家店

面的租金维持。此外，会馆的教育基金有一项特别之处，即是教育基金的款项只能

“进”不能“出”的条例。会馆里任何活动的开销皆不可动用教育基金里，只有奖

24 此节资料皆源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于马六甲潮州会馆访问前主席薛任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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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的支出能使用教育基金里的钱。会馆前主席薛任评表示该做法目的是为了确

保在教育方面，会馆可以持久地栽培学子。

至于义山基金则是源自每年清明扫墓家属们的乐捐，有些义山会规定每年向家

属们收取固定数额的管理费，但潮州会馆并无此规定，其处理方式是让家属们随自

己的能力捐献，上至几千元，下至几十元的都有。对于此番处理方式，实属较为人

性化，因为会馆如若规定管理费的收取数额太高，会对一些家属早成家经济负担，

但收取太低却要面对经费不足问题，因此随着心意及能力的收费方式，实为较理想

的处理。

会馆这三个户口的建立并非一开始便是如此，早期时会馆只有会馆基金一个户

口，在购买了鲁容义山后，才增设义山基金这个户口。之后，在大专贷学金的成立

后，又增设了教育基金。近年会馆为顺应时代逐渐进行改革，早期因前任秘书不会

使用电脑，所以旧有的账目均用手写，同时也有记账的习惯，所以在年尾总结收支

盈余时，总会出现账目混淆的情况。在其退休后，会馆在应聘新任秘书时，理事们

建议一并解决此问题，因此在理事们的建议下将账目电脑系统化。于是从 2017 年开

始，会馆在账目方面均使用电脑记账，同时也不允再有基金户口间借款使用及记账

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尽管会馆拥有许多的附属团体，但这些附属团体体的财政却是各自

独立，因此不会出现多个团体账目混淆的情况。对于附属团体的财政安排本文将暂

且不论。

该部分笔者将罗列出会馆三个基金主要开销及收入
25
的百分比，零散开销则不一

一列出。会馆基金的租金收入占总收入的 59.6%，其余的 37.5%来自捐款、2.5%来自

定期存款利息及 0.9%来自新会员的入会费。会馆基金的主要支出是水电费及职员薪

25 该开销及收入均以年计算，其百分比出自 2017年的损益账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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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占总开销的 26.3%。接着便是冬至/春至祭拜的消费，占总开销的 17.8%，会馆

拨款予其附属团体开销，仅占总开销的 6%。根据笔者了解，会馆基金开销甚大，如

若每年会馆没有举办馆庆售卖餐劵进行补贴，那会馆基金将会出现亏损的情况。

教育基金的 48.7%收入来自店面租金，占了接近总收入的一半，其余则有定期存

款利息占 48%以及 3.3%的收入来自捐款。其主要开销是被大专贷学金借贷者拖欠的

款项，占总开销的 71.5%，奖助学金则仅占 10.4%。义山基金主要收入源自义山埋葬

者家属的捐款，占总收入的 71%，售卖墓穴收入及定期存款利息，分各占总收入的

21.4%及 7.6%。其主要支出则是义山美化及维修部分的开销，占总开销的 82.5%，其

余水电及地税等开销，仅占总开销的 5.6%。在教育及义山基金的部分，因为不能随

意动用该基金的缘故，其亏损的情况非常少见。

二、历届主席简介

此节笔者对会馆 170 周年纪念特刊及《新明日报》上主席的排序进行梳理与对

照，间中笔者发现了其差异，笔者尝试寻找汇整出确切的历届主席排序。

表 1：潮州会馆历届主席排序差异
26

届数 公元 会馆170周年纪念特刊

（1992 年）

《新明日报》

（1987 年）

笔者汇整

职位 正总理 副总理 总理 总理

第 1届 1924-1925 郭正益 郑则仕 郭正益 郭正益

26 该表仅根据会馆纪念特刊，记录至第 24 届主席，之后的历届主席将不一一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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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届 1926-1927 郭正益 黄仕元 郭正益 郭正益

第 3届 1928-1929 郑则仕 沈祥郡 沈禄郡 沈禄郡/沈祥郡
27

第 4届 1930-1931 郭正益 黄仕元 郭正益 郭正益

第 5届 1932-1933 林大典 沈拱茂 林大典 林大典

第 6届 1934-1935 林大典 吴秉霖 林大典 林大典

第 7届 1936-1937 黄仕元 林大典 林大典 林大典

1936 年改称总理为主席

第 8届 1938-1939 黄仕元 林大典 黄仕元 黄仕元

第 9届 1940-1941 郭正益 林大典 郭正益 郭正益

1942-1945 沦陷时期

复兴 公元 会馆特刊（1992 年） 新明日报（1987

年）

执行主席 副主席 主席 主席

第 1届 1946-1947 郑则仕 郭正益 郑则仕 郑则仕

第 2届 1948-1949 郭正益 陈通临 郭正益 郭正益

第 3届 1950-1951 郑则仕 陈通临 郑则仕 郑则仕

第 4届 1952-1953 郭正益 陈通临 郭正益 郭正益

第 5届 1954-1955 陈通临 沈添裕 陈通临 陈通临

第 6届 1956-1957 陈通临 沈添裕 陈通临 陈通临

第 7届 1958-1959 沈添裕 邱石生 沈添裕 沈添裕

第 8届 1960-1961 邱石生 郑君汇 邱石生 邱石生

27 笔者认为他们是同一人，仅在名字输入时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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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届 1962-1963 邱石生 郑君汇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0 届 1964-1965 邱石生 陈开烈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1 届 1966-1967 邱石生 杨柳青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2 届 1968-1969 邱石生 杨柳青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3 届 1970-1971 邱石生 陈开烈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4 届 1972-1973 邱石生 陈开烈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5 届 1974-1975 邱石生 陈开烈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6 届 1976-1977 邱石生 沈镜湖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7 届 1978-1979 邱石生 沈镜湖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8 届 1980-1981 邱石生 林茂辉 邱石生 邱石生

第 19 届 1982-1983 林茂辉 沈镜湖 林茂辉 林茂辉

第 20 届 1984-1985 林茂辉 古乙 林茂辉 林茂辉

第 21 届 1986-1987 林茂辉 古乙 林茂辉 林茂辉

第 22 届 1988-1989 林茂辉 陈民锋 - 林茂辉

第 23 届 1990-1991 林茂辉 陈民锋 - 林茂辉

第 24 届 1992-1993 林茂辉 陈民锋 - 林茂辉

资料来源：分别取自马六甲潮州会馆 170 年纪念特刊及《新明日报》1987 年 11 月

17 日。

在马六甲潮州会馆 170 周年（1992 年）特刊中，笔者发现页 18 的历任主席简介

中出现吴秉霖及陈承恩这两位人物(图 12)，但在页 19 的历届总理/主席的名单中却

没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对于吴秉霖，笔者认为或许是因为他曾在 1934 年担任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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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资料被撰写在历届主席简介中，但陈承恩却是完全没有出现在有记录以来的

名单中。对此，笔者推测陈承恩可能是 1924 年以前某一任的潮州会馆（1936 年前

称韩江会馆）主席，其资料才被撰写在历届主席简介中。

图 12：马六甲潮州会馆 170 年纪念特刊中的历届主席简介

此外，在特刊中显示 1928-1929 年第三届总理为郑则仕，但笔者发现在 1987 年

11 月 14 日《根系列》关于马六甲潮州会馆的报导中，写着 1928-1929 年的总理为

沈禄郡。因此，笔者推测此项出入与前者吴秉霖情况一样。但特刊上副总理却是沈

祥郡而非沈禄郡，对此笔者亦不排除名字输入错误的可能性。

同样的在特刊中 1936-1937 年的第七届总理是黄仕元，但在报章中出现的却是

林大典，对于此项出入，笔者有幸在 1935 年 12 月 26 日南洋商报刊中发现了登林大

典三任韩江会馆总理的新闻（图 13），因此笔者认为马六甲潮州会馆的第七届总理

应为林大典，而非黄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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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935 年 12 月 26 日《南洋商报》刊登林大典三任韩江会馆总理新闻。资料取

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网站（双环，1935：10）

1. 郭正益

潮安县人，南渡新加坡任职源盛号，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协助革命。除革命事

业，亦自创元发栈及两兴号，经营京菓杂货出入口生意。20 至 50 年代时期活跃于

马六甲潮州会馆、出入口商公会、广东会馆等乡团，亦热心于教育事业，培养才人。

1953 年，罹疾不幸逝世，安葬于马六甲鲁容潮州义山（图 14）。（黄月光，199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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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953 年 5 月 4 日郭正益逝世报导。资料取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网站

（南洋商报，1953：10）

2. 林大典

潮阳县人，年少南渡，于马六甲经商，创立侨南号，主要经营杂货、米业。在

30 年代时，活跃于马六甲明星慈善社、马六甲潮州会馆及西河堂林氏宗祠等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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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热心于教育，创立韩江夜校，也曾在担任马六甲培风、培德及平民三校担任

要职。1942 年日侵二战时期，马来半岛沦陷，其壮烈牺牲，与 400 余忠魂葬于三宝

山麓。（黄月光，1992：18）

3. 黄仕元

潮阳县人，少年南来，创立黄新兴号，以树胶种植为主要事业。在马六甲潮州

会馆改建及鲁容义山的筹募上，亦慷慨解囊出资帮助建设。其热衷参与中华总商会、

公立学校、广东会馆、马潮联会等团体，亦为马六甲培风中学创办人之一。1974 年

期不幸逝世，享年 97 岁。（黄月光，1992：18）

4. 郑则仕

潮阳县人，别号振贤，与诸弟创立郑绵发酒庄及绵绵酒厂于中国汕头与澄海，

继而南渡设绵元酒庄及酒厂于马六甲，并与众家族成员先后在槟城、吉隆坡、新加

坡等地设立酒厂酒庄，成为新马酿酒业之冠。由于事业版图宽广，其曾任新加坡潮

州会馆、广东会馆公立三校、中华总商会等多团体要职。1951 年其寿终于马六甲府

邸。（广东会馆联合会特刊，196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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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通临

潮阳县人，年少南渡暹罗（泰国），后辗转新加坡，协助兄长经营材炭行业，

后到马六甲从事餐饮业。年过数载，创立诗三酒店、诗诗酒庄等公司。曾担任马六

甲广东会馆、中国公学、酒商公所等乡团要职。（黄月光，1992：18）

6. 沈添裕

潮安县人，少年南渡新加坡，后移居马六甲，与友人合创酒庄及中兴烟业公司，

后自创布庄。二战后，亦涉及橡胶行业，创设树胶厂。其热心公益，活跃于中华总

商会、紫昌阁、沈叶尤联合会等多家团体。（黄月光，1992：18）

7. 邱石生

惠来县人，少年南来谋生，白手起家，经商于马六甲。热心公益，先后获得太

平局绅（JP）及 BKT有功勋衔。早期活跃于政坛，曾出任马六甲州民选议员，落力

为选民服务。其亦为马六甲惠来公会创办人，在潮州会馆也任职会馆主席二十余年

之久。（黄月光，19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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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茂辉

潮安县人，1947 年南来谋生，白手起家，最终落脚马六甲，1956 年创立林正兴

饼干厂。活跃于马潮联会、林氏宗祠、紫昌阁、明星慈善社等乡团。其 1982-1995

年间出任潮州会馆主席，1990 年受马六甲州元首赐封 DSM 勋衔。（沈宝胜，1997：

24）

9. 古乃光

惠来县人，1961 年出生，侨民第三代，父亲为古乙，家中从事农业及运输业，

却选择从事律师一职并活跃于政坛。曾出任马六甲潮州会馆、惠来公会、马潮联会

等乡团主席。2004 年曾受委任为州行政议员，2007 年荣获马六甲州元首册封拿督勋

衔。(叶雪梨、吴国清，2013：66)

10. 薛任评

潮安县人，1962 年出生，侨民第三代，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硕士毕业。

曾于新加坡，柔佛等地工作，1992 年创立优德防火系统有限公司至今。曾为马六甲

潮州会馆第二届（1986 年）大专贷学金受惠者，毕业后受前总务林锡州邀请回馆服

务，加入青年团并担任大专贷学金主席。2011 年出任潮州会馆主席截至 2018 年，

因眼疾困扰卸任，为报滴水之恩转而成为贷学金部分主任继续为会馆服务。其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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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于教育事业，担任德成小学、香林小学、培风二小等多校董事，同时也活跃于各

大乡团。
28

11. 陈江荣（现任）

澄海县人，1965 年出生，侨民第三代，主要经营事业为 906 酒店。受父亲影响，

约 90 年代加入潮州会馆青年团。目前为马六甲潮州会馆现任主席，马六甲篮球总会

会长、三忠宫董事部主席、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马六甲分会副会长及明星慈善社顾

问。
29

会馆要继续生存其财务状况及领导层绝对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笔者汇整了会馆

的财务状况，证明马六甲潮州会馆的经济绝对是运作良好同时也在与时并进，逐步

将其账目电脑化，方便保存与整理。另外，会馆将账目分成会馆基金、教育基金及

义山基金的归类方式，不仅能让账目更加清楚，整理时也不会太过繁琐。在领导层

方面，笔者汇整了报章与特刊上历届主席的排序，将当中的差异对照，并通过史料

还原确切的历届主席排序。笔者亦整理了历届主席简介，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与

贡献。

28 资料皆源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于马六甲潮州会馆访问前主席薛任评获得。
29 2018 年 10 月 25 日，陈江荣主席接受 Whatsapp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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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属团体

早期会馆的存在是为了协助南来的先辈们，也让来自同一个地域的他们能团结

及解思乡愁而成立，现今的情况则是后代们早已落地生根，获得公民权，不再需要

会馆的协助以及排解乡愁。因此会馆如若要继续生存延续，就必须顺应时代变迁做

出改变。目前大部分华裔的共同语言为华语，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许多都不谙方言，

宗乡团体要推广自身文化的前提是必须能自存，那样才有能力推广自身籍贯文化，

如若连会馆的自存都做不到，那推广文化便是天方夜谭。

在参与了会馆的部分活动运作以后，笔者发现马六甲潮州会馆便是个例子。不

论是在运作或是与社会接轨上，该会馆都做得相较出色。首先，马六甲潮州会馆拥

有青年团及妇女组这两个附属团体。根据笔者了解，目前有许多的宗乡团体不活跃

濒临“死亡”的原因是该团体并没有青年团及妇女组又或是仅有其中一个团体。但

马六甲潮州会馆不仅有青年团及妇女组，该会馆衍生了许多团体，如华乐团、洪拳

醒狮团、韩徽合唱团及奖贷学金部。

在此，笔者将会馆附属团体分成两个组别，分为运作及社会接轨两部分，前者

为甲组，后者为乙组。青年团及妇女组为甲组，华乐团、洪拳醒狮团及韩徽合唱团

则是乙组。甲组主要功能是在运作方面，而乙组则是与社会接轨的部分作用较大。

每当会馆要举办活动，单靠出意见是无法将其落实，必须有执行者，活动方能顺利

完成，而青年团及妇女组扮演的角色便是这些执行者。每当母会或是鸡场街九大乡

团有活动时，青年团及妇女组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推行这些活动。这也就是为何笔

者表示没有青年团及妇女组，又或是只有其中一个的宗乡团体较多都不活跃，因为



38

没有人能负责执行工作。除此之外，较多会馆母会的理事较多都步入中年，虽有经

济实力，但工作繁忙，较难理解新生代的需求，而青年团及妇女组则可以弥补此项

不足，因为他们明白新生代的需求，更能帮助会馆融入社会。

至于在社会接轨方面则有华乐团、洪拳醒狮团及韩徽合唱团负责。在收费上，

华乐团及洪拳醒狮团仅每月象征式的收取几十元的学费，以维持运作，而韩徽合唱

团则以年捐的方式来维持团体的运作，其目的志在帮助学员们培养良好的嗜好，而

非盈利。此外，这三个附属团体在招收学员时，不仅限于潮籍人士，而是开放予任

何籍贯人士，只要志同道合便可参与。从乙组三个附属团体的参与人数上观察（表

2），会馆的开放性招生是有效的，根据笔者所知那些团体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其他

籍贯人士，如若乙组部分团体仅将学员限制在潮籍人士，只教授潮州传统乐器、乐

曲等，那无疑是将自己局限在小空间，最终将被社会淘汰。

表 2：各支流组织参与人数

团体名称 成立年份 人数（目前）

1. 贷学金部（奖助学金、

大专贷学金）
30

1961、1985 -

2. 青年团
31

1964 -

3. 洪拳醒狮团 1974 30++

4. 妇女组
32

1979 -

5. 音乐社（华乐团） 1984 70++

30 身份与会馆会员重叠，故无法计算，其分类文内详谈。
31 同上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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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专贷学金联谊会 1992 30

7. 韩徽合唱团 2003 40

再者，根据笔者观察，在乙组部分的三个附属团体，其现象为华乐团及洪拳醒

狮团的成员较多是青少年，而韩徽合唱团则几乎是退休长者参与。对此认为，华乐

团及洪拳醒狮早期成立的目的便是希望能让青年团成员有活动参与，与此同时因为

体力及学习能力等原因，因此华乐团及洪拳醒狮团的参与者较多为青少年。但考虑

到长者也需要活动平台，因此较后期时也有了韩徽合唱团的成立，让长者有发挥的

平台。另外，会馆的贷学金部为了提倡教育帮助贫寒子弟，也增设了大专贷学金帮

助品学兼优的会员子女继续深造。会馆的大专贷学金尽管能贷借的金额不多，但这

亦是贫寒子弟升学的途径之一。

简而言之，马六甲潮州会馆的运作执行上有青年团及妇女组的协助，在与社会

接轨上则有华乐团、洪拳醒狮团及韩徽合唱团的协助，大家各司其职，不断与时并

进，让会馆得以自存。

（一）附属团体现况

“枝繁叶茂”这个形容词用于形容目前的马六甲潮州会馆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

词了。在马六甲鸡场街乡团中，马六甲潮州会馆的附属团体算是较多且较为活跃的

乡团。从笔者在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周一至五，夜间到鸡场街走访观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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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表 3中，其活动数量可观察出，会馆附属团体的活动是相较活跃，其参与度

上也获得不俗的反应。
33

表 3：马六甲鸡场街各乡团一星期夜间活动
3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海南会馆 舞蹈 - - - 舞蹈 - -

潮州会馆 合唱团 武术 华乐 武术 华乐 - -

西河堂林

氏宗祠
35

- - - - - - -

茶阳会馆
36

- - - - - - -

雷州会馆
37

- - - - - - -

福建会馆 - - - - 卡拉 OK 卡拉OK 卡拉 OK

赖氏宗祠
38

- - - - - - -

资料源自：笔者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周一至五夜间走访鸡场街记录。

1. 贷学金部门（奖助学金、大专贷学金）
39

每年的八月便会颁发奖学金予申请奖助学金的会员子女们。其分配小组为小学

组奖助学金、高中生奖助学金、初中生奖助学金、独中高中清寒助学金、独中初中

33 见表 2。
34 该表仅罗列出位于鸡场街（Jalan Hang Jebat）的宗乡团体。
35 笔者曾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致电确定该宗祠夜间有无活动。
36 大门紧闭无法联络，但其会馆前方已出租予夜市摆卖。
37 已出租。
38 无法取得联系。
39 此节资料皆源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于马六甲潮州会馆访问前主席薛任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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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寒助学金及大专贷学金。小学组分两部分，第一部以排名计算，考获第一名者可

获奖励 40 元、第二名者 30 元、第三名者 20 元。第二部分则以总成绩计算，一至六

年级，总成绩 80 分以上或全 A者便可获得奖励金 30 元。

高中生奖助学金及初中生奖助学金的金额分别为 80 元及 120 元，其条件为成绩

要求则是高中组需要总成绩达到 75 分以上，初中组总成绩则需 85 分以上，方可申

请。

独中高中清寒助学金及独中初中清寒助学金，其申请条件顾名思义，是给予家

境清寒者申请。尽管是给予家境清寒者申请，但任然有成绩上的要求。高中组需要

总成绩达到 70 分以上，而初中组则需要总成绩达到 75 分以上，即可申请。对于奖

助学金及清寒助学金的申请，只要达到申请条件，是可同时申请奖学金及助学金。

在大学贷学金方面，其借贷的款项为一年 4000 元，申请总金额则以申请的就读

年份计算。例如，申请者甲报读了一个为期四年的大专院校，其可借贷的金额为

16000 元。至于还款方式，会馆规定以借贷者的借贷年数为年限，即借贷者申请了

四年的借贷，在毕业后的四年内必须还清借贷款项，如若有经济困难者可向会馆写

信申请延期还款。会馆对于申请者的审核主要在于申请者是否为会员子女及其经济

能力是否无法负担起子女学费。

2017 年，大专贷学金停止发放，其原因是太多借贷者毕业后并未摊还贷学金，

导致了资金不足，无法继续为新的申请者提供借贷。停止发放贷学金以后，会馆已

成立小组对已毕业的借贷者追讨回借款。在今年根据新贷学金主任薛任评的表示欠

款有大部分已被还清，或许可开会商讨重新开放大专贷学金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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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年团
40

根据马六甲潮州会馆的规定，凡是会馆会员不论男女 45 岁以下，皆可属青年团

成员。马六甲潮州会馆青年团在早期成立时非常活跃，之后沉静了一段日子，直至

近年新血的注入才开始较为活跃。往年，马六甲潮州会馆青年团主要协助举办会馆

母会举办的活动。近年开始，青年团陆续与马六甲的其他团体联办一些活动。例如，

捐血活动、风水讲座、书法活动等。除此之外，今年轮到潮州会馆当值鸡场街九大

乡团主席，因此潮州会馆青年团与妇女组在今年的活动量以增加了，其活跃度相较

以往也明显较高，尤是青年团。在今年除了联办活动，青年团也协助母会筹划鸡场

街九大乡团的端午节、中秋节活动。

今年马六甲潮州会馆青年团也独自承办了由马潮联会主催的卡啦 OK 歌唱比赛。

该卡啦 OK 歌唱比赛是以地区划分并轮流制的方式，由各区潮州会馆青年团承办。今

年中马区轮到马六甲潮州会馆承办该歌唱比赛，但却面对资金不足的困境，恰巧主

席改选，新任主席陈江荣知晓后，全力赞助该歌唱比赛。

3. 洪拳醒狮团
41

洪拳醒狮团主要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洪拳武术班及醒狮团，尽管分为两部

分，但其学员乃同一批人。洪拳武术班及醒狮团在每周二及周四晚上八时正在潮州

会馆练习。每周二及四，黄睦耀师傅便会前去会馆，但因为年龄渐老，身体健康不

40 资料通过青年团团长黄锦敬及青年团总务颜见式获得。
41 资料通过走访黄睦耀师傅及参照马六甲潮州会馆洪拳醒狮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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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因此黄师傅目前是以口头指导，而招式上的指导则由其入室弟子张志福及魏昌

祺。

洪拳醒狮团除了会在会馆活动及受到宴会邀请时，前去舞狮助兴以外，每年大

年初一会前往商家及乡贤们住家拜年贺岁、採青纳福，同时也为大专贷学基金筹款。

此外，每年六七月洪拳醒狮团会登报通知举办“施赠贫老”活动的消息，举办此活

动的目的是为了回馈社会及帮助有需要的老人们。而醒狮团会向会馆理事们募款购

买物资，以赠送给老人们。到了活动当天，但凡 65 岁以上的老人们不分籍贯都可登

记领取物资。

此外，洪拳醒狮团旗下其实还有一个叫炉主的制度。每年农历九月廿八日华光

大帝圣诞千秋时，便会掷筊选出新一任的炉主、头家等，而炉主头家的工作便是为

每年华光大帝圣诞千秋的祭品出资。黄睦耀表示，华光大帝及其左右护法千里眼、

顺风耳两位将军是在 1973 年由当时的会馆总务黄瑞祥在新加坡寻得带回，并获得青

云亭法师开光，再由黄师傅等人接回会馆供奉，直至今日。目前每当洪拳醒狮队出

队前，其规定是必须先祭拜会馆里供奉着的华光大帝，以祈求平安顺利。

其实洪拳武术从早期流传下来便有祭拜华光祖师的习俗，因此会馆的洪拳醒狮

团也跟着供奉华光大帝。但开始时，会馆仅将华光大帝四字写在红纸上祭拜，以求

平安。之后，在黄瑞祥前总务的建议下，才到新加坡寻其金身，安置在会馆供奉。

4. 妇女组
42

在马六甲潮州会馆凡女性会员皆可被归纳为妇女组成员，有资格竞选妇女组理

事，即表示一位女性会员，她可竞选成为会馆理事、青年团理事及妇女组理事三重

42 走访马六甲潮州会馆及 2018 年 10 月 27 日，whatsapp访问妇女组主任林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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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但如若是男性会员，只可竞选会馆理事及青年团理事。妇女组早期的成立时，

较多都是协助母会活动的准备工作。因此，每当潮州会馆有活动时，总能看见妇女

组成员的身影，截至今日，亦是如此。在女力
43
崛起后，妇女组自身也举办活动。除

了分工协助母会举办的活动外，马六甲潮州会馆妇女组，每年都会举办潮州人的传

统习俗“出花园”成年礼、端午节裹粽子比赛等。举办过 11 次“出花园”成年礼的

妇女组，其目是为了能保存潮州礼俗，并将传统民俗融入现代。

5. 音乐社（华乐团）
44

马六甲潮州会馆华乐团每周三和周五晚上八时正都会聚集在会馆练习华乐，目

前会馆的华乐团大约有学员 80 余位，其华乐导师团有自创团以来便开始任教的林朝

星、驻团指挥为许龙年及声部指导朱炳林。从成立至今，会馆华乐团曾面临学员流

动问题，最低潮时学员不足 10 位。尽管如此，导师林朝星并无放弃华乐团，努力支

撑，截至 2010 年新一批年轻的学员加入，并加上后续的改革重组，成就了今天 80

余位学员的规模。

在新成员加入，为华乐团注入新生气后，自 2011 年起，华乐团开始活跃并参与

了许多的音乐会及晚宴演出。华乐团也举办了四届音乐会，分别是 2012 年的《乐响

龙腾》、2014 年的《走吧…旅行去！》、2015 年的《新生出击 1.0》及 2017 年的

《大日子》。

43 其意为女子力量，亦指独立自强的女性力量。
44 资料源自走访林朝星导师及参照 2017 年《大日子》音乐会小册纸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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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专贷学金联谊会
45

大专贷学金联谊会成立的目的除了让曾经受惠的学生能保持联系外，也翼借此

联谊组织培养会馆接班人。当初该联谊会成立于 1992 年大年初一，在此之后每年的

大年初一便是联谊会成员们聚会的日子，但因为初一聚会多等缘故，大专贷学金联

谊会成员们便决定将聚会更改为每年的大年初二。

7. 韩徽合唱团
46

韩徽合唱团目前的成员平均年龄介于 63 岁左右，指导导师为陈隆陞及柯荣添。

韩徽合唱团成立目的是为了让兴趣志同道合的长者们有活动的平台。目前合唱团拥

有成员四十位左右，每星期周一晚八时正便会在会馆练习。因成员籍贯不同，因此

甚少唱方言歌曲，而多以华语经典旧曲为主。

韩徽合唱团演出较多是在会馆活动上或是马六甲其他乡团主办的活动上表演。

此外，每年会在十月份时举办团庆及年尾举办尾牙，合唱团举办尾牙时，亦邀请了

母会理事及顾问们前去一同庆祝。在活动庆典上，合唱团也尽量给予长者们平台一

展歌喉，不评价其技艺，旨在让长者们欢心。

平常合唱团成员也会相约聚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以消磨时间及增进感情。由

于是退休人士，因此合唱团成员们也多次相互结伴前去旅行，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

得精彩。

45 资料皆源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于马六甲潮州会馆访问前主席薛任评获得。
46 2018 年 10 月 26 日，黄瑞满接受电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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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祭祀活动

祭祀是对文化承传最好的保存，它将食物、语言等完美融合于一体，让人能通

过祭祀了解某地区风俗民情。马六甲潮州会馆对于祭祀亦甚是注重。该会馆每年有

三个主要祭祀活动，即春祭、盂兰盛会及冬祭。其春祭及冬祭会特意挑选在该月份

的星期日以让会馆理事成员们有机会参与，而盂兰盛会则没有指定日子。

根据笔者了解会馆祭祀活动祭品皆由总务准备。在前秘书沈俊城
47
退休前，前主

席薛任评忧心日后祭祀活动、祭品准备问题，便让前总务在退休前将所有祭祀步骤

及祭品准备记录在案，让后人参考。但文化的传承仅靠文字记录是无法全面实行，

因此马六甲潮州会馆便有每年春祭“上山”祭拜需携带青年团团长的不成文规定。

此做法原因为青年团乃会馆日后接班人，因此祭祀等活动须携带青年团团长及成员

一同参与，让其了解过程，以便日后承传。

此外，马六甲潮州会馆馆内设有早期一些南来谋生不幸仙逝的同乡神主牌位。

而每年七月半俗称鬼节又称盂兰节，相传是鬼门大开的日子，鬼魂们可各自回家“团

圆”，但无依无靠的鬼魂们便会四处飘荡。对于那些被供奉于此的同乡们而言，会

馆便是家。每年盂兰节时，会馆亦会准备祭品祭拜同乡们，此举笔者认为是对先人

的尊重与怀念。马六甲潮州会馆设有几百余个神主牌，由于盂兰节时，前去祭拜的

家庭仅几户，因此笔者认为会馆供奉的众多神主牌中，应有不少是无后人祭拜。但

会馆的乡贤却依然记得这些先辈，祭拜缅怀他们。如若会馆乡贤们都不祭拜，随着

47 潮安县人，马六甲潮州会会馆前秘书亦为会员活跃于会馆，目前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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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那些先辈们将渐渐被遗忘。因此笔者认为会馆此举是以身教阐释“追远”

二字的意思，时刻教育后代要饮水思源。

恢复冬至祭祖古礼除了能让新生代的潮籍子弟感受及体验潮州祭祀礼俗外，亦

是在提醒后人莫忘本。同时，翼达到传承潮州礼俗文化的目的，古礼的恢复亦让年

轻一代日后不会对自身的文化感到陌生。

（一）祭祀节日

1. 春祭
48

春祭会安排在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以方便理事们能前去祭拜，

而总务会负责准备祭品于会馆“嶺东堂”举行春至祭拜潮州会馆祖先牌位。需

准备用品有锡壶、锡杯即三鼎杯、锡烛台、锡灯、金银烛纸及桌围用于围着四

方桌。在四方桌前，亦须准备花及一盆茅草（图 15）。祭品则有五牲两份、生

菓五样、发糕一个、豆仁包八十个、西前饼八十份、橙一箱、香蕉二十公斤以

及菜、饭、筷子、茶、白米酒各二十四份（图 16）。

48 2018 年 4 月 8 日，笔者亲身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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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会馆春祭用品及其摆设（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图 16：会馆春祭祭品（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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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了解，祭典上使用锡壶、锡杯及锡烛台等锡制产品是因为潮汕地区盛

产锡，因此锡制产品为当地人民普遍使用，而先辈们南来以后，亦把该“习惯”带

到南洋，年深日久，渐渐地便成为了马来西亚潮籍人士的文化。此外，早期祠堂大

多设立在山上，因此茅草的存在象征着在山上祭拜。而五牲则有鸡、烧肉、鸭、鱼

及鱿鱼干，对于祠堂类型的祭拜较多都需用五牲因为人数多，五牲属大礼，生菓则

随意五样即可。至于饭菜等为何准备二十四份，则是因为二十四为潮州籍贯祠堂固

有的祭拜数量，如若是一般家庭则不需此数量。

除此之外，在会馆祭拜前一般都会先到三宝山及武吉鲁容（Bukit Duyong）的潮

州八邑义山祭拜。大约早上七时正左右，会馆主席、总务及青年团团长等人便会先

到会馆上香，之后前往三宝山上的潮州义塚祭拜。

在三宝山上的祭品则较为简单，有生菓一份、西前饼一份、茶叶及金银烛纸各

一份，不管是义塚或是福神（后土）祭品皆一样。当祭品准备就绪后，在焚香祭拜

前，主席将默念总务预先准备好的祭文（图 17），念完祭文并将其焚之后，主席便

开始带领众人祭拜（图 18）。在三宝山会馆同仁会祭拜潮州义塚及于道光 26 年即

1846 年逝世的捐地先贤陈罗合（图 19），以感谢其捐地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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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前任主席薛任评默念三宝山祭文（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图 18：右起前任主席薛任评、署理主席林朝盛、青年团团长黄锦敬、右二总务

黄作声等人（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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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马六甲三宝山上捐地先贤陈罗合坟墓上的碑文：

祖考罗合陈公墓

皇清道光二十六年花月立

潮州府海邑上莆都金 X寨

1998 年戊寅年秋月重修

图 19：葬于三宝山，捐地先贤陈罗合之墓（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三宝山祭拜结束后，众人便会移师到位于马六甲东郊的武吉鲁容潮州八邑义山。

前往总坟祭拜前，会先祭拜位于入口处的马六甲海珠屿大伯公（图 20），之后在前

往总坟祭拜。此处祭品与三宝山相同，其祭祀步骤亦无异于三宝山（图 21）。但笔

者发现在该义山随处可见蛤壳（图 22），对此潮州会馆前主席薛任评表示，在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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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祭祖时，吃蛤并将蛤壳洒在祖先坟墓上，实为潮州人习俗。在古代蛤作为货币，

而吃了蛤以后洒在祖先坟前意味着祈求子孙发财，象征着满地的黄金。

图 20：准备祭拜鲁容义山入口处的马六甲海珠屿大伯公（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图 21：署理主席林朝盛带领众人祭拜（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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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马六甲潮州八邑鲁容义山上，随处可见的蛤壳（笔者摄于 2018 年 4 月 8

日）

2. 盂兰节祭拜
49

每年会馆皆会在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举行盂兰节祭拜，而此祭典并不会特别挑选

在星期日配合休假。当天总务会挂起大士爷画像，并准备五牲一份、金银烛纸、饭

三碗及生菓三样，供奉大士爷。至于祖先牌位则有生菓三样、五牲一份及菜、饭各

二十四份。与春祭有异的是盂兰盛会有家属会前去祭拜自己的祖先，根据秘书表示，

无人前去祭拜的神主牌，是其后代家中与会馆都安放牌位，因此在盂兰节时会直接

在家祭拜，不到会馆祭拜。但笔者认为，会馆中无人祭拜的神主牌，较多应是早期

南来谋生无依无靠不幸逝世者，因此无后人祭拜。

49 资料源于前秘书沈俊城手写的会馆事项记录及访谈现任秘书 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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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冬祭
50

每年农历十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便会在会馆“嶺东堂”举办冬至祭拜活

动，祭品一样由总务负责准备。其祭品有生猪肉、生羊肉、五牲两份、生菓五样、

发糕一个、豆仁包八十个、西前饼八十份、橙一箱、香蕉二十公斤、茅草以及菜、

饭、筷子、茶、白米酒各二十四份。用具方面则有锡壶、锡杯、锡烛台、锡灯、金

银烛纸及桌围。

其冬祭仪式步骤有奏乐、全体肃立、主祭就位、陪祭就位、上香、行五献礼、

献刚鬣
51
、献柔毛

52
、献翰音

53
、献羹肴、献粢盛

54
、宣读祭文焚之、献俵礼、献金帛、

全体同乡向历代先贤暨诸位同乡曾，租，考妣行三叩首礼、奏乐、礼毕。

去年，马六甲潮州会馆重现了 30 年前的冬至祭祖古礼。为此前主席薛任评与总

务黄作声特前往柔佛麻坡寻找潮籍人士组成的修德善堂，请教关于古礼的祭祀步骤

及事项，并邀请了麻坡潮韵音乐社以潮式古乐伴奏（图 23），恢复了 30 年前的冬

至祭祖古礼（图 24）。除了步骤及古乐的增加，与以往不同的是，简化后的冬至祭

祖都是选择一块生猪肉及生羊肉，但古礼则需整只附有鲜血及内脏的生羊（图 25）、

生猪（图 26）。待仪式结束后，该祭品会交予餐馆进行处理，准备成晚宴的佳肴。

50 资料源于访谈前主席薛任评、总务黄作声及参照会馆事项记录及报章报导。
51 古代祭祀时猪的专称。
52 古代祭祀时羊的专称。
53 古代祭祀时鸡的专称。
54 祭祀谷物的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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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麻坡潮韵音乐社以潮式古乐为祭祀古礼伴奏（会馆理事摄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图 24：冬至祭祖祭坛（会馆理事摄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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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附有鲜血与内脏的生羊古礼祭祀中又称“柔毛”（会馆理事摄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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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附有鲜血与内脏的生猪古礼祭祀中又称“刚鬣”（会馆理事摄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58

六、结论

相较于其他籍贯，马六甲潮籍人士的比率并不高，但该会馆却能自存且活跃，

该现象的出现往往与会馆的内部运作及如何与社会接轨这两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期会馆的作用是照顾侨民福利及作为侨民们与祖籍地的之间的桥梁，让他们不至

于与“家”失联。但当初的侨民后代早已成为公民，在此落地生根，对于生于斯，

长于斯的他们而言，马来西亚早已是家，并不会有认同的焦虑，因此会馆早期的作

用，实已不复存在。

全文以四部分作为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为史略，笔者运用史料建构其信史。笔

者亦通过整理其收支，了解会馆的财务状况与分类。同时笔者也对历届主席排序进

行梳理及为历届主席撰写简介。此外，笔者通过附属组织了解会馆是如何与社会接

轨，让自己不被淘汰。第四部分则通过祭祀了解会馆是如何将潮州文化保存，并传

予后人。

再者，以现今情况而言会馆需自存，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让其不被社会淘汰，

并与社会接轨。会馆要自存就必须做到顺应时代变迁融入社会，因此马六甲潮州会

馆在六十年代便成立了青年团，以吸引年轻一辈来参与会馆，之后又成立妇女组、

华乐团、洪拳醒狮武术团等团体，并将大部分活动开放于各籍贯人士参与，为能与

社会接轨。会馆的各个附属组织的成立有一定的承接性，其目的是为了能吸纳年轻

一代，让他们多参与会馆，如此方能塑造的自身价值。为了证明马六甲潮州会馆的

活跃度，笔者亦整理了会馆活动的参与人数，证明马六甲潮州会馆是能做到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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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此外，笔者认为乡团活跃，与青年团与妇女组脱离不了关系，乡团如若少了

其一，多半将走向衰败，因为缺少了执行者。

在文化保存上，马六甲潮州会馆则较为重视在祭祀保存部分。因此在祭祀礼节

上花了不少心思及金钱，其目的仅为了保存潮州传统习俗，该精神值得嘉奖。笔者

认为会馆的活跃度绝对是影响其是否能自存的因素之一，但更多取决于会馆自身的

条件，如若会馆自身没有经济实力或是执行者的推动，那会馆的地位将日渐式微，

因此会馆若要生存，就必须认清事实，了解时代需求进行适当的改变。

由于没有史料的印证，马六甲潮州会馆的成立年份在学术界是被质疑的，对此

笔者有幸在 1895 年的《海峡殖民地宪报》中寻找到，在“1889 年社团注册法令”

下会馆的注册记录，证明在 1889 年时会馆已向有关单位注册，再加上三宝山上的墓

碑年份，可证明马六甲潮州会馆极可能是在 1822 年成立，是全马最早建立的潮州会

馆。此外，笔者亦在注册记录中发现会馆原来在一百多年前便有炉主制度。同时，

笔者也发现其特刊的历届主席排序实有错误，对此笔者已将其排序重新整理列出。

在走访了位于鸡场街的乡团后，笔者发现马六甲潮州会馆确实是鸡场街众乡团中夜

间最活跃的乡团，而且其活动也获得不俗的反应。对于祭祀方面马六甲潮州会馆也

致力追溯，向麻坡潮州帮学习古礼的祭祀方法，以便能将自身传统文化保留，并承

传。



60

引用书目

（一）档案资料

1.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5,编号：2006/0000937.

（二）报章

1. 不详，<甲郭正益逝世订于六日出殡>，《南洋商报》，1953 年 5 月 4 日，页

10。

2. 双环，<选举新职员>，《南洋商报》，1935 年 12 月 26 日，页 10。

（三）书籍

1. 陈剑虹（2010），《槟榔屿潮州人史纲》，槟城：槟榔屿潮州会馆。

2. 陈景熙（2016），《槟城：故土与他乡: 槟城潮人社会研究》，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3. 黄文斌（2013），《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4. 潘醒农（1950），《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

5. 石沧金（2013），《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6. 宋燕鹏（2015），《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

7. 吴华（1980），《马来西亚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8. 颜清湟（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https://www.theteochewstore.org/products/binchengchaorenshehuiyanjiu


61

9. 郑良树(2003)，《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

10. 郑良树(2003)，《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柔佛：南方学院出版

社。

（四）专书论文

1. 张应龙（2014），<二战后东南亚华人公民权地位与人权问题：原因、实质

与影响>，陈鸿瑜主编，《海外华人之公民地位与人权》（页 331-349），

台北：华侨协会总会。

（五）期刊论文

1. William Newell ，1964，“Treacherous River：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6，April，1964，p.462.

（六）学位论文

1. 刘咏亭（2015），《马六甲潮州人“出花园”成年礼的习俗演变——以沈俊

城为口述访谈对象》，未出版学士论文，拉曼大学，霹雳。

（七）特刊

1. 不详（1967），《广东会馆联合会》，马六甲，广东会馆联合会。

2. 黄月光编（2007）《马六甲惠来公会创立 60 年纪念特刊（1947-2007）》，

马六甲：马六甲惠来公会。



62

3. 黄月光编（1992）《马六甲潮州会馆 170 周年纪念特刊》，马六甲：马六甲

潮州会馆。

4. 沈宝胜编（1997）《马六甲潮州会馆 175 周年纪念特刊》，马六甲：马六甲

潮州会馆。

5. 叶雪梨、吴国清（2013）《马来西亚潮社人文汇集（第二册）》，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6. 叶雪梨、吴国清（2013）《马来西亚潮社人文汇集（第四册）》，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八）网站

1. 陈剑虹，《槟榔屿潮州会馆史略》，阅自

http://www.penangteochew.org.my/history.php

2. 东方 online，《大马华人的人口变化》，2017 年 4 月 30 日，阅自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94808

3. 李永球，《潮州出花园》，《光明日报》，2016 年 8 月 19 日，阅自

http://ahkew.blogkaki.net/%E6%BD%AE%E5%B7%9E%E5%87%BA%E8%8

A%B1%E5%9C%92/

4. 星洲网，《薛任评：致力塑造华社精英.潮州会馆拨 200 万奖贷学金》，2015

年 6 月 20 日，阅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039215

http://ahkew.blogkaki.net/%E6%BD%AE%E5%B7%9E%E5%87%BA%E8%8
http://ahkew.blogkaki.net/%E6%BD%AE%E5%B7%9E%E5%87%BA%E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