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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主要论述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互动，从而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

早期增龙人移民马来亚，后来参与金宝开埠，到会馆成立为背景，说明增龙人

与社区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会馆成立后，会馆的发展对于社区研究也是一项重

要的资料。本论文将梳理出会馆与社区的历史脉络，再进一步论述与社区的互

动。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论述增龙人与金宝开埠的关系。第一节概述增龙两县人

的关系与增龙人移居马来亚的史略，从中国解放海禁之后的移民潮流切入，分

析增龙人早期和后期的移民类型，尝试找出当时增龙人如何移居马来亚。第二

节将简述金宝开埠史，说明矿业与金宝开埠之关系，并于第三节做一连接。第

三节主要论述增龙人与金宝最早的渊源，魏端伯捐地。魏端伯是目前有碑文记

载最早与金宝接触的增龙人，而这项资料也将增龙人在本地历史记载中又推前

了一大步。 

论文第二章将论述金宝增龙会馆的成立与发展史。第一节将介绍金宝增龙

会馆成立的概况，从 1907年增龙人购置总坟后，开始了增龙组织在金宝的历

史，到后来成立了增龙会馆，这一段历史是介绍金宝增龙会馆的起点。在第二

节将分析增龙善后社（金宝增龙会馆前身）与二战后成立的互助部；互助部的

功能比之前增龙善后社更全面，不仅可以保障同乡们的生活，还可以推动会馆

的发展，两者之间功能的传承和扩张对会馆的发展相当重要，是发展史研究的

重点之一。第三节从会馆每年春秋祭祀这大型活动和会馆后座神龛切入，从增

龙人看重祭祀仪式，从而来说明增龙人对追思先贤之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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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将从金宝增龙会馆的会议记录，分析论述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互

动。本章将着重论述金宝增龙会馆与其他的增龙会馆之间的联系互动。在马来

西亚共有 9 间增龙会馆，在独立前他们之间的互动是相当重要的，可以探究出

这籍贯群的组织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最后，结语部分将从先前的考究论述来

总结金宝增龙会馆为社区带来的贡献与发展。 

本论文的研究成果未能称得上很全面，碍于时间仓促与个人学养之不足，

未能深入研究分析出互动更深层的意义。再者，在史料的收集和分析上资历尚

浅，笔者没办法多方面兼顾，与到各地增龙会馆收集更多的史料，实属可惜。

希望日后有志且有兴趣于此课题者，可以对此课题有更深入更仔细的分析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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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论文主要研究的是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互动，从 1922 年到 1957年为

止。这篇论文研究的课题选择，主要原因是对于过去先辈南来开拓这片土地的

历史，资料上的整理和研究实在是凤毛麟角。霹雳（Perak）这个州对于早期南

来的华人先辈来说，是块宝地，它丰富的锡矿为许多华人提供了丰硕的生存条

件。矿业一直是早期华人南来的主要生计，这点是不容置疑的，金宝在霹雳州

锡矿业历史中有其重要的地方，这块土地上的华人历史记载的文献史料很少，

因此这篇论文研究的课题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霹雳州的增龙人多数以开采

矿业起家，因此金宝增龙会馆的成立与后续发展将与这社区有着唇齿相依的关

系，会馆也可说是见证着这社区的发展。 

研究的年代会截取会馆创办开始到马来西亚独立，是因为想探讨在国家独

立前，这间地缘性会馆如何成立与发展，并说明会馆与社区的互动。而论文研

究的对象是金宝增龙会馆，动机有一，增龙籍贯群的特殊性与金宝矿业兴起之

间的联系。增龙籍贯群指的是增城与龙门两县，两县虽从属于广州，但主要人

口是客家人；且两县有长远的历史渊源，固并称增龙人，或称两邑子弟。另

外，金宝开埠和此地矿业的兴起有着切不断的关系，而增龙人当初主要是因为

金宝矿业而聚集到此，全国共 9间的增龙会馆，有 7间在霹雳州，可见增龙人

从事矿业与各埠发展史有关，金宝也不例外。 

    二，笔者就读的大学就坐落在金宝新街场的后方，论文研究与金宝历史有

关的增龙会馆，算是一种学习上的回馈。加上金宝是个历史丰厚的地方，1886

年它因矿业兴起而开埠，是霹雳州矿业一个重镇，曾在霹雳州锡矿产量上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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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头，二战以后，面临过锡矿市场崩盘，处女矿地逐渐减少等问题，距今已有

超过 100年历史的金宝，如何走过这 100多年，此地的历史瑰宝需要文字上的

记载与研究，让先辈努力开疆辟土的事迹不会流失。 

前人研究成果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金宝增龙会馆的文章，也没有专人对其做有学术性的统

合研究。书目资料方面，有 1963年出版的《新马增龙会馆联合特刊》和 1997

年金宝增龙会馆担任增龙总会会长时出版的《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特刊 1997》，

还有陈长兴著《金宝 100年（1886-1986）》。文献资料方面，有金宝增龙会馆

保留的会议记录。 

研究方法 

此次论文研究将以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的方式进行。研究将会从会馆方面

开始，会馆办公室助理，邹玉珍女士所提供的会馆特刊与会馆的会议记录，可

作为研究的文献资料。笔者先从两本特刊着手了解金宝增龙会馆的史略，清楚

知道如今会馆还有保留多少历史文物，或会馆所提供的资料中有所不足之处。

另外，田野考察除了会馆仍然保留的文物外，金宝一些历史建筑也可作为研究

资料，如金宝古庙，金宝华人义冢，还有金宝务边街等。田野考察可与文献资

料相呼应，互相证实其真实性。例如会馆提供的资料提及总坟墓碑记载了立碑

的时间，笔者到金宝增龙总坟进行考察，从墓碑上证实了资料上提及的事项，

同时两者的互相映证可提高资料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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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也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本次研究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为会馆的

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可以体现当时会馆所进行的活动，讨论的事情与所面对的

困境等重要细节。通过分析这些会议记录，可以清楚看见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

互动的痕迹，更可梳理出会馆处理难题或举办活动的惯性，并从中分析出其背

后的意义。例如会馆面临资金上的困境，一般会先向金宝的同乡们募捐，之后

才致函到各埠进行募捐，其他增龙会馆面临困境时也依循相似的方法处理，这

体现了增龙会馆间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 

篇章结构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论述增龙人与金宝开埠的关系。第一节概述增龙两县人

的关系与增龙人移居马来亚的史略，分析增龙人早期和后期移民的情况，尝试

找出当时增龙人如何移居马来亚。第二节将简述金宝开埠史，说明矿业与金宝

开埠之关系，并于第三节做一连接。第三节主要论述增龙人与金宝最早的渊

源，魏端伯捐地。魏端伯是目前有碑文记载最早与金宝接触的增龙人。论文第

二章将论述金宝增龙会馆的成立与发展史。第一节将介绍金宝增龙会馆的概

况，在第二节分析增龙善后社（金宝增龙会馆前身）与后来成立的互助部之关

系，第三节从会馆每年春秋祭祀这大型活动和会馆后座神龛切入，从增龙人看

重祭祀仪式的举动，来说明增龙人对追思先贤之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第三章将从金宝增龙会馆的会议记录，分析论述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互

动。本章将着重论述金宝增龙会馆与其他的增龙会馆之间的联系互动。最后，

结语部分将从先前的考究论述来总结金宝增龙会馆为社区带来的贡献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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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难题与成果  

笔者在此项本地研究的过程中面对的难题为难以寻获二战前的文献资料。

日治时期，金宝区几乎所有的社团或组织的文件都被日军烧毁或在战乱中遗

失。会馆现今保存最早的文献资料为二战后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虽可以体现

当时会馆所举办的活动或讨论的事情，但只是单方面的资料，并无其他照片或

其他史料相佐证。另外在两本特刊里提及的历史资料都大同小异，主要也是因

战前的文献遗失而受限制。如今会馆所保存战前的资料都是从一些老前辈口述

历史记载而来。另外基于时间仓促及学养不足，未能深入分析研究金宝增龙会

馆与社区互动的意义。本次论文研究的完成，不过是本地研究领域中的沧海一

粟，希望日后会有更多有志且有兴趣于此领域课题者，能更好的针对相关课题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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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增龙人与金宝开埠 

这一章将论述增龙人南下马来亚与金宝开埠两项重点。本章将从槟城增龙

会馆的创办历史切入，说明增龙人早期在马来亚的情况，可与后来增龙人继续

在马来亚发展做一连接。槟城增龙会馆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是最早成立的增龙会

馆，另外它和一位重要的人物，郑景贵（1821-1898）有着重要的关系。早在

1801 年，结合增城与龙门两县的仁胜公司已经在槟榔屿建立，它是槟榔屿最早

创建的地缘组织。1849年增龙会馆的馆宇正式建立，座落在槟城大伯公街门牌

20号。 

按据前辈口述：“我增城龙门两邑梓里，在二百年前，侨居此地，人数不

多，但却能高瞻远瞩，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创建巍峨堂皇的会馆，旨在联络

感情，守望相助，排难解纷1。” 会馆初创时，得力于甲必丹郑景贵的资助于

领导，并获各位乡贤的鼎力支持。当时郑景贵乡贤不但是增龙两县人领袖，同

时也是华人的领袖，郑景贵开辟霹雳州之矿业，奠定华人在马来亚开矿的基

业。增龙会馆最初的屋契（呀兰） 代表有二：一个是仁胜馆，有名而无代表；

另一个是增龙馆，则有冯登桂、郑兴发、钟亚三、廖亚五2四位为代表。这四位

乡贤先后作古，于是就在 1916年 7 月 21日，召开会员大会，公举郑太平

（1879-1935）3、廖成保、李田秀、廖廷均4四位代表继续入名呀兰，而仁胜

馆，增龙馆的呀兰从此合并为一5。 

                                                           
1
 《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特刊 1997 年》，怡保：名洙印务公司，1997 年，页 57。 

2
 四人生卒年不详。 

3
 郑太平（1879-1935），郑景贵之四子，在槟城圣芳济书院接受英文教育，毕业后继承父业，

之后设平记锡矿公司，拥有数处大矿场，1921 年受封霹雳华人甲必丹，为本地最后一位华人甲

必丹。<甲必丹郑太平史略>，《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特刊 1997 年》，页 8。 
4
 三人生卒年不详。 

5
 《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特刊 1997 年》，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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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郑景贵在太平召开同乡大会，创办太平增龙会馆，当时增龙人大

部分皆从事矿业，从中国南来霹雳州的增龙人皆有了会馆的照应，纷纷南来谋

生活。之后霹雳州以矿业兴起，增龙人分布州内各个地区，主要从事矿业工

作，然后在该地落地生根，建立会馆。1977年，马来西亚增龙总会成立，共有

9间增龙会馆成为总会会员，当中有 7间属于霹雳州6，可见霹雳州的矿业与增

龙人的关系之重要。 

第一节  增龙人与移居马来亚史略 

    增龙籍是个特殊的籍贯群，它是由增城与龙门两县组成，固在一些墓碑或

文献记录里会有“增龙两邑子弟”或“两邑同乡”等字样出现。距今约 2000年

前，增城于后汉建县，原属南海郡，南朝宋元嘉中析县内绥福河流域及以西地

区置绥宁县，梁陈两代东宫郡治于增城，至隋开皇九年（589 年）撤郡改州，

增城属广州。其后各朝改州为郡，改郡为州，几经更改，增城隶属广州不变。

明代代北部置龙门县，县境面积减少过半。民国时期，初属粤海道，后属省

管。建国后曾属惠东江专区，粤中行置，惠阳地区。1958年，与龙门合拼，仍

称增城县7。由此可见，龙门县是由当初的增城县中新划出来的县，两邑人士虽

后分两邑，但实原属同一县，因此南来马来亚后，便以增龙两邑或增城籍自

称，而非分为增城人或龙门人；另外，增龙两县近千年都属广州，但县内的客

家人占大部分，因此增龙会馆属于客家系地缘性组织。 

自中国接触海禁之后，因东南亚地区需求大量劳力，中国人纷纷出洋南下

谋生，早期的移民潮流多数以苦力制（或称“卖猪仔”）的方式。这是因为早

                                                           
6
这六间增龙会馆为太平增龙会馆、甲板增龙会馆、霹雳增龙会馆、务边增龙会馆、金宝增龙会

馆、端洛增龙会馆、和丰增龙会馆；其余两间为马六甲增龙公会槟城增龙会馆。 
7
 《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特刊 1997 年》，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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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南下的中国人是初次到南洋等地，人生地不熟，需要通过中介人沟通照应，

这类型移民者身世较艰苦，他们多数被送往从事种植业或矿场工作，这群华人

先贤早期南来马来亚工作几乎都是被贩卖，并无自由可言，因为身负“赊欠船

票”的债，只好卖身于雇主，遭其剥削，任劳任怨；另一方面，也有自由移民

到南洋的，例如郑景贵，这类型移民较有省钱的机会，可以自行开始小生意，

也比较容易累积财富。增龙人在槟榔屿与太平成立增龙会馆，当时候增龙人多

数都是以上两种类型的移民8。 

直到 20世纪初期，南来谋生的移民热潮开始转型，由当初的苦力制形态逐

渐转成亲族集团制。所谓的亲族集团制就是刚南来到马来亚的“新客”多数由

已在马来亚的亲戚或族人接待，就是籍贯群开始聚集形成籍贯组织的雏形。这

些新客受到自己亲戚的照顾，相较于苦力制下的命运是相对平稳的。他们多数

在安顿后，便由亲戚或族人介绍工作，而由矿业起家的增龙人多数介绍新客到

矿场工作，有亲戚在经济和人事上的资助，新客能有更好的就业或发展机会9。

而后来逐渐聚集的籍贯群开始组织各自的社团，早期这类社团皆属地缘性的组

织，给同乡人提供住宿，就业机会，交流之场所，发展到后来就是各籍贯的会

馆。而务边、金宝、甲板、怡保等地的增龙会馆都是移民热潮后期的成果，随

着各地矿业兴起，矿工劳力的流动，并在各地建立起支援新客的同乡会馆。 

 

 

 

                                                           
8
 陈长兴：《金宝 100 年（1886-1986）》，直落英丹：瑞文印务有限公司，2001 年，页 26。 

9
 陈长兴：《金宝 100 年（1886-1986）》，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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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宝开埠简史 

1886年，法国的采矿公司 S.E.K（Societe Des Mines Etains De Kinta）

在金宝开矿，奠定金宝埠的雏形，掀起金宝矿业的序幕。S.E.K 是第一家在马

来亚开矿的欧洲公司，当时候英国人尚未参与这一领域。1885 年，S.E.K在金

宝的瓜拉米棚（Kuala Dipang）开矿，接着 1886年才移入金宝，当时候 S.E.K

总公司设在拿乞(Lahat)，却已带动金宝埠的形成。直到 1892 年为止，S.E.K

在金宝开辟了许多矿地，1893年 S.E.K 将总公司从拿乞迁移到金宝，为了方便

运送锡米，还开辟了一条由怡保，经过金宝直到安顺的铁路。1906年，S.E.K.

兴建发电厂，为霹雳州内第一间发电厂，拥有电供之后 S.E.K.便从法国引进采

矿机械，从 1911 年至 1929年皆使用砂泵的方式进行采矿。S.E.K公司在金宝

设立带动了此地矿业的兴起，也让金宝的社区从此成形。为了方便运输，S.E.K.

开辟了铁路。10 

1886年，英国统治者经已测量街道，划定店铺的面积，出售给金宝或外地

经营矿业人士，加上此地矿业的兴起，不管是经营矿业的业者，抑或者是矿

工，人潮大量涌入金宝，带动经济脉络，店铺与房屋也跟着需求量的提升而增

加，街道房屋的聚集让金宝逐渐成为市镇11。早期华人先贤南来马来亚讨生活，

多数从事矿业，在金宝开埠四十年左右，这些华裔矿工聚集形成一个名为甘榜

万邦刁湾（Mambang Diawan）的繁荣小市集。接着 1927年，东安会馆创立，这

是金宝第一间会馆，而金宝增龙会馆则成立于 1929年。金宝在未开发初期，四

周围绕着茂密的森林，弥漫着瘴气，隐藏着毒蛇猛兽，当金宝发现锡苗后，许

多华人矿工从四面八方涌来，一般以增城籍人居多，当年估计人数多达 500人
                                                           
10
 陈长兴：《金宝 100 年（1886-1986）》，页 66。 

11
 陈长兴：《金宝 100 年（1886-1986）》，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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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随着矿业在此地的兴起，金宝从一座无人问津的原始森林发展成一座繁华的

市镇，可见锡矿与金宝的生存命脉有着无法切割的关系。 

第三节  最早的渊源——魏端伯捐地 

    在如今金宝的新街坊（Bandar Baru Kampar）的出入口处有一“T”字路

口，路口的斜对面有一块占地相当大的坟地，坟地入口处立有一牌坊，上面写

着“金宝华侨义冢”，对金宝增龙人来说，在这里流传着一个增龙人的故事。

相传距今约 140 年前，即 1872年左右，这块坟地还是一片荒园，园主是一个叫

魏端伯（??-1875）的增龙人，鉴于当时金宝尚未有地方作为坟地，于是他将这

块荒园捐出，作为金宝的坟地13。清光绪元年（1875年）魏端伯逝世，其后人

将其葬于此坟地的中间部，魏端伯虽将荒园捐出，但未有专门管理该墓地的人

或组织成立，因此当时坟地便未经妥善的规划，导致后来就发展成乱葬岗，日

治时期这块坟地更成了日军处置战俘和犯人的地方，受害者的家属因怕受牵

连，都不敢为亲人立碑，日治结束这块坟地已葬有近千人。 

    后来魏端伯的后人将这块坟地的管理权转移给金宝生和号，生和号是当时

候金宝大矿家余东璇（1877-1941）的汇兑庄，位于务边街 82号至 88号【见附

录：图（1）】；之后 1950年生和号又将管理权转交给金宝华侨义冢。到了

1955，华侨义冢和金宝古庙联合成立“金宝古庙华人义冢联合会”来管理这块

坟地。1948年（民国 37年），金宝增龙会馆的理事们基于魏端伯将荒园捐出

                                                           
12
 陈长兴：《金宝 100 年（1886-1986）》，页 16。 

13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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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坟地，造福金宝华人社群，便为魏端伯整修坟墓和修立新墓碑【见附录：

图（2）】，以表扬其对金宝社群的功迹14。 

    对于魏端伯的生平，现今已无资料可考，其后裔是谁，如何联络，会馆内

也无人知晓。另外他逝世于 1875年，而增龙善后社成立于 1922年，两者相差

47年，魏端伯自然对后来的增龙善后社没什么功绩，但增龙善后社成立后依然

将魏端伯的故事流传至今。魏端伯慷慨仁厚，捐出荒园作为坟地，造福社群，

近百年来增龙人每逢春秋两祭都会前往坟上拜祭，并曾为其修坟两次，最后将

其坟迁移至增龙山坟地，让其落叶归根，与同乡同聚。魏端伯是目前有碑文记

载最早与金宝接触之增龙人，虽然无法考证魏端伯何时将荒园捐出，但可以肯

定的是早在 1875 年前，增龙人与金宝社区结下渊源。另外有资料记载在 1906

年李田秀（生卒年不详）向生和号购置华侨义冢的一块地，后来捐赠给金宝增

龙会馆，之后其夫人（??-1915）于 1915年葬于此【见附录：图（3）】。因李

氏后人后来移居香港，两地相距甚远，李田秀夫人墓就交由金宝增龙会馆打

理。加上李田秀将该地捐赠于金宝增龙会馆。固春秋两祭时，增龙人也会前往

李田秀夫人墓拜祭，李田秀和其夫人的生平无资料可考，唯有通过祭祀来追思

李田秀夫妇对金宝增龙人的贡献。15 

 

 

 

 

 

                                                           
14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15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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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宝增龙会馆的成立与发展史 

    这一章将从金宝现有百年的庙宇寻找线索，切入研究增龙籍贯群从何时开

始活跃于金宝，并且可与成立增龙会馆与后续发展做一连接。 

    金宝开埠距今已有 126年，通过金宝已有 108年历史的金宝古庙，我们可

以得知一些关于早期籍贯群活动的重要信息。金宝古庙位于金宝务边街，建立

于 1904 年，为早期金宝华人一重要信仰寄托。金宝古庙的主神像为观世音菩

萨，此主神的神龛底座左右两处刻着“光绪三十年  岁次甲辰仲冬吉旦”和

“粤东省城  源昌街  增龙两邑众弟子敬送”【见附录：图（4）】。这主神神

龛刻着“光绪三十年”，即 1904年。由此可以证明两件事：一，金宝增龙人在

1904 年甚至更早就活跃于金宝，毕竟建立一座庙宇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且从

“粤东省城  源昌街”可以知道神龛是由当时候大陆粤东人所制作，一来一往

耗时少则也许一两载。二，从主神神龛的外观和材料来看，金宝增龙人曾参与

建立金宝古庙，而且捐献不少。根据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资料显示，早期的增

龙人大部分从事矿业工作，因为近打谷地区的矿藏丰富，因此从事矿业的增龙

人生活不差，因此才能购置如此华丽的神龛。此外，金宝古庙在最接近古庙大

门的香炉鼎上刻着“光绪三十年  仲冬吉旦  增邑王龙元敬送”【见附录：图

（5）】。这些都是增龙人对古庙的感恩之心的回馈；同时，也从这位增龙人独

自捐赠一个香炉鼎，可以证明当时候一些增龙人的经济能力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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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宝增龙会馆的成立 

金宝开埠于 1886年，金宝增龙会馆创立于 1929年，这之间的 43年夹带着

一代人的历史，但关于金宝增龙这个地缘性组织，并不能从 1929年算起，而是

该从 1922年创办的增龙善后社（或称增龙善后会）说起。这组织是增龙会馆的

前身，因此从 1886年至 1922年的 36 年里，这一代的增龙人开始组织起联络同

乡新客的组织，负责照顾刚到金宝谋生的同乡。但在增龙善后社成立之前，增

龙先贤在 1907 年已在金宝华人义冢蝙蝠山灰沙路的南侧，购置了一块墓地立碑

建立总坟【见附录：图（6）】。因此金宝增龙会馆的历史相当特别，先是有了

总坟之后才有会馆的历史，这也是它与金宝其他会馆，甚至其他增龙会馆最大

的不同。在金宝从事开采矿业的增龙人皆从务边（Gopeng）16或其他地区的增龙

会馆获得援助，后来在金宝发现丰富的锡矿后，矿业大兴，大量的矿工被招至

金宝进行开矿，增龙人也因此逐步迁移到金宝。他们在这片遍地瘴气、虫蛇猛

兽、卫生与生活环境都很差的原始森林工作，随时都可能丢命，死后因亲人多

数仍在中国大陆，便由同乡集资处理后事，于 1922年在金宝务边街 171号创立

增龙善后社，专门打理同乡的身后事。 

之后先贤们意识到善后社的设立未臻完善，便由乡贤刘伯群（1896-

1971）、李腾丽、林东胜、郑国安、赵善安、王兰谷、王治安（其余六位生卒

年不详）等七位组成创办会馆筹委会，向各地同乡募捐会馆基金，在同乡的鼎

力捐助下，于 1929年创办金宝增龙会馆，会所设在金宝务边街 100号的二层楼

店铺。同时，也使用所筹获的款项，购买金宝安邦街 45、47 号两间店铺在华人

                                                           
16
务边因发现锡矿而开发，华工约于 1888 年前往该地发展，而务边的增龙会馆成立于 18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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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冢购置一口鱼塘作为会产，而鱼塘之后填土作为坟地，即后来的总坟
17
。会馆

楼下后座设有神龛，用以安置先人牌位，另附设一方便所，以便同乡养病和办

理后事。 

第二节  增龙善后社与互助部 

增龙善后社为增龙会馆前身，于 1922年设立于金宝务边街 171号，1929

年刘伯群等七位乡贤在务边街 100号创办增龙会馆后，善后社也随之搬迁至新

的会所，主要负责办理同乡身故的后事。之后二战时期日军侵占金宝，会馆所

有文献资料经已烧毁遗失，善后社的运作方式和之后延续发展为何，就不得而

知。 

1945年，马来亚光复，会馆也在该年恢复操作，并成立互助部。根据金宝

增龙会馆提供的资料所述，当时候互助部分成甲种互助部及乙种互助部。甲种

互助部就如今日的人寿储蓄，每月上缴若干元，3年后可一次过将全部上缴的

款项领回，会员每人会有一个小册子，每月上缴款项后相关负责人会在册子上

签名并给出收条为证，如会员中途不幸身故，亦可结算其上缴的总款项并归还

之。而乙种互助部属于一种善后互助会，类似当初的增龙善后社，但此种互助

部需要缴交入会基金，且有年龄限制，生效日期为满一年后，可同时参加多

份，月费每月缴上，有册子和收条为证，若 3个月没有上缴便会失效，会员须

一直上缴直到身故。若不幸身故的会员，家属可凭着死亡证书（或称报死纸）

                                                           
17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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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会馆认领互助金，当时候增龙会馆的乙种互助部所提供的互助金（帛金）为

100 元，每月上缴 2元。18 

    从一开始的增龙善后社，直接帮助同乡办理身故的后事，后来演变成全体

会馆会员共同付出，为自己为同乡的未来做出保障。甲种互助部可以协助同乡

会员们保管钱财，就像今日的银行，而当时候的金宝还没有设立银行，而会馆

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会员们不用担心身边带着钱财，交由会馆保管也比自己

保管来得安全妥当。会员们缴交甲种互助金，为会馆带来经济收入，会馆有资

金条件自然可以改善会所，为会员提供更好的设施服务。另一方面，乙种互助

部可说是继增龙善后社后，会馆为会员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善后管理。首先，

会员不幸身故，办理身后事的费用不需家人再费神费时的想办法解决，一直以

来都有上缴的款项，可以解决办理身后事的费用；接着，不幸身故的会员也无

需担心家人马上会面对没有经济来源的困境，那些上缴的款项可以为其家人暂

缓困境。这两种互助部皆为南来的同乡新客们做出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保障，

在当时候南来的华人先贤，离乡背井的目的无疑就是需要新的生计，赚钱存钱

寄送回到原乡，甚至以后自己也要回到家乡，钱财是他们最在意也最重要的。

会馆设立互助部，可见当时候南来的华人先贤依然依靠着会馆所凝聚的同乡力

量，共同谋生活，会馆也依然发挥其凝聚同乡，发挥互助友爱的功能。 

 

 

 

                                                           
18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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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追思先贤——后座神龛与春秋两祭 

增龙人南来谋生，多数皆暂时住在会馆，再由在矿产工作的同乡介绍到矿

场工作。当时候的采矿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矿工不幸因公身故；且未

开发之地皆属森林，多瘴气，加上当时候医疗设备与环境条件不好，许多疾病

都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许多矿工便因此身故，而他们在此无亲无故，身故后

的灵位便安置在神龛上。 

金宝增龙会馆于务边街 100号的会所后座设立了以神龛，其规格为长 8尺

6寸，离地 4 尺 8寸，由下而上设立九排梯级形的架位，其下安置一土地公神

位。其前方置一长形供台，中央放一铜狮摆设，两边各有一个铜制的烛台、香

架、花台和油灯台。更于铜狮前摆设一白云石圆形香炉，上书有“增龙会馆”

四字19。根据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资料，此神龛设于 1930年 1月，而会所落成

于 1929 年，由此可以推断在建立会所的时候，先贤们已计划要在会所里设置神

龛，作供奉身故同乡之灵位。神龛有个特点值得留意，所有铜制设置品及白云

石香炉皆应来自中国大陆，保留至今实在意义非凡，同时就此可以推断会所落

成的大概时间；须知道当时候的交通不方便，从马来亚去中国大陆购买香炉等

用品，一来一回都需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此可以推断出，神龛的设置较会所落

成慢了数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会所落成的时间大概是 1929 年年终的时候。另

外，早期金宝的其他会馆皆有在会所设置神龛，但后来便逐渐被废弃，目前金

宝增龙会馆的神龛是少数保留至今的。 

 

                                                           
19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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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龛上的灵位都是一些在外漂流、居无定所的同乡或家人因各种原因不方

便置放于家中的灵位，当时候这些灵位早晚有人上香供奉，每逢初一十五或传

统节日，都会以一些水果或糕品来拜祭。而每年会馆将会举行春秋两季的大型

祭祀活动，会以三牲，水果，鲜花，茶，酒等，全体会馆理事向众灵位鞠躬上

香，以求保佑平安。神龛的设置除了摆放先贤灵位以供祭拜外，重要的是其背

后的意义。祭拜先人是为了纪念他们过去为会馆所付出，追思他们的功绩，饮

水思源是一美德，能够将神龛保留至今是这一美德的传承，传承可以教育着每

一代的增龙人不可忘记当初先贤们的贡献与辛劳。此外，神龛除了记录增龙会

馆这一群人的历史，同时也记录了早期华人先辈的历史，是一种珍贵的非文字

类的史料，这也是金宝增龙会馆的特色之一。 

另外，春秋两祭是金宝增龙会馆从过去到现在都很重视的例年活动，春祭

的源起是自金宝增龙人于 1907年购置坟地后，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会到此进行

拜祭同乡的仪式，后来一直持续便形成了延续今日拜祭活动；而秋祭则是根据

华人农历九月初九重阳登高踏青，为先人拜祭扫墓的习俗演变而来20。春秋祭祀

当天的早晨，会由会长带领理事们先在会馆后座的神龛进行一次的拜祭仪式，

之后再前往金宝华侨义冢进行第二次的拜祭活动，在义冢那里会到大伯公亭、

增龙山、总坟、李田秀夫人墓和魏端伯墓进行拜祭。尔后会在会馆大厅举行宴

会，让乡亲们交流互动。通常春秋两祭后都会设置宴会，宴会分为下午 3时和

傍晚 6时两次，下午 3时所举办的宴会是方便外地的乡亲及各增龙会馆代表，

                                                           
20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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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在宴会后可以提早回归；而傍晚 6时的宴会出席者为多数

本地同乡。21 

 

 

 

 

 

 

 

 

 

 

 

 

 

 

 

                                                           
21
金宝增龙会馆提供的未出刊的资料稿件（《金宝增龙会馆 90 年特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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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互动 

    本章将着重论述金宝增龙会馆与其他的增龙会馆之间的联系互动，并从二

战后金宝增龙会馆的会议记录着手。二战前增龙会馆的会议记录皆在日治时期

被烧毁或遗失，因此二战后的会议记录就成了会馆最早有系统的文字史料。除

了金宝增龙会馆，二战之后马来亚各地共有 8间增龙会馆。它们分别是槟城增

龙会馆、太平增龙会馆、甲板增龙会馆、霹雳增龙会馆、务边增龙会馆、端洛

增龙会馆、和丰增龙会馆和马六甲增龙公会，此外在新加坡也有一间星州增龙

会馆22。通过研究各增龙会馆之间的互动来往，我们可以了解到 9间增龙会馆之

间的关系及在二战之后所面对困境。 

根据金宝增龙会馆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仅剩下一些纰漏不全的文献，而

较有系统的文字记录就只有在二战之后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在 1945年至 1957

年这 12年间，金宝增龙会馆的会议记录，无论是理事会议抑或者是同乡大会，

有近 20次的会议。它记载了当时金宝增龙会馆与各地增龙会馆互动的事项。 

首先，战后金宝增龙会馆于 1945 年（民国 34年）11月 3日召开了一次同

乡大会，此次大会里商讨了一些战后重整会务、资金各方面的问题，在临时动

议的议程里，就提及了霹雳增龙会馆举办欢迎会，欢迎增龙两邑的中央监察委

员刘伯群的莅临。当时候刘伯群在国家光复后，到各地增龙会馆进行巡视慰

问，而霹雳增龙会馆发起欢迎会，也邀请了金宝增龙会馆出席。金宝增龙会馆

觉得要恢复过往的会务还需要各方人手的帮忙，因此大会最后决定派代表出席
                                                           
22
槟城增龙会馆成立于 1802年；马六甲增龙会馆前身为 1972 年成立的增龙公司，后来在 1885

年改称增龙公会；太平增龙会馆准确创办年份不详，于 1888 年有了会所；务边增龙会馆准确创

办年份不详，1898 年会所地契（俗称芽兰）获批；甲板增龙会馆于 1910 年会所地契获批；星

州增龙会馆成立于 1936 年；霹雳增龙会馆成立于 1939 年；和丰增龙会馆准确创办年份不详，

于 1939 年有了会所；端洛增龙会馆成立于 1946 年。资料来源：《新马增龙会馆联合特刊》，

19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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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欢迎会
23
。同年，11月 11日召开理事会议，主要讨论筹办迎接刘伯群的欢迎

会，会议内容也提及致函各埠同乡会馆，希望他们可以派代表出席此次欢迎会

24。 

    在第二次的同乡大会上，主要讨论事项为修改会馆章程事宜。修改章程是

一件重大且繁琐的事情，需要经多次的开会商讨，各方面的审核才能成功。金

宝增龙会馆该次修改章程，就因新旧章程的问题僵持了近 6 个月，最后决定组

成章程编委小组，向全体金宝埠增龙同乡解说新旧章程的内容；在该次会议

中，也有决定派代表出席霹雳增龙会馆举办的“惠东宝反内战大会25” ，此

外，会馆也决定组成慰问团队，到霹雳各埠的同乡会馆，进行慰问性质的拜访

26。修改章程一事，在务边增龙会馆的协助下，以霹雳增龙会馆的章程为蓝本，

完成了修改27。金宝增龙会馆为了商讨修护总坟一事曾召开同乡大会，最终因为

修护总坟事关重大，决定致函各埠征询意见再召开会议决定有关事宜28。 

    霹雳增龙会馆修建会馆筹募时，致函向金宝埠的同乡们募款29。后来槟城增

龙会馆重修会所筹募款项，也向金宝埠同乡们募款30。星州增龙会馆也曾来函提

及筹建会所募捐案31和要求给予加捐基金一事上的协助32。金宝增龙会馆修辑位

于安邦街的方便所时，曾开会通过致函各埠同乡会馆进行筹募款项。另外金宝

                                                           
23
 《金宝增龙会馆第 1 次会议记录》，民国 34 年 11 月 3 日。 

24
 《金宝增龙会馆第 2 次会议记录》，民国 34 年 11 月 11 日。 

25
 “惠东宝反内战大会”根据年份民国 35 即 1946 年来看，指的是东莞、宝安、惠州籍的人士

反对国共发生内战。 
26
《金宝增龙会馆第 8 次会议记录》，民国 35 年 4 月 12日。 

27
《金宝增龙会馆第 11 次会议记录》，民国 35 年 12 月 29 日。 

28
《金宝增龙会馆第 23 次会议记录》，民国 40 年 7 月 22 日。 

29
《金宝增龙会馆第 14 次会议记录》，民国 38 年 12 月 12 日。 

30
《金宝增龙会馆第 35 次会议记录》，民国 43 年 2 月 14 日。 

31
《金宝增龙会馆第 60 次会议记录》，民国 44 年 10 月 30 日。 

32
《金宝增龙会馆第 70 次会议记录》，民国 46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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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龙会馆收到霹雳增龙会馆的邀约，派遣代表出席霹雳增龙会馆周年庆宴会
33
。

通过筹办金宝增龙善后社 31周年庆案，会馆致函各埠同乡出席共襄盛举34。之

后就霹雳增龙会馆举行乡侨登记一事，派遣三名代表前往给予协商与帮助35。另

外，还曾委派一位委员出席霹雳增龙会馆组织编订乡侨统计册本36。【会议相关

细节见附录：表（1）】 

以上简述这近 12年间，金宝增龙会馆与各地增龙会馆的互动事项来看，可

以得知战后这 9间同乡会馆依然保持联络，且互相支持与帮助。从刘伯群的欢

迎会到会馆举行周年庆，各埠都有派代表或邀请各埠代表出席，可见其关系友

好；战后金宝增龙会馆组成慰问团队到各埠进行拜访，这项活动不仅拉近了各

埠同乡们的距离，也让同乡们之间更能了解各自的情况，增进感情。当会馆需

要资金上的支援或人士上的援助时，其他会馆也会给予配合，这样互相帮助，

相互支援的行为不仅表现了同乡会馆间的友好关系，体现同乡间互助精神，同

时也可以帮助会馆继续发展37。此外，同乡会馆间也互相尊重，就修改章程和修

护总坟两件事来说，章程和总坟皆是会馆重要的资产，在修改工作上向各埠同

乡征询意见，谨慎行事就表现了相互尊重的精神，另外也体现了同乡会馆间的

团结。 

另外，从这 12年间的会议记录中，有提及商讨春秋两祭事宜之处，皆有选

出当天各负责人，当中有一项为“接待嘉宾”，因此笔者认为每当会馆举办春

                                                           
33
《金宝增龙会馆第 22 次会议记录》，民国 40 年 6 月 10 日。 

34
1 月 1 日为增龙善后社纪念日，因此 31 周年庆在民国 43 年 1 月 1 日举行，《金宝增龙会馆第

33 次会议记录》，民国 42 年 12 月 22 日。 
35
《金宝增龙会馆第 47 次会议记录》，民国 43 年 10 月 31 日。 

36
《金宝增龙会馆第 57 次会议记录》，民国 44 年 8 月 21 日。 

37
 1977 年成立马来西亚增龙总会，1987 年之后全马 9 间增龙会馆全成为该总会会员，之后于

1988 年成立“马来西亚增龙总会贷学金小组”，支援协助经济不富裕的同乡子弟升学，为全体

同乡谋取更多的福利。<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简史>，《马来西亚增龙总会特刊 1997 年》，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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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两祭的宴会时，皆会邀请各埠同乡会馆前来参与，基于同乡会馆间的友好关

系，可以肯定各埠增龙会馆举办春秋祭宴会时，金宝增龙会馆也会派代表出席

宴会，除了相同缅怀先辈的努力，同时也可互相了解，增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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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增龙人移民马来亚，先是在槟榔屿落脚，后来霹雳州的矿业兴盛，郑景贵

在太平创办了霹雳州第一间增龙会馆，随后增龙人在霹雳州的主要工作为开采

矿业，也正因如此，太平、金宝、务边等矿业重镇的开埠都跟增龙人有关。金

宝增龙会馆今年欢庆 90周年，这一路走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与其他增龙会

馆之间的互动，体现了籍贯群团结互助的精神，对社区的发展也带来贡献。后

来 9 间增龙会馆成立增龙总会，加强这籍贯群的组织性，为同乡与社区的发展

继续努力。 

另外，金宝增龙会馆的功能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转型，如今会馆有提

供会员申请学习奖励金和大学贷学金等福利，是国家独立前未有的功能。会馆

功能的转变不仅为了继续贡献于同乡们，同时也是会馆为求存所开辟的新道

路。笔者认为金宝增龙会馆与其他会馆一样，通过功能的转型，向社区说明一

件事情，会馆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象征，记载着已经过去的事迹，它也可以随

着时代的脚步，开辟出新的道路，来继续为社区服务。 

会馆与社区之间的互动，通过会议记录中所记载的，依然不足以说明金宝

增龙会馆当时候的全部活动。笔者认为此次研究在资料的收集上仍有很大的缺

失，金宝增龙会馆与社区互动这课题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希望日后会有兴趣

于此课题者，可以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完成这此的研究后，笔者发现像金宝

增龙会馆这种地缘性组织，不仅是记载着籍贯群的历史，也见证着一个地区，

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去的历史不应该让它以记忆的形式存在，应该对此加

以研究记载，化成文字形式来保存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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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1）务边街 82-88号——生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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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魏端伯墓 

 

                                图（3）李田秀夫人墓 



26 
 

图（4）金宝古庙主神神龛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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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金宝古庙香炉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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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金宝增龙总坟与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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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金宝增龙会馆会议记录（1945-1957） 

序 日期 主要讨论事件 

1 3/11/1945（民国 34年） 派遣代表出席霹雳增龙会馆举办刘伯群欢迎会。 

2 11/11/1945（民国 34年） 筹办迎接刘伯群的欢迎会，致函邀请各埠同乡会馆

派代表出席。 

3 12/4/1946（民国 35年） 修改会馆章程事宜。派代表出席霹雳增龙会馆举办

的“惠东宝反内战大会”。组成慰问团队，到霹雳

各埠的同乡会馆，进行慰问性质的拜访。 

4 8/12/1946（民国 35年） 致函要求务边增龙会馆派遣代表前来协助修改章程

一事。 

5 29/12/1946（民国 35年） 公布金宝增龙会馆的章程以霹雳增龙会馆的章程为

蓝本完成了修改，并于当天开始生效。 

6 12/12/1949（民国 38年） 霹雳增龙会馆修建会馆筹募一事，向金宝埠的同乡

们募款。 

7 10/6/1951（民国 40年） 修辑安邦街方便所，过致函各埠同乡会馆进行筹募

款项。派代表出席霹雳增龙会馆周年庆宴会。 

8 22/7/1951（民国 40年） 商讨修护总坟一事,致函各埠征询意见再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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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有关事宜。 

9 12/12/1953（民国 42年） 筹办金宝增龙善后社 31 周年庆，致函邀请各埠同

乡出席。 

10 14/2/1954（民国 43年） 槟城增龙会馆重修会所筹募款项一事，向金宝埠同

乡们募款。 

11 31/10/1954（民国 43年） 霹雳增龙会馆举行乡侨登记案，派遣三名代表前往

给予协商与帮助。 

12 21/8/1955（民国 44年） 霹雳增龙会馆致函要求委派一位委员出席组织编订

乡侨统计册本。 

13 30/10/1955（民国 44年） 星州增龙会馆来函提及筹建会所募捐案。 

14 7/7/1957（民国 46年） 

 

星州增龙会馆来函要求给予加捐基金一事上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