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面报告  

组员:石骥（组长）4A2 24，吴育恒 4P2 10，林泓纬 4A2 15，陈名

轩 4P1 25 

题目：新加坡 、宗乡会馆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研究基本 

1.1 内容简介  

1.2 研究目的 

1.3 文献研究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内容 

2.1 会馆历史 

2.2 现今社会 

2.3 价值对比 

2.4 展望未来 

 



 

最终产品  

3.1 最终材料 - 资料编辑

成网站  

3.2 问卷调查 

 

反思 

4.1 反思报告 

 

 
 
 
 
 
 
 
 
 
 
 
 
 



 

1.1 内容简介 
 
首先我们会介绍会馆的历史，以及它们在今天的作用。 
 
其次，自我更新，吸引年轻一代，帮助新移民都是宗乡总会在21世纪所需面

对的挑战。  
 
这些挑战与20世纪总会所面对的挑战有何不同？总会又会如何突破这些挑

战？我们的专题作业主要会分析宗乡会馆 
● 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 面临的问题 
● 如何在未来克服挑战 
● 对比现代和过去的价值 

 
 
 
 
1.2 研究目的 
 

● 让学生们了解宗乡会馆在上世纪为我国做出了什么贡献。  
● 知道宗乡会馆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价值，扮演什么角色。 
● 预想它在未来的价值与地位。 
● 激起年轻人对宗乡会馆的兴趣，参与会馆的活动或者成为会员 

 
 
 
 
1.3 文献研究 
宗乡会馆从新加坡开埠时期起就在华人社会里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有些人

对本地宗乡会馆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已改变，无需宗

乡会馆所提供的福利，会馆的历史任务已完成，最终只会沦为老人家打麻将

和唱歌的地方。但时间证明，本地许多宗乡会馆都成功与时并进。除了延续



 

联络感情、照顾社会中弱势群体，以及协助推广传统文化，会馆如今也在促

进本地华社与海外华人的交流与合作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广东会馆80周年庆典午宴 
李显龙总理致辞 

 
 
广东会馆会长何国才受访时坦言，会馆会员主要以商人为主，要吸引年轻人

的确有挑战，须多办活动。 
尽管尚未有如何通过科技吸引年轻人的计划，但何国才说，会馆最重要的宗

旨仍是团结华社，并给予政府支持，而在年轻人方面需灌输他们爱国、敬爱

长辈的价值观。他认为，年轻国人应多学习珍惜今天的新加坡，并继续为后

代造福，包括热心公益，参与会馆的慈善活动等。 
取自《联合早报》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采访重要人士 

● 宗乡会馆总秘书马进强先生 
◆ 分析报刊与其他文献 

 
➔ 研究框架 

◆ 介绍会馆历史 
◆ 研究它随着时代的演变 
◆ 找出并分析会馆面临的问题 
◆ 提出解决方法 

 
 



 

 
 
 
内容 
 
2.1 会馆历史 
 
唐山到南洋 
在19世纪，大量的中国人移居到南洋。大多的华族移民都被称为苦力。早期

的新加坡主要是华工集散中心，华工们先来到新加坡，再被调到东南亚各地

工作。 
 
会馆起源 
英国殖民地时代，南来谋生的华人得不到殖民政府的照顾，生活缺乏保障。 
本着乡情和亲情，他们自发地组织宗乡会馆，作为互助团体，相互扶持，为

宗亲和同乡（同一个地区或同性的移民）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 
 
早期运作与提供的服务 
宗乡会馆设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协助华人移民，改善他们的生活。 
 
慈善医社 
多间会馆合力在1867年成立了同济医院，为贫民免费施诊。 
 
兴学办校 
陈嘉庚和八邑会馆的林义顺先生携手建立华侨中学，想了解宗乡会馆对华侨

中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1950年代，东南亚华社和各大会馆在“百年树人”理念的鼓舞下，同心协力设

立了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就此诞生。 
 
努力保留与发扬传统文化 



 

在传统活动的传承方面，会馆也是不遗余力。在1956年至1960年期间，福

建会馆一共主办了17届传统婚礼。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来自各行各业和各方

言群，婚礼仪式简单而隆重。 
 
 
2.2 现今社会 
 
许多会馆原本的功能有：教育、社会福利、就业、医药及住屋。如今这些功

能逐渐被政府取代。 
 
会馆面临会员老化以及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对会馆活动缺乏兴趣的问题。 
  
1986年1月27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诞生。总会积极协调宗乡会馆的

关系，通过“春到河畔”嘉年华、文娱活动、展览及出版刊物来发扬华族传统

文化。 
 
到了21世纪，政府开始发现华族文化是新加坡独特文化的其中一个支撑，并

开始倡导保留并传承华族文化。 
 
会馆如今的作用 
会馆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可以分成为三个方面 

1. 人民之间的桥梁 
a. 宗乡总会肩负起了传承文化和传统的使命 

i.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节日庆典、艺术演出 
ii. 积极推动华语 

b. 融入其他文化，促进宗族和谐的发展 
i. 在会馆活动中让其他种族的国人参加活动 
ii. 印度族，马来族同胞也参与会馆演出 
iii. 会馆助学金帮助各族人民 
iv. 接纳和欣赏少数民族文化 

c. 帮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了解本地文化 
i. 设立不同培训班 



 

1. 比如： 
a. 翻译课程 
b. 会馆华乐团 
c. 华文课 
d. 华族舞蹈 

 
2. 新旧之间的桥梁 

a. 不断创新，鼓励年轻人参与会馆的活动 
b. 了解自己的家族和来源地 

i. 会馆为年轻人举办寻根之旅 
c. 推出奖学金和助学金，帮助有需要的年轻人完成学业，并鼓励他

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3. 国家之间的桥梁 
a. 举办国际性的活动项目 
b. 联系情谊的同时，也促进国内外的交流和合作 

i. 很多会馆与中国有深厚的了解 
 

2.3 价值对比 
（请参考网站 3.1） 
 
2.4 展望未来 
总会遇到的问题： 

● 会员老化、人数萎缩及领导层更新 
● 西化的年轻一代华人仍然不热心参与会馆活动 
● 血缘宗乡身份认同淡化，政府强调国家身份认同 
● 会馆许多内部活动只开放给会员参与，因此对外开放的活动非常少 
● 近年来，许多会馆频频发生纠纷，亲手毁了打造已久的正面形象。 

 
 
 
 
 
 



 

未来计划： 
1. 让年轻人筹办会馆的活动 

○ 允许年轻人参与组织会馆的活动或者其他事宜 
■ 有新的想法，举办的活动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 吸引其他年轻人参与会馆事务 
■ 改变会馆是“老人中心”的印象 

○ 在为会馆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让年轻人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 让年轻人了解会馆的运作 
○ 未来会馆就会有更多人有兴趣加入它 

■ 总会吸引大学生在会馆实习，让他们筹办活动 （体育节，电影大赛等） 
2. 开放接纳新移民 

○ 中国的崛起促使大批中国新移民进入东南亚包括新加坡 
○ 这些新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成为当地华社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 会馆可以协助新移民培养国家归属感和融入主流华人社会将是会馆的重要工作。 
○ 其中，会馆出版了《华汇》华文期刊，展现新兴的移民文化来达到凝聚华人、汇集

新知的目的。另外总会也设立了华族文化中心来继续推广华族文化。 
 

3. 会馆合并，分享资源 
○ 规模小的会馆可以和一些有关联的会馆合并 
○ 整理好历史资料，不忘初衷 
○ 防止资源不足而导致会馆解散的状况 
○ 会馆之间互相帮助，延续生命 

 
4. 让义工得到肯定 

○ 把到会馆参加的活动记录在学生个人学术档案里 
○ 也把它当成可计时数 （CIP hours) 
○ 年轻人在会馆帮忙时，会感到乡情 
○ 鼓励他们日后继续为会馆作出贡献 

 
5. 提供经济上的补助 

○ 颁发助学金可以对家庭经济有所补助 
○ 也可激励学生在学习路上更上一层楼 
○ 让年轻人感受到会馆长辈的诚意和厚望， 

■ 有朝一日能回馈会馆，成为一股生力军。 
 

 
6. 加强和年轻人的沟通 

○ 深入学校，举行演讲，加强年轻人对会馆的认知 
○ 开放给非会员参与活动 
○ 在会馆开创各种课程来教育年轻人传统文化，提高年轻人对会馆的兴趣 

■ 书法班 



 

■ 寻根之旅 
○ 在推广传统文化方面注入现代化的内容，培养他们对会馆的认同感 
○ 会馆可以举行较轻松，受年轻人欢迎的节目来推广会馆 

■ 比如说达人秀，歌唱和体育比赛等 
■  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来参加会馆的活动，这样除了更深刻认识我们先辈的奋

斗及无私的奉献精神之外，还能更多地了解华族文化。 
 

 
 
 
 

3.1 最终材料 - 资
料编辑成网站  

https://161622l.wixsite.com/chinese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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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调查 
 
 
 
 
 

 
 
 
 
 
 
 
 
 
 
 
 

 
 
 
 
 
 
 

 
 



 

 
4.1 反思 
石骥 
在做专题作业的途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组在六月假期时，很多组员都出国旅游或者没时

间，结果导致我们的进度受到影响。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好安排我们的时间，组员之间应该早点告

诉彼此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做专题作业。我们在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才真正开始一起合作来完成网

站。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早点开始，这样就不会那么急，成品的质量也会更高。 
在未来我也希望我们可以亲身体验一些会馆的活动。本来我们想参加会馆举行的体育节，可是只

有会馆会员可以参与比赛，所以我们就有点遗憾。如果我们参加了会馆的活动，我们就能够真正

了解会馆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以及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所以我希望能在以后去会馆参与一些活

动。 
 
育恒 
制作专题作业的过程，我学到了许多。在制作网页时，我发现网页制作不简单，也需花很长时间

，确保网页图文并茂并吸引读者。为此，我向组员索取如何使网页更有卖相的建议。在与总会沟

通时，总会迟迟没有回应、无法拟定采访时间。最终，我们尽量配合总会总秘书的时间表。 
  
这过程中，我学到了安排好时间的重要性。这次专题需要我们付出很多时间收集资料，参观会馆

与采访。因此要在专题与其它事情之间取得平衡并非简单。 
  
专题作业让我大开眼界，了解到宗乡会馆不只为华社服务，也从旁协助我国发展进步。会馆若想

进步，就需与时并进，吸引年轻人。 
  
我觉得可改进的地方是亲身体验会馆活动。会馆现在活动大多只开放给会员，我们也无法参与，

为此我感到遗憾。 
 
泓玮 
我在做专题作业的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团队精神，因为如果我们想完成高质量的作

业，组员必须一起配合，这样效率就会更高。当我们在采访马先生的时候，组员必须事先准备好

问题，并分配工作，这样在采访时就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管理好时间，因为假期组里很多人都没有时间，结果我们得在中期检讨前几天

把我们的网页完成，做呈现搞，练搞等等，害得我们在中期检讨前晚做到三更半夜。而且，因我

们做网页时太匆忙，无法突出我们专题作业的主要目标。因此，从这个教训，我明白管理时间是

多么重要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学到了非常多知识，不只是关于宗乡会馆的昨天、今

天与明天，我也从中了解了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名轩 
我做这个专题作业时，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首先，就是学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组员

们都必须一起合作和一起沟通，这样才能够有效率的完成一个作业。我认为我这个专题作业的组

员有体现出这个道理，每当我们在做一个任务时，总是都会好好的分工，而且大家也很有效率的



 

去完成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没有打扰。第二，我也学到了我们必须好好的利用时间，这样可以很

快的完成作业，不应该拖到最后一分钟，这样就太浪费时间了，而且到最后也就会变得又紧张又

着急。因此，我们要学会分派好时间，先做重要的事情再做不重要的事情。最后，我也学到了很

多关于宗乡会馆的新意识，让我体会到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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