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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探究善堂的： 
 

● 历史 - 造就善堂昔日的辉煌与如今的鲜为人知的原因 
● 研究扶乩仪式分析乩文价值观 
● 文化内涵 - 善堂文化如何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作用 
● 善堂如何教化人民之前与今日的区别 
● 善堂与它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否应该 / 如何传承下去 

 

1.2. 内容简介 
通过撰写论文，以全国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为受众，通过揭破潮人善堂的历史发

展过程以及探讨善堂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内涵，使新加坡人更了解和欣赏新加坡潮人善堂的

文化。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1.3.1 研究文献 
● 国大教授李志贤博士研究 

● 乩文集分析 

● 观看扶乩仪式视频（原定为实地考察） 

● 采访李志贤博士* 

 
*鉴于冠病疫情，无法进行采访。因此我们决定通过李志贤博士了解善堂如今工作常态。 

1.3.2 研究框架 
1. 善堂乩文的文化历史 

2. 新加坡善堂早期建设及历史 

3. 善堂在各个时代如何通过乩文影响社会形态 

4. 本地潮人善堂文化特色和乩文传达的信念 

5. 潮人善堂和其乩文教化作用 



 

6. 潮人善堂愿景未来发展趋势 

 

1.4. 文献研究 

1.4.1 乩文集 《柳缘》第一缉（1983-1989）节选： 

 

 

1.4.2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志贤博士所著《新加坡潮人善堂考》： 
 

“......提供的医疗.......附设医药中心或中医诊疗所......（或）通过扶乩仪式，恭请大峰祖

师......治病。” 

 

分析：从上述可见，施医赠药是潮人善堂慈善功能中最重要的一项，虽然某些形式具有一

定宗教色彩，但为平民所带来的好处是功不可灭的。 

 

1.4.3 前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 马炎庆先生（12/05/2018于潮人讲堂）： 
 

“……多年来，潮州善堂在公益慈善方面更是坚持不懈，设立疗养院、老人院、学童托管
中心、乐龄活动中心等等，帮助不同年龄、种族、宗教和背景的弱势群体。潮州善堂在我

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表扬。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加坡正面临不少新的挑战。这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老龄化、促进移民

与国民之间的凝聚力等等。我们应该守护与推广善堂文化，鼓励人民挺身帮助其他有需要

的人。” 

 

分析：身为文化、社会及青年部的马炎庆部长都认可了潮人善堂对新加坡的贡献，及保护
其潮人善堂文化的重要性。在巩固我们的作业价值的同时，也表示了善堂在新时代仍有其
存在的价值和付出的空间。 



 

2. 内容 

2.1 破土 ：善堂乩文的文化历史  

2.1.1：有关扶乩 
●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是中国民间一种古老占卜的形式，通过卜者观察被神明附
身的乩童（也称鸾生、乩手）所划出的字句，以测神意，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 
 

● 扶乩早在晋朝就已奠定雏形，在唐宋时期得以发展，盛行于明清时期。扶乩普遍化
的清道光时期，出现了不少民间扶乩业者，也有鸾堂大量兴设。 

 
● 扶乩虽然原是道教的占卜仪式，但长期以来已成为善堂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且深
具教化意义。 

 
● 因为各种历史因素，扶乩在今天的潮汕地区几乎不复存在，却在中外的潮人善堂得
以保留并发扬光大。 

 
● 新加坡只有两所善堂定期举行扶乩仪式，分别是同德善堂念心社和修德善堂及其分
堂。扶乩仪式通常只在农历每月的初一和（或）十五才举行。 

 

2.1.2 : 善堂根源 
 
❖ 宋朝天灾繁多，政府很难周全照顾所有百姓 

 
❖ 大峰祖师（1039-1127）于潮阳创立首个善堂 

 
❖ 大峰祖师受人仰慕，善堂因此做得起来，能散播良好影响力，为民服务 

 
❖ 民国初期，善堂走进最昌盛的时代 

 

2.2 扎根：新加坡善堂工作 
 
❖ 随着潮人移民南洋，善堂文化也带进新加坡 

 
❖ 1906年创新加坡第一所善堂 

 
❖ 二战期间多所新加坡善堂联合创办中华善堂蓝十字救济总会，延续至今 



 

 

2.3茁壮：乩文如何影响意识形态 
 

早期新加坡善堂 后期新加坡善堂 

- 救助新加坡潮人 
- 提供福利服务 
- 救火、救伤，提供膳食 
- 通过民间信仰为人民提供精
神支柱，丰富人们精神生活 

- 做慈善 
- 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筹募捐款 
- 与国家肾脏基金合作，在全岛各地
办洗肾中心 

- 影响力大不如以前 

 

2.4 花开：乩文的教化作用 
 

主题 第一辑（1983-1989） 
总64篇（包括四分篇） 

第二辑（1987-2006） 
总100篇 

宗教色彩 9篇（15%） 13篇（13%） 

修身励志 24篇（38%） 40篇（40%） 

修善积德 16篇（25%） 17篇（17%） 

同舟共济 5篇（8%） 15篇（15%） 

特别节日/时事 11篇（17%） 12篇（12%） 

孝顺父母/以礼待人 8篇（13%） 10篇（10%） 

 

2.5 结果：潮人善堂和其乩文教化作用 
 

❖ 宗教色彩 
➢ 乩文借助宗教传达信息 
➢ 并没有以宗教为主题 

❖ 自我修身 
➢ 核心价值观 
➢ 激励人们从失败站起来 



 

❖ 修善积德 
➢ 在一二辑都常出现 
➢ 因宗教色彩较重，比例下降 

❖ 特别节日/时事 
➢ 逢农历新年等节日，出现此类乩文 
➢ 2004年海啸也有乩文纪念 

2.6 开枝散叶：未来的善堂 
 

- 如今，很少年轻人士理解善堂文化 

- 更有年轻人将扶乩定为迷信，不愿更深入理解 

我们认为善堂应该： 

- 积极传播善堂文化，打破人们对善堂的误解 

- 通过年轻人熟悉的平台扩张知名度 

（如社交媒体，且具体要远离宗教色彩） 

善堂应先在潮人社群中发展知名度: 

- 增强潮人的认同感 

- 鼓励老一辈，更熟悉扶乩的潮人向年轻潮人解释扶乩和善堂 

2.7 与李志贤博士的采访（谈 乩文的教化作用 VS 宗教色彩） 

 

∙ 问：请问善堂乩文是源于什么宗教？ 

∙ 答：“不是，善堂本身是以大峰祖师为主神，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这也是为什

么善堂在早期能够深入华人心中。以前华人生活不好，就去善堂通过扶乩，在苦中

向善。现在善堂扶乩所传递的价值观也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价值观。正是因为善堂

传递的价值观都是真善美，符合我们的社会准则，所以才能起到这种教化作用。” 

 

∙ 问：那么您觉得乩文中的宗教元素对潮人善堂有多重要？ 

∙ 答：“善堂的这些乩文中，固然有很多宗教人物出现。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

乩文所传递给世人的价值观。宗教元素并非重点，这个重点在于善堂将这些价值观

融入到乩文中，教世人向善，教化世人。” 



 

 
 
 

3. 最终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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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思(附录) 

张韦嘉  
作为小组的一份子，我研究了这个课题后，对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特别是本地华人族群特
有的文化内涵，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记得，受访的李博士曾提到，在全球化，身份认
同大同化的当下，我们这一代人肩负传承本地文化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从他语重心长的
教诲中领悟到，新加坡人并不是简单地由四大种族、四大宗教所组成、定义的一种身份，
而是真正地通过不同文化水乳交融，最后孕育出一个个不同而又相同的个体，让他们能够
在外人面前自豪地说出：“我是新加坡人”。我很荣幸能够为传承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献上自
己的绵薄之力。 
 

郑鼎翰 
今年因为冠病，专题作业的采访，讨论，等研实地究方法都无法进行。正是因为如此，看

到我们虽然途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终还是完成了专题作业，我感到无比骄傲。研究了课

题后，我对新加坡华人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增进了我对新加坡潮人的认识，了解。我

希望做此专题作业，能够让身边的家人朋友（ 不局限于华人 ）欣赏这样的文化，并了解

祖先不同的历史背景怎么融合成一，打下新加坡的文化基础。随着时间的步伐迅速加快，

我们则必须放慢脚步，认识自己与他人的文化。我认为只有这样，多元文化的新加坡人才

能继续和睦共处。善堂若要在今日社会还展示影响力，改变和影响新加坡，推崇善堂精神

，必须做出适当的改变，顺应时代潮流，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芮定鸿 
身为潮州人的我，此次对潮人善堂和扶乩仪式的研究过程可谓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身份的

旅程。我了解到了本地潮人社群在各时代对新加坡做出怎样的贡献，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让我意识到了新加坡虽然是个弹丸小国，仍然存在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反映了先辈们打

造美好未来的愿景，代表了各族各群对新加坡分身的建设。人是文化的载体，此次专题作

业提醒着我传承文化以及其精神的重要性。从李智贤博士的口中和善堂的刊物，我也了解

到了善堂随着时代和思想的变迁，做出了不少的革新。虽然没能亲自参观善堂，我感受到

了善堂正不断地蜕变，让自己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作用。这让我深受启发：我们都应该不断

提升自我，顺应时代的潮流，但同时也应不忘初心，才能在这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拥有自己

的舞台。 



 

林宗凯 
起初，我对潮人善堂和乩文这种话题感到极为生疏，完全不了解，也不是很明白当中的意

义。通过这次专题作业，我更深入体会到传承华族文化的不易，也改变了自己对新加坡尚

在的些许宗教组织的成见。我觉得新加坡人居多还是对像善堂、乩文之类的文化不了解，

因此让新加坡人客观理解还是困难。我因此对传承善堂文化的人士起了更重的敬佩，也对

自己身为华人的身份更为骄傲。我希望自己日后还会有机会为传承华族文化，因为这次的

专题作业也让我发现文化就在我们的身边，传承它也需要每个人的贡献，而没有贡献是太

微薄的；我就是想尽我的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