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参考资料（一）
参考书/工具书

一. 汇编、摘录、提要、评介
新加坡
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366 页。
魏维贤编。新加坡华文书刊：1965-1990。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1990。137
页。
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155
页。
余定邦、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
书局，2002。423 页。
余秀斌。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书目提要。新加坡：新社，1991。381 页。

东南亚
顾海。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282 页。
收《汉书》、《通典》、《新唐书》、《诸蕃志》、《南海志》、《岛屿志
略》、《元史》、《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东西洋
考》、《郑和航海图》、《海国闻见录》、《续文献通考》、《海岛逸志》、
《海录》、《粤海关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新加坡风土记》、
《小方壶舆地从钞》等与新加坡古代史料有关文献，按年代编排，可补饶编年代
之不足。
许云樵<南洋文献叙录长编>，载《南洋研究》第一卷，1959：1-170。
收录有关南洋研究之文献 1101 种，其中与新加坡文史有关者约 120 种，种类
繁多，有参考书、课本、题解、历史、地理、语文、词典、试题解答、文学创
作、史料、经济等，尤以战后初期文献之题解，最具参考价值。
许云樵<南洋文献叙录续编>，载《东南亚研究》第一卷，1965：107-167。
收录 386 本南洋文献之提要，约有 50 种与新加坡有关，多为 60 年代文献，
亦有几种战前出版物，如《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1931）、《星洲日报周年
纪念刊》（1930）、《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报告》（1929）、《南洋群岛英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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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1920）、《南洋群岛游记》（1926）、《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
（1930）、《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1921）、《南洋实地调查录》
（1916）、《南洋商业考察团专刊》（1936）、《南洋丛谈》（1931）、《南洋
与创建民国》（1933）等，尤为罕见图书。

二. 目录
中文
发展新加坡文艺创作研讨会（贵都大酒店：1976）。
当地华文文艺作品展出目录。新加坡：南洋大学图书馆，1976。11 页。油印
本。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采编组编。东南亚资料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台
湾分馆，1987。276 页。

林孝胜编。新加坡会馆书刊目录汇编。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89。157 页。
吕振端。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书刊目录（1948-1992）。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华中初级学院，1993。137 页。
吕振瑞编。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九零年新加坡华文报章社团特刊汇目。新加坡：新
加坡吕氏公会蔗里纪念堂，1992。97 页。
马华文艺杂志编目。载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新
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协会，1964）：页 81-84。
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编目。载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
（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1964）：页 54-80。
萧新煌、陈明秀编。东南亚、日本、韩国研究博硕士论文汇编。台北南港：中央
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东亚研究资讯服务，1999。254 页。
萧新煌、林淑慧编。东南亚研究书目汇编。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
究计划，1995。528 页。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华文小说及文学书刊评选委员会编。新加坡华文文艺书刊选
目。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980-198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编。馆藏南洋研究中文资料目录。新加坡：新加坡国
立大学图书馆，1990。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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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樵藏书目录初编。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无版期。177 页。影
印本。
许云樵为南洋研究先驱人物，对新加坡事典亦有研究，个人收藏颇丰。他的
藏书，现藏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其中颇多有关新加坡的资料。
郑良树。新马华族史料文献汇目。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161 页。
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
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319 页。
周婉窃、蔡宗宪编。台湾时报东南亚资料目录（一九零九-一九四五）。台北南
港：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1997。139 页。
庄钦永。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文资料书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987。49 页。
（英文书名：A Select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Sources for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庄钦永。大英图书馆所藏新加坡华文期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987。60 页。

英文
A sense of history: a select bibliography o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editor, Tim Yap
Fuan; compilers Tim Yap Fuan…[et al].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1998. 其中含中文资料部分，收录目录、编史、研究、新加
坡通史、淡马锡及开埠前以迄 1990 年之新加坡断代史文献目录约 300 种，由
李金生主编。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90 years of NUS history: a select
bibliography/compiled by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Central Library, Chinese Library; edited by Lee-Wang Cheng Yeng and Lee Ching
Seng. 中文部分，收录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之一的南洋大学史料文献约 350
种，包括法令、法规、报告书、校方刊物、校史、校务、毕业刊物、学生刊
物等方面，涉及面广泛。
Singapore national bibliography,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1969-. 册。包含新加坡
华文出版物资料，1993 年起改为光盘版。

三. 索引
新加坡
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期刊索引。吉隆坡：马来亚图书馆协会；新加坡：新加
坡图书馆协会，1967-68。油印本，2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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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英、马来语文期刊文章。英文书名：Indeks Majallah kini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periodicals.
星马华文报星马资料引得初编：一九六五年正月至三月，南洋商报、星洲日报、
新加坡：南洋大学，1973。油印本。211 页。

东南亚

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1905-1966。新加坡：南洋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印，
1968。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资料室编。东南亚研究论文索引，1980-1989 年。厦门：厦
门大学出版社，1992。897 页。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资料室编。东南亚研究论文索引，1990-1995。厦门：厦门大
学出版社，1998。
余秀斌、张长虹编。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论文索引（1996-2000 年）。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63 页。

其他
林孝胜编。亚洲文化：亚洲研究学会索引，1983-2002。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
学会，2002。112 页。

四. 词典、百科全书
新加坡
汪惠迪。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559 页。
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周长辑、周清海编。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01 页
世界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主编潘翎；编译崔贵强。香港：三联书店，1998。400 页。
严格而言，本书的体制与一般的百科全书不同，但从其资料而言，“社区”
篇的“新加坡”一目，对新加坡华人的历史形成、社区发展、重要人物如林文
庆、陈嘉庚、李光耀等有概要叙述，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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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周南京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12 册。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正文收录有关新加坡华人与华人社会的专用名词（如“估里间”）、寺庙
（如“广福古庙”）、人物（如刘金榜）、封号（如“太平局绅”）、华校（如
广肇学堂）、华文报刊（如“天南新报”）、华团（如“菩庐俱乐部”）、财团
（如“丰隆集团”）、私会党（如“义兴”）、银行（如“和丰银行”）、民信
局（如“再和成伟记兑信局”）等词目。共约 460 条。附有《世界华侨华人大事
年表》（120-1991）、《近年世界华侨华人人口统计表》、《地名译名对照
表》、《词目分类索引》等参考工具，是查找新加坡及其他地区华人的基本工具
书。

五. 年鉴、通鉴、概览、大事记
新加坡
新加坡概览：事实与统计。新加坡：文化部，1966。48 页。
新加坡年鉴/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联合早报。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
团，1998- 。年刊。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南洋商报编。新加坡：南洋商报，1969。670 页
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1 册。
许云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新加坡：青年书局，1969。214 页。
英属马来亚概览/刘焕然编。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35。214 页。
页 24-38 专述新加坡史略、面积与气候、政治与居民、山脉与河流、海港、
交通、土产、工业、教育、宗教、建设、华人纪念建筑物、沿革、华人文化事
业、及新加坡的辖区等方面的近况。

东南亚
南洋年鉴/傅无闷等编辑。新加坡。南洋商报，1939，1951。2 册。
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册。新加坡：星洲日报，1930-1935。6 册。
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特刊/关楚璞主编。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
另有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版，分为政治、市政、经
济、文化、社会、附录：大事记五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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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指南
通用
新加坡实用指南/主编洪鸿。新加坡：华夏现代资讯私人有限公司，1999。181
页。
新加坡洞悉指南/edited by Stai Black. 香港：亚太文库出版商，1980。第 5 版，236
页：插图。
新加坡指南/潘醒农等编译。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33-1958。共 6 版。
在新加坡定居/黄美玲等编辑。新加坡：社会融合服务处，1994。135 页：插图。

街道
新加坡街名录。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125 页：插图。
新加坡指南：附街道索引。新加坡：新加坡文化部，1970中文译名不统一，有时亦名《新加坡街道指南》、《新加坡指南：附街道索
引及分区地图》等。
星加坡指南与街道名录：包括分区地图，1967。
本书亦上述系列之中文版之一种，由知识出版社於 1967 年出版初版。

旅游
王裕超。新加坡之旅。海南：三环出版社，1990。3,122 页：插图。
新加坡。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256 页：插图。
新加坡：旅游代理商便览。新加坡：新加坡旅游促进局，1988。100 页。
新加坡旅游便览/曾铁忱主编。新加坡：新企业出版社，1966。236 页。
新加坡旅游指南。新加坡：柏利彩印，1981。
新加坡名胜介绍。新加坡：Expres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Service, 1988。72
页：插图。
新加坡名胜介绍/李秋枫。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69。25 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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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游。香港：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4。84 页：插图。
新加坡游览指南/潘醒农、林建邦译。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36。
新加坡之旅/冯仁安编。台北：德昌出版社，1979。239 页：插图。

七. 地方志
改变中的新加坡风土、风物、风貌：芽笼、牛车水、实笼岗/魏维贤编译。新加
坡：FEP 国际出版公司，1983。99 页：插图。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7。18 页。（南洋珍本文献）
现存较早版本有灵鹣阁丛书本，线装一卷，约出版於十九世纪末。
鲁虎。新加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34 页：插图。（列国志系
列）
邱新民。新加坡风物外记。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206 页：插图。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1997。409
页：插图。
寺庙志
石叻古迹/林孝胜等合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261 页：插图。

民族志
华人传统/<<华人传统>>编委会。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90。195
页：插图。
唐志尧。新加坡华侨志。台北 ：华侨文化出版社，1960。388 页：插图。
杨庆南。新加坡华侨概况。 台北 ：正中书局，1989。74 页。（海外华人青少年
丛书）
会馆志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2 册。

八. 人物志
新加坡
黄存燊。华人甲必丹/黄存燊著；张清江译。新加坡：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
123 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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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203 页：插
图。
研究对象包括新加坡开埠初期的拓荒先驱者（1819-1921）、与马六甲青云亭
有关系的十九世纪华人领袖、怡和轩诸公、薛佛记家族、左秉隆领事、南洋第一
报人叶季允、章芳琳、黄遵宪总领事、民信业领袖林树彦、姚楠等，这些人物与
新华社会发展都有密切关系。
李王晶莹。我的爸妈 ：王佐与秀锦的故事。新加坡 ：李王晶莹，2005。Xvii, 73,
68, ix 页：插图。
讲述前南洋大学注册主任王佐先生及其夫人陈秀锦的一生事迹。陈秀锦是新
加坡图书馆界先辈，亦为第一位出任本地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的先驱人物。
闽人创业史 /曾心影主编。新加坡 ：闽人创业史出版委员会，1970。页码变异：
插图。
收录战前人物如陈笃生、陈金钟、吴寿珍、黄仲涵、胡文虎、胡文豹、林秉
祥、陈嘉庚、邱菽园、谢荣西、郑聘庭、李振殿、李俊承、林文庆、李光前、高
德根、林谋盛、张泰助、佘文贤、谢启山、王禄梓及战后人物如梁光南、陈六使
等共 80 人。
南平。新加坡地方领袖志。新加坡 ：[出版者不详]，1970。2 册：插图。
收录新加坡地方领袖王维新、王可味等 214 人，按姓名笔划顺序排列，易于
检索。
邱新民。新加坡先驱人物。新加坡 ：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2-1983。3 册。
收录新加坡四大民族三十名先驱者，包括早期海人首领岜丁沙比 (Batin
Sapi）、天猛公阿都拉、柔佛苏丹东姑朗、珍珠山甘密园主陈银夏、开埠功臣莱
佛士爵士、第一任驻扎官法库哈 (Major Farguhar) 、登陆先锋曹亚珠（曹亚志）、
百万富翁陈泽生、垦殖河水山的戴汉良、马来新文学先锋文西鸭都拉 (Abdullah
Bin Adul Kadir Mushi, 1796-1854)、富商阿裕尼、慈善家陈笃生、陈金钟父子、苏
格兰巨商钟士敦、不倒翁牙直利、印度籍巨子皮赖、甘密王余有进、余连城父
子、政学兼优的克罗福、陈金声、种植家达美打医生、黄埔先生胡璇泽、马来女
杰花蒂玛、建筑师汤申、甘蔗园主马礼士他、维持治安的康卡顿和汤士德明、消
防先锋章芳琳、资政第主人陈旭年、兴办义学著名的颜永成、邱笃信和孝廉邱菽
园、改良割胶法的李德利等人。
邱新民。新加坡先躯人物。增订版。新加坡 ：胜友书局，1991。283 页：插图。
除收录上述同名书第一至第三辑人物外，另增辑林文庆、邱菽园、宋旺相、
陈嘉庚、伍连德、林义顺、梁宙、何畅秀及国歌创作者朱比赛等十人。
吴华。新加坡海南人物录。新加坡 ：武吉智马琼崖联谊会, 海南作家作品研究
室，2004。203 页。
8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490 页。
本书为宋旺相的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的中译
本，原书出版于 1923 年，以人物叙事为纲领，故亦为查检历史人物之重要参考资
料。书后附有中文索引，易于查索。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 ：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305
页：插图。
本书收集一千一百七十余名新华历史人物，上起 1819 年，下迄 1990 年，凡
在政治、经济、宗教、学术、医学、新闻、体育、文艺、演艺、美术等领域或在
社区、各血缘性、地缘性和业缘性组织活动之已故著名人物，都在收录之列，是
迄今搜罗最详备的新华人物参考工具书。书前有人名笔划索引，该篇幅之后另有
新华历史名词解释、新加坡宗乡会馆成立年份表、新加坡街道英华名称/华人俗名
对照表、中西历对照表（1819-1990）、主要名词华英对照表、主要地名华英对照
表及主要参考资料等附录七种。
新加坡南安先贤传 /新加坡南安会馆编委会编。新加坡 ：新加坡南安会馆，
1998。256 页：插图。
第一辑收录林路、赵翁、林谋盛、侯西反、李源水、周献瑞、李光前、卓金
树、梁宙、黄种行、蔡多华、林建达、刘牡丹、黄西京、黄奕欢、吕德火、广洽
法师、陈振亚、蔡金钟、广义法师、戴佑志、黄福义等南安籍新华人物 21 人。
星马人物志/宋哲美编。香港 ：东南亚研究所，1969-1990。 4 册：插图。
本丛刊收录新马各界现代人物简介，分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部分。所收
人物上自政府首长、议院各党要，下至社会名流贤哲，多至四百多人，新马人物
参半，可谓洋洋大观。
许苏吾。义人脚踪。新加坡 ：南海编译所，1978。58 页：插图。
本书仅志义人六名：文化拓荒者基斯柏里牧师、新华史家宋旺相、郑聘廷牧
师、安礼逊牧师、倡办星洲幼稚园的徐东藩及华校视学官刘伯和等。

东南亚
东南亚人物志/许教正主编。新加坡 ：许教正，1965-1969。3 册：插图。
每册分三卷。卷一为“星洲人物志”，共录新加坡福建、潮州、琼州、广
帮、三江等籍先贤及时人 330 余名。
东南亚著名华侨华人传/蔡仁龙等编。北京 ：海洋出版社，1989-。
第一集收录陈嘉庚、陈楚楠、李光前、陈六使、黄奕欢、许云樵、黄庆昌、
黄祖耀、孙炳炎等新加坡华人九名。
9

南洋名人集传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槟城 ：[光华日报]，1922-1941。5 册。
现代东南亚成功人物志: 沙、砂、汶暨星马之部 /宋卓英主编。新加坡 ：现代东南
亚成功人物志编辑室，1968, 1970。3 册：插图。
收录 123 名现代新加坡成功华人小传。
远东民史纂修所。远东人物志。槟城 ：远东民史纂修所，1941。
著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远东地区成功的文人学士、军政要人、工商平民等数
百人，但不标示特定地方，不易检察。
云昌潮。东南亚琼侨人物志。[曼谷] ：丰年文化服务社，1967。页码变异：插
图。
本书由泰国的云昌潮先生撰述，收录新加坡华人 86 名。目录之编排原则上
以资料供给迟早为先后，以各姓氏为单位并依笔划多寡为顺序。号码则分为泰
国、寮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俾便于检索。

九. 掌故、散记
韩山元。从大坡到小坡：新加坡市区掌故。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155
页：插图。
韩山元。狮城史话。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03。77 页。
韩山元。文史. 华社纵横谈。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3。144 页。
郝知本。好大哥讲新加坡先贤故事。新加坡：新加坡郝氏企业公司，1997。65
页。
黄今英。新加坡古今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78 页。
回忆牛车水/捷乐丁.罗.伊斯梅尔; 廖锦囗译。新加坡：牛车水民众俱乐部，[出版
年不详]。64 页。
鲁白野。狮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3。184 页。
邱新民。新加坡寻根。[新加坡] ：章金福，1983。157 页。
邱新民。新加坡寻根。增订版。新加坡：胜友书局，1990。193 页。
邱新民。新加坡宗教文化。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1982。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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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春。根的系列。新加坡：胜友书局，1988-92。3 册。
王振春。喊默迪卡的时代。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学会，2004。174 页：插
图。（根的系列；6）
王振春。黎园话当年。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新）私人有限公司，2000。167
页：插图。（根的系列；5）
王振春。石叻老街。新加坡：胜友书局，1997。200 页：插图。（根的系列；4）
吴华。狮城掌故。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1。127 页：插图。
许永顺。地方戏剧。[出版者不祥]：[出版社不祥]，1982。
许永顺。记得，大坡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坊，2002。112 页。
许永顺。牛车水民众联络所历史的回顾, 1960 年 - 1982 年。[新加坡]：[出版社不
详]，[1982?]。39-82 页：插图。
许永顺。狮城邮坛记。新加坡：新加坡集邮馆，2000。80 页。
许永顺。说吧! 牛车水。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01。108 页：
插图。
许永顺。寻访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3。99 页：插图。
许永顺。音乐、舞蹈、戏剧。新加坡：许永顺，1978。95 页：插图。
许永顺。又见牛车水。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厅，2004。122 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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