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参考资料（二）
原始文献/参考资料
一. 谱牒
白氏公会（新加坡）。福建省安溪县榜头白氏族谱 /新加坡白氏公会编辑委员会。新
加坡 ：新加坡白氏公会，1989。1013 页：插图。
符氏社 (祖祠)。新加坡符氏社重印符氏族谱纪念特刊。新加坡 ：符氏社 (祖祠)，
1982。
收录族训，符氏之根源及世系概况、符氏世系表等与符氏宗族有关文献。
河婆埔尾村吕氏族谱。新加坡 ：新加坡吕氏公会，2000。184 叶。
鹤山古劳都吕氏族谱。新加坡 ：新加坡吕氏公会，2000。145 页。
邝氏公会 (新加坡)。邝氏族谱。新加坡 ：邝氏公会，1977。220 页：插图。
赖氏渊源考 /赖炼杰主编 ; 新加坡南洋赖氏公会编辑委员会。新加坡 ：南洋赖氏公
会，1980。1 册，页码变异：插图。
陆氏族谱/陆行夫编。新加坡 ：陆氏宗祠，1979。394 页：插图。
吕氏族谱史料选辑。新加坡 ：新加坡吕氏公会，2000。164 叶。
嵋山田内吕氏家谱 /执行编辑吕振端博士。新加坡 ：新加坡吕氏公会，1994。478
页。
闽粤吕氏族谱 /吕日清编。新加坡 ：新加坡吕氏公会，1992。84 页。
南洋吴氏宗谱: 纪元前 1293 年－公元 1976 年合为 3269 年/吴剑平编。新加坡 ：南洋
吴氏宗亲会重修宗谱编委会，1976。400 页： 插图。
朴里五架仔吕氏时伦公家谱。新加坡 ：新加坡吕氏公会，2000。130 叶。
王氏开宗百世录：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庆先贤置山建祠设会百年纪念特刊/王秀南主
编。新加坡 ：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1971。722 页：插图。
王氏先贤献山百零五年 ：新加坡王氏慈善开闽公司特刊纪念。新加坡 ：新加坡王氏
慈善开闽公司管委会，1977。453 页 ：插图。
王氏宗谱 ：新加坡观音山上地乡。新加坡 ：[出版社不详]，1997。268 页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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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南。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暨海内外王氏宗亲会联谊录 /王秀南 ; 海内外王氏宗
亲会联合编修。新加坡 ：百世谱编修委员会，1982。570 页 ：插图。
王卓如。新加坡琼崖王氏祠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三槐谱录 /王卓如编撰。新加
坡 ：琼崖王氏祠，1986。277 页 ：插图。
新加坡安溪峣阳王氏族亲录 /王春华编。新加坡 ：新加坡安溪峣阳王氏族亲录出版委
员会，1975。251 页 ：插图。
新加坡琼崖王氏祠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特刊 ：三槐王氏 /王卓如主编。新加坡 ：琼崖
王氏祠，1996。149 页 ：插图。
许氏宗谱 /许教正编。新加坡 ：星洲许氏总会，1963。483 页 ：插图。
杨氏宗谱/杨大金编。新加坡 ：星洲杨氏总会，1965。473 页 ：插图。
云氏家谱 /二十一世孙逢森录。新加坡 ：云逢清，1996。1 册。
漳州开闽王氏族谱 /[王作民]编著。新加坡 ：太原王氏公会，1989。68 页。

二. 档案资料
馆藏有关华侨事务(含南洋地区)档案史料选编[microform]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
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1 胶卷。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北京 ：国际文化
出版公司，1998- 。册。
第一册为新加坡卷，主要汇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从光绪二年
（1876）出使英国大臣郭松焘奏拟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起，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止
所形成的中新关系官方档案，共 521 件。
商务官报，1906-1910。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5 册。
有关南洋暨新马地区档案史料选编[microform]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8 胶卷。
学部官报，1906-1911。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1980。4 册。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北洋政府(1912-19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7 册：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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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碑铭、文物
陈荆和, 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1970。327 页：插
图。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原刊于《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第 10
期；复由台北《书目季刊》转载，刊于第五卷第 2 期，1970。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 ：南洋学会，1986。219 页 ：插图。
内收〈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初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及〈校雠
记〉三篇，旨在补录上述二书所未收之石碑、横匾、对联、钟等文物计 123 件，并
校雠二陈《集录》中一些错漏之处。
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载《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 12 号（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231 页。

四. 图片集、明信片、速写
陈长豪 ; 洪永山, 刘培和。新加坡速写。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1976。89 页 :
插图。
陈鸣鸾、林爱玲。日治时期 1942-1945 ：从图片忆战时的新加坡。新加坡 ：时报
出版有限公司，1996。192 页 ：插图。
从明信片回顾新加坡, 1900-1930。新加坡 ：星洲日报、档案及口述历史馆联合出
版，1982。136 页 ：插图。
感觉新加坡/奥林巴斯(新加坡)，高跟鞋旅程联合呈献。新加坡 ：康妃书声院，
2003。231 页 ：插图。
葛月赞。新加坡图片史, 1819-2000。新加坡 : 古迹保存局, 2000。400 页 ：插
图。
李光耀图片集/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新加坡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4。
312 页 : 插图。
日本统治下的新加坡, 1942-1945。新加坡：国家档案局与口述历史馆，1985。138
页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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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明治、大正、昭和、战前。新加坡: 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
2004。xix, 286 页：插图。

五. 官方/机构出版物
官方机构
国家生产力局。生产力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 ；国家生产力局，1981。28 页。
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本[白皮书]经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由新加坡
立法议会通过。新加坡 ：新加坡公众联络部，1954。12 页。
新加坡。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华文教学检讨委员
会报告书。新加坡 ：[教育部]，1992。114 页 ：插图。
新加坡。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
文化部，1960。38 页。
新加坡家庭计划及人口局。武吉巴督、武吉班让、武吉智马、蔡厝港及裕廊等选区
地方领袖家庭计划研讨会报告书:“新加坡所需要的是两个孩子的家庭。新加
坡：新加坡家庭计划及人口局，1975。41 页：插图。
新加坡教育部。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1979。147
页。
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
报告书。新加坡：[政府出版局]，1956。69 页。
新加坡。新加坡宪制委员会。新加坡共和国一九六六年宪制委员会报告书。新加
坡 ：新加坡政府印刷局，1966。32 页。

非官方机构
海南会馆 (新加坡)。新加坡海南会馆一九九六年度会务及财政报告书。新加坡：新
加坡海南会馆，1997。82 页。
华侨银行。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报告书。新加坡：华侨银行，1977-。册。
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协会。语文教育报告书。新加坡：南洋商报，1981。51 页：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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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祖。党主席李绍祖同志提呈第二届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书。新加坡：阵线报出
版委员会，1967。121 页。
南侨女中地理学会。我国养鸡业调查报告书。新加坡：南侨女中地理学会，1969。
48 页。
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常年报告。新加坡：南洋大学，1968-1980。12 册。
南洋大学。一九五九年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主席白里斯葛。新加坡：南洋大学评
议会委员会，1959。26 页：插图。
南洋大学经济学会。裕廊工业区工业发展调查报告书。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学
会，1967。60 页：插图。
南洋大学历届毕业生职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王德丰编。新加坡：南洋大学·辅导处，
1970。101 页：插图。
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大学学生会理事会常年工作报告书。新加坡：南大学生会，
1973-78。册：插图。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用字用词调 查报告书。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451 页：
插图。
人民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人民奖学基金常年报告书。新加坡：人民奖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1976-。册。
新加坡华校联合会。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一九五四年度工作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
华校联合会，1955。21 页。
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汪根阵，1966。
69 页。
新加坡中华医院。新加坡中华医院常年报告书(附征信录)。新加坡：新加坡中华医
院，1996-。册。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常年报告书。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53-。册：插图。
星洲日报一九七四年读者调查报告。新加坡：星洲日报，197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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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报章
参考书/参考资料
从星洲日报看星洲 50 年, 1929-1979。新加坡：星洲日报，1979。375 页 : 插图。
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1993。219
页：插图。
何舒敏。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 叻报(1881-1932)。新加坡：南洋学报，1978。
102 页：插图，南洋学报第 34 卷抽印本。
刘子政。〈东南亚报章系年表〉，刊《南洋学报》第 13 卷第 1 辑，页：59-67。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发展(1837 -1959) - 统计数字角度的分析。24 页。影印
本。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4。
47 页。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研究（1945-1959），刊于《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
3》：3-34 页。
叶观仕。马新新闻史。吉隆坡：叶观仕，1996。338 页：插图。

主要日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叻报（1881-1932）
星报（1890-1898）
天南新报（1898-1905）
日新报（1898-1903）
图南日报（1904-1905）
南洋总汇报（1905-1947）
中兴日报（1907-1910）
星洲晨报（1908-1910）
南侨日报（1911）
振南日报（1913-1920）
国民日报（1914-1919）
新国民日报（1919-1940）
南铎日报（1923-1925）
南洋商报（1923-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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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星洲日报（1929-1983）
民国日报（1930-1935）
星中日报（1935-1941）
中国日报（1945-）
华侨日报（1945-1947）
新民主报（1945-1946）
地方日报（1945）
民报（1946）
公报（1946-1947）
中南日报（1946-1947）
南侨日报（1946-1950）
星洲晚报（1947）
南侨晚报（1947）
中兴日报（1947-1957）
南方晚报（1950-1963）
益世报（1952）
新时代报（1955）
星马日报（1957-？）
新明日报（1968-）
联合早报（19883-）
联合晚报（1983-）

七. 期刊、杂志
参考书/参考资料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研究（1945-1959），刊于《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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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页：插图。

综合性期刊
国际时报。新加坡：国际时报社，1968-1990。
民众报。新加坡：人民协会，1972南洋。新加坡：南洋画报社，1946-47。
南洋风。新加坡：南洋风周刊社，1935。
南洋画报。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7-1965。
南洋月报。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0。
南洋文艺。新加坡：南洋文艺社，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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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文摘。香港：南洋文摘社，1961-1972。
南洋周刊。新加坡：南洋报社，1946-1982。
石叻周报。新加坡：石叻周报业机构，1969-1975。
新加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出版局，1967新加坡 21 工程月刊。新加坡：21 工程企业，1993-1994。
新加坡青年。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1973-2002。
星期六周刊。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49-1958。
星洲周刊。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51-1957。

八. 特刊
庆典特刊

独立一年。新加坡：文化部，1966。64 页：插图。
甘榜景万岸区庆祝第十四周年国庆。新加坡：甘榜景万岸区庆祝国庆委员会，
1979。142 页：插图。
庆祝新加坡升格自治市/林约翰主编。36 页：插图。
新加坡邦庆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出版者不详]，1964。1 册。
新加坡开埠一百五拾周年纪念特刊：从渔村发展到多元种族的大都市。新加坡：伊
布拉欣混合中学，1969。1 册：插图。
新加坡首届国庆纪念刊。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1965。320 页：插图。
新加坡自治特刊。新加坡：[出版者不详]，1958。1 册：插图。
新加坡-中国建交十周年纪念特刊, 1990-2000。新加坡：新中友好协会；中国：中
新友好协会，2000。208 页：插图。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庆祝新加坡自治博览会纪念刊。新加
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59。198 页：插图。
华文学校特刊
幼稚园
1.

《星洲幼稚园庆祝 75 周年（钻禧）纪念特刊》199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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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特刊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爱同学校 80 周年纪念特刊》1993，180 页。
《崇福学校创校 75 周年纪念特刊》1991，183 页。
《端蒙学刊》1933《福建会馆道南学校 85 周年纪念特刊》1991，156 页。
《广福学校 50 周年金禧纪念特刊》1966，134 页。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第 17 届校友节庆祝会纪念专刊》1948。
《新加坡华侨国语学校第 7 周年纪念特刊》1937。
《新加坡宏文学校复校 10 周年纪念特刊》1955，148 页。
《新加坡宏文学校复校 20 周年纪念特刊，1946-1965》1965，224 页。
《宏文学校创校 62 周年暨新校落成纪念特刊》1983，238 页。
《星洲静方女校 8 周年纪念特刊》1936，137 页。
《公立介谷学校 13 周年纪念特刊》1950，68 页。
《新加坡聚英学校 20 周年纪念特刊,1938-1958》1959，180 页。
《新加坡快乐义务学校 3 周年纪念特刊》1949，31 页。
《新加坡快乐学校 10 周年纪念特刊》1958，55 页。
《新加坡公立联华学校创校 30 周年纪念游艺晚会暨新礼堂落成典礼特刊》
1976，111 页。
《弥陀学校建校 10 周年暨新图书馆落成纪念刊》1964，246 页。
《弥陀学校建校 20 周年特刊》1974，181 页。
《南侨公学创校 23 周年暨庆祝新加坡开埠 150 周年纪念特刊》1969，61 页。
《南山总校分校创校 32 周年暨新校舍落成典礼、分校建校 10 周年纪念特刊》
1978，264 页。
《南山分校 15 周年纪念册》1983，148 页。
《南洋丹诏学校新校舍落成典礼暨创校 48 周年纪念特刊》1970。
《公立培德学校创校 30 周年纪念特刊》1976，100 页。
《星洲中华基督教会荣耀堂 70 周年纪念堂、公立培华学校新校舍落成纪念刊》
1957，100 页。
《新加坡杨厝港培华学校 27 周年纪念暨新礼堂落成特刊》1962，190 页。
《早期文化垦荒的新加坡培华学校创校 88 周年纪念特刊：附扩建教室（谷虚
楼）落成纪念专辑》1976，262 页。
《公立培基学校建校 37 复校 27 周年纪念特刊》1972，148 页。
《新加坡公立培群学校创校 40 周年暨新校舍落成典礼特刊》1974，399 页。
《新加坡公立培群学校创校 47 周年暨扩建校舍落成纪念特刊》1980，338 页。
《启发学校复校后高小毕业纪念特刊》1948《新加坡启发学校半年刊》1933。
《启化第一分校扩建校舍落成典礼纪念特刊》1976，203 页。
《侨南学校 51 周年纪念特刊，1933-1984》1985，388 页。
《星洲公立侨南学校筹募建校基金游艺晚会特刊》1958，48 页。
《擎青学校 50 周年纪念刊，1927-1977》1977，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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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擎青学校金禧庆典，1927-1977》1977，一册。
《翘锐学校 30 周年纪念特刊》1968，53 页。
《仁光小学庆祝 10 周年纪念特刊（1968-1978）》1978，125 页。
《星洲公立树人学校演剧筹款会特刊》1929，20 页。
《新加坡三山学校第一届高小暨幼稚园毕业特刊》1949，93 页。
《新加坡公立道南、爱同、南洋、中华四校联合筹款会刊》[1929？]，34 页。
《圣婴女校创校 50 周年金禧纪念特刊（1932-1982）》1982，135 页。
《卍慈学校 25 周年纪念特刊》1976，236 页。
《武德学校第 12 周年纪念特刊》1967，一册。
《新加坡公立维新学校迁校 10 周年纪念刊》1958，112 页。
《维新学校 50 周年纪念特刊》1977，72 页。
《醒华学校创校 50 周年纪念特刊》1980，192 页。
《新加坡后港六条石公立新民学校创办周年纪念特刊》1946，58 页。
《新加坡后港公立新民学校第 8 周年纪念特刊》1953，86 页。
《新加坡淡申公立新民学校 42 周年纪念特刊，1945-1989》1987，396 页。
《新加坡兴亚学校 31 周年纪念特刊》1950，116 页。
《公立裕华学校创校 35 周年纪念特刊》1964，88 页。
《公立裕华学校创校 42 周年纪念特刊，1930-1972》1972，168 页。
《育四学校庆祝新加坡 150 周年暨创校 40 周年纪念特刊》1969，24 页。
《星洲应新小学特刊》1938，146 页。
《应新学校第 23 届毕业纪念特刊》1949，52 页。
《育英学校学刊》1925。
《育英学校新校舍开幕纪念特刊》1947，70 页。
《新加坡养正学校概况》1933，335 页。
《今日养正》1959，一册。
《养正学生刊物》1929《养正学生》1925《养正月刊》1927，一册。
《养正》1923《养正学校新校舍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67，108 页。
《星洲新鉴岗彰德学校报告书并结册》1926《中华学校成立 10 周年特刊号》1948，20 页。
《新加坡勿洛公立中华公学 25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1971，40 页。
《新加坡振南学校 30 周年纪念特刊》1960，90 页。
《珍珠坂学校，1954-1984》[1984]，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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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端蒙中学毕业纪念刊》1958《新加坡德明中学高中第 4 届毕业班》1959，104 页。
《新加坡德明政府华文中学毕业班纪念刊》1959《公教中学 40 周年纪念刊》1975，328 页。
《公教中学 45 周年纪念特刊》1980，293 页。
《新加坡公教中学 45 周年纪念特刊》194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招生简章》1927，7 页。
《新加坡华侨中学 36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1955，68 页。
《南洋华侨中学校舍金禧纪念特刊,1919-1969》1969，232 页。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创校 60 周年纪念特刊》1979，296 页。
《华中创校 70 周年纪念特刊,1919-1989》1990，214 页。
《新加坡华侨中学校简易师范毕业班纪念册》1948《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毕业纪念刊》1922《新加坡华侨中学 1949 年级会编（三年）》1949。
《华中》1938《海星中学创校 10 周年纪念暨第二期新校舍落成开幕典礼节目册》1968，106
页。
88. 《海星中学创校 10 周年纪念特刊》1968，244 页。
89. 《海星女子中学创校 20 周年纪念特刊，1959-1979》1979，一册。
90. 《南华女子中学创校 60 周年纪念刊，1917-1977》1977，256 页。
91. 《新加坡南华女子中学校 50 周年纪念暨游艺会特刊》1966，168 页。
92. 《新加坡南华女子中学校 55 周年纪念暨家政室落成典礼特刊》1971，149 页。
93. 《新加坡南华女子学校简易师范科毕业纪念特刊》1949-1950，2 册。
94. 《南华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班纪念刊》196095. 《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南侨女子中学创校 20 周年，1947-1967》1967，394 页。
96. 《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南侨女子中学创校 23 周年暨新校舍落成纪念特刊》
1970，1 册。
97. 《南侨女子中学创校 30 周年纪念特刊，1947-1977》1977，434 页。
98. 《南侨女子中学创校 35 周年纪念特刊》1982，246 页。
99. 《南洋女子中学校学刊》1936100. 《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礼堂落成金禧纪念特刊》1967，224 页。
101. 《南洋女子中学创校 60 周年暨小学新校舍落成纪念特刊》1977，366 页。
102. 《新加坡女子职业中学创校 20 周年纪念特刊》1976，260 页。
103. 《新加坡三育中学 5 周年校庆暨新制中学毕业纪念刊，1958-1962》1962，86
页。
104. 《新加坡三育中学创校 20 周年纪念特刊，1958-1978》1978，159 页。
105. 《育英中学 70 周年纪念暨毕业特刊》1980，191 页。
106. 《新加坡育英中学高初中毕业纪念刊》1958107. 《新加坡颜永成华文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班纪念刊》1957，132 页。
108. 《新加坡中华女子中学创校 60 周年纪念特刊，1911-1971》1972，36 页。
109. 《中华中学创校 80 周年纪念特刊，1911-199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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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华女子中学校舍落成、家政室开幕典礼暨庆祝 66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
1977，44 页。
111. 《1957 年中华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刊》1957，60 页。
112. 《中华女中高师第 2 届毕业特刊》1950，70 页。
113. 《中正中学创校 30 周年纪念特刊》1969，48 页。
114. 《新加坡中正中学创校 40 周年纪念特刊》1980，507 页。
115. 《中正中学高中毕业特刊》1946116. 《中正中学初中毕业特刊》1948-

大学
117. 《南洋大学创校史》。南阳文化出版社，1956。496 页。
118. 《南洋大学创校 40 周年纪念暨全体南大校友联欢会纪念特刊，1995》1995，
232 页。
119. 《南洋大学创校 10 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1966，380 页。
120. 《南洋大学概况》1959-1976。
121. 《南洋大学毕业考试成绩统计：1959 年度》1959，48 页。
122. 《南洋大学法》1959，40 页。
123. 《南洋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常年报告书及其他》1959-1964。

校友会
124. 《新加坡崇正校友会庆祝成立 30 周年纪念演出特刊》1960，36 页。
125. 《广福校友会庆祝 6 周年纪念特辑》1961，40 页。
126. 《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校友会章程》[19--]，1 册。
127. 《新加坡工商校友会庆祝 36 周年纪念公演特刊》1958，47 页。
128. 《宏文校友会 7 周年纪念特刊》1953，85 页。
129. 《海星中学毕业同学会庆祝 10 周年纪念特刊》1981，70 页。
130. 《华中创刊号》1952。
131. 《华中校友会所落成典礼纪念特刊，1923-1992》1992，405 页。
132. 《新加坡培青校友会为母校筹建校基金暨庆祝 23 周年电影招待会纪念特刊》
1961，52 页。
133. 《擎青校友会 2 周年纪念特刊》1948，60 页。
134. 《擎青校友会 12 周年纪念特刊》1958，130 页。
135. 《醒华校友会为 7 周年会庆公演五幕话剧雾重庆纪念刊》1962，32 页。
136. 《育英校友》1940，1 册。
137. 《中正中学校友协会 10 周纪念特刊》199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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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特刊
1.

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教育丛刊》1930，15 页。
《闽侨教育选刊》1931，90 页。
《闽风南渡》1990，43 页。刊有“福建会馆史略”、“教育活动”等文献。

2.

潮州八邑会馆
《四十周年暨庆祝新加坡开埠 150 周年纪念特刊》1969，290 页。
《金禧纪念刊》1980，323 页。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主办第四届国际潮团联谊会纪念特刊》1987，120 页。
其他潮人会馆与特刊尚有：
新加坡潮州联侨俱乐部
《新加坡潮州联侨俱乐部特刊》1949，90 页。
潮安联谊社
《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
《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52，162 页。
《银禧纪念特刊》1962，200 页。
潮阳会馆
《金禧纪念特刊》1976，335 页。刊有“本会馆简史”、“筹建会所及创办学校
经过”、“潮阳学校概况”等史料。

3.

福州会馆（1919 年创办敦本学校；1927 年创办三山学校）
《三山季刊》1946-1950。
《46 周年暨三山复校 10 周年及新校舍落成纪念刊》1956，109 页。
《三山通讯》1959，不定期。
《成立第 50 周年暨三山复校 14 周年纪念特刊》1960，178 页。
《60 周年纪念特刊》1972，188 页。
《庆祝 70 周年纪念特刊，1910-1980》1980，210 页。
《75 周年纪念特刊》1987，220 页。
《人杰地灵：新加坡福州会馆 85 周年纪念特刊，1910-1995》1995，168 页。

4.

应和会馆（1905 年创办应新学校）
《141 周年纪念特刊》1965，358 页。
《165 周年纪念特刊》1989。

5.

茶阳会馆（1906 年创办启发学校）
《百年纪念刊》1958，332 页。
《茶阳会馆三庆盛典特刊》1989，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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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茶阳会馆 104 周年纪念特刊》1998，213 页。
6.

宁阳会馆（1906 年创办宁阳学校）
《130 周年纪念特刊》1952。

7.

福清会馆（1918 年创办培青学校）
《为培青学校筹建校基金举行游艺晚会特刊》1963，28 页。
《70 周年纪念特刊》1982，446 页。刊有“培青学校特辑”。
《三庆纪念特刊》1988，150 页。

8.

兴安会馆（1921 年创办宏文学校）
《50 周年纪念特刊》1972，602 页。

9.

东安会馆（1922 年创办东安学校）
《成立 110 周年暨互助会第 34 周年纪念》1985，16 页。

10. 三水会馆（1924 年创办三水义学）
《新厦落成暨 93 周年纪念特刊》1979。
《庆祝成立 100 周年纪念特刊》1989，215 页。
11. 广惠肇碧山亭（1926 年创办碧山亭学校）
《庆祝 118 周年纪念特刊》1988。
必需指出，广惠肇碧山亭是三水、东安、高要、惠州、肇庆、清远、香禺、增
龙、南顺、花县、中山、顺德、鹤山、宁阳、恩平、冈州 16 会馆联合创办的，
因此这些会馆的特刊，亦有参考价值。例如：
《高要同乡会 10 周年纪念特刊》1951，106 页。
《高要会馆银禧纪念特刊》1966，128 页。
《惠州会馆筹募大专奖学金暨 154 周年会庆特刊》1980，266 页。
《新加坡肇庆会馆纪念特刊》1949，106 页。
《新加坡肇庆会馆 80 周年纪念特刊》1958，120 页。
《肇庆会馆 90 周年纪念特刊》1968，148 页。

九. 个人文献
回忆录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陈嘉庚，1946。2 册。
洪宝树。任劳任怨三十年。新加坡：洪宝树，1981。232 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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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741 页：插图。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800 页：插图。
黎宽裕。浮生追忆: 壹位新加坡人之自述。新加坡：中华书局，1979。182 页：插
图。

自传
李大傻。讲古的一生：李大傻自传。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84。100 页：插图。
连瀛洲。当年大布村童今日星洲富豪：我的自传。新加坡：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1992。238 页：插图。

纪念册
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陈嘉庚先生纪念册。北京：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
会，1962。139 页：插图。
陈六使先生周年祭纪念册。新加坡：[出版者不详] 南海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197-?]。12 页。
华侨领袖庄希泉/庄希泉基金会编。北京：庄希泉基金会; 庄希泉纪念馆，[1998]。
24 页：插图。
黄曼士纪念文集/黄淑芬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119 页：插图。
黄奕欢先生纪念集。新加坡：新加坡南安会馆，1989。113 页：插图。
黄永祺先生荣哀录/苏孝先主编。新加坡：黄府治丧处，1961。146 页：插图。

专集/轶事
方水金。春风化雨：方水金社会活动专辑/主编吴隆春。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
1999。283 页：插图。
山海情：成立超轶事/汇编：李湘。新加坡：成立超，2002。400 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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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口述历史
王兆炳。心忆桑梓：王兆炳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4。144 页：插图。
雪泥鸿爪。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37 页：插图。

十一. 游记
新加坡
李辉英。新加坡纪行。香港：国光图书公司，1958。84 页：插图。
刘祖禹。我眼见的新加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202 页。
王裕超。新加坡之旅。海南：三环出版社，1990。3, 122 页：插图。
吴晓民。新加坡见闻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2 页：插图。
朱逸辉。狮城纪实。海口市：南海出版社，1992。

东南亚
侯鸿鉴。南洋旅行记。厦门：候鸿鉴，1920。2 册。
刘仁航。南洋游记。[出版地不详]：南洋编译社，1935。手稿本。
罗井花。南洋旅行记。上海：中华书局，1934。140 页。
招观海。天南游记。[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初校本。1933。
郑健庐。南洋三月记。香港：中华书局，1933。344 页：插图。

Copyright© Lee Ching Seng 200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