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洋学会历届理事名表 
1940 – 2016 

南洋学会初由姚楠、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关楚璞与许云樵六⼈人于1939年冬发
起组织，并于1940年3⽉月17⽇日假南天酒楼召开成⽴立⼤大会，是年共招收到基本会员19⼈人，赞
助会员57名。起初每届理事任期⼀一年，旋于1960年修改章程，理事任期也展延为两年，
迄今共44届。现有会员国内71⼈人，国外40名。

第四⼗十四届（2015/16年）

       学术顾问：刘蕙霞、林徐典、⺩王赓武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王永炳 
秘书： ︎辜美⾼高 副秘书： 陈德馨（兼管本会⽹网站） 
财政： 麦庆良 副财政： 陈⾦金明 

编辑主任： 许振义（兼任《南洋学报》编委） 
学术主任： 蔡曙鹏 
理事： 林纬毅、萧国荣、 王瑞贤 
查账： 陈岳波 

       《南洋学报》主编： 陈荣照 
                           副主编：⾦金进 

第四⼗十三届（2014/15年）

       学术顾问：刘蕙霞、林徐典、⺩王赓武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李志贤 
秘书： ︎辜美⾼高 副秘书： 陈德馨 
财政： 陈⾦金明 副财政： 何奕恺 

编辑主任： 黄贤强
学术主任： 蔡曙鹏 
理事： 康格温、⾦金进、许振义 

第四⼗十⼆二届（2012/13年）

       会务顾问：陈钦模、唐裕、刘蕙霞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李志贤 
秘书： ︎辜美⾼高 副秘书： 康格温 
财政： 陈德馨 副财政： 何奕恺 

编辑主任： 张慧梅
学术主任： 林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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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黄贤强、⾦金进、陈传忠 

第四⼗十⼀一届（2010/11年） 

        会务顾问：陈钦模、唐裕、刘蕙霞 
名誉会长： 魏维贤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李志贤 
秘书： 黄佟葆 副秘书： 章星虹 
财政： 何奕恺 副财政： 郭⽂文龙 

编辑主任： 张慧梅 学术主任： 吴庆辉 
理事： 黄贤强、辜美⾼高、梅国强 

第四⼗十届（2008/09年） 

        会务顾问：陈钦模、唐裕、刘蕙霞 
名誉会长： 魏维贤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李志贤 
秘书： 黄佟葆 副秘书： 刘伟强 
财政： 李永乐 副财政： 郭⽂文龙 

编辑主任： 梅国强 学术主任： 辜美⾼高 
理事： 黄贤强、苏新鋈、蔡良乾 

第三⼗十九届（2006/07年）

        会务顾问：陈钦模、唐裕、刘蕙霞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李志贤 
秘书： 辜美⾼高 副秘书： 苏新鋈 
财政： 魏维贤 副财政： 敦⽂文龙 

编辑主任： 吴振强 学术主任： 蔡良乾 
理事： 周亚成、王慷⿍鼎、黄贤强 

第三⼗十⼋八届（2004/05年）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苏新鋈 
               秘书： 辜美⾼高 副秘书： 叶钟铃 

财政： 郭⽂文龙 副财政： 崔贵强 
     编辑主任： 李志贤 研究主任： 吴振强 

理事： 魏维贤、刘蕙霞、王慷⿍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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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2002/03年） 

会长： 陈荣照 副会长： 刘蕙霞 
秘书： 苏新鋈 副秘书： 辜美⾼高 
财政： 崔贵强 副财政： 庄钦永 

学术主任： 吴振强 编辑主任： 魏维贤 
理事： 许⽟玉麟、王慷⿍鼎、翁世华 

会务顾问： 唐裕、庄右铭、陈钦模 

第三⼗十六届（2000/01年） 

会长： 魏维贤 副会长： 许⽟玉麟 
秘书： 辜美⾼高 副秘书： 苏新鋈 
财政： 庄钦永 副财政： 崔贵强 

编辑主任： 陈荣照 副编辑主任： 张淑长 
理事： 刘蕙霞、郭⽂文龙、区如柏 

会务顾问： 唐裕、王佐、庄右铭、陈钦模 

第三⼗十五届（1998/99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陈荣照 
秘书： 辜美⾼高 副： 苏新鋈 
财政： 许⽟玉麟 副： 崔贵强 

编辑主任： 陈松沾 副： 叶钟铃 
研究主任： 钟临杰 副： 庄钦永 
理事： 刘蕙霞 

第三⼗十四届（1996/97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秘书： 陈荣照 副： 吕振端 
财政： 辜美⾼高 副： 潘明智 

编辑主任： 陈松沾 会务扩展主任： 林我铃 
理事： 崔贵强、庄钦永、刘蕙霞、林鸿图 

第三⼗十三届（1994/95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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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陈荣照 副： 苏新鋈 
财政： 潘明智 副： 许⽟玉麟 

编辑主任： 崔贵强 研究主任： 廖建裕 
理事： 刘蕙霞、钟临杰、杨松年 

第三⼗十⼆二届（1992/93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秘书： 陈荣照 副： 潘明智 
财政： 崔贵强 副： 李庭辉 

编辑主任： 陈寿仁 研究主任： 苏新鋈 
理事： 刘蕙霞、彭松涛、郭振⽻羽 

第三⼗十⼀一届（1990/91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秘书： 陈荣照 副： 庄钦永 
财政： 潘明智 副： 苏新鋈 

编辑主任： 崔贵强 研究主任： 郭振⽻羽 
理事： 陈寿仁、翁世华、李庭辉 

第三⼗十届（1988/89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秘书： 苏新鋈 副： 陈荣照 
财政： 吴振强 副： 翁世华 

编辑主任： 郭振⽻羽 研究主任： 崔贵强 
理事： 陈寿仁、钟临杰、李恩涵 

第⼆二⼗十九届（1986/87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秘书： 陈荣照 副： 苏新鋈 
财政： 钟临杰 副： 林孝胜 

编辑主任： 郭振⽻羽 副： 陈寿仁 
研究主任： 崔贵强 
理事： 魏雅聆、李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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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1984/85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林我铃 
秘书： 陈荣照 副： 吴振强 
财政： 苏新鋈 副： 杨松年 

编辑主任： (学报) 崔贵强  (季刊) 李励图 
研究主任： 钟临杰 
理事： 李绳毅、王佐 

第⼆二⼗十七届（1982/83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翁世华 
秘书： 陈荣照 副： 钟临杰 
财政： 吴振强 副： 苏新鋈 

编辑主任： (学报) 魏维贤  (季刊) 陈寿仁 
研究主任： 陈德複 
理事： 杨松年、林孝胜、黄敬恭 

第⼆二⼗十六届（1980/81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翁世华 
秘书： 陈荣照 副： 苏新鋈 
财政： 钟临杰 副： 林孝胜 

编辑主任： (学报) 崔贵强  (季刊) 陈寿仁 
研究主任： 吴振强 
理事： 陈维龙、黄敬恭 

第⼆二⼗十五届（1978/79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翁世华 
秘书： 陈荣照 副： 宋明顺 
财政： 何德超 副： 苏新鋈 

编辑主任： (学报) 崔贵强  (季刊) 陈寿仁 
研究主任： 黄敬恭 
理事： 许甦吾、陈维龙

第⼆二⼗十四届（1976/77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翁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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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陈荣照 副： 吴华 
财政： 宋明顺 副： 郑展志 

编辑主任： (学报) 崔贵强  (季刊) 陈寿仁 
研究主任： 黄敬恭 
理事： 陈维龙、许甦吾 

第⼆二⼗十三届（1974/75年） 

会长： 魏维贤 副： 陈育崧、余德宽 
中⽂文秘书： 陈荣照 英⽂文秘书： 何德超 
财政： 潘明智 编辑主任： (学报) 崔贵强  (季刊) 陈寿仁 

研究主任： 黄敬恭 会务扩展主任： 黄孟⽂文 
理事： 陈维龙、林徐典、许甦吾、翁世华、李廷辉、洪孟珠、郑展志、 

刘抗、洪国平 

第⼆二⼗十⼆二届（1972/73年） 

会长： 黄笃修 副： 魏维贤、魏雅聆 
中⽂文秘书： 翁世华 英⽂文秘书： 崔贵强 
财政： 洪国平 编辑主任： (学报) 陈维龙  (季刊) 陈寿仁 

研究主任： 黄敬恭 会务扩展主任： 曾昭⾕谷 
理事： 陈⼈人浩、刘抗、邱新民、郑奋兴、林徐典、郑⼦子瑜、饶宗颐、 

施寅佐、梁荣基 

第⼆二⼗十⼀一届（1970/71年） 

主席： 魏维贤 副： 李廷辉、陈育崧 
中⽂文秘书： 黄孟⽂文 英⽂文秘书： 崔贵强 
财政： 梁荣基 编辑主任： 魏维贤 

研究主任： 黄敬恭 会务扩展主任： 叶敏钧 
理事： 洪孟珠、陈⼈人浩、郑⼦子瑜、周国燦、邱新民、连⼠士升、林徐典、 

翁世华、施寅佐、陈维龙、陈达⽣生、黄敬恭、叶敏钧 

第⼆二⼗十届（1968/69年） 

主席： 连⼠士升 副： 陈育崧、陈维龙 
中⽂文秘书： 陈⼈人浩 英⽂文秘书： 陈维龙 
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魏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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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任： 黄敬恭 会务扩展主任： 林我铃 
理事： 李廷辉、郑⼦子瑜、刘蕙霞、李宏贲、刘抗、王佐、邱新民、陈晋、 

林徐典、邹豹君、廖颂扬 
名誉理事： 魏雅聆、黄望青、黄笃修 

第⼗十九届（1966/67年） 

主席： 连⼠士升 副： 陈育崧、陈维龙 
中⽂文秘书： 陈⼈人浩 英⽂文秘书： 李廷辉 
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李廷辉 

研究主任： 包思井 会务扩展主任： 林我铃 
理事： 黄开禄、郑⼦子瑜、陈晋、王佐、许云樵、刘抗、邱新民、李宏贲、 

廖颂扬、李星可、刘蕙霞 

第⼗十⼋八届（1964/65年）

主席： 连⼠士升 副： 陈育崧、黄开禄 
中⽂文秘书： 陈⼈人浩 英⽂文秘书： 李廷辉 
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李廷辉 研究主任： 黄开禄 
会务扩展主任： 林我铃 

理事： 郑⼦子瑜、包思井、许云樵、刘蕙霞、林我铃、陈维龙、台镇华、 
王赓武、邱新民、陈晋、庄⽵竹林、李宏贲、廖颂扬 

名誉理事： 黄笃修、魏雅聆 

第⼗十七届（1962/63年） 

主席： 黄曼⼠士 副： 连⼠士升、陈育崧 
中⽂文秘书： 曹树铭 英⽂文秘书： 黄开禄 
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黄麟根 副：郑⼦子瑜 

研究主任： 台镇华 副： 包思井 
会务扩展主任： 林我铃 副： 庄⽵竹林 

理事： 王赓武、陈晋、邱新民、陈维龙、廖颂扬、黄笃修、许云樵、贺光中、 
韩槐准 

第⼗十六届（1960/61年） 

主席： 黄曼⼠士 副： 陈育崧、连⼠士升 
中⽂文秘书： 曹树铭 英⽂文秘书： 陈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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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王赓武 
理事： 许云樵、郑⼦子瑜、陈晋、台镇华、黄敬恭、庄⽵竹林、林我铃、包思井、 

刘蕙霞、韩槐准、黄则吾、邱新民 

第⼗十五届（1959年） 

主席： 黄曼⼠士 副： 陈育崧、韩槐准 
中⽂文秘书： 郑⼦子瑜 英⽂文秘书： 陈维龙 
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王赓武 
理事： 许云樵、连⼠士升、贺光中、张瘦⽯石、台镇华、刘强、庄⽵竹林、张杰⽣生 

第⼗十四届（1958年） 

主席： 黄曼⼠士 副： 陈育崧、韩槐准 
中⽂文秘书： 郑⼦子瑜 英⽂文秘书： 陈维龙 
财政： 施寅佐 

编辑主任： 王赓武 研究主任： 连⼠士升 
会务扩展主任： 黄曼⼠士 

理事： 许云樵、贺光中、庄⽵竹林、刘强、张瘦⽯石、张杰⽣生、台镇华 

第⼗十三届（1957年） 

主席： 黄笃修 副： 黄曼⼠士、庄⽵竹林 
秘书： 许云樵（兼学报主编）、陈维龙 
财政： 施寅佐 
理事： 陈育崧、林我铃、张瘦⽯石、刘强、连⼠士升、韩槐准、贺光中、郑⼦子瑜、 

张杰⽣生、黄则吾 

第⼗十⼆二届（1956年） 

主席： 黄笃修 副： 黄曼⼠士 
秘书： 刘强 财政： 连⼠士升 
财政： 施寅佐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陈育崧、林我铃、冯列⼭山、庄⽵竹林、张瘦⽯石、韩槐准、贺光中、郑⼦子瑜、

张杰⽣生 

第⼗十⼀一届（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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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黄笃修 副： 黄曼⼠士 
秘书： 刘强 财政： 施寅佐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陈育崧、林我铃、张瘦⽯石、连⼠士升、韩槐准、贺光中、郑⼦子瑜、庄⽵竹林 

第⼗十届（1954年） 

主席： 林庆年 副： 陈育崧 
秘书： 刘强 财政： 施寅佐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林我铃、冯列⼭山、庄⽵竹林、张瘦⽯石、韩槐准、黄曼⼠士、连⼠士升、黄笃修、

陈之初 

第九届（1953年） 

主席： 林庆年 副： 郑惠明、陈育崧 
秘书： 刘强 财政： 施寅佐、林我铃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林我铃、冯列⼭山、庄⽵竹林、张瘦⽯石、韩槐准、黄曼⼠士、连⼠士升、黄笃修、

陈之初 

第⼋八届（1952年） 

主席： 刘⼠士⽊木 副： 郑惠明、黄曼⼠士 
秘书： 刘强 财政： 施寅佐、林我铃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冯列⼭山、庄⽵竹林、张瘦⽯石、韩槐准、陈育崧、连⼠士升、黄笃修 

第七届（1951年） 

主席： 刘⼠士⽊木 副： 郑惠明、黄曼⼠士 
秘书： 刘强 财政： 施寅佐、林我铃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冯列⼭山、庄⽵竹林、张瘦⽯石、韩槐准、陈育崧、连⼠士升、黄笃修 

第六届（1950年） 

主席： 刘⼠士⽊木 副： 郑惠明、黄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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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刘强 财政： 施寅佐、林我铃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庄⽵竹林、张瘦⽯石、韩槐准、陈育崧、傅⽂文楷、谢犹荣、H. D. Collings 

第五届（1949） 

主席： 刘⼠士⽊木 副： 郑惠明、黄曼⼠士 
秘书： 刘强 财政： 韩槐准、施寅佐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庄⽵竹林、张瘦⽯石、陈育崧、林我铃、傅⽂文楷、谢犹荣、H. D. Collings 

第四届（1948年） 

主席： 陈育崧 副： 张礼千、姚楠 
秘书： 刘强 
财政： 韩槐准 主编： 许云樵 
理事： 黄曼⼠士、庄⽵竹林、林我铃、刘⼠士⽊木、朱杰勤、郑德坤、 

  谢犹荣、H. D. Collings 

第三届（1947年） 

常务理事： 姚楠、张礼千、许云樵（兼学报主编） 
秘书： 陈育崧 财政： 韩槐准 
理事： 黄曼⼠士、刘⼠士⽊木、刘强、谢犹荣 

第⼆二届（1941年） 

理事长： 刘⼠士⽊木 秘书： 姚楠 
财政： 韩槐准 学报主编： 许云樵 

 理事： 张礼千、郁达夫、陈育崧、汤伯器 

第⼀一届（1940年） 

 常务理事： 姚楠 
 理事： 刘⼠士⽊木、李长傅、张礼千、关楚璞、郁达夫、 
  许云樵（兼《南洋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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