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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新加坡，因為自身的特殊地理位置與歷史機遇

等因素，在亞洲與世界經濟中持續扮演著多樣且多邊的功能，特別是在其剛開始

發展時，恰好是近代西方經濟、政治與文化力量衝撞亞洲區域的時期，在這種特

殊的環境下，讓新加坡成為這些力量交匯的所在，使得民間社會迸發出獨特與豐

富的歷史與文化意涵。 

    十九世紀中期新加坡的「現代化」開始萌芽，且有越來越多「中國人」在這

個港市寓居與移動，其市場潛力為商業嗅覺敏銳的西方人察覺，把各種新技術與

新產品帶到新加坡，並以此為其中一個基地，向逐漸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亞

洲區域進軍與擴散影響力，使得原本存在此區域很長時間的朝貢體系逐漸被取代，

也轉化出交混的社會與文化特質，讓西方現代性展現出在此地的效果。新加坡的

現代性效果是在各種力量相互抗衡、協商與接合下展現，也形成殖民性、本土性

與現代性的交混、協商與辯證，創造出此地的特點，甚至連動影響亞洲部分地區，

譬如華人跨域參與中國本土革命與國家建構，展現複雜的遠距民族主義，特別是

在報紙這項新媒介所形成的場域，各種力量在此相互競爭與抗衡，其塑造的媒體

環境讓許多華人能以逃脫它的影響。 

    在新加坡的殖民現代性中，展現了殖民主義、遠距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之間的

辯證關連，文化機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新媒介所建構的環境，讓這些

元素逐漸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與傳統、自身需求等產生交混與協商。然而，

在整體結構過度強調理性化的情況下，對文化現代性造成壓抑，未從制度上提供

更多資源發展個體在主體性上的建構，特別在自我反身性部分，使得對殖民體制

的批判與反思難以開展，這些局限都抑制了個體的能動性，影響了其後本土現代

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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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旅遊攝影師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在其著作《十載遊記：馬六甲

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1992[1875])中，描述抵達新加坡

(Singapore)時的情形： 

     

    當我在 1861 年首次見到這個殖民地時，我被它的歐洲城市面貌給嚇了一 

    跳。從那時每年穩定地增加的碼頭設備、橋樑、倉庫與政府辦公大樓，可以  

    看到它實質的進步(Thomson, 1992[1875]:53-54)。 

 

    湯姆生對新加坡的印象與評價，來自於對現代城市的想像。韋切爾(Timothy 

Witchell)指出，十九世紀歐洲人對於城市的理解，是把它視為「展覽的世界」

(world-as-exhibition)，因此歐洲城市中的建築不僅是簡單的大廈，還象徵一種自

我的超越，是「一塊有規劃和視覺安排的地方……所有事物的組織和組織起來的

事物都在代表、在回想，猶如一種更大意義的展覽」(引自 Rogaski,2004／向磊

譯，2007:210)。大英帝國打造的新加坡港市，在現代化下不斷增加的「殖民地

景」(colonial landscape)，也複製著歐洲城市的樣貌及不斷的「進步」，使新加坡

成為殖民者向外展示的窗口。 

    這名習慣以「觀看」方式來理解外在世界的蘇格蘭年輕人，有點無法置信卻

又難掩自豪地是在遙遠且陌生的遠東地區，竟出現與歐洲城市如此接近的亞洲面

貌，因為殖民者的治理，這個新興港市不斷增設基礎設施與硬體設備，讓原本落

後的東南亞漁村穩定地不斷「進步」。湯姆生對「進步」的想像，顯然是以其自

身經驗的框架為基礎，自然地歐洲成為重要參照對象，並以物質基礎為標準來加

以衡量，判斷「他者」的優劣，更象徵著對歐洲殖民者不僅達到自我超越，甚至

更進一步使得落後地區的「他者」能夠脫胎換骨。 

    1839 年才出現的攝影術，迅速地席捲西方世界，也成為越來越強調「專業」

的技藝。湯姆生習得攝影技藝後，取得皇家蘇格蘭藝術學會(Royal Scottish Society 

of Arts)的會員資格，為其攝影師身分取得一定的認證。湯姆生的兄長是一名鐘錶

匠與攝影師，1859 年移居大英帝國殖民地新加坡從事鐘錶生意，兩年後湯姆生

也決定到距離家鄉遙遠的遠東新港市開啟新人生，與兄長合作經營當地首家影相

館，把西方新興的攝影技術與「觀看」文化帶入新加坡，更加速進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說的「機械複製時代」(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al_Scottish_Society_of_Art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al_Scottish_Society_of_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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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建構現代「觀看」秩序機制的重要部分 1，也意味著西方各種新媒介 2技術

在「媒介現代性」(mediating modernity)上更為可能。 

    從湯姆生對新加坡的描述與其兄弟經營的事業，可以看出當時新加坡已被捲

進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浪潮裡。在這個原本有多種文明匯聚，十九世紀中期

已相當「現代化」、且有越來越多「中國」移民 3的港口城市裡，市場潛力已為

商業嗅覺敏銳的西方人察覺，把各種新技術與新產品帶到新加坡，並以此為其中

一個基地，向逐漸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亞洲區域進軍與擴散影響力，使得原

本存在此區域很長時間的朝貢體系逐漸被取代，也轉化出交混的社會與文化特質，

使得西方現代性在此迸現其自身的樣子，展現出「亞洲現代性」。 

 

第一節  研究問題的提出 
 

新加坡位居馬來半島最南端，此地區位處概稱「亞澳季風環流」的輻合帶，

風向的季節性變化與雨帶推移，對當地自然與人文生態影響甚鉅(Ooi,1963/1976)。

在季風環流的季節脈動下，此地區歷史悠久的帆船貿易，可能牽動了季風亞洲的

「區域化」(regionalisation)，使亞洲地區展開長久的互動與交流，這包括以中國

大陸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出現與運作。位處季風亞洲區域的新加坡海島，早期與

周遭各種文明有著相當密切的交流與互動(Trocki,2006)。 

自十六世紀開始，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已存在於西方世界，且資本積累

在世界各地進行著 4(Castell,2000／夏鑄九等譯，2000:108-109)；十九世紀末以後，

歐洲核心地區與世界其他地方(主要是東亞)核心地區之間的經濟進入「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譬如中國大陸在此之前的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與消

費等，與歐洲並無明顯的落差(Pomeranz, 2000／史建雲譯，2004)。西方世界與

季風亞洲產生互動與交流，彼此都受到一定的影響與衝擊，但其中各區域的關係

仍持續著，並非處於斷裂的狀態，崛起的西方世界也未完全壟斷權力，決定此地

                                                     
1湯姆生隨後以新加坡為起點，開始了他在遠東地區的旅遊攝影生涯，用眼睛「觀看」與對亞洲

地區展開獵奇之旅，再透過「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的力量，將其作品複製出版，讓更

多人透過照片認識亞洲這塊大陸，建構西方對亞洲的想像。 
2所謂西洋的「新式」媒介，如白話刊物、畫報、演說等，在中國都有相應的模式，與當時中國

固有的傳播模式有顯著差異，然而「新式」媒介為何能發揮極大影響力，這應當深究其與其他社

會階層與機制的關係，不能僅從傳播形式與技術理解(李仁淵，2005:367-368)。 
3由「中國」大陸向外流離的人在稱謂上，一般稱為「華僑」、「華人」或「華裔」，內涵複雜且

爭議一直存在，本文主要使用「華人」一詞，泛指流離海外的「中國人」，詳細討論可參見王賡

武(1994)。 
4這與近年所談全球化的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不同，按照卡斯特(Castells,2000／夏鑄九等譯，

2000)的說法，在全球經濟裡，全球能變成一個單向而以即時(real time)或是在選定的時間裡運作。

這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末，在以資訊與通訊科技提供的新基礎設施為根基下，加上政府和國際機構

所執行的解除管制與自由化政策協助下，世界經濟才真正變為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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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發展。 

    在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大肆擴張的年代裡，西方的主要殖民國家積極在全

球布局，新加坡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為英國人所注意，在 1819 年落入英國東印

度公司手裡，企圖將小漁村建構成現代商貿港市，並吸引鄰近地區人民流移至此，

成為各種文明匯聚的地方，當中「中國」移民持續地大量移入，成為新興港市的

主要人口。新加坡開港一年多後，其關鍵的奠基者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寫信給英國友人，對 1820 年的新加坡有此陳述： 

 

    這個港口已經從一個很小的漁村變成一個大市鎮，其人口不少於一萬人至一   

    萬二千人，主要是華人(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7)。 

 

    一般學者認為萊佛士對當時人口數字的估計過高，然而卻可以透露出他對這

個新興殖民地的樂觀期待，且「大市鎮」的內涵在殖民當局擘劃中逐漸孕育與發

展。從傅柯(Michel Foucault,1991)討論西方國家「治理」(governance)的歷史中可

以知道，英國殖民者將西方愈趨成熟的治理術，運用商貿策略、社會秩序、制度

設計與文化治理等，使得被殖民者難以逃脫被掌控的命運。從 1819 年英國東印

度公司開始治理新加坡，至 1867 年轉由英國政府直接管轄，各自經歷了內部複

雜的變化以及外在世界政經環境的改變。新加坡由小漁村「蛻變」為世界重要港

市並非僅是城市自然擴張的過程，更涉及社會歷史的人文轉化，本文認為當中涉

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不斷變化之過程，透過以現代性為中心的相關理論

指引，能解析與挖掘出更豐富的意涵，對此區域的歷史也有不同面向的理解。 

    在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時間與空間是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兩者被賦予全新

意涵，讓現代性的論述與實踐取得更好的動能發揮。現代性發展中重要元素之一

的報紙，是隨著「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而蓬勃發展的印刷新媒介(media)，

其特殊的性質且協助創造了時間與空間新概念中的複雜內涵，讓現代性的特質與

觀念傳播以新媒介為介體，並以「媒介現代性」方式迅速向外播散與產生作用，

形成人們日常生活世界實踐場域的媒介文化環境。 

    提出「印刷資本主義」的安德森(Anderson,1998:33)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普

遍性東西」(quotidian universals)會透過印刷語言展示出來，且它並非一種單向的

流動，而是同時讓許多人能共同想像。這些普遍性的東西對特定時刻具有特定意

義，且可以塑造那個時刻。因此，這個抽象體系的建構，讓個體找到自身的位置

和與他人建立連結，建構自身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當中涉及現代性中重要的時

間與空間新概念之建立。這樣一個過程讓人們能更清楚體驗現代性所帶來的新生

活感受，然而，人們如何將現代性「迻譯」至日常生活，與原本的政治、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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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互交混，建構出在地的現代性？報紙這項新媒介在現代性「迻譯」過程中

對整體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也是本文著重探討的焦點，尤其它如何參與建構新

的時間與空間概念，讓非西方文化的被殖民者也能接受，成為建構社會新秩序的

重要手段。 

    至於有關外來事物的「移植」，首先必須經過「翻譯」的程序，將其轉化為

在地群體能夠理解、接受的語言與文化，這個「翻譯」過程包含字義上的「語言

學上的翻譯」，即將外國語彙轉化為意義相當的本地語彙；同時也包括文化人類

學意涵的「文化翻譯」，即將不同群體的文化邏輯與實踐，轉化成自身群體能夠

理解的文化系統(朱惠足，2009:275)。因此，這裡會運用「迻譯」一詞，是要強

調現代性的「移植」與「翻譯」過程中，外來與在地之間有著更複雜的協商、挪

用與交混等元素的創生過程，各種意義與實踐在其間形成接合(articulated)、轉化

與創造，使得群體之間的文化界線出現鬆動、游移、相互穿透等的動態變化，一

些新元素得以在這過程中交雜迸現，因此並非簡單與單向的「移植」與「翻譯」。 

    新加坡社會內部異質性極高，然而，這個異質性也非「自然」形成，當中涉

及殖民者治理技術、知識系統與資本主義機制需求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本文以西

方建構的「族群」分類切入，將華人流移至新加坡、與其建立相對自治的華人社

會為研究重點，試圖透過這個社群長期的被殖民狀態，理解西方現代性如何「迻

譯」至此，與在地元素交混與接合產生自身的現代性。這些「中國」移民異質性

頗高，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南部省分的不同地區，離開原鄉的時間也不太一致，然

而，他們在新加坡港市成形的過程中體驗了西方現代性，到底這個現代性的迻譯

是如何持續進行？順著這個討論主軸，本文關注以下數個問題：   

1.中文報紙這項新媒介為何在此地出現？它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 

2.新加坡華人社會如何在「中國」本土現代性建構過程中，與其產生跨越地

域的聯繫和相互影響？ 

3.印刷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對於原鄉的遠距民族主義有何關係？ 

4.殖民者如何透過現代治理的方式在維持秩序的同時也引進現代性？ 

5.當消費文化在全球蔓延後，如何透過新媒介與消費來鞏固西方現代性？ 

    透過這些問題的思索與解析，本文試圖能重新理解亞洲區域內在現代變遷過

程中的樣態。 

    以上問題的提出，還有著更具體的關懷面向。我們在對本土現狀進行反思與

批判時，所採取的視角與判準，基本上建立在西方知識架構上，使得對現狀的規

範想像難以逃脫西方現代性範疇。為了釐清與處理這個困境，似乎得回到對現代

性如何在本土開展進行重新的理解與反思，才可能超克西方現代性對我們長期的

桎梏。因此，「現代」與「現代性」等詞語不只是抽象的哲學概念或追逐的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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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是有待發掘和詮釋的具體經驗。有關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必須更重視

現代性的具體歷史社會脈絡，並得以分析其複雜內涵與多重面向 (張隆志，

2004:157)。透過具體歷史社會脈絡的分析與批判，對本土現狀與未來的理解與

想像才可能跳脫西方現代性的典範，也使現代性成為分析而非規範的概念，有助

於開展對本土與本區域更深層的反思與批判，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第二節  理論的運用及對話 
 

本文主要是在理論指引下交互運用一手及二手資料，試圖論證早期新加坡華

人社會在現代性迻譯過程中，報紙這項新媒介如何建構的媒體文化環境，對整體

社會產生何種影響，並挖掘其中潛藏的可能意義。 

 

    理論的對話之一：現代性與殖民現代性 

「現代性」的意涵非常複雜，長期以來論者對其有很不同的看法。一般來說，

可將「現代性」視為西方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降的產物，基本上是所謂「理性」

的延伸，延續啟蒙運動後所強調的除魅，對於愚昧無知的學問或信仰產生強烈懷

疑。在現代西方社會興起前，凡被歸類為不科學、缺乏秩序與沒有系統的事物，

大多被視為不理性與落後，因此，一個越講求理性與進步的現代社會，對於規律、

法則和制度的要求越高，尤其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愈趨發達，對於

時間、管理、效率與秩序等也有更高要求(陳芳明，2004:46)，「數字化」經常成

為評斷現代化的標準、方法與目標。在現代性計畫向外撒播的過程中，現代性中

的「理性」與進步價值，透過各種制度與組織的設計與執行，鋪天蓋地滲透到人

們日常生活，讓「現代人」難以逃脫它的影響，特別是陸續興起的城市，具體地

展現了現代性的特點，對照出早期鄉村的前現代之落伍與不文明狀況。 

晚近西方有關現代性討論中，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鮑曼(Zygmunt Bauman)及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學者，均

對現代性有很深刻地討論與反思，然而這些討論被批判為過度的歐洲中心主義，

對非西方的狀況關注不足，特別是該如何看待殖民主義對現代性的擴散，以及這

些現代性迻譯至非西方後變成了什麼樣貌。 

在殖民主義興起後，西方殖民主義者意圖將現代性計畫移置(displace)到殖民

地，以爭取最大利益，但事實上未必能完全如其所願。殖民者可能想要進行更全

面地掌控，然而，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還是會在殖民地迻譯出它自身

的樣子，且不同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皆有差異，其所展現的現代性迻譯「效果」也

不一樣，要理解其效果需更細加檢視，且前現代與現代之間未必出現完全的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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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德理克(Dirlik,2007／胡大平、付清松譯，2012)指出，應該以跨大陸的方式

來理解現代性，尤其要關注歐洲現代性形成過程中的外部力量。一些歐洲社會表

現出與現代性聯繫在一起的特點時，在其他歐亞社會中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

化特點上，其實也經歷了類似的轉型，譬如中華帝國的明朝與清朝。因此，我們

必須掌握外在整體環境的變遷，以及其和內部本土的互動，才能把握其中更細微

的發展，而近年全球史研究備受關注，也提供更寬闊的視野來理解這段歷史。 

 

理論的對話之二：現代民族國家與跨域中華 

過去幾個世紀裡，海外華人群體是早期資本主義在中國主導的朝貢貿易體系

夾縫中生根與發展的重要中介，特別是華人買辦的角色不僅在經濟，也在政治與

文化部分，成為西方現代性迻譯與擴散至亞洲的重要中介。 

到了鴉片戰爭結束和東亞逐漸融入英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後，資本主

義才迎來最好的發展時機，將亞洲地區納入世界市場體制裡面。然而，隨後經過

一個多世紀的英國向美國移交霸權與美國霸權控制階段，美國在亞洲區域的霸權

作用主要通過貿易體制來實踐，而這一體制和過往中國主導的朝貢體制更接近一

些，和十九世紀英國主導的體制有很大不同。海外華人在過去幾個世紀歷經數次

起落，如今他們的再度崛起是近數十年來全球體系發生變化的最清晰訊號，而亞

洲體系經歷過去一個多世紀的重構與再建，但是並未完全拋棄原來的地區體系

(Arrighi, Hui, Hung & Selden,2003)。 

然而，亞洲地域在西方建構的現代民族國家框架下，過去很少論及與挖掘亞

洲區域內部原本存在的複雜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交往形式與內涵，譬如超越民族

國家形式的朝貢網絡、移民網絡以及殖民主義文化權力格局等糾結的複雜關係，

使得區域概念難以打開想像空間，不易提供超越民族國家體制所帶來的內外問題

之可能性。海外華人長時期在亞洲地區的移動與活動，可能可以讓我們展開視野，

特別是理解十九世紀迄今的亞洲與歐美帝國主義的互動，跳脫現代人被框限在民

族國家的想像與困境裡，從歷史中探尋深具參照價值的經驗，尋找未來世界運作

的其他可能性。 

在 1980 年代的全球化風潮以後，新加坡經常出現在「世界城市」(world city)

與「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討論裡(Fau,2010)，這主要是從當今西方主控的現

實框架出發，在全球與區域中尋找自身定位與利基點。至於杜贊奇(Duara,2010)

則以「亞洲歸來」(Asia Redux)形容此地區當下的趨勢，這是在肯認民族國家的

前提下展開的「務實」討論，認為亞洲的未來主要建立在經濟的區域關係，在其

他面向的交流與合作關係越來越密切，民族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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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用「跨域」的概念，試圖脫離「歐洲中心論」的過往主流框架，擺脫

「境外」這個以中國中心論的思考，也儘量避免陷入「漢人中心」的位置，在「本

土地方」與本區域之間進行審視，擺脫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考框架，回到十九世紀

至二十世紀初期亞洲區域的複雜交往中進行探索，以華人的移動為中心，理解「跨

域中華」的更深刻內涵。因此，「跨域」不僅是跨越地域的「空間」(space)概念，

還具有文化內涵的「地方」(place)意義，在朝貢體系建立以中華文化為象徵秩序

的網絡關係中，不同群體在生活中跨越彼此文化軟邊界(soft boundaries)，建立在

地與跨域文化及社會的豐富性，這種情況在殖民帝國主義大舉進入亞洲後面臨挑

戰，特別是現代民族國家硬邊界(hard boundaries)的陸續建立。 

本文試圖進入朝貢體系的內在運作脈絡中，說明現代性與新媒介如何在資本

主義擴張過程中發揮動力，特別是透過安德森所說的「遠距民族主義」如何連結

了不同地域者，透過傳播媒介與新式運輸工具壓縮空間與時間，使其發揮了巨大

的動員力量。 

 

    理論的對話之三：媒介理論與大眾傳播理論 

在中華世界裡，對 media 的理解親近美國大眾傳播思潮，因此多將 media 譯

讀為「媒體」或「傳媒」，但是這僅能捕捉了其中的部分意義，喪失了其中豐富

的意涵。根據威廉斯(Williams,1983／劉建基譯，2004:241)在《關鍵詞》(Keyword)

一書的說法，“media”在西方一直有著三種意涵：一是指中介物；二是專指技術

層面的意思；三則是指資本主義的意涵，其中報紙或廣播被視為另外事物(如廣

告)的一個媒介。 

從媒介的早期概念來看，要注意其具有衍生自拉丁文 mediare 而來的

mediation 之義。Mediare 具有「對半分開、位在中間、中介調解」的意義，而這

裡的「中介調解」，當然不僅指對物質、心靈間的中介，更是對於神祇與凡人、

精神與世界、主體與客體這些層次的中介。早期以物質性、心靈性、宗教性的中

介為基礎的媒介概念，隨著十九世紀以後傳播科技的發展而出現變化，媒介原本

包含的「中介調解」意義，亦即連結人的意識思想與其對象物(尤其是精神、超

自然世界)的意義，也就逐漸退位。 

整個二十世紀所認識的媒介，指的是把發送者(sender)的訊息(message)傳送

給接收者(receiver)的工具，這種認識的典型，是把電話設想為信號傳達工具的「通

信理論」，後來又擴展至廣播、電視等領域的研究，發展成「大眾傳播理論」 ，

兩者皆強調媒介作為一種媒體該具有的「透明性」。媒介與訊息是區分開的，在

這種意義下，媒介是傳播溝通(communication)的前提，而與傳播溝通的內容無關，

因此，大眾傳播研究的焦點集中在訊息與接收者的關係，特別強調效果的大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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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媒介也被認為是傳播的技術性前提而不成為考察的對象(吉見俊哉，2004／

蘇碩斌譯，2009:5)。因此，媒介被簡化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傳播媒體，它是以「播

撒」(dispersion)勸說的符號，藉以管理大眾輿論。在這樣的主流論述與知識架構

下，媒介的「效果」與「功能」成為重點，其他意義則被忽略或稀釋，簡化了對

媒介的理解(參見第二章) 。 

麥克魯漢(H.M. McLuhan,1911-1980)以其建構的媒介理論，衝撞了主流大眾

傳播研究後，開始將媒介視為相互主體性關係中意義形成的場域，這已不再是偏

重發送者單向傳遞意義到接收者的大眾傳播過程，而是轉向探討意義在主體間往

復來回而被認識的中介調解過程(吉見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6-7)。「媒介」

或「媒體」當然也是翻譯的詞彙，但是在這翻譯與運用翻譯的過程中，意識到且

更深入探討主體間往復來回而被認識的中介調解細節，將讓我們掌握其中所蘊含

更豐富的意義，因此，重回「媒介」原先意涵成為重要一步。 

在「媒體」或「傳媒」獨大的資本主義下，重新掌握失落的「媒介」意義，

看到媒介場域中的各種互動與權力競爭，將讓我們看到更不一樣的風景，對媒介

史來說，也可賦予我們新的眼光與視野，評估與詮釋過去被窄化的歷史場景。 

 

    理論的對話之四：文化治理與權力文化網絡 

傅柯指出，歐洲中世紀的國家進入十五至十六世紀後轉變為管理國家

(administrative state)，逐漸將國家「治理化」(governmentalized)。「治理化」是因

應「現代國家開始擔心個人的途徑」，進而發展新興且越來越複雜的治理技術來

管理國家，這是籠罩西方的長期穩定趨勢，這種「治理」(government)的權力形

式，凌駕了其他形式(主權與規訓等)。「治理」既是一整套特殊治理機構的形式，

也有一系列複雜知識的發展。它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與反省、計算與策略形成

的整體，讓特殊且複雜的權力形式得以運作，而國家要施行權力於國民身上，必

須把人群轉化為人口(population)的形式，其主要知識形式為政治經濟學，根本技

術手段則是安全機構(Foucault,1991)。 

這套治理技術與知識主要建立在視覺，「看」與可觀察的「表象」成為啟蒙

「理性」後知識發展的最重要面向，這包括深受自然科學影響的社會科學，而「數

字」則能將模糊的現象以清楚與具體地展現出來(Foucault,1994／ 莫偉民，

2001:100)，成為社會科學與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被用於對殖民地的治理，

將這套治理技術與知識加以自然化。 

中國統治者也善用文化進行治理，杜贊奇(Prasenjit Duara,1988／王福明譯，

2003)認為，在中國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的互動關係上，運用「權力的文化網絡」

(culture nexus of power)，其中「文化」是指為組織成員所認同的象徵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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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s and norms)，如宗教及信仰事務的凝聚力是村民集結的最重要因素，且

是中國地方社會運作的基本機制。這套「權力文化網絡」與西方文化治理是否有

一定的親近性？西方殖民者如何在新加坡施展與調配這兩種文化治理模式，有效

地維繫了殖民地的秩序。 

除了政治力量的施展，逐漸興起的消費文化也將商品與視覺結合，讓人們更

愉悅地沉浸在愈見物質豐裕的生活環境裡。而印刷讓歐洲經歷第一個消費時代，

因為印刷不僅是消費媒介，它也教導人們如何在系統化、直線化的基礎上組織所

有活動(McLuhan,1962／賴盈滿譯，2008:201)。麥克魯漢指出，印刷術的發明，

是運用傳統技藝知識來解決特定視覺的問題，且從此以後，「想像力」愈來愈指

稱視覺化的能力。印刷與攝影非常相似，讀者閱讀鉛字就像電影投影機，用目光

掃視眼前的印刷字，並以能夠理解作者心思的速度瀏覽，因此，印刷術讓人將所

有經驗都化約為視覺，這樣的衝擊不僅發生在人類的感官上，也影響了藝術與科

學的發展(McLuhan,1962／賴盈滿譯，2008:183-184)。報紙上的廣告透過文字與

圖像的視覺化導向，連接起人們的自我與欲望，在現代性所引發的焦慮和躁動之

下，以震撼和驚奇讓人感受與接近到新時代的脈動，透過「擁有」各種商品舒緩

了快速變化下所引發的不安。在整體鼓勵消費的體制下，各種消費新概念與新形

式開始被建構起來，讓許多亟需建構自我認同者找到了出口。 

本文試著在知識與權力的觀點上，理解它們不僅是在制度上的展示，更包括

透過媒體等文化機制，以「觀看」或「凝視」(gaze)的方式來展現，隨後更巧妙

地含納了建構中的消費文化，使知識與權力更鉅細靡遺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

之中。 

在進行上述所提及的討論時，為使研究問題更為清晰，且利於分類與解析，

似難避免使用二元對立的概念，惟需避免陷入二元對立架構：現代 vs.前現代、

殖民 vs.被殖民、西方 vs.東方、進步 vs.落後、文明 vs.自然等。在本文的討論與

解析中，基本上會出現幾組概念或理論的對照與對話，但不是處於完全二元對立

的狀態，簡化歷史原本複雜的樣態與豐富的意義。同時本文試圖理解個體能動性

(agency)在如此結構中的施展、協商與妥協，使主體性能有所體現，而非僅是被

動與服從的被殖民者從屬角色，其與西方殖民者與周遭區域有著更複雜的闡連，

從中創造與轉化出在地的現代性「效果」。 

 

第三節  章節概述與文獻使用 
 

本文擬在第二至六章，針對所關懷的重點，分別論述五項議題： 

第二章部分，本文將先梳理現代性的理論脈絡，尋找座標來看待本文所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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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問題。在現代性脈絡下，新媒介隨資本主義的擴張推介至全球各地，市場邏

輯以及印刷的「媒介」作用力產生強大動力，使西方的各種制度與概念迻譯至非

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進入第三章後，將以新加坡港市的社會發展為具體脈絡，長時間地觀察流移

當地的華人之社會建構。當地華商如何透過財富累積與文化象徵等方式，以及與

殖民者的權力共構關係，逐漸建立華社「頭人」(heads)的角色，成為社會秩序的

重要支柱，且和中國原鄉的社會結構有些不同。新加坡早期華人社會中「土生華

人」(peranakan)掌握相對較多的權力，這批在血緣、文化等呈現交混狀態的華人，

不僅是成功的商業買辦，也成為當時重要的文化仲介(cultural intermediary)。第四

章將探討由土生華人所創辦新加坡首份報紙《叻報》的豐富意涵，其誕生並非偶

然，而有更複雜的殖民主義治理、資本主義市場邏輯與民族主意的召喚等元素交

雜其中，在這建構出來的媒介環境中迻譯出在地的殖民現代性。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大英帝國與大清帝國於新加坡展開激烈競爭，特別是大

清國此時風起雲湧，各種力量也在新加坡競爭與交鋒，激盪出新加坡的中國遠距

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重要部分，此時相當數量的新媒介陸續出現，更

多「中國人」在跨域間流移，且在「跨域中華」的意識中協助催生了現代「中國」，

造成接下來海外華人長期存在的濃厚中國政治認同情結。 

在現代性的消費制度中，試圖透過廣告的視覺要素，將人們的需求與欲望加

以結合，將各種「新」商品、技術、消費形式與觀念等現代性要素更容易地為人

們所接受，且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報紙將廣告與消費做了更好結合，在現

代無聊又例行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創造小「驚奇」(surprise)與小「震撼」(shock)，

讓人們更能體驗現代性在生活中帶來的愉悅與創造出對未來的幸福想像。 

本文主要採取文本分析的方式進行，透過蒐集一手與二手文獻，試圖了解早

期的新加坡社會。本研究分析的年代以 1881 年新加坡出現的首份中文報紙《叻

報》(1881-1932)創辦為起點，試圖探索這「新媒介」為何及如何在此時誕生於新

加坡，並因此展開與社會的互動。至於終點則訂於 1911 年的辛亥革命，這期間

清廷、維新派與革命派皆在南洋非常活躍，彼此相互競爭，且透過各種方式宣傳

與影響中國的新移民，希望能建構他們的「中國」意識，為中國的改革獻上一份

力。 

在 1881 年至 1911 年間，除《叻報》外，陸續出版多份報紙，因份量眾多，

本文無法完全參閱，主要參考《星報》(1890-1899)、《天南新報》(1898-1903)、

《日新報》(1899-1901)及《中興日報》(1907-1910)這幾份中文報 5。新加坡大學

                                                     
5 1900-1911 年間還有《圖南日報》(1904-1905)、《南洋總匯報》(1906-1947，辛亥革命後改名為

《總匯新報》)及《星洲晨報》(1909-1910)，其中《圖南日報》報紙已散佚，無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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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已將這些早期的中文報紙電子化，可在網上查閱早期報刊，有利於研究的

進行。資料部分，在新加坡大學進行史料蒐集，如《海峽殖民地常年報告

(1855-1941)》(Annual Reports of Straits Settlements,1855-1941)及早期的研究期刊

《印度群島學報》(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等。透過這些資料與文獻的運用

與爬梳，期盼能勾勒出新加坡早期部分面貌與分析出其更深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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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代性與新媒介的迻譯 

在十六世紀以前，歐洲的「人」並不存在，「他」是完全新近的創造物，從

啟蒙時期以後才確立了位置(Foucault,1994／莫偉民譯，2001)。在笛卡兒所說的

「我思故我在」中，肯定「人」自身與外界接觸時的主動地位，也為西方科學觀

奠下基礎。「我思故我在」的說法企圖彰顯一般人做為思考的主體，要說明在建

構有關世界裡種種事物秩序時，人自身所居處之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論述策略上，

笛卡兒以上帝之名來證成人的理性認知和思考能力，結果成為一種充滿著預設色

彩、且具宣稱意味的前提性「事實」乃自成而自明，是不能、也不用再加以證明

的「天賦」。因此，「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成了「理性」來源，逐漸由上帝所

賜予而自然地轉移到「人」身上，且「人」甚至完全取代了「上帝」原先所具至

高無上的創造者地位，做為統攝和整合主客二元對立局面的主導者(葉啟政，

2006:21,219-220)。 

經過上述論述的推導，使得在啟蒙時期「理性」成為其最重要內涵，以此確

證了「人」的存有狀態。康德(Kant,1784／李明輝譯，1988:3)認為，「啟蒙是人

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底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

的知性(Verstand)的那種無能。」康德揭櫫了啟蒙時期以來西方人所宣揚的理性，

並以此為基礎來肯定啟蒙的必要和可能。這樣的哲學思辨與近乎倫理性的期待，

反映歐洲人一種特殊的歷史態度，也彰顯歐洲人的一種特殊實際作為。他們以「理

性」來肯定人做為一種種屬存有體(species being)的主體能動性，並以此證成人文

精神的基本內涵(葉啟政，2006: 23)。 

在啟蒙的脈絡下，「現代性」開始在歐洲「發生」，讓歐洲人試圖擺脫「未成

年」狀態，創造一個更文明的未來。隨後更因歐洲社會的「進步」與殖民的擴張，

使現代性的動能向全球各地擴散，幾乎將所有人都捲入現代性所發展出來的特質

裡，至今仍深深影響著人們。 

 

第一節  現代性的內涵與建構 
 

現代性以一種全新的各種力量，把人們拋離原有社會秩序的軌道，出現以平

凡且例行化為主調的現代日常生活。然而，社會機制從前現代的社會秩序中分離

出來時出現部分斷裂，其中包含兩個重要因素，即時間與空間概念。在從前現代

過渡到現代社會的轉變中，引發了對時空概念的重新定義，並隨著西方帝國主義

的全球擴張，將西方定義的時間與空間概念透過各種機制向外延伸，使得非西方

社會也被迫接受這些新觀念與知識，有助建構與強化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秩序。 



13 
 

    在中文的語境中，中國傳統語彙中存有源於佛教經典的「現在」，卻沒有「現

代」。中文「現代」一詞最早約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除了「現代」一詞，

還使用好幾個詞彙來翻譯英文的 modern，如「摩登」、「時髦」、「近世」、「近代」

等，至 1930 年代後「現代」一詞才較為普遍的被使用(黃克武，2006:77)。在中

文「現代」一詞出現前，modern 的觀念已隨著西方人的到來而漸為中國人所理

解與接受，也影響到各地的華人社會；「現代性」的內涵也逐漸擴散至各領域之

中，與本土元素相混轉化出在地的「現代性」。然而，「現代性」到底為何?在不

同社會脈絡下該如何評價「現代性」?本文試圖先加以釐清，以利接下來的討論

與分析。 

 

一、不同脈絡下的現代性意涵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modern”一詞的用法大

部分是負面的意涵；十九世紀以後，“modern”的字義演變朝向正面意涵，等同於

「改善的」(improved)、「令人滿意的」或「有效率的」(Williams,1983／劉建基

譯，2004:248-249)。這個語意的轉變，可以看到「現代」一詞在十九世紀變化巨

大的語境裡，成為代表西方內涵的重要詞彙，且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向

全球擴展其影響力。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在 1980 年的演講〈現代性：未完成的計畫〉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1980/1997)指出，現代性是根基於啟蒙思想的計

畫，期盼透過藝術與科學不僅能提升對自然力量的控制，且能更進一步了解自我

與世界、道德的進步、社會體制的正義以及人類的幸福。哈伯瑪斯將現代性進一

步區分為「社會現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與「文化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

前者強調的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所界定的理性化，指向資本主義現代

化下的經濟與官僚體制，接近一般所使用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 

「文化現代性」則強調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這在原本一貫且連

續的世界觀崩解後，出現三個價值領域的分化，即真理(truth)、規範(normaltive)

和本真性(authenticity)，它們分別指向自然、社會與主體，能各自獨立地發展出

豐富的文化意義(Habermas,1980/1997:44-45)。錢永祥(2001:383)指出，文化現代

性中三個價值的獨立，是指獨立於前現代的超越性根基；又指強烈的自覺與自主。

透過文化現代性所發展出來的科學、道德與藝術，是透過內部自行營造、證成自

身的價值，從而對這類價值認定發展出高度的自我意識。 

為了強化現代性是啟蒙思想計畫的主張，哈伯瑪斯回到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思想，探問現代性的哲學討論起源。黑

格爾認為，現代性自我確證的要求是一種「哲學的要求」；自笛卡兒以降，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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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關注焦點是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理性是用認知主體的自我指涉概念加以解釋；

認知主體也會回到自身，以清楚認識自己的認知主體。精神則通過自我反思把握

自己，且在反思過程中，意識不僅被揭示為一個對象領域，更多地是被視為一個

對象的想像領域(Habermas,1998／曹衛東，2002:166-167)。黑格爾發現，「主體

性乃是現代的原則」；至於「主體性」則包括四項內涵：個人主義、批判的權利、

行為自由與唯心主義哲學(Habermas,1985／曹衛東譯，2011:19-21)。因此，主體

性保障的是自明性和肯定性，其餘皆會受到質疑與批判；同時，主體性還具有普

遍主義與個體主義的意義，任何個人都要受到所有人的同等尊重(Habermas,1998

／曹衛東，2002:167)。哈伯瑪斯透過哲學上的反思與批判，重新理解現代性，

強調現代性在當代的有效性，也批駁後現代主義者對現代性的各種批判。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1990:1)從另一個角度理解與剖析現代性，他認為必

須從制度層面來理解現代性，且因為制度的導入引起日常社會生活的改變，使得

個體生活能與自我以直接的方式交織起來。因此，現代與前現代的區別或斷裂，

主要就是這類「制度性的轉變」，對於社會結構與個體的建構造成相當大影響。

現代性基本上由四個制度層面互動產生，即資本主義、工業化(industrialism)、監

控能力(surveillance capacities)與軍事力量或是對暴力工具的控制(control of the 

means of violence) (Giddens,1990)。在現代性的發展中，兩種不同的組織特別重要，

即民族國家和系統的資本主義生產，兩者結合所創造出來的權力在密切協作下，

席捲了近代全世界，將現代性綿密地滲入日常生活。 

相對於紀登斯的說法，伯曼(Marshall Berman)在其著作《一切固定的東西都

煙消雲散了：現代性的經驗》(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1982)中指出，現代性是一種有活力的經驗方式(a mode of vital 

experience)，是全世界的人們共享著一種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以及生活

中各種潛力與風險的經驗。「成為現代」(to be modern)就是在一個環境中找到我

們自己，它承諾我們去冒險、取得權力、愉悅與成長，還能改變自己與世界，然

而，它又威脅著去摧毀人們擁有的一切。因此，現代性是一個似是而非且不統一

的統一體(unity)：它把人們都置於一個長期不能整合與更新的漩渦，且是一個充

滿鬥爭與矛盾、曖昧與痛苦的漩渦。這樣的結果使得現代性猶如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言，「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Berman ,1982:15)。 

鮑曼(Zygmunt Bauman,2000)則修正伯曼的說法，他認為在工業革命與資本

主義建構初期，現代性呈現固態的特性，且是以空間占有為主。早期現代性摧毀

維繫「前現代」社會的堅固事物，隨即建立屬於其自身的秩序與體制，呈現另一

種自身的固態。相對於早期現代性的固態特性，到了第二階段的現代性，才出現

了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此時空間限制已減弱，其中時間、速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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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 

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主要從個體的層面來檢視現代性，他在〈答

何謂啟蒙〉(1984／汪暉譯，1998:430)一文中指出，現代性經常被刻劃為一種時

間的不連續意識，這是一種與傳統斷裂的全新感覺，且是面對正在消逝的時刻之

暈眩感覺。然而，傅柯認為，現代性其實是一種「態度」，而非一般所理解的「時

間」概念。所謂的「態度」是指「與當代現實相聯繫的模式；一種由特定人民所

做的志願的選擇；最後，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

在一個和相同的時刻，這種方式標誌著一種歸屬的關係並把它表述為一種任務。

無疑地，它有點像希臘人所稱的社會的精神氣質(ethos)。」(Foucault,1984／汪暉，

1998:430)因此，傅柯視現代性的「態度」為一種實踐的批判，從中引導我們去

建構和認識自身，而這正是從啟蒙中承繼下來的精神財富，讓人們在持續實踐的

批判中邁向「成年」。 

從以上對於現代性的討論，可以看到人的「主體」狀態被視為現代性「成敗」

關鍵，只是該如何將此「主體」狀態安置到不同脈絡進行評估，一直是充滿矛盾

且難以處理的議題，且涉及如何看待「人」的問題。 

西方人普遍地接受一個基本預設，即承認「人」或世界中的事與物具有著自

在(being-in-itself)特質，而如何「客觀」地披露這樣的自在狀態之本質，總被研

究社會現象的學者們認為是從事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務(葉啟政，2005b)。在工具

理性主導的知識發展過程中，人們的真實感覺不斷被壓抑與被忽視，「人」在知

識中成為冷冰冰的概念，甚至影響了實際的日常生活。有關現代性的實踐與討論

非常強調「理性」，常會陷入「理性化」的牢籠，偏重於工具理性的面向。因此，

伯曼所強調地不僅是現代性中所強調的理性，還有被現代性所壓抑的情感面向，

這是我們在討論現代性時經常被忽略的部分，因此，主體性應兼容理性與情感的

感知之反思，且這些複雜的感知經驗應被了解與探索，才不至於被隱沒在「理性

化」的龐大身影中。 

傅柯認為十七世紀的知識型態與十八世紀末出現的人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

不連續的認識結構。十七世紀古典時期所崇尚的是秩序與穩定，這時期「人」不

是創造者，唯一的創造者是上帝，至於人的作用是去闡明世界的秩序而無法賦予

意義，這時主體的特殊活動只是澄清概念，「人」沒有一席之地，因而排除了產

生人文科學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末人文科學出現後，人的有限性被強調，這

時「人」是作為知識的客體與認知的主體，且是衡量所有事物的尺度，但人文科

學存在無法解決的矛盾，即肯定「人」是有限的存在，但同時又想要否定其有限

性(黃瑞祺，2002:151-152)。因此，從十九世紀早期開始，「人是什麼?」這個問

題貫穿著思想：因為這問題秘密地並事先使經驗和先驗兩者的混合得以產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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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康德已證明了兩者間的區分。通過這問題，混雜層面的反思被建構起來，使得

反思成為現代哲學的特徵，然而這樣的知識建構也面對質疑與挑戰(Foucault,1994

／莫偉民譯，2001: 444-445）。因此，傅柯認為除非質疑「人的存在」此一人文

科學的出發點，否則任何想要消解二元對立矛盾的企圖都是徒然(黃瑞祺，2002: 

152)。對傅柯而言，我們必須從制度發展的物質性基礎來理解歷史的發展過程，

也就是將「人」放在論述發展過程來理解。只有在現代人文社會學科諸學門，對

於與人相關的文化現象提出關於法則、規律的理解，才能經由其分類學上的特性

掌握「人的本質」(翟本瑞，2002)。 

綜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到自啟蒙以來人文思想中所說的「人」，是以「有」

做為其基本的哲學人類學預設，且持具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信念

成為其應然條件，也為「主體」這個概念確立了一套具社會實質性的歷史內容(葉

啟政，2006)。但這裡不是要否定西方啟蒙人文理性對「人」的預設，不過它應

只是理解「人」的可能途徑之一，一些學者就試圖跳脫過去認識與理解「人」的

各種限制，提出抓住「人的本質」的可能途徑。 

在有關主體的內涵上，霍爾(Hall,1992)認為可從四個思想脈絡進行理解，即

馬克思的思想傳統、佛洛依德的理論、索緒爾語言學與女性主義，因此當代西方

的人觀其實非常複雜，且一直都有很多相關討論與爭議。霍爾從認同／身份概念

化的分類著手，將現代「人」的主體分成三類，即啟蒙主體(the enlightenment 

subject)、社會學主體(the sociological subject)與後現代主體(the postmodern 

subject)。所謂的啟蒙主體，是指啟蒙時代將個人視為獨一無二的行動者，認為

理智與理性是人類的基礎。社會學主體意指主體的內在核心並不是自主或自足的，

而是形成於「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中介傳播他或她所生存世界的文化給

主體，而文化包括了價值、意義與象徵。至於後現代主體指涉的人們並非由一種

身分／認同所構成，而是由多種時而相互衝突的身分／認同所構成。在當代西方

有關主體的爭議中，現代主體(啟蒙主體與社會學主體)與後現代主體的辯論仍在

持續中，尤其在當今快速、多變與更複雜的生活情境中，「人」的內涵更難以掌

握，也讓這項工作顯得更加艱難，因此應開啟更多不同的討論，試圖更能理解與

貼近「人的本質」，讓知識的發展更為多元化。 

以上是西方脈絡下對現代性的討論，然而對於現代性由西方向外殖民而傳散

到各地的狀況，不能僅把現代性理解為規範性概念，企求、學習如何成為「現代」，

而應視為在現代化過程中，與在地歷史與文化遭遇，經過協商、混合的總體「效

果」；而「翻譯」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它提供人們思考問題的方法，讓不同社

會有機的形狀、特性等能夠出現，且也能被表現與傳達(陳光興，2007:389)。現

代性迻譯至非西方地區的過程非常複雜，劉禾(Liu,1995／宋偉杰等譯，2008)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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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對於我們理解殖民現代性的

迻譯有所助益，因為它使我們能夠識別並詮釋歷史偶然的時刻與過程。但是這些

時刻與過程既無法歸結為外國的影響，也不能簡化為本土傳統不證自明的邏輯，

而是相互摻揉、協商與混合後的「效果」。 

    這個迻譯過程處於西方殖民脈絡之下，在古典的殖民形式中，經常被認為外

來殖民者利用軍事武力，竭盡所能地對被殖民者進行經濟掠奪。然而，後來的殖

民形式有所改變，經常是在「巧取豪奪」的經濟搜刮過程中，同時引進相對進步

的生產技術、醫療設施、社會組織、各種制度與文化等，型塑了「殖民的現代性」 

(黃崇憲，2010b:139)。若從啟蒙主體或社會學主體建構角度來看，在「殖民現代

性」中經濟的剝削(exploitation)、政治的壓迫(repression)與文化的宰制(domination)

下，經常片面強調社會現代性的進步性，忽視文化現代性的匱乏，使得個體在主

體性的建構過程中，不易產生個體的自覺、反思與批判能力，弱化主體的反身性，

使得主體性的建構呈現難產狀態，被殖民者難以透過日常實踐的批判邁向「成年」，

展現自身的主體性。 

    然而，前述也提及不能僅把現代性視為規範性概念，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這

些早期接觸西方現代性的被殖民者，不是在完全和傳統斷裂下接受西方知識與觀

念，當中必然產生很多落差與接合問題，實不能以規範性角度檢視他們是否符合

西方脈絡意義下的主體意涵，這樣也就輕易落入西方中心的思考，難以挖掘個別

脈絡下「殖民現代性」可能存在的普遍及特殊意義，因此，本文把現代性做為一

個「對照性」概念，試圖理解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脈絡下現代性的迻譯與在地接合

後出現何種樣貌，讓我們對跨域中華的日常實踐中所展現的同質與異質部分有更

多理解。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政府對新加坡的統治，雖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然而

在剝削在地資源的同時，卻也形塑新加坡初期的現代化與其後的發展意識形態。

因此，它不是單純地由「進步」地區移植至「落後」地區的現代化過程，還涉及

在資本主義持續擴張下西方殖民主義的政經需求，當中有著複雜的權力與利益計

算，也有在地被殖民者的各種回應，產生一些非預期的效果。 

 

二、現代性重塑的時空概念 

在初期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時間與空間是重要的觀念，尤其是兩者被賦予

全新意涵，讓現代性的論述與實踐取得更好的動能發揮。現代性發展中重要元素

之一的報紙，是隨著印刷資本主義而蓬勃發展的印刷新媒介，其特殊的性質協助

創造了時間與空間新觀念中的複雜內涵，讓現代性的特質與觀念傳播以新媒介為

介體，迅速向外播散與產生作用，形成人們日常生活世界實踐場域的媒介文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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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對整體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這是本文著重探討的重點，尤其它如何參與建構

新的時間與空間概念，讓非西方文化的被殖民者也能接受，成為建構社會新秩序

的重要手段。 

紀登思(Giddens,1990:13-14)認為，社會的秩序問題應被看成是時間─空間延

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問題，即：在什麼條件下時間與空間被組織起來且

連結在場(presence)與缺席(absence)，這也牽動了「邊界」(bounderness)的問題，

即有清楚地各種邊界有利內部秩序的維持。然而前現代所有社會都被紐帶與聯繫

交織起來，且貫穿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系統與「民族」(nation)的文化秩序之中，

其邊界不如現代民族國家般明確。因此，「時間」與「空間」的重新建構是現代

性的關鍵與特質，對社會秩序具有重要影響，是必須加以檢視的議題。 

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來自三個基本面向，即「距離化」(distanciation)、「去鑲

嵌化」(disembedding)及「反身性」(reflexivity)。「距離化」是指時間與空間的隔

離。所有前現代文化都有各自計算時間的方法，但通常不精確，且空間一直與時

間相連結；然而，隨著理性化的開展，譬如時鐘的發明與其運用推廣，有利於時

間在全世界範圍的標準化，使得時間與空間之間原本連結的關係被打破，且讓時

間與空間的內容被「抽空」(emptied)。在前現代社會中，空間與時間總是一致，

且空間大多是由身體的在場來界定，因此是一種在地化的空間(localized space)。

現代性卻將空間脫離了地方，人們越來越可能和身體不在場且距離越來越遠的人

產生某種關係(Giddens,1990:17-19)。 

時間與空間出現的距離化對於現代性非常重要，它使得官僚體制與現代民族

國家的理性化組織獲得成長的可能性，且有其內在動力和能力去連結地方和全球

的領域，還可讓現代世界被放置在一種具全面意義的世界史裡，讓理性化組織運

用這樣的歷史來型塑現在(present)，強化從過去、現代到未來的線性邏輯，使得

理性思考下的意義問題有更多的解釋空間，特別是制度性組織提供對過去進行整

體性的適當詮釋，讓個體可與具體或抽象群體進行更多連結(Giddens,1990:19-21)。

因此，啟蒙時代以降的線性「進步」史觀，漸漸成為主導與極具吸引力的歷史觀

點，影響人們對過去、現代到未來的看法，對自身與集體的理解也和前現代有很

大差異。 

    有了「距離化」這一必要條件，讓現代性另一重要動力來源「去鑲嵌化」成

為可能。「去鑲嵌化」是指「社會關係從在地(local)互動脈絡中『抽取出來』(lifting 

out)，且它們在不特別確定的時空跨度(spans)中重新建構」(Giddens,1990:21)。有

兩種去鑲嵌化的機制包含於現代社會的發展之中，一是象徵標誌(symbolic tokens)

的產生，另一則是專家系統(expect system)的建立。象徵標誌主要是指相互交流

的媒介，能將訊息傳遞出去，它包括很多種類，譬如象徵政治合法性標誌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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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時空的距離化，讓人們可和在時間與空間上有距離阻隔者進行交易。至於專

家系統是指由技術履行或專業技能所組成的系統，它們組織著人們生活世界裡大

部分物質和社會環境，如律師、建築師和醫師等(Giddens,1990: 22-27)，這些專

家根據自身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可跨越時空執行任務。 

    現代社會最具特色的去鑲嵌化機制之一是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從其早期形

式向現代國際性規模的發展。所有的去鑲嵌化機制都依賴於信任(trust)，而它是

被賦予的抽象能力，貨幣經濟與各種專家系統要能順利地運作，必須先讓人們信

任它們，若信任機制瓦解則無法運作 6(Giddens,1990)。紀登思有關去鑲嵌化的討

論，讓人有極大的啟發，不過湯林森(John Tomlinson)認為，紀登思對於這個概念

的討論仍然不足，湯林森引用墨鐸克(Graham Murdock)的看法，指媒介與傳播機

制是相當明顯的去鑲嵌化機制，然而紀登思卻忽略了對它進行討論

(Tomlinson,1999／鄭棨元、陳慧慈譯，2003:66)。 

至於現代性中的第三個面向是「反身性」，它是對所有人類活動特徵的界定，

在現代性中「社會實踐會不斷地依據所接受到關於實踐的資訊來檢驗和改革，所

以構成改變社會實踐的特點」(Giddens,1990:38)。這是啟蒙運動後的重要面向，

認為人們會善用天賦的理性進行思考與反思，以改變人們的處境，且個體主體性

在反身性過程中被建構。紀登斯也認為，現代性的特徵不僅是因為「新」這個理

由而擁抱新事物，且是對整體反身性的假定，即每件事都會接受反省(reflextion)，

包括反身性對自身的反思。因此，現代性是在人們反身性地運用知識的過程中被

建構起來，所有建立在經驗之上的知識皆不穩定(Giddens,1990:39-40)，也使人們

一直籠罩在不確定的感覺之中，猶如「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當人們希望透過掌握越多社會生活知識，以期更好控制自身命運的說法，在

紀登斯看來是一個假命題，這涉及所謂的「非意圖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和「社會知識的反身性」(reflexivity of social knowledge)，因為問題

關鍵不在於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世界讓人們去認識，而是這個世界的知識自身存

在不穩定的或易變的性質(Giddens,1990:43-45)。因此，在現代性下的社會之行動

結果難以預測，且不斷出現的新知識也將社會推向新方向，使現代世界呈現難以

被控制的狀況。然而，紀登思所說的反身性基本上僅強調理性，忽略附著於情感

的反思部分，甯應斌與何春蕤指出，沒有不涉及情感的反身性，所有反思活動中

的資訊與知識等都有情緒的附著(甯應斌、何春蕤，2012:38-41)。只是這類情感

的反身性在過度強調理性化的過程中被長期忽略，窄化了現代性的實質意涵。 

從以上紀登思對現代性三個基本面向的討論中，可以看到有關時間與空間的

                                                     
6 這樣的信任系統在非西方地區也存在，譬如在中國與印度的商貿網絡非常仰賴「信用」，且是

用經濟上的利害關係進行強有力的連結(濱下武志，2008／王玉茹等譯，2009: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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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解，對於初期現代性的建構具有極強動力，且這兩項社會構造物(social 

construct)經過整個體系長期塑造，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化為理所當然

的常識，且透過想像等方式讓個體與集體產生連結，形成力量強大的集體意識，

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及資本主義機制的運作方式維繫社會秩序 7。 

    從前現代轉化到現代的過程裡，會出現一些斷裂的情況。在有關時間觀念部

分，要如何具體化時間，時鐘的發明與應用是關鍵之一。西方在十三世紀已發明

計時量度中的「小時」，至於「分」與「秒」是直至十七世紀才成為通用的標準，

這對於生產、交換、商業與管理等的效率要求皆很重要，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後，

這些時間概念向更廣大地區域擴散，同時也與相關概念一起向外推進

(Harvey,1990／王志弘譯，1993)。因此，時鐘透過「分」、「秒」與「小時」把

時間和人們的生活分離出來，協助人們建立一個新的觀念，即存在一個獨立的、

數學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這是現代自然科學的領域。 

    研究鐘錶發展的藍迪斯(David S. Landes)指出，機械時鐘的出現對於時間觀

念的改變有三種作用:(一)把時間「具象化」、「數字化」；(二)把時間切割細微化；

(三)把計時的行為普遍化(呂紹理，1998)。這三個作用緊貼現代性的特質，而西

方的機械時鐘經長時間下動用各種機制進行推介，漸被世人接受，譬如標準時間

的訂立與在全世界獲得認可，使得這種時間劃分的抽象框架，逐漸讓越來越多人

接受這一套新時間秩序，但也框限了人們的行動與思考。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則認為，人們願意將生活支離破碎成小時、分

鐘的現象，僅能出現在高度讀寫的社群。讀寫本身是一種抽象的靈肉分離，隨著

讀寫的全面普及，時間就取得圈封或圖畫式空間的性格，可以分而再分，也可以

被填充；一旦時間被機械性或視覺性的圈封、分割和填補，就可以越有效地運用

它。因此，時鐘並未創造抽象的時間，而是被時鐘強化的讀寫創造出抽象時間。

機械與抽象時間型態的建立，在工業大量生產時期也延伸至報章雜誌的定期出刊

(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190-191)。因此，大量定期出刊的報章雜誌在

市面上流通，且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所需後，抽象時間感更被確立下來。 

    然而，新的時間觀念暴露著現代性的弔詭，王德威指出：「一方面強調時間

斷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綿綿不盡的鄉愁；一方面誇張意義、價值

前無來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本清源、或追求終極目的的誘惑。」(王德威，

2007:8)這類主要因為時間感所產生的弔詭，使得現代性充滿著矛盾的複雜性，

其所標榜的理性，在人們生活中處處顯露其無力的尷尬狀態。 

                                                     
7 以上討論主要是以紀登思的《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1990)一書為基礎，

主要是從宏觀取向出發；紀登思隔年出版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
則把重點放在晚期現代性的微觀與宏觀的辯證，與本文所關注的初期現代性有所差距，所以未將

其放入討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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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間上，鐵道及火車帶來的變化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對生活世界中的

空間知覺變化影響極大。在 1820 年代初期英國火車平均時速是 20 至 30 英哩，

約是馬車速度的三倍，後來火車速度不斷提升。運行速度造成移動的可能性大幅

提高，在前所未有的交通機構帶動下，原本長時間才可抵達的空間距離縮短許多，

意謂著一種「空間壓縮」的時代展開，即距離在個人移動的速度比例下消失。鐵

道出現改變的不僅是物理距離，更是心理距離，或說潛在可能到達的距離，使得

距離感出現很大變化。當人類感知到「以前不可能去的地方，現在都可能」時，

對空間的認知模式也會改變，人們移動的可能性也增加(蘇碩斌，2010:260)。 

德塞鐸(Michel de Certeau)指出，火車在前進時，其內部的人與物，以及火車

之外的物都不動，重點是鐵軌，它切穿了空間，使原本一體的土地變成為「速度」

的化身，從中也將「距離」切割出來；而人藉著車廂的窗戶往外觀看，因火車的

不斷移動產生了距離感(葉啟政，2001:51)。火車與鐵軌的發明與出現，也很自然

地組成一套「理性」各種制度化設施，譬如火車通行的時刻表不僅是一張圖表，

它實際上是具體的對時空秩序的規畫，表明火車在何時抵達何地，生活也可做更

理性的規畫(Giddens,1990:19-20)。到十九世紀末期，世界上所有地區皆受到交通

革命的效應所影響；在經濟關係上，世界已成為單一空間。「距離消失」的說法，

成為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陳詞濫調(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300)。這種距

離消失的感覺，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新時代的到來與其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對自我

的存在感也有相當影響。 

    和計時的歷史一樣，製圖學的歷史也鑲嵌在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過程裡，

它大致上是根據清楚的數學原理，改良空間的測量與再現(Harvey,1990／王志弘

譯，1993:58)。正如學者東猜(Tongchai Winichakul)所言，地圖是對現實的一個科

學之抽象化(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242)。因此，地圖對空間認知的極

具重要性，它使現實的空間抽象化，但又讓這抽象化變為可見與可理解的，讓人

對現實有具體的掌握，這是一種視覺空間的建構，即它是透過新的科學知識將人

們生活的環境給予具體化，讓個體能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看到「自己」與

歐洲所處不同位置時，更清楚認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亞洲。地圖也能穿越實質的

空間障礙，將距離加以大幅壓縮，對生活環境之外的外在世界有一些掌握，讓人

對空間有了新的體驗，也逐漸感受到和全球的連結。 

    印刷術普及後，人們有了大量看印製地圖的經驗，才會把宇宙或「世界」想

像成平攤在眼前的東西，才會把宇宙看成是隨時等待人們去「探索」的對象，這

是在口語文化時代不會發生與不了解的事(Ong，2002／何道寬譯，2008:55)。地

圖不僅有助改變人們對空間的想像與理解，它也成為西方帝國放眼想像新的權力

和財富範圍的關鍵(McLuhan,1962／賴盈滿譯，2008:30)。因此，擴張欲望不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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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各個帝國政府，習慣在地圖上將他們的殖民地染上顏色，譬如在倫敦繪製的

帝國地圖上，英國殖民地通常是粉紅色、法國殖民地是紫藍色、荷蘭殖民地士黃

棕色等，展示著彼此的勢力範圍，各地的邊界也更為清晰。當地圖透過印刷大量

複製出現在各種地方讓更多人能接觸，這個「拼圖」看起來很平常後，每一「片」

拼圖其實就可以從它的地理脈絡中被完全分離出來(Anderson,1991／吳叡人譯，

2010:243)。這些地方不僅成為各帝國勢力分配後的版圖，且能有效地建立認知

的地圖，讓被殖民者認識到宗主國的強大，且和宗主國建立連結，也使得人們對

世界的理解經常也被框限在這樣的地圖中。 

     

三、印刷媒介跨越的時空限制 

    在建構時間與空間的過程中，各種傳播與運輸的新媒介技術陸續出現與不斷

革新，其特殊的介體特質讓人們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經驗，也讓現代性的特質更

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其中印刷革命後出現的各種類型傳播媒介具有重要功能

與意義。 

    自十五世紀中葉的古騰堡革命後，印刷事業迅速發展，至十八世紀時已成為

歐洲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首先要歸功於日報。在英國，1792 年估計共賣出

一千五百萬份報紙。繼日報、週報、雙週報之後，也出現每月或每季出版的刊物，

也就是所謂的「期刊」(periodicals)和「雜誌」(magazines)( Briggs & Burke,2002

／李明穎等譯，2004:83-84)。這些按不同時間出刊的報紙，讓「日期」更頻繁與

定期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中，長期下來有助於讓人開始接受新的時間觀，且對報紙

上出現的「新」事物更感興趣與好奇。報紙上的新聞其實是一種十八世紀時由中

產階級所發明的文化形式，新聞是一種特有的「對經驗渴望」形式與反映，它想

要棄置史詩、英雄與傳統，偏愛獨特、原創、異常與嶄新的「新聞」(Carey,1989:21)。

因此，「新聞」這個文化形式的出現，基本上是啟蒙以後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漸趨

成熟後的「成品」之一，展現了此時大量出現的中產階級之需求與品味。 

    傳播媒介最受強調的特性在於其跨越時間─空間限制，創造出可延伸的抽象

空間。湯姆申(John B.Thompson,1995:245-246)指出，報紙與書等媒介創造出一種

新的公共性，可稱之為「可見的空間」(the space of the visible)，它是非在地的

(non-localized)、非對話的(non-dialogical)和開放的可見空間，其所中介的是非在

場他者的各種可以被表達與接受的象徵形式。這個空間的開放，是針對象徵形式

出現的可能性；然而它並不是個地方，而是一個個體行動與互動的特殊場所

(locale)。因此，媒介自身也成為跨越時空的空間，媒介使用者在非在場的情況下，

可取得來自各方的象徵形式，且對其生活產生意義，這些都是現代性中的重要特

性。「距離化」與「去鑲嵌化」的現代性動力在傳播媒介上具體展現，且需以「反



23 
 

身性」來面對日常生活裡各種難以預知的議題，從中建構現代主體的主體性。 

    現代性的抽象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現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

(Giddens,1990)。新媒介技術則在時間與空間上，協助日常生活的抽象系統不斷

地增長，影響人們對自身的理解與外在的認知。印刷術促成一種封閉(closer)空間

的感覺，即文本的內容已成定論。人們相信印刷文本表示作者的語詞已定稿，是

個「終極的形式」，不可能再做變動。這種強加的封閉或完結的感覺，有時是一

種清楚的物理感覺，這是一種無意間產生的微妙且真實感覺(Ong,2002／何道寬

譯，2008:100-101)。因此可以說像報紙這類新媒介的出現，強化了人們的存在感

與安全感，減輕現代性帶來的焦慮感，對個體的建構有一定作用，且它延伸了人

們日常的行動範圍，讓意義的傳遞與溝通增加了更多可能性，使人與人的互動產

生了很大變化。 

    安德森(Anderson,1998:33)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東西」(quotidian 

universals)會透過印刷語言中展示出來，且並非一種單向的流動，而是能同時讓

許多人共同想像。這些普遍性的東西對特定時刻具有特定意義，且可以塑造那個

時刻。這樣抽象體系的建構，讓個體找到自身的位置和與他人建立連結，建構自

身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然而想像不是幻想(illusion)，而是力量強大的集體意識，

其中印刷資本主義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蘇碩斌，2010)。 

    西方印刷事業發展初期，很快就染上現代的色彩，其印刷坊比較像現代的小

工廠，而非中世紀的修道院工作室。1455 年已有印刷商具備標準化生產的傾向，

此後二十年，歐洲已到處都有大型印刷機構(Febvre & Martin,1997[1958]／李鴻志

譯，2005:165)。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重要表徵之一，而活字印刷出版業與資本

主義一起成長，彼此相互影響，建立出共通的邏輯，成為安德森稱為具有無比重

要性的印刷資本主義。 

印刷資本主義給予人們史無前例地理解「空洞」與「同質」的時間方式，意

即想像自己同胞的同步存在之能力。旅行與信仰的領土化為群體設定界線的空間

感，從而使群體間相對化，而王權的式微又把主權轉移到了他們身上 (Duara,1995

／王憲明譯，2003:40-41)。因此，印刷資本主義使現代性中全新的時間與空間感

能被接受與理解，甚至進入人們日常生活，使之「自然化」為生活的一部分，進

而也讓人們透過想像所出現的連結成為可能，有助於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興

起。 

活字印刷品是最早的現代式大量生產的工業商品，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

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指出，印刷出版業應是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先鋒產業，

其首要目的是營利(Febvre & Martin,1997[1958]／李鴻志譯，2005:140)；隨著工

業革命而發展為一種龐大的出版工業，成為大眾傳播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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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文化機制，影響在媒介文化環境中生活的人們。 

    活字印刷的生產線讓產品以類似科學實驗的可重複齊一模式生產與製造，透

過不斷的複製，有助形成社會的均質與秩序。印刷文字也具有以下的意義與效應：

將作者和讀者、製造者和消費者、以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做嚴格區分，強化現代

社會的分工。在印刷發明前，這些角色通常彼此重疊(McLuhan,1962／賴盈滿譯，

2008:183,296)。在印刷資本主義成型後，更有利於新時空概念的建構，使新加坡

這類殖民社會被收編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秩序之中。 

    除報紙外，其他傳播媒介與交通設備技術的推進也很重要，十九世紀下半葉

海底電纜網絡的發展，建構了傳播的全球系統，訊息可更快速的傳遞。當時橫跨

歐洲與亞洲海陸的連結線纜發展緩慢，1872 年才經過印尼群島到達澳洲；一開

始電報服務費用昂貴，到了 1880 年代，費用才大幅下降。透過運用電話，私人

利益才能開始充分地積累。全球商業貿易扮演著重要促因，若沒有改進和擴張海

洋蒸汽運輸船，海底電纜的鋪設勢必無法完成。就像運河、鐵路和海上公路一樣，

電報將國內和國際市場聯繫起來；電報也加速了公眾與私人之間、地方區域與帝

國之間資訊的傳遞與聯繫(Briggs & Burke,2002／李明穎等譯，2004:157-158)。 

    哈維(Harvey,1990／王志弘譯，1993:49)綜合過去對時間與空間的看法，認為

在現代社會生活的空間與時間存在兩項特質：首先，它是與所有個人和制度需要

回應的客觀事實所產生的全體力量一起運作，如現代社會人們接受時鐘時間作為

日常生活的客觀事實，即使這種時間是社會構造物；時鐘時間提供了共同遵循的

標準，使人們不斷地參照它來組織和調整自身生活，且用它來評估與判斷各種社

會行為和主觀感受。其次，它深深地糾結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空間與時間的

特殊呈現方式，引導了空間的與時間的實踐，也進一步確保社會秩序。「每個社

會形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以符合物質與社會再生產的需求與目的，

並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material practice)。」(Harvey,1990／王志弘譯，

1993:49)。 

整體來看，十九世紀歐洲在空間上進行了一場雙重擴張，第一重擴張表現在

鐵路與汽輪的擴張，建構出一個龐大運輸網，比以往更快捷與穩定，且能將大量

貨物運達原本難以到達的目的地；第二重擴張則是領土。此雙重擴張相互依賴，

使歐洲殖民主義者保有穩固的地位(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45)。除了以

上的雙重擴張，西方殖民主義者也安置新的空間與時間概念，讓被殖民者改變其

從事再生產的社會架構，且長期壟罩在帝國主義者所建構的意識型態之中。在空

間概念改造上，置放數學理性的空間秩序；在時間概念改造上，殖民者會將被殖

民的各社群予以社會化，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共同時間規訓網之中

(Harvey,1990／王志弘譯，1993:50)。印刷等新媒介也隨著這股空間上的雙重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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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迅速擴散與發展，讓歐洲帝國主義者的「軟實力」透過文化產品更容易滲

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確認了西方現代性的「進步」，是「落後者」值得追

求的美好價值。 

 

第二節  現代媒介環境下的作者與讀者 

古騰堡活字印刷革命後，西方人和上帝的「中介調解」情形出現大轉變；西

方人對上帝的感應也出現很大變化。若根據麥克魯漢的說法，這是從「口語傳播」

轉向「印刷傳播」的時期，造成人類社會的一次大改變，原本聽覺中心的巫術世

界，轉移為視覺中心的抽象世界，活字印刷強化了人類「將經驗現象當作連續體

而予以線性理解的習慣」之日常化，開始逐漸滲透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吉見

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76)。麥克魯漢這個分類清晰地指出西方文明的發

展中，媒介對人們透過感官理解外在世界有著主導作用，用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的說法，即人們在「知識論」(epistemology)上的轉移。然而，

麥克魯漢這個具啟發性的說法相當複雜，當中有著更細微與更多層次的轉變，不

過我們可將此說法視為其強調印刷傳播重要性的宣稱。 

在這個從前現代轉向現代的過渡中，印刷資本主義產生巨大作用，以其市場

邏輯奮力不斷開拓更多更新的市場，讓印刷與現代性走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上節分析新的時間與空間概念對現代性具有關鍵影響，而和現代性一起發展的印

刷媒介與新時空概念關係密切，現進一步釐清媒介的特質及其與現代性的關係，

尤其在印刷資本主義下個人與集體間的關係。 

 

一、重拾媒介的豐富意涵 

「媒介」(media)的意涵豐富與複雜，然而其使用一直被簡化，尤其是中文

世界對它的理解粗疏，消解了不少內在意涵。威廉斯(Williams,1983／劉建基譯，

2004)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使得媒介被視為鉅型傳播組織的同義詞，作

者與讀者的關係因而也被化約為單向的傳播關係，反而忽略了媒介最古老的根本

意涵──作為人類感官體驗世界所必需的「中間物」。 

    麥克魯漢的媒介理論挑戰了這類當代主流論述，認為媒介自身其實塑造並控

制了人與事之間的關聯，以及人類行動的規模與形式，不應僅看到媒介的內容部

分，因此他特別強調媒介的中間物意涵。按照麥克魯漢的說法，任何媒介都有其

本質，因此，他解釋媒介是「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 of man），不是客觀傳

達人類訊息的工具，某種媒介被社會發明並使用，會改變人類的感官及知覺平衡，

從而使人對自身的理解與和他人的互動形式出現變化(McLuhan,1964／鄭明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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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在麥克魯漢的觀點裡，媒介是「人類的延伸」，這不僅意味著媒介是人類權

力、範圍的延伸工具，更意味著媒介事實上是人類感覺中樞的外在化。對他而言，

主體與客體是融合在一起，所以媒介是人類的延伸。不過麥克魯漢所說媒介是人

類的延伸時有一重要前提，即在《認識媒體》(Understanding Media)的首章─〈媒

介即訊息〉中，試著要說明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結構特性，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人

造工具(媒介／介體)，其實已內含自身的特性，人類未必能加以掌控。每種媒介

都像語言一樣，語言結構的改變會使人們的世界觀變化出各種形式，因此，各種

媒介會思考、表達或感受提出新的定位，進而形成獨特的論述模式(Postman,1985

／蔡承志譯，2007:26-27)。 

波茲曼承接麥克魯漢的看法，不過把「媒介即訊息」修訂為「媒介即隱喻」

(the medium is the metaphor)，即透過象徵符號以隱蔽卻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

界。他認為所有溝通媒介都會重新改造文化，因為媒介隱喻都會為人們把世界分

類，再排序、建構、放大、縮小、著色來展現世界的面貌，而不是像訊息一樣對

世界的明確、具體地陳述(Postman,1985／蔡承志譯，2007)。「媒介即隱喻」的說

法，明確排除媒介形式可客觀再現現實世界的論調，而是以象徵符號建構出隱喻

的世界。 

一般來說，藉由暗示的力量，隱喻會把一些概念深植在人們心中，意即想像

一事物時，另一事物也不可或缺，譬如鐘錶這項媒介在製造分秒時，讓時間脫離

人們的活動，且培養出一個觀念，認為時間是獨立的可測量數序，在不知不覺中

影響了人們的生活。然而，媒介—隱喻的關係並非簡單清晰，我們在理解其隱喻

功能時，必須考量媒介資訊的符號形式、以及資訊的出處、數量和傳播速率，還

有感知資訊的脈絡等，如電報使新聞以商品形式出現(Postman,1985／蔡承志譯，

2007)。因此，在理解媒介—隱喻時，必須意識到人們創造的每種工具，可能蘊

含了超越其自身功能的意義。 

波茲曼除重視不同媒介的特性，更認為不能忽略媒介承載的一種類型象徵符

號，兩者連結在一起後，其所具有的隱喻功能將能對現實世界做出不同定義，影

響了人們對自身與外在世界的理解，也重新改造了文化。詹森(Mark Johnson)認

為，隱喻普遍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不僅是語言，也包括思想和行為，甚

至我們藉以思考和行動的「日常概念系統」，在根本上都是隱喻性的(張君玫，

2012:40)。 

新媒介技術的出現對原來知識系統會造成巨大衝擊，伊尼斯(Harold 

A.Innis,1894-1952)在《傳播的偏向》(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一書中，

以許多歷史上的案例，說明重要新技術出現後如何摧毀傳統知識，形成一種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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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壟斷。伊尼斯的說法，表明新技術的「本質」在傳播過程中會產生作用，使

人們偏向某些知識的掌握與新世界觀的形成，而麥克魯漢在後來更清楚地詮釋了

這個說法。 

波茲曼(Postman,1992／何道寬譯，2007a)則將人類技術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即工具使用(tool-using)、技術統治(technocracies)與技術壟斷(technopolies)三個階

段；人類文化也相應發展出三個類型，即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與技術壟

斷文化。 

波茲曼指出，直到十七世紀，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其主

要特徵都相同，發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解決物質生活裡具體的問題，如

風車的出現；二是為藝術、政治、宗教等符號世界服務的問題，如對城堡與教堂

的修建。在這樣的目的下，這些工具都不會侵害其文化的尊嚴與完整。然而，當

社會逐漸過渡到技術統治時代後，卻出現很大的改變。 

在「技術統治文化」裡，技術在思想世界裡扮演核心的角色，且社會世界和

符號世界皆服從於技術發展的需要。波茲曼認為，技術統治的時代可以 1765 年

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發明蒸汽機做為起始點，此後每隔十年就會出現一些

重要的機械發明，其所釋放的實用能量與工藝技能，改變了世界的物質環境與心

理環境。不過「技術統治文化」並未完全摧毀「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觀，主要

原因是當時產業主義才興起，影響力還不算太大，尚無法驅逐「工具使用文化」

留下來的記憶和社會結構。 

至於技術壟斷文化則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崛起後持續至今，它重新定義了

宗教、藝術、家庭、政治、歷史等，並使這些定義符合它的新要求。技術壟斷是

對技術的神化，使得文化必須到技術壟斷裡謀求自己的權威，到技術裡得到滿足，

且接受技術的指令。技術壟斷需要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因此，與傳統有關的大量

文化成分必然迅速消解。 

    波茲曼對科技(technology)與媒介(medium)做了區別，他認為科技與媒介的關

係就像是頭腦與思想的關係，科技像頭腦，是種有形的裝置；媒介像思想，是有

形裝置發揮的用途。因此，當科技使用某種象徵符號，並進入某種社會情境，或

滲入經濟、政治背景脈絡時，科技就成為一種媒介，這也表示媒介是機器所製造

出來的社會與理智環境(Postman,1985／蔡承志譯，2007:112)。 

現代新媒介的出現，透過各種符號的運用將外在世界進行分類、建構，介入

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行動。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指出: 

 

人的符號活動能力(symbolic activity)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 

地退卻多少。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是在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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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像、神話的符號， 

以及宗教的儀式之中，以致除非憑藉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 

見或認識任何東西。即使在實踐領域，人也並不生活在一個鐵板事實的世界 

之中，並不是根據他的直接需要和意願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像的激情之 

中，生活在希望與恐懼、幻覺與醒悟、空想與夢境之中(Cassirer ,1944／ 

甘陽譯，1997:38)。 

 

    因此，對「現代人」而言，如何具有運用抽象符號的能力，是展現其主體能

動性的重要部分，才可能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反思與批判外在結構的各種限制，推

進自身與集體的進步，在這過程中承載各種抽象符號的新媒介，成為現代性中不

可或缺的關鍵中介。在印刷媒介主導的世界裡，知識系統與世界觀的重點是邏輯、

序列、客觀與規訓等，這些皆是現代性中的重要部分，支撐著現代性體制的運作。 

    印刷媒介改變了人們在生活中的主導感官能力，讓視覺成為現代的主導感官

能力，使得人們的其餘感官能力被忽略，對人們的生活環境有極大影響。在媒介

理論指引下，印刷媒介並不是傳散工具，而是人們置身的生態環境，足以形塑了

當世人的時間觀念與空間型態(蘇碩斌，2011)。在這個媒介環境中，至少具有兩

個層次：首先，從生理—感知層面上，傳播媒介可視為一種感知環境，即每種媒

介的運用，都要求使用者以特定的方式運用自身的感覺器官；其次，從符號層面

上，可將傳播媒介視為一種符號環境，是由一套獨特的代碼和句法構成的符號環

境(林文剛，2006／何道寬譯，2007b:27-29)。因此，在印刷媒介所形成的感知—

符號環境中，人們的互動與交流方式和以口語主導的時代有所不同，對人們之間

的關係也有一定影響，其對自我的理解和以往有所差異，也讓人們的「世界觀」

出現了不同以往的形式。 

吉見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6-7)指出，麥克魯漢衝撞原來的大眾傳播

研究後，讓人開始注意將媒介視為相互主體性關係中意義形成的場域，這不再是

偏重發送者單向傳遞意義到接收者的大眾傳播過程，而是轉向探討意義在主體間

往復來回而被認識的中介調解過程。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就像「翻譯」不

斷中介調和兩個語言意義的過程，不是此方的傳播者把意義單向傳遞給彼方接收

者的過程，而是環繞媒介的各造主體間往復來回的言說與調整過程。 

透過一些媒介的演變史可發現，媒介科技都是與當時社會中各種力量的想像

力結合才得以出現，因此媒介研究不應由特定的既存事實開始探討，而應該由這

些媒介為何會出現開始探究。這裡所謂媒介在社會實踐中開展，意指媒介不僅具

有技術形成的層次，也有文本建構的層次。因此，要瞭解媒介的首個面向是技術，

必須將媒介理解為「新技術」、「現代性」及「他者」結合的裝置，並試著深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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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裝置的社會圖像，以及人們的身體實踐與論述實踐。第二個面向是與各種

類型文本互動的論述實踐，若要捕捉文本的實踐場域，必須關注某種文類(genre)

的建構及與文本的相互關連，如呈現出某種媒介共通的表現文法與解讀符碼(吉

見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10)。 

因此，「媒介」是將我們在社會經驗世界中的技術面和意義面同時媒合中介；

透過技術與意義的中介，個別的媒體裝置與編制才成為可能，技術也才能與意義、

論述、解釋等相接觸，而成為指向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場域。媒介研究的最終目的，

不是要問各種媒介的特殊性與個別性，而是要問什麼樣的社會場域力學使個別媒

介成為可能。因此，所謂媒介是比傳達訊息更超前、更多樣的社會實踐，且是這

些社會實踐交錯、對抗、結合的社會場域(吉見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2-9)。

我們應該看見媒介場域中的各種實踐，它是和社會連結在一起，可窺見人們在當

中的各種互動，特別是在文化的實踐部分，這些溝通媒介對文化造成重大影響。 

媒介會有強大綿密的影響效果，是因為有另一媒介做為其內容，譬如書寫或

印刷的「內容」是言詞這項媒介，使讀者僅專注言詞而對書寫或印刷的存在幾乎

完全不察(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49)。在媒介的社會實踐場域中，印刷

資本主義作為媒介的力量，重點是造成一種「使人想像神聖的特殊文化」，而不

是工廠的生產形式(蘇碩斌，2011)。因此，印刷資本主義塑造了媒介文化環境，

當中的各種媒介緊密相關且相互滲透，影響在其中生活與行動的人們如何看待自

身與周遭環境。 

 

二、獨特性個體與同質性集體的形成 

    古騰堡的活字模技術，使得大量而快速的製版與印刷不再是個難題，因此古

騰堡印刷革命的重點，是在強調透過印刷而來的「機械複製時代」之革命，這種

機械複製性，提供可以大量卻個別閱讀的社會條件。麥克魯漢認為，這因而導致

部落社會的消逝，也導致個體脫離傳統共同體的束縛，個人主義即由此而生(蘇

碩斌，2006:91-92)。  

    「閱讀的私有化」被視為是個人主義興起的一部分，也是移情作用(empathy)

或是Daniel Lerner在《傳統社會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1958)所稱的「心靈上的流動」(psychic mobility)的一

部分。這是從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呈現長久邁向「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趨勢，

這反映在書籍格式上的差異。十五世紀書籍通常都採用對開的大版印刷方式，這

種印刷需要站著或是把書放在講臺上才能閱讀 8，因此多在公共場合才能進行

                                                     
8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小書較為普及。若我們把閱讀的歷史視為是從公開到私有的轉換，就如同

把閱讀歷史視為是透徹閱讀至廣泛閱讀的單一轉變，這兩者都是過度簡化的說法。在中古世紀，

人們有時也會進行無聲的閱讀，反過來說，在近代早期還是有人在公開場合大聲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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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gs & Burke,2002／李明穎等譯，2004:77-78)。除實際空間感受的私有化，書

寫媒介具有線性空間特質，造就人的獨特性與抽離感。讀者在閱讀之中製造可見

的、一致的、持續的幻覺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因為獨特感而造就了「全新的私

人觀點」，因為抽離感而形成「全新的視覺強度」，麥克魯漢強調，人類史上出

現了一個全新的個人(individual)表達工具(蘇碩斌，2006:90-91)。 

    這個認知的「全新視覺強度」是由文字產生的視覺所主導，再由印刷術所確

認。口語時代主導的感官聽覺有結合作用，印刷時代的感官視覺則起分離作用。

視覺能使人處在觀察對象之外，且與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聲音卻是洶湧地

進入聽者的身體；視覺是清晰與分明的解剖性感知，聽覺則是和諧與聚合的一體

化感知(Ong,2002／何道寬譯，2008:54)。這個人體主導感官的轉移，使得「理性」

能被更好的運用，邁向進步的「現代」。 

    印刷文字打破了原有的地緣和血緣「部落」共同體，讓個體被釋放出來，造

就了具有個體性的個人，然而取得自由的人們並未各自散亂錯落，成為原子化的

個體，反而朝向形成某個集體，因為活字印刷呈現可重複的精密形象，激發全新

形式的社會能量向外延伸，即把個體化的個人(individualized person)連結到新成

形的「社會」之中。印刷革命提供人們閱讀同一種印刷文化而生成同質化效果，

使得各個「獨特性個體」能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同質性集體」，於是民族主義

和民族國家得以一波波湧現。活字印刷的出現，造成十六世紀西方個人主義與國

族主義的出現(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因此，印刷文字的發明，在強

調獨特性個體的同時，也有效地建構同質性集體，使人們與社群的關係更為複雜，

特別是民族國家出現後，為建立新秩序，新體制中規範個體與群體的制度越趨複

雜，印刷資本主義的日趨成熟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蘇碩斌(2006:94-96；2011)認為，安德森所談的印刷資本主義，重點並不在

資本主義的產業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邏輯」；同時，印刷資本主義的重

要意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作用力。

因此，安德森討論的印刷資本主義，重點不在資本主義生產型態，更不在印刷的

階級關係，而在於「作者訴諸讀者」及「讀者想像他的同胞們」的全新方式，且

以媒介的作用力加以展現，特別是印刷語言的部分。在印刷資本主義中透過主要

是印刷語言的作用力，使得共同體的想像成為可能，而資本主義邏輯也提供動力，

讓西方民族主義向各地蔓延，誠如安德森所言，「資本主義的邏輯因此意謂著菁

英的拉丁文市場一旦飽和，由只懂單一語言的大眾所代表的廣大潛在市場就在招

手了。」(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82)蘇碩斌從媒介理論出發的論證，指

出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不在於實際傳散(diffusion)效果、也不在

於市場規模大小，這挑戰了傳統大眾傳播模型中過度重視「效果」與傳散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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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說法，對媒介也有了不一樣的理解。 

    以上論證重點是有關個體與集體的建構，主要著重印刷媒介在現代性中的民

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相互作用，然而，對於現代性的整體建構而言，資本主義的

運作邏輯與型態也會透過媒介環境影響人們的感知，譬如有關「消費文化的現代

性」透過廣告等形式的建構，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討論現代性與印

刷資本主義時，印刷生產還是需要關注的面向。 

    要理解媒介的作用力，需釐清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沙特(Jean-Paul Sartre)在

《文學是什麼》(What is Literature)提出的根本論點開始：文學創作並不由作者獨

自完成。沙特(Sartre, 1998)指出「創作只有在閱讀之中才能完成」，意指文學作

者只有通過讀者的意識，才能將自己視為作品的本質；因此他也提出一個著名的

命題：「所有文學作品，都是對讀者的訴求(appeal)」。文學作品雖然由作者書

寫，但作者是先經過訴求讀者再返回自身而書寫，因此作品本身必定填充了讀者

在內(引自蘇碩斌，2011)。 

    至於作者與讀者是何種關係？蘇碩斌(2011)認為，「現代作者與現代讀者」

之間、或說「現代書寫與現代閱讀」之間的關係，是活字印刷造成的媒介現象。

蘇碩斌根據沙特的論點指出，印刷出版革命中的作者與讀者關係，其實也未必是

前者造成後者，而應視是同一個力量的相互展現。印刷資本主義所串接的作者與

讀者之社會意義，重點不在某個數量的在讀者市場中「成熟」，而在一般、現代、

大量、不特定的可能潛在讀者之「誕生」。因此，印刷資本主義所賴以運作的讀

者，未必是實存的讀者市場；也就是說，作者在下筆之時訴求的那些讀者，決定

了他的創作內容。作者書寫創作的訴求如由知識貴族轉向一般讀者，文學質變即

肇生起點。因此印刷資本主義的成立，毋寧更是「潛在讀者的可能數量」上進行

的。當人類社會的歷史告別封建時代進入現代社會，知識不再由貴族獨享，書寫

者才能夠使用較多人看得懂的語言來書寫；反過來說，也唯有貴族以外的平民讀

者加入閱讀隊伍，才造就更多書寫者創作出一般人都可讀懂的文體(蘇碩斌，

2006:88-89)。從以上討論可知，作者並非文本意涵的唯一主人，它也牽涉了對讀

者的訴求，除此之外，作者書寫的文本還涉及出版商與印刷工等相關人，因此，

作者會受限於文學生產的社會空間中之諸多決定性因素，而這些因素也定義了作

者寫作孕育基礎的範疇與經驗(Chartier,1992／謝柏暉譯，2012:31)。 

    當讀寫現象進入部落或家庭時，其外爆的力量產生巨大能量。比起口語社會

複雜網絡發展出來的人，讀寫社會創造的人簡單得多，且個體化的人反而造就出

一個同質的世界，然而口語人卻各有獨特的情感組合，糾結著複雜的情緒與感覺

(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85)。文字代表的是一種強調思考的認知性媒介，

這表現在它具線性之論證邏輯的理性思維模式上(葉啟政，2005b:71)。西方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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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強調理性，這主要可建立於讀寫能力，因為所謂讀寫是藉由在時間與空間上

被字母延伸的視覺，對文化進行劃一式的處理。因此活字排印的視覺之劃一、連

續與線性原則，取代過往封建、口語社會的複雜，有助於同質性的建構

(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 

    本文認為應循前節所述，對印刷資本主義賦予媒介理論意涵，亦即，只要活

字印刷出版的情境發生，作者對讀者群的想像就會改變，不論實際讀者市場有沒

有擴張。前述媒介理論的分析，指明了作為「媒介」的活字印刷構成作者與讀者

的同胞想像，而不是作為「內容」的文學意識傳遞到無知者腦中而感化他們。因

此蘇碩斌(2006:105-106)認為，印刷資本主義第一步是造就了「個人主義的讀者」，

而這些個人主義出現的同時，第二步隨即起動：這些零散的讀者必須再聚合於一

個想像共同體之界限內。以上有關媒介與印刷資本主義的理論意涵，本文試圖以

新加坡的發展過程進行論證。 
 

第三節  印刷資本主義在新加坡的萌芽 

1800 年後歐洲人對自身文明與文化有著強烈自信，在一股求知熱情下，歐

洲人往往將非歐洲民族批評得一文不值，強調自身的優點，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

傳教的基督教會。到了 1830 年傳教士已成為傳播歐洲影響力的積極媒介，甚至

是無所不在的媒介，他們是歐洲人在各地的眼線，其信件、報告和援助請求等，

都成為歐洲人認識他者的重要資訊來源(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251-252)。

傳教士在非西方地區傳教時，試圖將優越的西方文明傳播給這些「不文明」且落

後的人們，帶領他們走出西方人眼中的困境，特別是善用新媒介的技術，與在地

社會建立關係與連結，展開對西方現代性的迻譯。 

前述討論中提及要瞭解媒介的首個面向是技術，必須將媒介理解為「新技術」、

「現代性」及「他者」結合的裝置，並試著描繪這個新裝置的社會圖像，以及人

們的身體與論述實踐。因此，本文試著耙梳與理解善用印刷媒介的西方教會，在

西方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如何將古騰堡活字印刷技術移植到亞洲地區，對當地社

會的「他者」產生什麼效應？這對隨後展開的亞洲現代性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傳教士與印刷事業的推展 

西方新教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東來積極向中國人傳教，他們長期在亞洲經營

印刷事業，不斷傳播基督教與西方知識，對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現代性的迻譯

有很大影響。新加坡在鴉片戰爭前曾是中文書刊中心，這是新教與資本主義的再

度結盟，加上殖民政府介入後的結果。然而，這過程既無法完全歸因為外國力量

的影響，也不能簡化為中國移民與原鄉連結後不證自明的邏輯發展，而是各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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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動態結合。為瞭解這個過程，接下來先釐清新加坡印刷事業的發展梗概，再

進入探討新媒介在新加坡社會發展中的出現與影響。 

西方宗教革命的成功，與路德善用印刷品有重大關係。路德為了讓平民大眾

能更直接地接觸宗教，他鼓勵用本國語言去閱讀並採用本國禮拜儀式，這使得聖

經必須有新的本國語文來進行翻譯。路德以所有信仰者都負有神職任務來解釋這

一切作為，他相信不必透過傳教士作為媒介，人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接觸。路德

針對基督徒的自由提出兩大主張：一是個人因信得救贖，但個體隸屬社會，才不

致陷入無政府亂象；喀爾文的成就即在將之合併落實。不過第二個主張意味著由

政府監控社會的道德禮教，是喀爾文無心插柳下促成(Barzun,2001／鄭明萱譯，

2004:94)。因此，宗教改革對西方個人主義的出現提供了基礎，且強化個體與集

體之間的緊密關係。 

哈伯瑪斯曾強調這是宗教私有化(privatizing)過程的結果，將信仰拉回到本土

領域，路德相信一個好的基督徒應服從本土的統治者。人們參與宗教改革可說是

媒體在宗教改革中的因同時也是果，印刷術出現後漸漸瓦解中古歐洲教會資訊獨

斷的局面 (Briggs & Burke,2002／李明穎等譯，2004:90-91)，讓各種資訊可向更

廣泛的地區流通，且逐漸以各地方言進行傳播。新教因善用由資本主義所創造日

益擴張的方言出版市場，因此，在這場巨大的「爭奪人心之戰」中，取得重大勝

利(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83)。 

傳教士到達亞洲的時期，活字印刷對西方社會已產生很大影響，使印刷成為

十八世紀西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的時空觀念也在蔓延之中。這時西方社會條

件讓印刷事業出現「非有限的可能讀者群」的預設，這是一種印刷資本主義，即

透過活字印刷的運用與技術的改進將閱讀市場不斷擴大，而印刷資本主義在十九

世紀以後對中文世界招手了。 

當西方傳教士到東方傳教時，除了從路德以後所建立善用印刷媒體的傳統外，

也因為「期刊」在近代西方的訊息交流上已扮演著重要角色，讓傳教士們很自然

地想要運用這種形式進行傳播。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首

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難以進入中國內地傳教

後，與其同僚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商定在 1814 年到馬來群島進行考察

和散發《聖經》等書的中文譯本。米憐經過這趟旅行的評估後，決定在馬六甲落

腳(Morrison,1839／顧長聲譯，2004)。 

1815 年 4 月馬禮遜與米憐在議訂於馬六甲建設中國佈道團的十項工作要點

中，其中第四項是有關出版中文雜誌：「在馬六甲出版一種旨在傳播普通知識和

基督教知識的中文雜誌，以月刊或其他合適的期刊形式出版。」(Milne,1820／北

京外國語大學譯，2008:65)。同年 8 月 5 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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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zine)在馬六甲創刊，成為第一份「現代」形式的中文報刊，「月刊」這類新

媒介形式也把西方的時間概念移入東南亞華人社區；同時米憐也創辦一所中文學

堂「立義館」9。在接下來的數年裡，馬六甲成為傳教會在東南亞的傳教重心，

建立試圖影響跨域中華的文化機制雛形，讓在地人透過讀寫能力的掌握而形成

「去部落化」現象，現代性元素悄然滲入。 

    印刷在中國的邏輯與西方活字印刷不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印刷術的主要

功能並非謀利，而是含有相當濃厚道德成分的觀念。刻書對知識的傳播和文化保

存，被認為是人生的一種美德，所謂「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

先務，積善之美談。」尊重古代典籍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份。因此，中國印刷事

業的主要發展動機並非謀利，而道德責任乃是鼓勵和控制其發展的一種重要因素

(錢存訓，1990:246-247)。麥克魯漢則認為，對於中國人而言，印刷的目的不是

創造規律重複的產品，以供市場和價格體系使用，而是用來取代法輪，當成複製

魔力符咒的視覺工具，很像現代廣告的象徵符號(McLuhan,1962／賴盈滿譯，

2008:62)。這些看法的關鍵是文字在中國的特殊作用，胡適曾指出，漢人對文字

特別崇拜，認為它具有特殊魔力(胡適，1928)。 

    在西方的經驗裡，做為視覺功能的強化與延伸，在任何讀寫型的文化裡面，

表音字母會削弱其他感官的地位，如聽覺、觸覺和味覺。不過麥克魯漢也提醒，

在中國卻未發生這項事實，因為中國使用的並非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所以

他們可以在經驗深處保留包容性的感知作用(McLuhan,1964／鄭明萱譯，

2006:120)。因此，中文活字印刷的影響和西方活字印刷不同，早期西方傳教士

非常努力想要影響非西方地區，然而，他們對中國文字與知識的理解相當有限，

主要還是以歐洲經驗進行思考與實踐，因此相當程度上是以移置西方的經驗到華

人世界，且面臨了極為艱辛的過程。 

從過去成功的經驗來看，新教深刻瞭解印刷出版的重要性，也明白要善用資

本主義的力量，把福音撒播出去。自從十九世紀初到中國以後，馬禮遜一直為《英

華字典》收集資料，且認真考慮要如何出版。這部字典的印刷工作需耗費許多時

間與金錢，一般人與宗教團體不太適合做這事，最後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承擔。

米憐(Milne,1820／北京外國語大學譯，2008:61-62)指出，東印度公司承擔此事的

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商業和推廣知識，但卻絲毫沒有減少這部字典對於那些渴

望在中國傳播福音的傳教士之好處。另外，馬禮遜在出版中文《新約》時，曾希

                                                     
9 歐洲宗教革命後教派設立學校對當地影響極大，譬如耶穌會。耶穌會透過用心的思考設計及不

斷改良的教學方法，在辦學上大放異彩。耶穌會創校極多，除教導宗教教義外，也講俗世學問，

且對學生關心體諒。他們的成功主要在師資精良，稱得上最有成效的訓練。年輕孩子不分貧富，

都想辦法送去上學，且教育投資的回收是效果立見，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 年)和伏

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又名 Voltaire，1694- 1778 年)等人都是耶穌會教育出來的人才 

(Barzun,2001／鄭明萱譯，2004: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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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把其中一套印刷刻版留給某位中國書商，讓他在利潤驅使下去印刷和推廣《新

約》，甚至衷心期盼出售《新約》在中國成為盈利的事業(Milne,1820／北京外國

語大學譯，2008:59)。可見新教為了進入中國散播福音，在有助其傳教的情況下，

資本主義的邏輯與傳教目的並不違背，成為可以合作的事業。 

米憐指出，每一種文明的語言中，印刷在傳播人類或神聖知識方面具有十分

顯而易見的優勢。在漢語中，書籍作為一種提高改進自身的工具，也許比任何其

他現有的傳播工具都更重要，且閱讀漢語書籍的人數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漢

語書面語也具有一種其他語言所沒有的統一性(Milne,1820／北京外國語大學譯，

2008:72)。中國潛在的龐大人口與市場，讓新教與印刷資本主義再次結盟，共同

以印刷的方式把現代性帶入中國，不過當中還有複雜的因素，新教與印刷資本主

義合作方式和之前在歐洲的經驗相當不同。迻譯涉及地不僅是語言學上的翻譯，

它還包括文化上的翻譯，且不是一廂情願的將自身文化翻譯到異地，因為這不易

為「他者」所理解與接受。因此，西方傳教士試圖迻譯西方宗教與現代性內涵時，

勢必需經過更複雜的協商與交混過程，不是簡單與強勢的移植與翻譯。 

馬禮遜與米憐等傳教士相當瞭解中國印刷事業的特殊性與內涵邏輯，西方的

印刷資本主義未必適合亞洲地區，因此，必須想辦法讓印刷品在地化，嘗試用中

國人較可能接收的方式傳教，除內容與形式，馬禮遜等人在技術運用，也貼近中

國人的傳統，如使用木刻雕版印刷，而不是活版印刷，當中當然也有成本考量。

然而，木刻雕版印刷有其印量與速度的限制，傳教士最後還是決定運用木刻雕版

印刷，可以看到他們對讀者的想像，在成本限制下預設為「有限的實際讀者群」。

然而傳教士僅考慮了印刷技術的區別，對於中國文字與西方文字特性的區別卻認

識不足，仍以西方邏輯進行實踐。 

西方基督傳教士以南洋為基地，先後以馬六甲與新加坡為中心，向中國大陸

前進，傳播福音，也傳播與迻譯西方掌握的文明知識、介紹關於西方國家的歷史

與現狀的資訊，「西方民主傳統」的若干基本內容也涵括其中。1811-1842 年裡，

傳教士共推出 138 種中文書刊，其中 32 種涉及世界歷史、地理、政治與經濟等

知識的引介，為中國人打開一扇探尋域外世界的窗口(潘光哲，2000:23-25)，也

試圖以此影響和改變「落後」的地區，讓其跟隨西方的文明化。 

米憐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時，已為書刊做出清楚定位。米憐最初設

想這個小型出版物應將傳播一般知識與宗教、道德知識結合起來，也包括當時公

眾事件的紀要，期盼能啟迪思考與激發興趣。《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首要目標

是宣傳基督教，其他方面內容的重要性雖然不如基督教，但也不能被忽視米憐認

為知識和科學皆為宗教的婢女，且也成為美德的輔助者(Milne,1820／北京外國語

大學譯，2008:72)。因此，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出版序言中，開宗明義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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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刊物的主要內容，「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最

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 

為使《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能夠貼近讀者，讓他們更容易接受，米憐在寫作、

編輯與出版上注意到很多細節，希望能儘量接近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與習慣的閱讀

形式。在書籍形式上採用中國傳統的線裝方式；在印刷上未用西方已發明的活字

印刷，而是以中國習慣使用的木刻雕版印刷 10，其文字呈現較能展現中國文字的

美學；在日期上採用中國紀年，如嘉慶乙亥年(1815 年)；米憐在每期封面上都印

有引用自孔子的話語:「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為報刊標語，這對於中

國讀者來說，能知道其意涵，從中也明瞭閱讀新式的報刊，原來可以達到標語所

說的功能 11；封面上同時署名「博愛者」，試圖隱匿作者的身分，讓讀者不知發

行者與作者其實並非中國人，才可能接近這刊物而不會斷然排斥，而這個作法和

他興辦教育的方法一致。 

當時的米憐還不十分熟悉中國人的性格與情感，對於中國人沉迷星象，事事

得擇「吉日」的作法很不以為然，但米憐知道與他們爭論乃無效之事，更好的方

法是尋找契機揭示中國傳統的荒謬，讓中國人能有所醒覺(Milne,1820／北京外國

語大學譯，2008:70)。因此，米憐在同時辦刊物與辦教育時，並未急於凸顯西方

基督宗教與知識的優越性，而是尋找機會提供不同的想法，希望能啟發中國人。

除了採取以上形式貼近讀者外，在內容表現上，米憐在創刊序中也清楚指出，「但

人最悅彩色，書所講道理要如彩雲一般，方使眾位亦悅讀也」(《察世俗每月統

記傳》，1815)，尤其他所設定的讀者群是窮困者，因為他們閒瑕時間少，書又讀

不多，因此米憐強調文章不可長，也要簡明，讓人更容易理解。     

作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最主要書寫者的米憐，跨越遙遠的物理空間，在

「東方」引進新媒介時，對其讀者有著自身的想像，運用各種策略試圖接近他們。

前述沙特對書寫的看法，指書寫是對讀者的一種訴求，它是以語言為手段而使作

者揭露其客觀存在，因此，書寫的構成，作者不會是唯一的創造者，作者必須透

過其「讀者」才能完成書寫，而米憐的書寫也和其「讀者」建立了聯結。 

米憐對其「讀者」的空間分布涵蓋面向很廣，主要是東南亞地區和中國大陸

的華人，基本上似乎把他們當作一個整體來想像。自創刊開始，《察世俗每月統

                                                     
10 米憐有成本上的考量，木刻雕板印刷成本較低，且預設的是「有限的實際讀者群」。《察世俗

每月統計傳》在前三年每月僅印五百份，第四年起增至一千份，隨著需求和派發機會的增加，米

憐希望增至兩千份，且在最後兩年實現了這想法。 
11
早期報紙學習中國人的口氣，運用標語(motto)將報紙的功能傳達給讀者，譬如《東西洋考每月

統記傳》引用「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當時各報皆會摘錄不同名言當作標語，經過多年後，這

種標語形式成為常見的方式。這些名言代表了權威的價值，也正當化了西方商人與傳教士的產品。

傳教士報紙、商人報紙與政治報紙都採用同樣策略，調整西方媒介來適應中國口味，它們獲得的

正當性並非來自西方與新穎，而是呈現了中國與古老，因此，中文報紙也許是西方形式，但卻有

中國外觀(Mittl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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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傳》即以免費贈閱方式，主要於馬六甲及南洋各地發行，米憐也主動將《察世

俗每月統記傳》連同其他傳教小冊，寄贈各地華人甲必丹(captain)，且也收到若

干回函，不過他承認僅是禮貌性的謝意，並無實質效果。除試圖直接贈送華人外，

此刊更多經由各地倫敦傳教會教士轉為分發，1822 年米憐向倫敦理事會報告察

世俗已邁入第八年時，謂「全賴其他佈道會之兄弟分發本刊」(蘇精，

2000:156-159)。 

米憐在其對讀者的想像下建立書寫策略，這主要來自於他對中國人閱讀習慣

的理解，加上此時的米憐學習中文時間僅兩年，從其學習經驗出發，很清楚對一

般閱讀能力有限或開始學習閱讀的下層民眾 12來說，必須讓文章更加簡明，而《三

國演義》的體例，成為他重要的參考對象。米憐指出，中國人假裝瞧不起口語化

的小說作品，實際上對《三國演義》的體例非常喜愛。米憐也推崇《三國演義》

的文體，認為學習中文的口語或書寫者，若想輕鬆且通達地表述清楚自己的意思，

應該仔細研讀與模仿《三國演義》(Milne,1820／北京外國語大學譯，2008:44)。 

這時的米憐，文筆原本就不易吸引中國士人，他也未把其讀者設定在飽讀詩

書的中國儒士，但卻試著扮演儒士的角色啟蒙下層民眾的「現代」意識，這也有

助接近下層民眾。陳玉申(2003:15)指出，早期中國人最大的特徵就是注重學問及

他們對之樹立的榮譽，他們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學者。

傳教士們認識到，要想在中國社會打開傳教局面，就必須用文化學術引起社會的

注意，尤其要利用西方科學的威力來支持並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米憐扮演著中

介調解者的角色，他已不僅是上帝與凡人的中介者，更運用新的媒介形式，將西

方的神學與科學知識翻譯為漢文，在非西方世界傳散出去，讓這些落後地區邁向

文明與進步。然而，米憐在 1822 年逝世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也停刊，中文

印刷事業並未停頓下來。 

曾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參與編輯、印刷和發行工作的傳教士麥都

思 13(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 1823 年 7 月於巴達維亞(Jakarta，今

雅加達)創辦報刊《特選撮要》(Monthly Magazine)。麥都思把《特選撮要》視為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續刊，兩刊在精神與實質上基本上是一脈相承，至 1826

年停刊，每期印一千份，三年共印八萬三千份(張克宏，2003:22-23)。1827 年傳

教士紀德(Samuel Kidd,1799-1843)到馬六甲，隔年出任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長，並創辦《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由於《天下新聞》的原

件目前尚未覓得，因此該刊的詳細情況較不清楚。根據目前掌握到的資料顯示，

這份月刊是在英國商人資助下出版，而它的內容並非完全屬於宗教性質，主要刊

                                                     
12 米憐認為南洋華人中，約有四分之一能讀能寫(蘇精，2000:32) 。 
13 麥都思在鴉片戰爭後到上海傳教，創辦墨海書館，是上海首個應用西方印刷術的中文出版機

構。墨海書館以機器生產的大量印刷品，在十九世紀中葉影響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蘇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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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歐洲與中國的新聞，宗教與道德內容為輔。在式樣上也突破過去的書本式，改

為散張，並開始使用活字，因此，在形式上較接近「現代」(方漢奇編，1996:264)。

《天下新聞》僅維持一年，在 1828 年底停刊，馬六甲的中文出版事業也趨向沒

落。 

 

二、新加坡承接的印刷事業 

當新加坡開港後，倫敦傳教會也很快地派遣傳教士米爾頓(Samuel 

Milton,1787-1848)到新加坡，隨後米爾頓也對著述與印刷產生很大興趣，在 1823

年從印度採購大批印刷機具，足以印刷英文、中文、馬來文、暹羅文及阿拉伯文

的書籍；傳教會的另一馬來傳教士湯森(Claudius Henry Thomsen,1782-?)於 1822

年由馬六甲轉到新加坡，且帶來印刷機與技術，政府的許多文件都由他印刷，甚

至接下英殖民者在新加坡的首份英文官方報紙《新加坡紀事報》(The Singapore 

Chronicle) 14(蘇精，2010)。 

1820 年代後傳教士開始從日趨沒落的馬六甲轉移至新加坡，印刷工作也跟

著移轉，使新加坡在 1834 年至 1843 的十年間成為中文書刊中心。以美國傳教團

體美部會在新加坡佈道站的印刷出版機構堅夏書院為例，自 1834 年至 1842 年期

間，曾印製中文書刊至少 104 種，總頁數估計為一千五百萬頁；書院出版的數種

中文西學書刊，在鴉片戰爭前後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相當影響力(蘇精，2010:97)。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15在 1837 年轉移到新加坡後，也是由堅夏書院代印出

刊，直至停刊為止。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創辦人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qust 

Gutzlaff,1803-1851，也稱郭士立)是普魯士傳教士，不過這份刊物並不以宗教宣

傳為主，而是認為中國人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視異族為「蠻夷」，因此西方人

需要展示自身文明，使中國人認識到西方人不是「蠻夷」，了解自身的不足，進

而願向西方學習，俾以維護在華洋人的利益，發展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黃時鑑，

1996:12)。《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在介紹西方文明方面，從各種領域進行推介，

如科技、政治、商務、文化與生物等，展現西方進步的面向。這時的傳教士扮演

著中介調解者的角色，他已不僅是上帝與凡人的中介者，更運用新的媒介形式，

將西方的神學與科學知識翻譯為漢文，在非西方世界傳散出去，讓這些落後地區

                                                     
14殖民政府在闢建新加坡後，深知報紙這個新型媒介的力量，在 1824 年創辦《新加坡紀事報》(1837
年停刊)，主要刊登殖民政府的訊息，出版份數不多。1835 年及 1845 年又分別有《自由西報》

(Singapore Free Press,1962 停刊)及《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迄今)的創立；在 1859 年以前

新加坡至少曾出版過六份以上不同的報紙。這些報紙的收入來源除來自商務印刷外，也仰賴殖民

政府的資助(Byrd,1970)。 
15 1833 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在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是中國境內最早用中文出版

的近代報刊，曾中斷出版數次，至 1837 年在新加坡復刊，隔年正式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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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文明與進步。 

當傳教士對這地區有一定了解後，開始修正原本對讀者的想像。美部會派遣

到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 1831 年的

日誌中指出，中國人是個「書卷氣」(bookish)的民族，且其書卷文化影響鄰近各

國，因此基督徒應借重中國社會的此項特質傳播福音。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後，

傳教士逐漸瞭解，華人有閱讀能力者不如過去認為的那麼普遍，與英美社會中稱

中國人為「閱讀的民族」(a reading people)一詞之義相去甚遠(蘇精，2010)。這時

在新加坡除了多不能掌握中文的土生華人，剛從中國移入的華人多屬未受教育的

工農階層，很少人有能力和興趣閱讀教會的印刷品。因此，經過數年的努力，一

些傳教士認為過往高估了華人的識字與閱讀能力，導致印刷與分發了大量傳教書

刊，效果卻相當有限。 

美國美部會傳教士想要擴大新加坡站的印刷能量，以影響更多中國人，於是

在 1835 年準備購買新型塔虎脫動力印刷機(Taft’s Power Press)，取代堅夏書院既

有的手工印刷機。但新加坡的傳教士卻不想要這款新型印刷機，因為他們的印刷

量有限，原有的印刷設備已能夠應付本地需求(蘇精，2010)。麥都思曾指出，馬

禮遜與後繼的傳教士經過三十年運用各種方式的努力後，至 1836 年華人信徒僅

約百人(蘇精，2000:32)。 

從中可見傳教士對現實認知後的悲觀態度，也局限了其預設的實際讀者群，

雖然這時的技術已能印製更大量的印刷品，但傳教士們認為在新加坡的中文印刷

品所需有限。因此傳教士開始把目標轉向教育，希望能以教育改變華人觀念、態

度與性格，擴大識字人口，也讓中國人更能接受新事物，這也使得原來以印刷為

基礎而成立的新加坡佈道站，轉而以學校教育為主要優先的事工(蘇精，2010:104)。

傳教士試圖推廣閱讀，讓新加坡華人社會能出現如西方的「閱讀的私有化」現象，

讓印刷文字沖垮傳統「部落」共同體，把人解放出來，並造就具有個體性的個人，

成為現代的「讀者」，能接受更多新的觀念，當然傳教士尤其著重宗教信仰部分，

然而此時活字印刷尚未出現，現代「作者」與「讀者」出現的時機尚未來到。 

這個以教會為核心的中文書刊中心和新加坡社會的連結並不深刻，僅將新加

坡視為暫時的基地，最終目標還是中國大陸，且參與印刷事業者流動頻繁，宛如

新加坡在中西商貿往來及早期土生華人在商貿中扮演的中介者一樣。當鴉片戰爭

後中國門戶洞開時，西方教會快速轉移傳教基地，把所有資源與設備轉往中國，

使新加坡的中文印刷事業陷入長期的低潮。 

不過還是有一些傳教士不願放棄在新加坡的傳教工作，如 1847 年奇斯伯利

(Keasberry)不願和倫敦傳教會的全體教士到中國去，成為一名自立的教士，繼續

從事他的教育工作、傳教工作及印刷館業務，且能依靠印刷館的盈餘維持學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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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費，直到 1875 年去世為止(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9)。從奇

斯伯利的實踐來看，很可能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印刷事業已有利可圖，不過其業務

可能包括各種語文印刷品，在成本上也較為低廉。 

傳教士到亞洲後所進行的中文印刷，在成本與經費，以及對現實認知的考量

下，採取木刻雕版印刷，其中對讀者的想像是預設為「有限的實際讀者群」，並

非天真地把西方搬到中文世界。然而，到 1830 年代中期，傳教士們獲得共識，

認為從長遠來看，鉛鑄活字最適合中文的印刷術，「非有限的可能讀者群」的預

設將在中文世界出現。 

戴爾(Samuel Dyer,1804-1843)在倫敦傳教會支持下，從 1833 年起，先後在檳

榔嶼、馬六甲及新加坡打造中文的鉛字，至 1843 年戴爾病逝後，鑄字工作仍在

新加坡進行，1846 年時遷移至香港。倫敦傳教會鑄造活字的工作在香港的英華

書院持續進行，至 1865 年時完成六千個，估計已足夠排印常用的中文。1860 年

代初期，上海美國長老會的美華書館也開始鑄造中文活字，它是利用電鍍技術大

量生產，成本低於以手工鑄造的英華書院。英華書院與美華書館鑄成的鉛字除自

用外，也開始供應他人使用，這包括傳教團體、中國政府與人民、報社，以及外

國政府與團體，使活字印刷開始被運用(蘇精，2000:275-276)。 

針對活字逐漸被接受與運用，1860 年代曾主持馬六甲英華學院的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1897)指出，「中國人終於逐漸接受外國的理念和實際，活字生

意不是傳教士的直接任務，但我們相信會比傳教產生更廣泛有益的效果，印刷機

必將在未來的中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蘇精，2000:279)活版印刷的威力不

在於其傳遞什麼訊息，而在於作為媒介的可能性，也就是速度與數量(蘇碩斌，

2006:99)。1870 年後，中國人更是擁抱西方的印刷技術(Reed,2004:26)；這時香

港與上海採用活版印刷的「現代」中文報紙也相繼出刊，且它們的影響力慢慢醞

釀著，讓更多人逐漸瞭解報紙這新興媒介的可能性。  

從雕版到活版印刷機不僅是技術的轉變，也代表印刷品功能與性質上的轉變，

使「新」媒介的出現成為可能。這些改變包括：一是在機器印刷時代，以期刊(尤

其是報紙)來說，「過期」的期刊價值大打折扣。二是印刷機器需要較大成本，大

型印刷廠更有競爭力。三是由於印刷方式的改變，個人與其作品的關係也不同，

當文本從作者手中，經由複製技術然後抵達大眾面前的過程中，會有商業組織及

國家與政府等社會力量介入。第四是標準化的大量生產除增加印刷品的流通量，

也讓不同印刷品間的品質差距較以往縮小，使印刷品的品質提升，且在印刷品的

稀有度降低時，文本訛誤的程度較小(李仁淵，2007:26)。到了出現活字印刷後，

使得「現代作者與現代讀者」之間或「現代書寫與現代閱讀」之間的媒介現象才

可能出現，印刷資本主義開始影響使用活字印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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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除了中國市場被迫逐步開放、中文印刷技術的改變，其他外在的社會條

件也在迅速變化中，如 1869 年蘇彝士運河通航後，馬六甲海峽成為往返中國的

汽船之主要航道，新加坡地理位置更形重要；通訊系統也在 1850 年代後在全球

迅速發展，海底電纜大量鋪設，1870 年新加坡也鋪設完成了到巴達維亞與檳榔

嶼的電纜。世界電報系統的建立，使得政治與商業更緊密結合，同時電報也改造

了新聞事業，使其「中世紀」在 1860 年代結束，真正邁入「現代」(Hobsbawn,1987

／賈士蘅譯，2006:72-74)。 

1850 年代從不列顛本島到澳洲的新聞傳播，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到 1860 年

代使用蒸汽輪船後仍需 45天。不過，在 1850年時英法之間首先搭起了海底電纜，

開創了讓新聞在世界快速傳播的可能空間，此後十年，更建立了海底電纜的環球

體系。就英國而言，這項工程大大改變了帝國的核心與邊陲間的空間關係，各式

資訊可在幾小時甚至幾分鐘內散播開來，讓人們可以想像自己是某個國族共同體

的成員，維繫了帝國內部的認同。「即時新聞」讓那些即便是出生成長於帝國領

地的人，也會覺得自己與各種帝國事務及政治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潘光哲，

2007:475)。這些外在科技的進展，實質地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距離感，對於自身

與他者間關係的想像也有所轉變，也影響了社會秩序的運作。因此，從十九世紀

中葉以後，現代性更加快速度向世界各地擴張，已成為中西重要商貿中心的新加

坡，更受到這股潮流的強烈衝擊。1881 年《叻報》在新加坡的創刊，可以視為

印刷資本主義更直接影響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也開啟「新媒介」對此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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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殖民政府與在地「頭人」的權力共構 

    西方經過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洗禮，建立理性主義文化主流、

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與民主憲政制度，基本上也確立西方現代性的基本內涵(王世

宗，2003:286)。現代性不僅深刻影響西方社會，在過去幾個世紀裡，西方人以

其蓄積的強大動力在全球擴張勢力，特別在建構殖民體制過程中將現代性的元素

挟帶與滲透至全球各地，其影響持續迄今。 

    二次大戰前英國在全球占有最龐大的殖民地，其興起與擴張也相當清晰地表

現出現代性的特質。資本主義在 1689 年前後在英國立足，與國家和政府形成一

種體制，互為表裡。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過程中，英國開始強化軍備，向世界各

地開發殖民地。英國對海外各殖民地的重視程度，大致以當地生產的主要商品來

決定其地位，這顯示其十足的資本主義性格。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英

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更密不可分，它一方面在內部進行改革，一方面在國外

發動侵略，如鴉片戰爭、取得蘇彝士運河的主權等，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這種殖

民帝國主義的作風愈加明顯(黃仁宇，1991)。英國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納入國際

分工的體系，讓這些殖民地完全放置在世界市場難以預測的變化上，使其成為「殖

民資本主義」(settler capitalism)的依賴性地區(Hobsbawm,1987／賈士蘅等譯，

2006:64-69)，被迫接受西方國家所訂立的遊戲規則，也難以掙脫帝國主義與國際

資本的控制。 

    在殖民過程中，西方帝國主義透過各種機制將殖民性(coloniality)施加於被殖

民者身上，使其自然化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理所當然地接受殖民者的意識形

態。這裡所謂的殖民性是指意圖把他者對象化、階序化，並按此進行改造，以資

利用的權力欲望。這是一種以刻鑄在人們身、心與想像之中的被殖民經驗，以及

在這些經驗中形成的知識和感覺結構。殖民權力欲望可以在一個帝國或民族國家

的框架下得以體現，它們會滲透到地方和城市的想像、意識和權力中，開展各種

對外或對內的殖民關係(羅永生，2007:138)。這樣的權力慾望施展相當隱蔽與不

易顯露，需要進行更複雜的拆解，才能看到其中殖民性的展開與對被殖民者的影

響。然而，殖民者的各種意圖與權力施展未必能完全實踐，被殖民者不至於被完

全擺布，他們很可能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與協商，從中展現個體的部分能動性，

也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經常處於一種微妙的張力之中。 

    在西方殖民勢力進入亞洲之前，此地區已有長久歷史的朝貢體系所建構的秩

序，至十九世紀後則面臨歐洲強權要求廢除這個秩序的要求；十九世紀初期新加

坡商站的建立，即展現英殖民者以新商貿模式衝撞舊體制的企圖心，試圖以西方

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取代朝貢體系所形成的傳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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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商東印度貿易聯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通稱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新加坡的殖民，開始時逐漸與

在地社會展開「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的狀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殖民

部直接管轄後，則逐漸轉變為介於直接管治與間接管治的治理型態，當中有著相

當複雜的變貌，不能僅視為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強權欺壓在地社會的歷史。 

    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在萊佛士所構想的非正式帝國基礎上，在東

亞、東南亞產生了如香港與新加坡這樣繁榮的貿易金融和移民中心，這一成功的

關鍵在於帝國與華人網絡的聯盟，也是英國法律制度和華人企業家精神有機結合

的結果(廖赤陽及劉宏，2008:15)。因此，新加坡在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發展過程

中，殖民者與在地定居者和流移者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上的相互共構

與折衝，逐漸將新加坡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且讓殖民現代性移植到這個

新興的港口城市。 

 

第一節  殖民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治理邏輯 
 

英國在十七世紀將勢力伸入印度後，逐漸將其版圖向東延伸，特別是對龐大

的中國虎視眈眈。此時的大清國仍然強大，且朝貢體系已運作逾千年，歐洲人東

來後，在商貿上面臨各種困難與挑戰；然而愈趨強大的政經實力與不斷推進的知

識和技術，讓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有能力不斷向外擴張，也衝擊了亞洲地區原有的

各種秩序。 

十九世紀後歐洲國家雖然強大，其治理技術也越來越精細，但在殖民地治理

上仍需要在地人的合作，且須為此付出一定代價。歐洲人殖民時所提供的資源，

部分為在地人所改造，成為未來擺脫殖民，建構自身國家與文化的能力

(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52)。這種對殖民地的治理方式，也顯現在大英

帝國對新加坡的治理。 

 

一、朝貢體系與殖民帝國主義的相遇              

對於歷史上的「中國人」而言，其腹地主要位於黃河北部與中部平原，且其

精英階層依賴華北以「陸地」為特徵的文化中心，與海洋亞洲的關係較疏遠，因

此長期有「陸地中國」的說法(王賡武，2009)。然而，中華帝國並未完全切斷對

外貿易與外交，而是透過「朝貢」外交試圖建立區域的秩序，民間的商貿活力也

在其間展現出來，與海洋亞洲開始建立更多的聯繫。 

中華帝國長期存在著「天朝中心觀」，這個主流觀點認為，中華帝國自身為

世界的中心，並試圖以此建立所謂的「中華秩序」。在中華帝國東邊海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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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七世紀的唐代延續到 1911 年的清代為止，此一區域持續存在著鬆散的朝

貢貿易關係。這個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秩序中，朝貢地區王國定期派遣使者到中

華帝國首都進貢；每逢朝貢地區的統治者進行更迭，中國都會派遣特使對新統治

者進行正式冊封；當遭逢動盪時期，中華帝國的軍隊有時會介入以支持或重新扶

持一個統治者。朝貢關係不僅是存在政治領域，它還涉及經濟、貿易及文化等元

素，使其成為此地區秩序的基礎(濱下武志，2003／馬援譯，2006:23-24)。在中

華帝國統治者與貢使互換禮物的儀式中，有著濃濃的象徵意味，即中國皇帝正式

確認進貢國統治者的統治身分，但也清楚表明彼此的尊卑主從關係，中國乃此區

域秩序的中心。 

朝貢制度的設計和基本運作力量，源自對文化、政治、身分地位的關注，而

非主要追求最大實質獲利，但同時這制度也為蓬勃的貿易立下基本準則。朝貢制

度雖未將經濟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卻也協助確立一個廣大的共同市場，賦予該市

場共通貨幣，界定主流品味，創造了時尚、行為兩者的標準(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33-36)。因此，朝貢體系內部的經貿關係，是由此

制度內部所延伸出來，卻形成體系內部更實質的連結網絡，且朝貢體系看似為排

他性的政治關係，實際上是中華帝國朝貢區域所形成的鬆散體系，讓內部不同國

家在其中獲取更多相互貿易的機會(Duara,2010:966)。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朝

貢體系內部的秩序被建立與維繫，且經貿與文化的連結越趨熱絡。 

在朝貢體系內，各王國之間的「邊疆」(frontiers)相當模糊，管理也鬆散，人

民較容易越界交流，這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定義下較嚴格的「邊界」(borders)。汪

暉(2008:439-440)指出，朝貢體系不是一個自足與完整的結構，它是由參與這一

朝貢實踐的主體間互動關係之產物，因此是一個不斷流動、多元權力中心相互生

成的過程，各地不同階層在其間流動與互動，任何新力量參與至這一實踐時，都

會改變朝貢體系內部的權力關係，雖然在象徵上仍以中國為秩序的中心。 

自十四、十五世紀以來，亞洲區域內的貿易逐漸擴大，經貿因素甚至超越政

治，這時存在著不僅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還有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貿

易圈及以這兩個貿易圈為兩軸，中間夾以幾個貿易中轉港 16的亞洲貿易圈。這個

原本存在許久的亞洲區域貿易圈，在十九世紀後因歐美各國加入而展開了新的關

係(濱下武志，1989／高淑娟、孫彬譯，2006:231-232；濱下武志，1999／朱蔭貴、

歐陽菲譯，1999:59-60)。 

泰國、馬六甲、越南、爪哇、菲律賓、長崎、朝鮮及其他各地與中國(華南、

華北、東北)聯結的朝貢貿易網，以及與地區間沿岸貿易結合的移民浪潮之擴大，

                                                     
16 這些中轉港在早期包括馬六甲等港口，十九世紀後新加坡與香港崛起，開始成為本區域重要

中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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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種內外共同發展的現象。這種圍繞中國進行的朝貢和貿易關係，與從印度

出發的帆船沿岸貿易關係結合，在促進中轉地貿易的同時，也確保貿易網的進行，

維持貿易據點與擴大其規模的移民(主要是商人)之進行(濱下武志，1999／朱蔭貴、

歐陽菲譯，1999:61)。東亞和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印度人、穆斯林和歐洲商人等

參與朝貢貿易活動，也把大陸與海洋地區連接起來。 

從 1450 年後到十八世紀初的「延長的十六世紀」中，生產的大擴張與人口

的增長主要發生在亞洲，而歐洲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從後面追趕上來。到十八世紀

時當歐洲人從美洲、非洲及亞洲持續蓄積力量時，亞洲在整體上的經濟與政治力

量卻不斷萎縮，約在1815年前後歐亞勢力真正發生逆轉(Frank,1998／劉北成譯，

2000:351-380)。歐洲整體實力能快速提升，也與其更積極在全世界貿易與不斷侵

略有關，使市場能不斷拓展。 

從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及亞洲的英國公司在亞

洲區域內進行的所謂中轉貿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在這個事實的背後，可

以看見來自西方的公司正是利用亞洲區域內過去既有的貿易網絡才得以實現，並

非一開始即以強勢姿態直接介入經貿活動。西方公司必須先奉行在地的遊戲規則，

以貢使姿態到北京朝覲，通過繁瑣的覲見禮儀，才能獲准和中國商人進行通商貿

易(濱下武志，1999／朱蔭貴、歐陽菲譯，1999:64)。 

日益強大的歐洲強權，不甘長期受此限制，試圖改變遊戲規則。它們在十九

世紀前來敲擊中國大門時，最大聲疾呼的要求之一，就是廢除「朝貢制度」。歐

洲人敵視這種制度，部分源於朝貢外交象徵著他們與中國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他們深信人天生就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第一要務，而中國不應壓抑人的正常欲求，

若能「打開」中國眼界，使其接受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觀念，也必能造福中國，

甚至為此動用武力亦未嘗不可。其實「朝貢制度」與「自由放任」兩者相輔相陳，

但前提是要承認經濟活動始終是文化、社會實踐裡牢不可分的一環(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然而，西方強權企圖以其發展經驗改變遊戲規則，

使得「解放」人們普遍追求經濟利益的欲望，經常成為西方強權擴張侵略的藉口。 

在清廷眼中，「對外」貿易與「國內」貿易不如今人所認知的那麼涇渭分明。

清廷所認知的世界，不是由主權各自獨立、各有自己法律、習俗、相對較穩固疆

界的民族國家所組成的世界。相反地，他們認為普天之下只有一個真正文明開化

的國家，即中國這個天朝上國，而中國屹立於世，倚賴的是適用於普天之下所有

人的法則和代表天庭統治全人類的一個統治者(中國皇帝即「天子」)。十八世紀

末葉後由歐洲所創造出來的「民族國家」和「主權」等概念，逐漸出現與被其他

地區接受，甚至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基礎時，開始衝擊中華帝國長期的「天朝中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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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指出，在十九世紀初期以後，以中國為中心的官方朝貢體系僅是一個

從未真正實現直接控制的官方幻想，因為中國面臨西方帝國列強不斷強化的霸權

與侵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中國海外貿易網絡把東亞地區整合起來，

而非一般所理解的官方朝貢體系。在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條件下，東南亞的市場

發展是逐漸打破朝貢貿易的結果，其中走私、武裝販運和歐洲國家的貿易壟斷構

成了十八至十九世紀東南亞貿易形式的重要特點。在這過程中，中國與東南亞之

間更強化的非官方聯繫，它是跨越邊界的網絡，影響東南亞社會的運作，也為近

代中國革命提供了特殊的動力(汪暉，2008: 441-442)。因此，我們不能用現代「民

族國家」的視角來理解這些民間網絡之間的運作與活動，在這個東西秩序同時競

爭的時代，更多人參與頻密的民間跨地域流動，其所產生的動力成為此區域變化

的重要力量，這些流移者也未必為各地政府所掌控，僅能設法運用這些網絡來建

立與維繫秩序。 

過去「中國」一詞雖常在漢語古籍中出現，但被正式地用來統指現為大家所

熟知的主權國家是晚近的事，譬如明清兩代稱自身的疆域為大明國和大清國，但

通常不太稱「中國」17(劉禾，2004／楊立華等譯，2009)。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

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概念開始進入中國社會。這時期代表著一種文化中心意

涵的「中華」概念，以及另一種代表了現代國家形式的「中國」概念經長期交叉

碰撞，產生了民族主義的新形式。「中華」概念是長期以來亞洲地區接受以「中

華」是宗主國這一概念，即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朝貢體系則是這

個中華世界秩序的體現，而朝貢制度的設計與基本運作動力，源自對文化與身分

地位的關注，而非追求最大獲利；現代國家形式的「中國」則是西方列強引進以

現代國家主權為基礎的條約關係概念，突破中華世界原有秩序，試圖重新建立東

亞與西歐之間的關係，至於在運作邏輯上，主要關注的是最大獲利（濱下武志，

2008／王玉茹等譯，2009；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33-36)。 

濱下武志(2008／王玉茹等譯，2009:110-111)指出，1830 至 1890 年間東亞可

概括為交涉與市場化時代，此時期朝貢關係和條約關係不僅未出現互不相容的狀

況，東亞的朝貢觀念逐漸加入了條約觀念的內容，但朝貢觀念還是占據主導地

位 18。在歐洲帝國主義勢力逐漸增強下，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進入亞洲，且

與朝貢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融合，譬如在十九世紀後英國以新加坡及香港為基地，

將亞洲與歐洲市場連接起來，且歐洲資本不斷投注也擴大影響力，逐漸取得在經

                                                     
17 郭成康(2010:238)指出，清朝前中期諸皇帝一般將「中華」一詞與「中國」當作同義詞來使用，

這似乎是要強調中原漢族國家的意味。 
18 汪暉(2008:439)認為，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論述挑戰了「國家」與現代性之間的必然關係，進

而以朝貢網絡為紐帶，構築一種有關世界與區域歷史的另類敘事，因為亞洲地區的朝貢網絡沒有

被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擴張徹底擊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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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上的主控權，將亞洲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原有的朝貢體系被逐步邊緣

化，但並未完全消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此時期的轉變，歐洲人從原本需融

入此地區朝貢體系的規範與文化，逐漸轉向主要根據歐洲的需求來運作，歐洲人

取得主導權，西方現代性也不斷移入亞洲地區。 

從濱下武志的思路進行推演，這時期東亞地區的「中華」與「中國」觀念相

互撞擊，關係複雜，但總體來說，此時期很可能是前者的重要性大於後者。然而，

到了 1890 年後，整體情勢開始逆轉，現代中國這個「想像共同體」(imagine 

community)登場，「中國」觀念不僅逐漸被境內人民所接受，甚至因為人民不斷

的移動，溢出大陸本土境外，逐漸發展出「遠距民族主義」，使得中國民族主義

得以在海外展開，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產生連動關係。此時的中國民族主義並

非鐵板一塊，它發展出不同版本，推動著中國與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成為辛亥

革命的動力來源。在這個變遷過程中，報紙這項新興出版媒介的迅速發展，在十

九世紀後半葉協助將西方現代性的元素逐漸移入中國本土，混雜出在地的新元素，

也推動新中國的誕生。 

新加坡位於「朝貢圈」(tributary sphere)內，在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間曾是所

處地區的貨物集散地，與鄰近的馬六甲興起相關；至十七世紀新加坡曾為葡萄牙

人所征服，且遭到相當的破壞，使其沉寂多年(Murfett, Miksic, Farrell & 

Chiang,2011)。英國東印度公司在 1819 年開始開闢新加坡這座小島，將新加坡納

為在亞洲的重要基地，中介調解(mediated)著此地區的朝貢關係和條約關係，推

動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殖民者爭取更多利益，其中英國商人進入朝貢圈進行貿易

時，依靠土生華人(peranakan)19協助建立商貿網絡(王賡武，2002a)。在十九世紀

中葉後新加坡的管轄權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轉移至英國政府，國家的角色在殖民地

越趨明顯，各種治理技術與知識也被引進，以維繫在新加坡的殖民統治。 

    十九世紀間英國在亞洲建立了重要的區域關係，它不僅強化了過往在朝貢體

系與印度洋海事貿易時期此區域的關係，還以資本主義體系在眾多城市之間建立

新的聯繫，出現了亞丁(Aden)、孟買(Bombay)、加爾各答(Calcutta)、新加坡、香

港及上海等貿易和金融中心。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世界整體場景是，

                                                     
19 早期中國人移居南洋後，一些人與在地土著女子(主要是馬來人)通婚，其後代即為土生華人，

在文化上呈現混雜的狀態。而不同地區對土生華人又有不同稱謂，譬如在馬六甲的土生華人中，

男性稱為「峇峇」(Baba)，女性稱為「娘惹」(Nyonya)。土生華人早在英國人到來之前，一部分

已為馬來人的生活方式所影響，不過相互影響程度在各地都不太一樣，因此很難說有所謂「標準」

的土生華人；到十九世紀後期，他們又逐步趨向一種英---華生活方式。在海峽殖民地這種現象特

別普遍，但是這一集團的成員也曾跟隨英國人進入馬來各邦，他們大多完全不說華語，而混合使

用馬來語和英語，到本世紀初則越來越傾向於使用英語(王賡武，2005:235)。陳志明(1984)認為，

土生華人文化與社會是在自由放任的環境下形成，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強迫華人涵化。另外，部分

學者也將在檳城、馬六甲與新加坡(海峽殖民地)出生的土生華人稱為「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
而新加坡的土生華人主要來自馬六甲，可以說是馬六甲土生華人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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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開始被民族主義所支配，為了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展開有效競爭，就意

味著要去搶奪資源、市場並滿足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需求。這就在帝國主義國家

和其試圖納入到自己帝國版圖中的殖民地、附屬國之間形成了一種複雜的關係

(Duara,2010:964-965)。 

從 1820 年代起新加坡已成為亞洲帆船貿易的重要中途基地，將印度東岸、

東南亞及中國華南地區的貿易連結起來；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新加坡重要腹地

的馬來半島在錫礦業與橡膠業發展蓬勃，在國際市場中發揮重要作用，使得新加

坡作為轉口貿易港口的作用更為擴大。新加坡在商貿與金融外匯的重要功能，也

是維繫「跟中國關係」的手段(濱下武志，1996／馬宋芝譯，1997:60-61)。 

    新加坡社會成形的時期，基本上是處於濱下武志所說的交涉與市場化時代。

被殖民的新加坡日漸發展，吸引越來越多的華南人民及鄰近華人移居新加坡，且

獲得殖民政府的歡迎，其中許多人把新加坡視為「域外中華」或「境外中國」，

是中國本土的延伸，再加上西方殖民者在亞洲所展開的擴張策略與在地治理技術

的施展，使得「中華」與「中國」觀念在此地也產生矛盾與碰撞，當中交替與混

雜著在地、中華與殖民者的不同元素，其發展狀況也異於中國大陸，呈現出相當

特殊的發展型態。 

  

二、英國殖民的治理邏輯與策略 

中世紀歐洲的國家進入十五至十六世紀後轉變為管理國家，逐漸將國家「治

理化」(governmentalized) (Foucault,1991)。在現代管理國家走向「治理化」的脈

絡下，影響了十七和十八世紀科學知識的發展。科學知識體系總是設法找出世界

的秩序，企圖發現簡單的要素與這些要素間的逐漸結合，於是科學的中心形成了

一張圖表，從這張圖表上認識展現在與自己同時代的體系中，因此，當時知識的

核心是可以清楚「看」到的圖表。 

在這樣的知識體系下，「人」開始成為統攝和整合主客二元對立局面的主導

者，並以觀察做為可感知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搭配了一系列消極的條件，使得傳

聞被排除、味覺被排除，因為它們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使得不可能被普遍接受的

一切理解成特殊要素，觸覺也被侷限於對一些頗為明顯的對照(如光滑和粗糙)的

指明。視覺具有幾乎特有的優先權，這是一種證據和廣延的感覺，且因它是普遍

為人接受的局部分析途徑。因此，觀察經常僅滿足於「看」，在表象有些混亂的

豐富性中「看」能被分析，且被所有人認可並因此能被賦予一個人人都能理解的

名詞(Foucault,1994／莫偉民譯，2001:175-177)。 

這時科學實踐的典範產生巨大作用：睜開雙眼，用自明的方式進行完整的推

理，就足以讓人達到真理，因此，主體不必改變自己，只要在認識上獲得通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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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途徑即可(Foucault,2001／佘碧平譯，2005:205)。「看」與可觀察的「表象」

成為啟蒙「理性」後知識發展的最重要面向，這包括深受自然科學影響的社會科

學，而「數字」則能將模糊的現象以清楚與具體地展現出來(Foucault,1994／ 莫

偉民譯，2001:100)，成為社會科學與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統計學在國家控管人民的需要下發展出來，且是以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的方式對人之外在特徵進行歸類排比的知識策略，以施行權力於國民

身上(葉啟政，2006)。數字對於收集資訊的複雜機關，扮演兩個重要角色，一是

證成性質；另一則是規訓性質。殖民官員所收集的統計資料，有很大一部分並不

只是方便他們理解或發現如何統治殖民地，它也有助於在官僚論述、實踐的語境

中進行爭論和指導。「數字」是殖民宗主國進行論述的重要成分，官僚都得仰賴

數據才能決議重大的社會或資源政策（Appadurai，1996／鄭義愷譯，2009：168)。

因此，此時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之理性化，也取決於最重要之技術因素的可計算

性，這在根本上意謂著它依賴於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

礎的自然科學特點。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和以這些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

又在其實際經濟應用中，從資本主義利益那裡獲得重要的刺激。近代的理性資本

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且需要一個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規章辦事

的行政機關(Weber, 1920／于曉等譯，2001:9)。 

「治理」技術漸發展成為社會管制過程，然而它並非全然凌駕於個人之上或

是與個人有著相互抗衡的關係，亦即不是採取全然壓制的手段，權力在其中更綿

密地施展與協商，尤其在現代化過程中，將文化中的象徵與想像等元素，與權力

結合溶入現代性之中，將其自然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現代性的展

現中，掌握權力者僅是消除昔日的殘暴統治形式，以更「文明」與更細膩方式進

行統治和控制。在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數字就和地景、人民一樣，進入英國政治

想像的語彙中，且人們開始根深柢固地相信，國家若不將計數當作社會控制的核

心技術就無法生存下去。於是英國的戶口普查技術在十九世紀進展神速，這無疑

為英國各殖民地十九世紀晚期的戶口調查提供廣泛的運作框架（Appadurai,1996

／鄭義愷譯，2009：165)，也為殖民主義的鞏固提供極佳統理工具。 

康恩(Cohn,1996:1)則指出，殖民主義是自國統治制度延伸到異己民族的過程，

殖民的目的必定包含資源剝削，但絕不可能僅憑藉欺壓暴力就能進行有效的殖民。

宗主國與被殖民國這兩個相隔遙遠的土地，既要在一個國家制度下結合，又要在

兩個社會意義下區隔，關係本就矛盾複雜，且各殖民地狀況不同，宗主國也會對

不同殖民地採取不同治理策略，然而還是可以看到其中的邏輯。為了將自我(self)

與異己(the other)結合並區隔，殖民權力的前提就必須使被殖民者與土地「成為

可見的」(引自蘇碩斌，2010:136)。在「可見」的前提下，各種界線的建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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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治理策略，也讓社會階層被凸顯，讓掌權者在施展權力過程中，可以更細

緻與「文明」的方式，使「不可見」的權力被理所當然地接受，讓殖民性刻鑄在

人們身、心與想像之中的被殖民經驗之中。 

成立於 1600 年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十七、十八世紀逐漸成長與擴張的過

程中，不斷強化其現代的企業管理方式，如會計方法變得更複雜精細等，都顯示

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歐洲理性主義下的具體實踐(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

譯，2007:67-69)。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具有「準國家」的地位，為英國向海外開疆

拓土，後來英國向外拓展殖民的事務逐漸轉由政府治理，1854 年殖民部(Colonial 

Office)成立，成為對殖民地行使管理的單獨機構，且在殖民事務上扮演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英國在十九世紀把殖民重心轉向東方後，逐步在殖民地建立政府制度，

使殖民部能更有效治理廣大的殖民地(甄小東，2005)。 

經過十九世紀日益精進的殖民統治後，英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治理技術更

形成熟，這也展現在海峽殖民地與十九世紀末開始殖民的馬來亞。早期英國的殖

民和歐洲其他殖民強權一樣，在殖民統治上出現一種衛思韓(John Wills)所稱的

「歐洲人支配下的互動性萌生」(the interactive emergence of European dominance)

現象。衛思韓在檢視晚進各項研究結果後指出，歐洲人在亞洲各地建立殖民地時，

非常依賴在地社群，尤其是取得商人的合作，譬如葡萄牙人搶先到印度後，在既

有的貿易基本結構上，以一種「被包容的衝突」(contained conflict)模式，即在減

少與在地人衝突中建立彼此互動共生的利益關係，以利鞏固殖民力量，形成複雜

的殖民權力運作；其後來到亞洲進行殖民的荷蘭人和英國人也採用類似治理模式，

且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組織內聚力超過葡萄牙，且它們具有更強

大的軍事力量可協助經濟部門攫取更多經濟利益(Wills,1993:94-96)。 

這種歐洲人聯合在地勢力所建立的「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20狀態，在

亞洲有不少例子，其中包括漢人移民跟歐洲人合作經營的案例，如西班牙殖民的

菲律賓、荷蘭殖民的臺灣與巴達維亞(Andrade,2008／鄭維中譯，2007)。「共構殖

民」並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平等的分享，而是主要由歐洲人主導，漢人配合的方

式，然而這是個動態的複雜過程，當中會出現很多衝突、協商等情況，被殖民者

有一定的能動性，不是處於完全被宰制的狀況，殖民者也並非處於絕對的主宰位

置，至於實際狀況需透過個別案例來加以理解。 

英國東印度公司這個商事企業雖接近「準國家」地位，然而在資源上仍受到

相當限制，因此也更積極與在地商人合作，在互利的狀況下爭取最大利益，尤其

歐洲國家早期到亞洲展開活動時，尚無法主導貿易的遊戲規則，需入鄉隨俗與亞

                                                     
20 羅永生則以「合謀的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來解釋英國與另一港口城市香港

的「間接管治」關係(Law,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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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進行貿易。許多流移商人(包括華人、歐洲人與印度人等)為崛起的英國這新

帝國提供了極重要的經濟動力，但他們不易被掌控，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形成共構

殖民的狀態。這些商人在利益趨使下，曾施壓英政府勢必要保住新加坡這個重要

的殖民地，讓它保持現狀，避免落入荷蘭手中，從中可見其勢力之龐大，足以推

翻倫敦的歐洲中心觀。在英國強迫中國與日本開港通商的過程中，這些商人也是

其中的重要推手(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103)。因此，在治理

新加坡初期時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雖然仍是主導者，但與在地及流移的商人有密切

的互動與協商關係，一些商界領導人與其所組成的組織，對於殖民政府的政策施

行具有一定影響力，甚至讓新加坡華人社會在初期呈現「半自治」的狀態。 

在新加坡這類港口城市的殖民者發現，採用「共構殖民」的方式處理貿易進

行與社會運作頗為有用，這比起將財富集中在當地貴族手裡威脅較小。若當地許

多外族人士來自同一地方，殖民者還可指派他們任務，維持當地的秩序，讓彼此

相安無事(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26-27)。萊佛士在 1822 年發

出的指示中明白指出，要把華人事務大部分交由其領袖來直接管理，並給予相關

的資源(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9-10)。在十九世紀後期成熟的殖

民統治和西方商業法在全球許多地方確立之前，這類與當地商人的「共構殖民」

方式，是殖民治理與組織商貿不可或缺的一環。 

除了「共構殖民」，一般在討論殖民統治時，會將其分為「直接管治」(direct 

rule)與「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直接管治」主要憑藉武力或領土割讓取得

殖民地，廢除舊的制度，依賴西方的統治原則，尤其是法律與經濟原則來進行殖

民統治；「間接管治」則指歐洲人的控制至少在名義上是通過當地組織來執行，

且盡量保留在地的習俗與權力狀態，使之適用予現代社會，這意味著當地統治階

層與外來殖民政權的合作關係(Emerson,1937/1970；Fulnivall,1948;Trocki,1992／

王世錄等譯，2003:70-84)。 

直接管治與間接管治之間未必有清楚的界線，譬如在馬來亞諸邦的狀況。德

洛基(Trocki,1992／王世錄等譯，2003:80-81)認為，英國帝國主義對馬來半島的

殖民策略是具侵略性的間接管治，且它是剛開始殖民時的過渡措施，隨後採取越

來越直接的統治方式。然而帝國主義難以真正實施徹底的直接管治，因為這需要

一個完全由西方人所組成的政府，然而現實上不太可能做到，因為對殖民者來說

是過度浪費資源，是不聰明的治理方式。 

以新加坡被殖民的狀況來看，在本文所要處理的時期裡，可將英殖民不同的

治理方式大致區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的時期(1819-1867 年)與英國政府統治

時期(1867-1911 年)來檢視。艾默生(Emerson,1970[1937])認為，東印度公司治理

海峽殖民地時採取「間接管治」的方式，然而，到了 1867 年由英國政府直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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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後，這個治理方式已有所鬆動，英國政府有更多較直接的管治。至於在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間曾擔任馬來亞殖民政府官員的巴素(Purcell／劉前度譯，

1950:50)則認為，萊佛士在殖民新加坡初期的訓令中，原本是要採取「間接管治」

的政策，然而，這項政策後來被逐漸違背。 

本文認為，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治理時期，並非「間接管治」，而是屬於「共

構殖民」的狀態，即海峽殖民地缺少原本已存在的統治階層，使殖民當局較易與

在地社會的民間領導人合作進行治理，這在當時的新加坡特別明顯；1867 年後

海峽殖民地轉由英國政府統治，其治理策略也有所轉化，基本上是介於「間接管

治」與「直接管治」之間，即培養效忠於大英帝國的各族代理人形成具相當權力

的階層，以其來管制不同族群，但殖民者還是保有很大權力，較不需應付在地傳

統統治階級的勢力，這與英殖民者在馬來半島的「間接管治」不同 21。十九世紀

中期前在新加坡出現的「共構殖民」，以及其後介於「間接管治」與「直接管治」

之間的殖民狀態，相當明顯地出現在華人社會，且主導著當地華人社會的發展。 

 

第二節  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成形與權力共構 
 

歐洲在領土不斷擴張和工業技術提升後，深信自身的文明與文化更優越，並

從行為上表現出來，譬如它們熱衷於蒐集、分類從世界其他地方所採集來的知識，

且表現在他們將這些知識置入以他們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時的那種自信

(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210)。隨著世界知識逐漸掌控在歐洲人的手中，

使其在許多方面掌握更多優勢，也讓自信更凸顯出來。 

至十八世紀晚期時只有歐洲人掌握全球視野，在殖民擴張與資本主義發展下，

非歐洲人對於外在世界的理解與重新發現自己，主要是根據歐洲人的想像和權力

的命令，而設計出來的世界地圖中獲得(Dirlik,2007／胡大平、付清松譯，2012:147)。

非西方人仰賴西方的眼睛所建立之框架來看見與理解外在世界，且在這過程中重

新發現自己，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如何看待與治理殖民地的「他

者」，成為被殖民者主體型塑的重要部分。萊佛士以其對西方文明與知識的自信，

試圖更積極地採用西方的制度與知識進行殖民地的治理，建立他理想中的城市。

萊佛士在新加坡的時間不長，卻是擘劃這個港口城市的重要奠基者，他對新加坡

未來發展的想像與主張，對這個社會發展有相當關鍵的影響。 

新加坡開港後，逐漸吸引周邊華人移居此地，隨後更成為中國南部省份居民

向南洋遷移的重要中介站。隨著華人逐漸增多，新加坡本土社會漸趨成型，內部

                                                     
21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佔據海峽殖民地後，開始想方設法介入馬來半島各邦事務。1870 年代英國

更清楚地將殖民勢力拓展到馬來半島，基本採用「間接管治」的策略，逐步將馬來土邦納入勢力

範圍，與當地馬來統治者建立特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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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也越趨複雜，且與原鄉的關係不斷改變。 

 

一、殖民者對新加坡的想像與建構 

178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Pinang)建立印度與中國航線上

的中途站，但檳榔嶼地處偏北，地理位置不太理想，因此英國殖民者持續尋覓更

好的中轉商貿港口，位處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新加坡很快被相中。新加坡原為柔佛

(Johor)王朝所有的一座小島，萊佛士運用柔佛王朝內部王位繼承糾紛取得新加坡

控制權 22。1819 年萊佛士帶領英國東印度公司進駐新加坡這小漁村建立商站 23，

當時人口據說只有一百五十人，包括在地原住民「海人」(orang laut)、從柔佛移

居於此地的馬來人，其中還有約三十名華人(Saw,2012:7；林孝勝，1995:2)。因

此，新加坡的「開埠」是英國殖民主義擴張的過程之一，主要出於對當時亞洲地

緣的想像與理解，試圖透過在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港口設置，在軍事、經濟與政治

的競爭上取得更具優勢的戰略位置，擴大英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取得此地區

龐大且尚待開發的資源與市場。 

英國人在東南亞擴張勢力時，與當時相當強大的荷蘭有不少衝突與矛盾。萊

佛士在殖民新加坡初期面臨困境，主要是因為荷蘭人抗議英人搶占新加坡，而內

部的印度和倫敦方面也質疑萊佛士的策略，使得萊佛士暫無法馬上施展拳腳，直

至 1822 年才真正開啟其商人至上的殖民計畫(林孝勝，1995:7)。萊佛士對新加坡

的未來極具企圖心，擬把它打造成為東南亞的文明中心，而不僅是商業城市

(Turnbull,1972:223)；且會是個既開明又集權、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帝國，同時

希望能帶領馬來人重返貿易領域，萊佛士深信這對當地原住民與英國都有好處 

(Skott,2010；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100)。萊佛士對殖民地未

來的想像，是源自歐洲中心的思考與視野，企圖把西方如日中天的新文明帶到「落

後」的東南亞，新加坡將會是一個從落後到進步的「示範」中心，向世人證明西

方文明的優越性，能帶給所有人更幸福的生活 24。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新加坡開港不久後即宣布其為自由港，商船除徵收少許入

港費，進出口貨物都不徵稅，這種高揚自由貿易的作法，和當時盛行的保護主義

背道而馳，卻成功吸引各地商船到新加坡進行貿易(林孝勝，1995:8)；殖民者的

                                                     
22 達爾文(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174-176)指出，十九世紀以前，歐洲對世界的支配與控

制仍是局部且有限的。隨後歐洲突然間稱霸歐亞，是靠一連串強行闖入或強行推翻當地政權，並

非商業成功或科學較他人進步的結果。 
23 當時海峽殖民地直接歸屬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省區(Prisidency)管轄，該省區設立立法院審訊

所有殖民地的司法事務。182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馬六甲控制權，1826 年英殖民者進而將檳

城、新加坡與馬六甲三個港口聯合組成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24然而，萊佛士的想法卻未必能完全實踐，因為他並未長期待在新加坡，而是將當地的治理交由

駐紮官負責。萊佛士曾不滿首任駐紮官法夸爾未能按照其想法行事，1826 年萊佛士逝世後其原

來想法更未必能在新加坡貫徹，但是他對新加坡的治理基礎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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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也吸引許多厭煩於在他處繳付繁重稅款的人，特別是來自鄰近的馬來半島、

廖內(Riau)與蘇門答臘(Sumatera)等地的華人(王賡武，1994:196-197)。為籌措財

源，英殖民政府選定鴉片在內的一些買賣作為稅收來源的特許事業，使得政府的

運作經費有了著落，而鴉片也成為英殖民政府重要的治理工具 25，且鴉片貿易是

讓新加坡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重要部分 26(Trocki,2006)。 

十八世紀末期東南亞海域海盜猖獗，威脅萊佛士所竭力宣揚的自由貿易，他

認為歐洲人有義務要求原住民首領在各自管轄區域內鎮壓海盜，且致力結束馬來

人的奴隸貿易行為，因為這可能是出現海盜活動的重要原因。英國東印度公司在

1819 年至 1830 年間配置在海峽殖民地的海軍力量薄弱，至 1830 年後強化海軍

力量，甚至可不斷向外繼續擴張。1840 年代後歐洲人的打擊海盜戰鬥說法，成

為其在此地區擴張勢力的重要理論依據，且這些軍事行動也為歐洲人與華人進入

這些地區的經濟滲透奠定基礎(Mills,2003[1924]:264-269;Trocki,1992／王世錄等

譯，2003:85-86)。 

新加坡快速成為亞洲帆船貿易中重要的海上十字路口，把印度東岸和東南亞、

中國華南地區的商貿活動連接起來，而大英帝國更積極介入與中國的貿易。然而，

在歐洲商行滲入中國市場過程中，如果要通過商人把中國市場的基層也組織起來，

非得通過中介作用的人不可，幾乎所有歐洲商行，都僱用一些熟悉當地情況，且

在商業交易上擁有利益關係的中國人(濱下武志，1996／馬宋芝譯，1997:81)。1855

年布拉德爾(T.Braddlell)曾撰文指出，歐洲人在海峽殖民地的大貿易都被華人所

獨占，因為歐洲人的紳士性格和習慣妨碍他們直接與原住民商人進行貿易，但是

華人卻可以和原住民商人建立關係，以更少的代價完成交易(宋旺相，1967[1923]

／葉書德譯，1993:89)。因此，「買辦」這類買賣的中介者在歐洲與亞洲商貿活

動中應運而生。 

在新加坡的西方商行中，扮演溝通他們和亞洲人，以及他們和中國與原住民

商隊的僑樑，主要是來自馬六甲的漳泉集團買辦，在新加坡開港前，這些祖籍福

建的土生華人已參與亞洲地區的帆船貿易(Trocki,2006:181-182)。林孝勝

(1995:95-98)指出，馬六甲土生華人承繼父輩的中國傳統宗教信仰，也主要從母

親那裡學習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語，這是一種口頭語言的傳承，不是書寫與閱讀的

學習。因此，早期土生華人在中華傳統氛圍下，以馬來口語與閩南語所混雜的語

言傳承日常知識，一般沒有書面語言的能力，但整體上的文化呈現「交互混合」

                                                     
25 至二十世紀初販售鴉片的稅金約占殖民政府收入的一半。後來資本家透過提供鴉片給工人，

讓他們能取回多數的勞動力成本，使重要的日用商品可以很低價格出現在市場上，也滿足了歐洲

企業的要求，這對殖民統治者來說是幾乎完美的體系(Trocki,2000／弘俠譯，2009)。 
26鴉片需要被理解為一種不同的商品，它對市場的影響可以與其他被大量消耗的癮性商品如煙草、

酒、茶葉、咖啡及糖相提並論；而這類大量消費基本的非必需品，是現代的、工業時代的市場的

重要特點之一(Trocki,2000／弘俠譯，20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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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ix)狀態。 

馬六甲在十七世紀後由荷蘭統治多年，1824 年由英國接管，讓生長在馬六

甲的土生華人，和西方殖民者有較多的接觸經驗，對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較不

陌生。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傳教士在馬六甲設立學堂，讓一些土生華人開始有機

會較有系統地學習英語，使後來遷往新加坡的商人具備一定的英語能力，能和殖

民者與歐洲商人溝通，也成為殖民者與在地社會的中介者 27。他們憑藉過去與歐

洲商人在商貿上的經驗，加上多為土生華人，一般通曉英語、馬來語及福建方言，

且自身的文化已十分混雜，對其他族群的文化有一定理解，因此對異文化採取較

開放的態度。這些條件有利於他們和不同群體的交往與互動，且土生華人在東南

亞地區落戶一段時間，部分已建立自身的商貿網絡，具備扮演好中介商角色的條

件，新加坡的迅速崛起後吸引不少漳泉商人移入尋找商貿機會 28。至於來自中國

的商隊多不會直接與當地華族消費者及歐洲商行進行貿易往來，也是透過馬六甲

漳泉商人的中介，因此中國與馬六甲移民集團在這種方式下緊密合作，完成了中

國和新加坡的貿易。 

華商在與歐洲人長久的合作後，似乎已被認可為一種夥伴的關係，1837 年

新加坡商會(Chamber of Commence)成立時，第一屆理事共有十一人，其中有兩

位華人(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33)。馬六甲漳泉商人在新加坡商

貿上扮演了中介調解的角色，尤其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馬六甲的統治權後，開

始大量轉戰新加坡，至 1827 年他們在新加坡成為一個基礎穩固的商業集團，在

新加坡華人社會穩居領導地位，且人口約佔華人的三分之一(林孝勝，1995:18-20)；

同年新加坡人口中華人的比率已上升至 44%，首度超越馬來人，成為新加坡的第

一大社群(Turnbull,1972:21；蘇精，2010:46)29。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把勢力延伸進入新加坡前，已有少數來自中國南方的潮州

人在此種植甘密(gambier)；新加坡開港後，中國帆船把廣東人與客家人的新移民

載到這裡，且迅速找到勞工與工匠的工作(Kuhn,2008:101)。因此除了馬六甲漳泉

商人，新加坡開闢後有大批從中國南來移住者，他們主要是商人與勞工，被稱為

「新客」，大多仍屬流離(diaspora)狀態，與新加坡這塊土地連結較弱。在向諸多

力量開放的殖民地裡，這類移動者經常是來來往往，在各地尋找更好的生活或貿

易機會，一般上很少會在一地居留過久，但也有一些人會在異地定居下來。 

                                                     
27 根據沃特(Ward)在 1827 年的報告，當時馬六甲有 3989 名華人，且這些華人多是土生華人(陳
志明，1984:173) 。 
28 這與中國的情況相似，郝延平指出，在中國的理想買辦需具備幾個條件，首先是語言能力，

英語能力要好；其次是開拓業務的能力，這取決於買辦原來的財力、社會地位及對中國商人的了

解程度;第三則是可靠程度(郝延平，1970／李榮昌等譯，1988:188-189)。 
29 1830 年代中期華人移民大量增加，至 1860 年代新加坡總人口為約八萬人，其中華人佔約五萬

人，約占人口的 62%(Turnbull,1972:21;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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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武(2005:193)指出，新客具有強烈的遷移性和實用主義，對這類華人而

言，他們的文化包袱輕，適應能力強，這也使他們願意適應必須面對的任何地域

和任何實踐，最終成為他們的靈活性和力量源泉。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形態漸成形

時，多數新客與土生華人相當程度上具備以上性格，想要在這塊土地上落地生根

者不多，基本上多想最終能回到家鄉安身立命，只是新客與土生華人的家鄉不一

樣，前者是中原故土，後者多是馬六甲 30。雖然這時經營商貿的新客與土生華人

對地域的認同歸屬不同，但是對於朝貢體系中「中華」的文化情感可能相當接近，

在現實上也有共同的利益。 

鴉片戰爭後，隨著香港的割讓與開放五口通商，為西方資產階級拐騙華工提

供了便利條件，他們在廣州、汕頭與廈門等沿海城市設立「招工館」。1860 年清

廷與外國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續增條約》、《中法北京條約續增條約》的條款中，

清政府實際上確認西方列強享有在華招募勞工和販賣人口的權利(劉玉遵、成露

茜、鄭德華，2012:257)。此後更多廣東與福建的破產農民、小手工業者等，到

南洋出賣勞動力和充當「豬仔」華工，換取微薄收入，其中大部分會寄回家鄉。 

    傳統中國的父權家庭會阻撓或禁止女性出國，因此，十九世紀期間的新加坡

華人移民，女性移民極少，使華人社會內部不太穩定，在 1860 年男女比例為 14.4

比 1 (顏清湟，1976／李恩涵譯，1982:22-23)。1875 年海峽殖民地僅有 271 名華

人出生，到了 1881 年華族出生人口增至 1048 人，雖然在 1880 年代的華族人口

在總體上仍然相當不平衡和不穩定，但有相當數量的第一代土生華人已成長，構

成當時最有影響和富裕的土生華人社群(Chen,1967:15-16)。 

    1880 年代前殖民者與資本家需要的勞動力中以男性為主，特別是年輕力壯

與高生產力的男性，並無動力引進女性移民，同時他們也把這些移出者視為暫時

的廉價勞動力提供者，即過客(sojourer)而非定居者(settler)，並未鼓勵他們在新加

坡長久居住，因此家庭型態的建立未被重視。新加坡開發後一直有性工作者的存

在，多是透過拐賣的方式離開中國，到了 1880 年和 1890 年間新加坡與馬來亞半

島的經濟發展愈加蓬勃後，也使得這個城市的性工作行業開始蓬勃起來。李鍾珏

在 1887 年參訪新加坡後在其著作中指出，當時新加坡的性工作者人數極多，多

是從廣州與香港販賣至新加坡(李鍾珏，1947[1895]:12)。事實上，這些性工作者

不僅來自中國，還有部分來自日本鄉村。根據 1888 年的統計，當時新加坡共有

超過八萬六千名男性，而女性工作者的人數則超過兩千五百人。英殖民政府在

                                                     
30譬如《叻報》創辦人薛有禮的祖父薛佛記是當時從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華社重要領導人，但他

的家鄉恐怕還是馬六甲，因此如同許多土生華人一樣，晚年都回到馬六甲，並在此走完人生最後

階段；部分原鄉在馬六甲的土生華人，於新加坡辭世後，靈柩也運回馬六甲下葬(林孝勝，

19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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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開始建立法規管理性工作者，且設立保良局 31，仍無法妥善處理性工作

者、移入者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無法給予移入的勞工一個更「正常」的

生活(Warren,1990)，也容許了女性奴隸的存在，以解決男性勞工的生理需求，使

得剝削人力的經濟制度能夠持續下來，讓資本家獲取更大利益。因此，「性」與

鴉片成為殖民者與資本家控制龐大底層勞工身體的重要工具，使其難以逃脫資本

主義體制的剝削。 

    1890 年後隨著航運交通改善和中國逐漸開放婦女出洋的禁令，華人女性移

民大為增加，至 1900 年抵達新加坡的女性「新客」為該年「新客」總數的 6.6%(顏

清湟，1976／李恩涵譯，1982:22-23)。1900 年後移民東南亞的中國婦女人數日

益增加，這也使得當地的華人移民較容易建立中國傳統的家庭(Kratoska and  

Batson,1992／王士錄等譯，2003:250)。這時華人社會才較為穩定，流移的狀態

較為減少，定居者逐漸增加。女性南來開始慢慢打破中國社會的前現代家庭模式，

雖然基本上還是受到男尊女卑等傳統規範的束縛，但相當多已脫離大家族型態，

西方現代家庭觀念逐漸建立和傳統纏足的結束等，讓女性有機會慢慢確立人身自

主權，較可能建立現代家庭的新生活形態。 

    整體來說，新加坡開港後華人逐漸增加，從地域、語言、文化與經濟地位等

來看，華人社群內部愈顯異質性，殖民政府對華人的治理也愈趨複雜。 

 

二、殖民政府與「商紳」的共構關係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中，是以個人為核心放射出去的關係網，「以親

己之人事為重，以疏己之人事為輕」，首要關心的是和自己有關係的人(費孝通，

1991)。到了滿清統治中原後，建立了等級分明的社會與社群秩序，且在意識型

態上從原有傳統的差序格局基礎上，建構一套兄弟友愛和家族親情的論述，以合

理化其「異族」的統治(劉禾，2004／楊立華等譯，2009)。 

在中國本土佔有主流意識位置的儒家思想與清廷建構的論述，長期影響海外

華人對社會群體的態度，這間接導致社會階層的形成。在移民們尚未離開中國本

土之前，反映儒家等級的制度，以及宗族和家庭結構已經深深地植根於他們的腦

海(顏清湟，2007:41)。英殖民政府原本就宣揚重商的理念，因此先根據華人社會

內部原本既有的階序觀念，在策略與政策上予以強化，再透過制度層次的配合，

協助在傳統社會中地位不高的商人，建構與鞏固其社會地位，使商人階層的地位

獲得了正當性(legitimate)的基礎，以利市場經濟的運作，符合殖民者的利益，同

時又衝撞了中國社會的傳統階層價值，帶入「重商」的觀念。 

在殖民初期萊佛士透過書面指示，將華人社群區分為三個階層：一是較高與

                                                     
31新加坡保良局的設立是仿效香港(《叻報》，189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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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敬重的階層，指向從事商業活動者；二是底層階級，指向手工與體力勞動者；

三是耕種者，將他們排除在擬議中的市區範圍以外(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

譯，1993:89)。殖民政府透過建設新興城市的過程中，以各種制度形式將新建構

的階層予以強化，慢慢出現與原鄉有一定差異的社會風貌，且這類階序化的作為，

有助權力差異與個人身分的建構，讓殖民性更容易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自然

化為人們被殖民經驗中不被質疑的常識。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新馬華人社會因方言的差異而被嚴格地隔離開

來，以致華人的行動趨於在其所屬的各幫集團內部。同姓而方言各異者互不信任，

而且相互拒絕進入各自的宗親組織。華人社會分化的狀況是以方言為基礎的地域

性宗親組織的增長提供了適宜氣候，在海外華人中佔有支配地位(顏清湟，1986 

／栗明鮮等譯，1991:72)。這種原鄉差異所形成的分化在殖民政策下更形明顯，

這涉及了殖民者的治理策略，將在下文再做說明。 

    新加坡華人社會成形過程中，逐漸根據地緣與血緣等因素形成五大幫 32，即

福建幫、潮洲幫、廣府幫、客家幫和海南幫，而代表這五大幫利益的是福建會館、

義安公司、廣肇會館、惠州會館及瓊州會館。華人社會內部的權力劃分，獲得英

國殖民當局的認可。當海峽殖民地在 1889 年建立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時，五大幫的代表就按照各幫人數的多寡決定(顏清湟，1986／栗明顯等

譯，1991:165)。殖民政府的這些作為，強化了各幫之間的界限與差異，有助殖

民者在分類上的建構，因此早期華人社會的分類未必是來自認同，而是可能源自

既有與被強化的差異。 

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閩幫人口居多，在商貿上也有明顯優勢，因此逐漸在

各幫中掌握了領導權。閩幫中的新客與土生華人形成華社的兩大集團，同一幫群

之間因新客與土生華人的差異，彼此已不易合作，至於其他幫群之間的隔閡與矛

盾更為深刻，使得衝突不斷。這些問題多會回歸華社內部進行處理，主要由擔任

各組織的華商領導人來主導協調，殖民者只會在適當時候才會介入。然而該如何

爭取華商的支持與合作，殖民政府也善用其手頭上的籌碼。殖民政府手中的鴉片、

賭博和典當等行業專利，還有政府的各項開支等，具有實質的吸引力，部分與殖

民政府關係良好的華商，若能取得專利或合約，可以賺取更多利潤。除實質的商

業利益外，政府也運用頒贈勳銜等象徵榮譽與聲望的方式，爭取華商做為共構治

理的夥伴，呈現合作且互賴的關係。 

閩幫重要機構恆山亭的第二位領導人陳篤生(Tan Tock Seng,1798-1850)，是

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人，在新加坡發跡後積極參與社團活動，除在 1840 年倡建

                                                     
32 「方言群」在廣義來說，是指基於操相同或相似的方言，這對應於官方人口普查統計資料中

的分類法則。吳小安認為，「方言群」多少带有或迎合殖民國家政治社會意識型態取向的工具霸

权意味，而「幫」則較真實地反映當時華社內部社會經濟權力關係的基本狀況(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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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宮做為閩幫總部，也做善事(如在 1844 年建立陳篤生醫院)和協調幫群的衝

突，塑造其在閩幫內部的領導形象，在 1846 年獲殖民政府封賜太平局紳(justice of 

the peace，或稱太平紳士)，是英國在亞洲首次授予此勳銜者，顯示其做為閩幫的

地位獲得殖民政府承認(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55-56；林孝勝，

1995)。 

這也開啟英國殖民政府以頒贈勳銜方式做為共構治理的工具之一，這對當時

缺乏管道取得各種勳銜的富商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凸顯其地位獲得殖民政

府的認可，是其領袖地位正當性的承認，但也同時肯認了殖民當局的權威地位。

在殖民政府的治理下，可以看到一個商人「紳士化」的過程，崛起的商人被殖民

者認可取得「商紳」(gentry)身分後，使其成為少數集政治、商業與文化資本的

精英，在民間建立更高聲望，能更有效地扮演民間與官方的中介者角色，協調彼

此間的關係，尤其此時的商紳多能掌握英語，讓他們成為殖民政府倚賴的對象，

建立共構殖民的關係。 

在和歐人貿易過程中，馬六甲出生的土生華人在語言、在地貿易知識上佔有

優勢，相對地，在中國出生的新客，則讓西方人認為較具活力與敏銳度，且他們

開始挑戰土生華人的地位，如在廣州出生的陳送 (Tan Che Sang,1763-1836)，雖

然歐洲社群對其認識不多，但他在華人社群中卻有很大影響力，其他還包括佘有

進(Seah Eu Chin,1805-1883，汕頭出生，潮州人)和胡亞基 33 (Hoo Ah 

Kay,1816-1880，字璇澤，又名黃埔，廣州出生，廣東人)(Turnbull,1972:32-33)。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裡，商人的地位一直遭到貶損，直至十五世紀以

後到了中華帝國晚期，商人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葉文心，2007／王琴、劉潤堂

譯，2010:21)。新加坡這個新建立的商貿城市中，在殖民當局「重商」的政策下，

商人地位更是被提高許多，甚至成為社會上最重要的階層。王賡武指出，新加坡

社會由兩部分組成：即「商」和「工」，並未出現「士」與「農」階層；顏清湟

則認為，把它分成「商」、 「士」和「工」等三個階層，若按照這種區分法，商

人依然是社會的最高層，知識分子次之，而工人則位於最下層 34 (顏清湟，1986
                                                     
33
胡亞基的英語能力使他超越其他華商，迅速成為當時商界領袖之一(宋旺相，1967[1923]／葉書

德譯，1993:44) 。胡亞基在 1869 年被殖民政府委任為立法議會(Legislative Council)議員，後來

又被委任為行政議會(Executive Council)的特別委員。胡亞基也同時擔任俄國駐新加坡領事、中

國領事與日本領事(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7-48)，顯見當時對國家主權的觀念仍

不太清楚，在當地社會具影響力者可同時橫跨不同地域擔任職務，所謂的國家忠誠尚未成為議

題。 
34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出現了一些變化，李元瑾(2001:192)補充與修正王賡武與顏清湟的看

法，認為當時新加坡的社會縱面結構是：最上層為殖民地統治者，其底下邊緣是少數溝通上下情

的「仕」，這些是掌握英語的傑出商人或專業人士；接著是「商」，然後是「士」，最後是「工」。

「仕」是出自於「商」和「士」，但超越「商」和「士」，其主要條件是對英文的掌握，能夠和殖

民者做更好的溝通與被授與部分權力，且他們的貿易利益也依附於權力結構，但又未必完全被宰

制，尤其他們在華人社會基層擁有影響力，是社會秩序維持的重要人物，這是殖民者仰賴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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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明顯譯，1991)。新加坡早期缺乏「士紳」，有的主要是「商紳」，他們多透

過經商致富，逐漸掌握文化象徵權力，且取得殖民政府的認可。對資源較缺乏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而言，相當程度上視擁有相當資源的商紳為治理的合作對象，使

部分商紳成為殖民共構體系的一環，對社會秩序的穩定扮演重要角色。 

在早期的新加坡社會，掌握相當權力的少數富商雖無法獲得清廷的官銜，卻

可獲得殖民政府頒布的勳銜，讓其晉升為商紳，成為具有「國家／社會」的中介

角色，享有政治與社會的某些特權，然而也要協助殖民政府維持在地秩序。閩幫、

潮幫與粵幫領袖都是富商，被殖民政府視為各幫領袖，先後獲封賜為太平局紳，

常被召協助調解幫派糾紛。因此，這些商紳具有「官民中介」的代理性格，且早

期這些商紳也多從事轉口貿易或買辦事務，是同樣屬於代理性質的業務。 

新加坡華人社會 1850 年代漸成形，秩序較為穩定，然而各幫群之間偶有械

鬥衝突，譬如 1854 年新加坡發生閩粵兩幫人馬發生大規模械鬥，據當時英人觀

察指出，「這些華人直到現在都是和睦相處，彼此往來交易，混雜地居住在同一

條街道上。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衝突原因。可是，他們彼此間似乎突然發生了齟

齬，五月五日發生了衝突，全市鎮各角落即顯出騷亂，終於造成打家劫舍。」(宋

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75)。閩粵二幫會黨衝突後，由陳金聲(Tan Kim 

Seng,1805-1864 )與佘有進協助調解；1853 年及 1857 年的騷亂，陳篤生之子陳金

鐘(Tan Kim Ching, 1829-1892)與胡亞基被召協助平息糾紛(林孝勝，1995:55)。 

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新加坡華人社會早期的「商紳」相當接近中國傳統

社會的「士紳」角色。中國士紳在地方上的「身分」不僅享有政治及社會特權，

也因與官府的接近性而具有「國家／社會」的中介角色，並在結構上形成制約性

的平衡狀態，即所謂「紳既借官勢以欺民、官也靠紳力以施治；民既靠紳勢以行

事、紳也恃民力以拒官」(王先民，1997:59)。中國的士紳通常被視為與地方政府

官員具有同等地位，在人民權利無法獲得法律制度保障下，士紳發揮了緩衝與平

衡官員權力的作用。雖然士紳為官員所倚重，並協助其控制與剝削人民，然而這

個控制與剝削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士紳要在地方上成為被敬重的領袖，他有時需

和農民站在同一邊，對官員形成平衡與牽制的作用。士紳的位置在中國社會結構

中是如此曖昧而複雜，他們既保護庶民也剝削庶民；既受政府依賴也受政府控制，

成為社會結構中重要的穩定性力量(張維安，1988:188-190)。 

新加坡的商紳基本上和中國士紳狀況相似，因此，海峽殖民地在十九世紀的

多數時間裡，英國人的統治依靠華族領導人、秘密會社及商人等的合作關係

(Trocki,1992／王世錄等譯，2003:76)。1833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失去對中國的壟斷

貿易後，更仰賴貿易性流離群體的活力，因此對商人階層更為重視，更積極拉攏

                                                                                                                                                      
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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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爭取和中國的貿易聯繫，這也使得華商地位提升，甚至具有能力向殖民政

府施壓，使得他們與殖民政府在社會結構中呈現曖昧且複雜的關係，且在自身群

體內部扮演既保護庶民也剝削庶民的角色。 

在新加坡這樣一個相對多變的社會裡，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比率高於中國社會。

不過，階層差異仍然存在，階層剝削則為以血緣和方言派別為基礎的複雜的社會

關係所掩蓋。這種半儒家的主從關係是一種很有用的社會機制，僱主可利用它來

消除勞資關係中的障礙，防止工會在海外社會中興起(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

譯，1991:299)。因此，血緣與方言等組織成為已掌握資本與權力的重要商紳擴

大版圖的重要機制，向內可借助這些組織控制和動員其會員兼員工，對社會秩序

的維持具有一定能力，成為外部殖民者必須仰賴的合作對象，需提供各種誘因以

維持和商紳領導人的共構關係。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新馬華人社會，已獲得某種程度的自治狀態，而

作為自治機構之一的方言會館，主要是幫助維持基層的法律與秩序，解決會員間

的細小爭執，而主要的民事案件，諸如遺產糾紛則由法庭處理，至於仲裁職能的

重要性取決於會館的規模及其領導人的影響力。而對一個會員眾多且勢力雄厚的

會館而言，仲裁職能和會館其他職能相比，顯得更為重要，它的影響力也溢出會

館範圍，對整個華人社會都具有廣泛的影響(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45)。

在半自治狀態下，做為會館領導人的商紳基本上為一般人所敬重，因此，富商的

聲望與會館的組織，對於地方社會秩序的維持具有重要功能，成為殖民共構的合

作者與組織，基本上很接近清末民初鄉治中民間官紳共治的狀態。 

十九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國際經濟遇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這主要是因

為維持世界性勞動力供給需要的非洲奴隸貿易被終止(濱下武志，1989／高淑娟、

孫彬譯，2006:263)，因此，必須尋找替代的新勞動力，中國與印度的龐大人口

成為新目標。1860 年《北京條約》的簽訂，西方各國强迫清政府允許契约勞工

出國，再加上太平天國內亂等問題，造成流移海外者增加。除了很多中國人移居

新加坡，新加坡也成為移民的中轉地，成為中國人、印度人前往馬來半島從事錫

礦開採與橡膠生產業的中轉地，有大量的移工在此流動。新加坡住民到 1860 年

人數增至五萬，超過總人口的五分之三，其中華人占絕大多數，成為殖民地統治

者制訂和施行政策時首先考慮的社群 35。 

                                                     
35 1840-1850 年西方歷經工業革命後，也開始影響新加坡與馬來亞的人口大量移動和經濟發展。

在十九世紀結束前，英殖民統治為了擴大出口領域，強化徵補移工的正式機制，從中國與印度引

進更大量的客工(Hirshman,1987:558-559)。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政府開始調整對華僑的政策，如

1859 年解除海禁，開始有更多中國人向外移動，也有更多海外中國人與家鄉展開更頻密商貿活

動及往來。1869 年蘇彝士運河鑿通後，東西方海運航程縮短，歐洲航運公司載送大量商品至中

國，但中國卻缺乏足夠貨物向東南亞或歐洲輸出，使得歐洲航運公司在回程時常被迫以較低廉的

票價運送大量自中國往南移的勞工，這是南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出現大量移民的原因之一(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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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殖民者雖然有種族上的優越感，然而在政策制定上經常是矛盾的，一方面

是展現了自由主義的理念，想要把被治理者視為「人」；但另一方面卻又施展種

族性的歧視，且當中牽涉了非官方的商業利益及在地利益，尤其是「華人」的利

益集團(Goh,2010:486-487)。對這些因為殖民政策才發展起來「華人」的利益集

團來說，維持族群分類有利擴大其經濟利益及鞏固在族群內部的領導地位。因此，

在這個商人的「紳士化」過程中，殖民統治者與華人上層階級逐漸形成更穩定的

共構關係，在掌握社會秩序下各取所需，彼此皆能從中獲益。 

 

表 3-1：1824 年至 1911 年新加坡人口統計 

年份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人 其他 總數 

1824 3,317 6,431 756 179 10,683 

1830 6,555 7,640 1,913 526 16,634 

1836 13,749 12,538 2,923 765 29,984 

1849 27,988 17,039 6,284 1,580 52,891 

1871 54,572 26,141 10,313 3,790 94,816 

1881 86,766 33,012 12,086 5,858 137,722 

1891 121,906 35,956 16,009 7,727 181,602 

1901 164,041 35,988 17,047 9,768 226,842 

1911 219,577 41,806 27,755 14,183 303,321 

資料來源：Saw(2012:29). 

 

表 3-2：1881 海峽殖民地人口統計中華人各幫人數 

福建人 24,981 海南人 8,319 

潮州人 22,644 客家人 6,170 

廣府人 14,853 其他 272 

土生華人 9,527 總數 86,766 

資料來源:林孝勝(1995:29)。 

 

第三節  族群分化下的空間治理與秩序維持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是由歐洲人帶到亞洲，在此前亞洲人對族群的意

識並不清楚，取得地位與財富明顯比原本語言、出生地或其他社群規範來得重

                                                                                                                                                      
湟，1976／李恩涵譯，1982: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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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36。到了十九世紀後，歐洲殖民者透過各種「科學化」的種族或族群分類政策，

使殖民社會成為多元社會(plural social) (Trocki,1997:67)，並透過「分而治之」的

策略，對殖民地進行控制。西方這套「科學」與精確的數字化和分類知識，來自

現代統計學，也展現了現代的治理性(姚人多，2001)。因此，將人群進行分類是

一個政治的過程，它涉及殖民者對「他者」的想像、以及知識與治理技術等，透

過各種機制的長期運作，使得「族群」分類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 

王賡武指出，荷蘭人在十七世紀抵達巴達維亞(Batavia)時，已確立分而治之

的治理策略，譬如將華人、當地人與荷蘭人隔離開來，並擺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可讓每一族群可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實上，這類分而治之的策略可利用華

人促進與中國的貿易，同時也可防止華人與當地上層社會結合反抗荷蘭的殖民統

治(王賡武，2009:24)。荷蘭的「分而治之」治理策略，成為後進殖民者學習運用

的版本，這包括英國在新加坡的殖民統治 37。 

阿拉達斯(Syed Hussein Alatas,1977)指出，1870 年至 1900 年間歐洲的工業化

與工業金融資本興起以前，資本主義與其意識型態的建構已在東南亞地區開展，

主要是透過經濟、生產、學校系統、對外關係與文化接觸等手段。凡是不符合殖

民意識型態者會被標籤為「懶惰」(lazy)與不思進取的形象，而在地原住民經常

成為被污名化的對象，在荷蘭殖民的爪哇(Java)、西班牙殖民的菲律賓與英國殖

民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都出現殖民者把當地原住民標籤為「懶惰者」的狀況，

且經常以強調引進勞力的辛勤來強化這套論述。西方殖民者大量的這類敘事是一

種對他者的命名，令其臣服於己的操作方式，在殖民社會中建立差異與強化界線，

也達到分而治之的效果。 

殖民官僚權力的運作本身涉及殖民想像，而數字在這一想像中具有關鍵作用，

尤其透過數字將殖民地「異國風情化」，成為殖民計畫的重要部分（Appadurai,1996

／鄭義愷譯，2009：162)。族群分類與數字等技術及知識，讓各族群成為「可見

的」是必需被建構的領域，更清晰地分辨「我們」與「他們」的同一性與差異。

英殖民者把勢力伸展到其他地方時，開始運用其越趨成熟與複雜的治理能力進行

殖民，這包括十九世紀初期落入英國東印度公司治理範圍的新加坡島嶼。 

 
                                                     
36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族群身分是歷史資本主義由來已久的一個主要建構和主

要支柱，資本主義越往縱深發展越顯出其重要性。族群身分不是穩定的基本社會現實，而是對立

勢力互相傾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所產生如複雜黏土般的歷史產品(Wallerstein,1991／黃燕

堃譯，2004:119-120)。 
37 近年研究殖民都市的學者認為，東南亞殖民都市的原型可能起源於十五世紀的馬六甲之型態。

馬六甲王國在治理上，將出身不同地區與不同種族者配置居住在不同聚落，其後的葡萄牙、荷蘭

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馬六甲，以及東南亞其他城市的都市規劃，都繼承這類分區域指派的方法，

其所形成的都市風格是東南亞都市的重要特徵(黃蘭翔，2003)。因此，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所施

展的治理技術，未必都來自西方，而是在原來基礎上加以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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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殖民者隱匿的空間權力 

歐洲人在十九世紀開始執行種族和族群分類的「科學」政策，這也是新加坡

會出現「多元社會」的源起(Trocki,2006:61)。1824 年新加坡首次舉行人口統計 38

的「數字化管理」，再透過制度化的分類方式，開始對新加坡各群體進行區分，

且以數字將其具體化。這時在日常生活中，原本可感知在膚色、文化、宗教、語

言等的差異，如今可以更呈顯為理性、可見的不同類型。然而當所有人被化約為

數字後，其間個人的獨特性、階層等元素卻被抹平，為種種同質的身體製造出疆

界，有效地限制其運用範圍。而「空間」(space)是提供權力行進的重要管道，透

過剝除原本附著的「地方」(place)意義，使殖民者的「現代」統治型態能夠加以

推行。 

    段義孚(Yi-Fu Tuan)指出，「空間」與「地方」兩個觀念在定義時需要彼此；

即隨著人們越來越認識「空間」，並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混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

了「地方」。因此，空間和地方的區別，是它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一種「生

活現實」，且和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

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如命名)依附其上，空間就變成了地方。殖民者基本上僅看

見單調空盪的空間，原住民卻看到了地方(Cresswell,2004／王志弘、徐苔玲譯，

2006)。 

殖民主義僅有暴力與知識仍然不足，需搭配空間的作用力才能夠成其統治基

礎。為打造一個「現代」多元族群的社會，殖民政府試圖剝除新加坡的地方意義，

準備大刀闊斧進行空間的改造。然而，在不具備市民社會條件的地方，新的空間

概念經常是帝國主義在征服與殖民的過程中加以安置，如透過房舍、村莊和軍營

等，安放數學理性的空間秩序，重構新的空間感，改變被殖民者在其間從事再生

產的社會架構(Harvey,1990／王志弘譯，1993:50-51)。 

空間是隱匿與不易察覺的統治工具，傳統社會展現權力的方法是使「權力來

源」被看見與被畏懼；然而，現代社會則以空間為工具，其實踐方式是逆反傳統

社會的邏輯，使權力隱匿為「不可見的」，讓被統治者成為「可見的」，成為得以

凝視(gaze)的對象，進而產生全面的監控效果，這也是現代權力的「空間視覺化」

邏輯(蘇碩斌，2010:139-140)。這樣的空間權力邏輯，被運用至剛開拓的新加坡，

建構一個可長久維持的社會秩序，以利殖民者在亞洲的發展與利益。 

所有殖民的最終目標都在賺錢，然而，要賺錢也就需要勞動力，英殖民者在

                                                     
38這時新加坡人口總數 10,683 人，其中最大族群馬來人有 43%，華人有 31%，而歐人只有 74 人。

這時華人人口中的男女比例是 8:1，顯示新加坡華人社會仍不穩定(林孝勝，1995:20)。1867 年新

加坡成為英國倫敦直轄的「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統治新加坡的不再是一個商事企

業─英國東印度公司，而是一個民族國家─英國。接下來英殖民者更強化殖民地內部的族群分類，

譬如從 1871 年起，在海峽殖民地開始施行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將人口分類更為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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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地區進行宣傳，吸引各族裔的農民、工人等移住新加坡，而中國華南的移民

也開始來到新加坡，成為在地的新勞動力 39。新加坡是一個全新開發的地方，沒

有統治階層與地方豪強，各種關係尚待建立，萊佛士深信自身及歐洲人最有見識，

因此建立幾乎所有實權都由殖民地管理者主控的體制 (Pomeranz & Topik,2006

／黃中憲譯，2007:103)。在主導統治的位置上，英殖民者並不倚賴軍警暴力，

而是採用一種「共構殖民」的方式，運用較少的資源與在地社會力量互動合作，

鞏固自身在殖民地的統治。 

對殖民者來說，獲致穩定的最穩當方式是刻意施行領土分隔政策

(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337)。萊佛士同樣採取這種觀念，大刀闊斧重新

規畫新加坡市區空間，建立現代城市的雛型。1822 年萊佛士委任的市區計畫委

員會(Town Committee)中，成員除三名歐洲人，還包括阿拉伯人、馬來人、武吉

斯人、爪哇人及華人各一名代表，同樣以族群進行分類，且最終將各群體各別集

中在不同族群區域分開居住，在空間上建立族群邊界 40，除建立族群同一性，也

具有強烈的排他意涵，更清楚區分「我們」與「他們」41。殖民政府試圖透過型

塑被殖民者的「身分」來強化各自的「差異」，進而建構各自群體的認同，然而

這個「身分」是由殖民者所命名與分類。此後殖民政府運用權力來管理空間，以

建構社會和種族的類別，他們相信分離的系統可助減少衝突、混亂和誤解，有利

於秩序的管理(Trocki,2006:97)，使紀律透過空間的細密安排獲得最大程度的體現。

這些安排除隱含空間即權力的意涵，也呈現西方殖民者的現代主義邏輯，即理性、

有序、集中管理及單一的美學觀。 

萊佛士重新規劃新加坡市區時，在 1822年11月給市區計畫委員會的指示中，

列出市區範圍、政府保留地、商業區、歐人區、華人區、武吉斯人區、阿拉伯人

區、印度人區及馬來人區等，強制居民展開大遷移。殖民政府也運用繪製地圖等

新知識，將空間視覺化做更清晰的展示，把分類範疇實實在在地具體分離出來 42。

這些分類策略與框架將不同群體做出更清楚地區分與具體化，讓可見的差異與邊

界更加清晰。 

                                                     
39東南亞地區傳統的人口稀少現象，使此地的勞動力成為最匱乏的資源之一，十八世紀以後，鼓

勵大批的華人移民到東南亞成彌補勞動力不足的一種方法，這種遷移狀況甚至在歐洲人加強控制

前已發生，這可從農礦業在十九世紀前的發展可看出，待歐洲人加速擴張與控制後，華人遷移的

狀況更加明顯(Trocki,1992／王世錄等譯，2003:91-92)。 
40 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自然會導出下列結論：基於生物學上的差異，大多數人類都無

法達到理論上只有白人能取得的成就。因此，人類可區分成不同「種族」的觀念，幾乎和「進步」

的想法一樣深入這個時期的意識型態(Hobsbawm,1987／賈士蘅譯,2006:22)。 
41殖民者相當程度上製造了各族群間的隔閡，甚至出現彼此妒恨(resentment)，陷入持續至今的族

群政治。 
42 安德森(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252)指出，譬如「緬甸」與「緬甸人」之所以可能出

現，地圖與人口調查是型塑它們的基本規則，然而它最後能夠具體化，主要還是歸功於殖民地政

府對歷史與權力的特殊想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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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人聚落在建築樣式上，可能融入了部分馬來式與歐洲風格的建築元

素，但仍可窺見原鄉文化的影子，創造出異於他族的華人族群文化氛圍，象徵各

族居住領域的隔離(葉韻翠，2010:96)。譬如胡亞基在建造別墅時，特地從家鄉廣

州聘用許多園藝師到新加坡，設計別緻的中國式花園，展現其對原鄉的依念，且

這類具特色的花園，頗獲歐洲人欣賞，成為胡亞基進行社交的重要場所(宋旺相，

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4-48)。因此，對胡亞基而言，耗費鉅資複製原鄉

的花園，除內含對原鄉的情感和炫耀的成分，也透過凸顯「中華性」(Chineseness)，

表達自我身分的認同，爭取同鄉的認可，鞏固社群領袖的地位；且能和「洋人」

做出區隔，展現出異於西方的品味與美學，讓還帶著「獵奇」眼光的西方人另眼

相看和引發興趣，有利於其事業的經營與擴張。 

因為遭遇賠償等問題，部分較小的群體意識到必須集結力量維護權益，廣東

幫的四邑人先在 1822 年成立寧陽會館；客家幫則在隔年成立應和館，這些自保

行動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幫權政治的起源。至 1829 年時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結構

已大致定型，各幫皆設立組織集結力量，呈現相互拮抗的態勢(林孝勝，

1995:10-25)。「華人」不僅和其他群體不同，內部的差異也被強化，各幫透過組

織建構內在的同一性，以利動員維護集體的利益。 

殖民政府擬快速發展新加坡，為了阻絕沒有資本的窮人取得土地卻又不開發，

特別舉行拍賣會分批拍賣土地，讓窮人不敢參與拍賣，事實上殖民政府是以拍賣

之名將土地分配給富商，讓其快速的興建各種房屋(Abdullah,1849／楊貴誼譯，

1998:116-117)。這些圖利與扶植商人的策略，使其與殖民政府建立合作的關係，

彼此皆能從中獲利。富商若成為社群「頭人」(heads)者，與政府更為密切，是社

會內部權力共構的一環。 

過往華族各幫間偶會發生糾紛，萊佛士要求委員會注意華族在不同幫群上的

差異，把他們分配到華人區內的不同區域聚居(崔貴強，1994:36)。各方言群移居

到新加坡後，大致維持中國傳統社會聚族而居的型態，然而，隨著整體華人被迫

在同一區域但又有所區隔的居住環境下，還是讓各方言群間更容易與頻繁的交流

與碰撞，這種互動經驗在中國大陸家鄉較為少有，使本土華人社會開始萌發 43(徐

威雄，2010)。華人遷到新加坡時，原就傾向同一幫群的聚居，因此英殖民者透

過政策強化這種傾向。十九世紀前期，有超過半數的人口集中居住在新加坡河為

中心的市區，各族群按政府劃分的地段居住，而華人範疇則會再細分其他社群，

且聚居在華人區域的不同地段，譬如福建馬車街或豆腐街(Hokkien Street)與廈門

街(Amoy Street)多為福建人聚居的地方；馬交街(Macao Street)多為廣東人聚居；

                                                     
43 麥留芳(1985)認為，清末移居新加坡與馬來亞的華人，與清代台灣的漢人移民社會有些差異，

譬如以祖籍作為基本組織的法則盛行於早期的台灣，但是在星馬華人社會中，方言群認同應比祖

籍認同更符合他們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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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馬車街(Circular Street)多為潮州人聚居；海山街(Cross Street)則是多為客家人

聚居的地方 44(麥留芳，1985:97-99)。這樣的聚居地區之畫分，讓各幫群「看見」

彼此群居的範圍，強化彼此的界線。 

殖民政府特別在歐洲人區附近劃出一地段，供來自廈門的漳泉商人居住（蘇

精，2010；林孝勝，1995），表達了對這批商人的特別待遇與重視，也顯示其特

殊地位，同樣也讓其特殊性讓他人所「看見」。這批馬六甲漳泉商人集團配合萊

佛士的經濟政策，協助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商業社會，這次的空間遷移也讓他們取

得華人幫群的領導權，建立了一個由商人集團支配其他行業的新秩序(林孝勝，

1995:18)。這樣的新秩序是殖民者所願意看到的，且這批商人集團與殖民者在共

同利益下，建立共構治理的關係。殖民政府給予漳泉商人的特殊待遇，並將他們

與其他華人勞工及技工隔絕起來，使得處於底層的其他幫群成員對閩幫出現些許

妒恨心理，能轉移部分對殖民政府迫遷的部分不滿，且為各幫群衝突埋下引信。 

殖民當局試圖將新加坡融入正在成形的資本主義體系，因此其所施行的政策

給予商人特殊優待，甚至公開宣稱商人階層是新加坡社會的中堅分子，在本土建

構新資產階級，打造商貿的主流意識型態。在土地分配上，英殖民者則以社會階

層進行區分，商人階層位階最高，因此市區有商業價值的地區，如海岸、河岸都

被列為商業區；至於在階層上居次的手工藝技工和最底層的農耕者及漁民，則住

在不具「商業價值」的地區。 

具南洋社會特質的「幫群」逐漸發展起來，這是結合了地緣、血緣與業緣的

群體，幫群之間彼此分合，以謀求最大的群體利益，是交融又磨擦的社會型態(吳

龍雲，2009)。以漳泉為主的商人在商貿領域具有影響力，且獲得殖民政府關愛，

扮演著殖民政府與華人社會中介的角色，逐漸取得華人社會領導權，也形成福建

人凌駕其他各幫的秩序，但實際上除漳泉人之外，其他幫群未必會順從，小衝突

仍持續，譬如人數也頗多的潮州人經常和福建人發生摩擦和衝突，然而在這過程

中也讓彼此有更多互動與競爭。 

英殖民者為治理和維持社會秩序，以其過往的認知與知識，強行將複雜的移

居者進行分類，這不僅在各族之間建立社群的界線與差異，在族群內部也進行區

隔，且強化社群內部階層的區別，尤其是善用華人內部幫群間的利益矛盾以強化

其差異，讓彼此衝突持續，再由各社群的領袖進行約束，做為防止地方勢力壯大

的治理工具。到了 1880 及 1890 年代，以廣、惠、肇三屬聯合成立了跨地域與方

言的廣惠肇碧山亭，共同管理鄉團與義山等事，這也顯現出南洋華人社會的特質，

因為在中國的民間社會不需要面對「域外」異族，當然沒有產生跨群組織的歷史

條件與現實需要(徐威雄，2010:9)。新加坡的「異族」是複雜的，除了明顯的西

                                                     
44 新加坡早期幫群在市區內分布情形可見麥留芳(1985)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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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馬來人與印度人外，還包括其他幫群，尤其是人多勢大的閩幫。然而，一

般學者均同意，十九世紀末期，華人幫群之間的衝突已經趨緩，彼此之間的對立

不如過去尖銳(吳龍雲，2009:19)。雖然華人社會的衝突減少，然而異質性仍然頗

高，到了 1890 年代以後，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華人」和「中國人」的

集體概念才被特別強調。 

以上所述英殖民政府在居住空間安排與街道設計上，展現了早期殖民者的權

力規訓傾向，其後更在醫院、監獄與學校教室等空間進行更細密的安排，讓被殖

民者的身體學習適應與面對現代空間觀念，進而身陷微觀權力機制的束縛與監管，

相當程度上是以不被察覺的狀態支配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身

體的空間化發展，因為身體並非全然地被空間所片面決定，在某些特定的時刻，

身體也可以決定空間的建構，甚至透過這種決定來凸顯與肯定自身的存在價值

(黃金麟，2001:235)。這些空間改造，重新整編傳統社會的「土地與人民」，使地

方社會透過與其他地方社會的差異而建構起群體的認同，且透過空間改造與人民

分類的方式，不僅逐漸弱化地方社會，也讓紳商出現分化與質變。 

         

二、祕密會社與地方秩序的維持 

殖民者首重秩序的建立，萊佛士在和柔佛蘇丹(Sultan)和天猛公(Temenggong)

達成協議，讓東印度公司統治新加坡時，當中即清楚表明各族群將分隔居住

(Turnbull,1972:37)。1819 年萊佛士發給駐紮官法夸爾的職務說明中，對於治安部

分，依照族群分治的原則，明確指派各族群領袖管轄各自區域內的治安，同時也

建立橋樑把軍營連結到預定要建設的華人與馬來人社區，以達警告與預防的效果

(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6-7)。1821 年新加坡政府設立編制十人

的治安單位；當地商人為保障自身安全，捐款用於守夜所需的花費，然而當時秩

序仍然不佳，市區經常在夜間發生掠奪與偷竊事件(Turnbull,1970)。 

萊佛士大致確立新加坡開港後的遊戲規則，奠定現代管理的基礎，其中駐紮

官則具有行使制定法律、立法與稅收等權力。在有關司法部分，萊佛士決定在地

穆斯林是依照其宗教律則來執行，其他人則必須依據英國法律的規定。在十九世

紀中葉以前，很少官員能說流利的馬來語和不會說漢語，中文的法律譯文來自香

港(Tubnbull ,1977:24-36)。來自各地的移民法治觀念尚待建立，而殖民政府在人

力與能力未必能夠掌控社會的運作，因此殖民政府相當依賴民間具權力者的合作，

除了各幫的「頭人」，秘密會社的組織也成為權力共構的一環。 

1857 年新加坡歐籍人士已向英國議會請求將海峽殖民地由英國政府直接管

治，在當地設立獨立政府。在評估是否將海峽殖民地由東印度公司轉由英國政府

統治時，1859 年印度總督康寧伯爵(Earl Canning)在建議移轉管轄權的備忘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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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華人是很難管理的一群，且有強烈的自治傾向(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

譯，1993:118)。1872 年騷亂的調查委員會(The Report of Commission)在其報告結

論中也提及，有必要設立華人移民制度，且管理華人最好的方法是由其自身負責

(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39)。顯見英殖民者一直認為華人是複

雜且不易管理的社群，最好由其進行自我管理，也可節省殖民政府的財政壓力與

資源耗費。 

早期新加坡的警察編制極少，地方秩序不佳，殖民政府擬透過其他方法來強

化秩序，其中包括採取自動認捐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強化治安編制力量，並成立一

個由三個歐洲商人和三個本地商人共組委員會，商討與治安相關的事項(宋旺相，

1967[1923]／葉書德譯，1993:9；Turnbull,1972:88)。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採取

和在地人合作的方式；而在地人也因為此事關自身直接利益，也願意和殖民者合

作，展現一種殖民共構的統理狀態。萊佛士甚至直接下指示，把華人的事務多交

由其華社領袖進行管理(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0)。 

殖民政府在1819-1826年間曾委任過兩名甲必丹，負責管理新加坡事務，1826

年殖民政府廢除華人甲必丹制。甲必丹與秘密會社有著密切關係，且獲得政府的

默許，讓秘密會社在新加坡得以存在。早期曾擔任萊佛士秘書的馬來作家阿都拉

(Munsyi Abdullah,1797-1854)在其自傳中相當詳細地描繪天地會在十九世紀前期

的活動，並批評殖民者對天地會的活動不聞不問，造成社會治安不佳

(Abdullah,1849／楊貴誼譯，1998)。 

廢除甲必丹制後英國人認為若未得到華人的合作，僅憑自身力量很難管控華

社，且在 1870 年代前，英殖民政府中沒有一個會講華語的官員能與各不同方言

群的華人溝通(楊進發，2007:391-392)。1850 年代太平天國起義後，大量的中國

人逃離家鄉到南洋，也把「三合會」45 (Triad Society，也稱天地會)和許多種類

的秘密組織傳入南洋地區(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59)。 

秘密會社作為一支社會穩定力量的積極作用，為某些直接與他們打交道的殖

民官員所承認。這些官員認為，華人移民不瞭解殖民地的法律，對殖民政府有頗

多誤解，使得許多移民寧願加入秘密會社尋求保護。殖民官員也認為，若秘密會

社受到政府的管控，可以作為政府和廣大群眾之間重要的聯繫紐帶。通曉華語和

曾研究秘密會社，後來擔任首任華民護衛司署(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ate)長的畢

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13)認為，當政府有所需要時秘密會社

首領會有意願幫助政府，且願意把會社內部的糾紛交給政府，而不是像以前那樣

訴諸於械鬥。然而某些秘密會社的首領表面上予以合作，私底下還是想方設法抗

                                                     
45確定天地會性質的正確方法是，應把它視為「不合法的，但又是正統的」。它的會徒不但仿效

正統的親屬關係形式，且也接受君主制，使這一黑手黨式的集團被認為是正統的，因此可看到他

們的軍事化形式在某些方面與紳士領導的組織形式相似(Kuhn,1970／謝亮生等譯，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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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政府的管控(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 106-107)。 

在 1857 年印度發生反抗殖民統治事件後，英國更加強秩序的控制，1859 年

在福康寧山(Fort Canning Hill)興建砲台；1860 年代初期英國在新加坡建設東陵軍

營(Tanglin Barrack)等，強化在殖民地的軍事力量，以確保地方秩序，對祕密會

社的活動也更為謹慎。根據德洛基(Trocki)的說法，秘密會社頭目被允許享有半

官方的職權。至 1879 年時，新加坡至少有十個華人秘密會社，註冊會員達 23,858

人，兩年後則增至 33,103 人，占當時新加坡人口的 45% (楊進發，2007:394)。因

此，殖民政府更要想辦法收編這些力量，除避免成為社會亂源，最好是能讓其成

為社會秩序的維持者。 

    1870 年代起，隨著英殖民統治的鞏固，新的政治與教育政策陸續出現；另

一方面，中國文化與政治勢力也開始影響新加坡的華社，這兩股歷史因素的衝擊

帶來了政治領導層的改變與轉移。1877 年英政府開始設立華民護衛司署，首要

任務是管制華人，最大目的是維護秩序、法律和權威，它具有現代性下的威權主

義色彩，也顯示殖民政府更直接介入華人社會的管控(李元瑾，2001:25-26)。不

斷膨脹的秘密會社勢力，成為殖民者要嚴加管控的力量。 

    1887 年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1840-1916)總督上任後，殖民政府改變

對秘密會社的政策，從控制到全面壓制，1889 年 2 月禁止秘密會社法令提呈立

法議會討論，非官方議員強烈反對，但此法令仍獲通過，並在隔年實施。1889

年華人參事局成立，政府邀請各華人方言群派代表參加，以協助恢復政府與華人

社團間的關係(楊進發，2007:397)。多數華族非官方議員和秘密會社都有錯綜複

雜的關係，且涉及秘密會社的人很多，他們擔心若以過度強硬的手段加以壓制，

可能會威脅既有的秩序。然而殖民政府在採取強勢手段的同時，也試圖攏絡華社

內部頭人，以新的機制試圖建立新秩序。殖民政府透過現代制度的建立，取代過

往秘密會社的功能，更清楚地將由共構殖民轉向更直接的殖民統治，並將殖民現

代性帶入這個城市港口殖民地。 

對於 1890 年前殖民政府對秘密會社的處理態度，楊進發(2007:333-334)做了

兩個不同時期的歸類：一是容忍的年代(1819-1877)，此時秘密會社並不是非法組

織，殖民政府與其有著某種合作關係與默契，以維持社會秩序；二是成立華民護

衛司署以後(1877-1890)，殖民政府開始控制與鎮壓秘密會社，秘密會社及成員必

須註冊，以方便管理，麻煩製造者將被驅逐出境。1889 年通過社團註冊法令，

將秘密會社視為非法社團，至 1890 年法令正式生效後秘密會社開始被取締。不

過，從《叻報》的報導可知，殖民政府在 1889 年已開始嚴抓秘密會社(《叻報》，

1889.3.1:5)。隨後也出現社會失序的狀況，如遊民多且強盜事件增加(《叻報》，

1889.3.5:5)；特別是幫群的衝突增多，如出現〈閩粵會黨衝突〉(《叻報》，1889.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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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另一文〈會黨鬥毆〉則報導義興黨與大伯公黨的械鬥(《叻報》，1889.10.21:2)，

《叻報》也針對秘密會社的衝突，在〈論本坡會黨械鬥之愚〉(潮客械鬥) (《叻

報》，1889.10.30:1) 一文中提出意見。 

早期新加坡華社領袖中，多人與秘密會社有密切關係。福建幫群中的「頭人」

陳篤生、陳金聲與陳金鐘，據說與福建義興黨有關係，而陳金鐘可能是該組織的

領袖；另一「頭人」章芳林則與另一勢力龐大的海山有瓜葛。義興與海山兩大秘

密會社在 1865 年至 1890 年間為爭奪利潤豐厚的「稅收餉」(Revenue Farms)，形

成長期對峙的局面。在 1889 年以前秘密會社被殖民政府列為非法組織前，華社

「頭人」與秘密會社有關係是相當正常的，並不是件不好或羞恥的事，但是當秘

密會社被視為「非法」後，「頭人」也必須和秘密會社有所疏遠與切割(顏清湟，

2011:40-41)。因此，對 1889 年前的華社「頭人」來說，秘密會社的力量能有效

鞏固與擴張其在經濟與社群內部的力量，同時逼迫殖民政府在維持在地秩序時，

必須仰賴華社「頭人」的勢力，建立共構的殖民體系；然而，當殖民政府對社會

秩序進行更嚴密的掌控，特別是對秘密會社的控制，也節制了具有經濟與文化資

本的華社「頭人」的力量，讓其更有效地收編至現代的制度裡。 

英殖民者對待秘密會社的過程，可看到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治理策略的轉變，

由初期的共構治理，至 1877 年後慢慢轉向介於直接治理與間接治理的策略，更

全面地掌控新加坡社會的秩序。政府以西方治理中的現代制度化方式，讓社會規

範更理性與明確，殖民政府更全面掌控社會秩序，也凸顯政府的權威，民間人士

的權力須透過正式管道來取得，如各種議員和勳銜等，皆由政府授與。然而，這

些對秘密會社的打壓，並不能消除這些組織，因為當時的移民社會確實有秘密會

社存在的需求，且也讓較難透過殖民政府管道取得權力者，分別向清廷和中國社

會靠攏，使得轉入地下的秘密會社成為清末各種民族主義動員的重要力量，特別

是革命黨人更仰賴秘密會社的力量與資源。 

 

第四節  權力文化網絡的建構與轉化 
 

    本章第二節曾指出，西方在十七世紀後逐漸強化其治理技術，其中一個領域

是有關文化的治理。英國殖民統治對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治理技術，大致上可視為

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的初步型態，惟它並非橫空移植自西方，而是連接

華人社會在本土既有的型態，英殖民政府相當程度上掌握和利用這些文化傳統與

機制的特性，透過其協助政府進行治理。 

王志弘(2003:129-130)在討論文化治理時，將傅柯所談的「治理」(governance)

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兩個概念之意涵結合起來，認為文化治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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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重其不侷限於政治機構的性質，以及治理組織網絡化的複雜狀態；另一方面，

必須關注文化治理是權力規制、統治機構和知識形式(及其再現模式)的複雜連結。

文化治理概念的根本意涵在於做為文化政治場域，它是透過再現、象徵、表意作

用而運作和爭論的權力操作、資源分配，以及認識世界與自我認識的制度性機制。

雖然治理性與國家有關，但應把它理解為更廣義的，且遍見於社會秩序中的規約

(regulation)，或是用傅柯所偏好的社會「治安」(policing)一詞的意涵，整個人口

變成服膺在官僚科層及規訓模式下。治理性具有權力微血管特徵，權力關係是多

重的，不是集中而是分散的。這些規約的形式，透過醫療、教育、社會改革、人

口學與犯罪學等，將人口分門別類並組織成可以管理的團體(Barker,2000／羅世

宏等譯，2004:457)。因此，文化治理關涉文化領導權與文化經濟的接合。 

根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觀點，文化領導權指稱統治階級在位居國家

和經濟間的市民社會領域裡積極發揮知識、道德和意識型態的影響，說服市民接

受統治階級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正當性。至於文化經濟，則指經濟和文化彼此鑲

嵌的趨勢，這兩個過程日益相互交疊、界線模糊，前者指經濟活動逐漸透過影像、

符號和訊息的中介而進行，生產出各式強調美學設計的產品；後者則指稱文化領

域逐漸成為重要產業部門，以及文化活動的商品化(王志弘，2005:39)。 

然而，班尼特(Tony Bennett)認為，在葛蘭西的理論中，意識型態領導權是向

下流動的概念，導致從屬階級組織對上層階級展開全面的反抗行動，這是對抗一

個單一來源的權力，亦即反領導權的抗爭。但是對傅柯而言，根本不存在單一來

源的權力，因為權力應是分散與相互衝突的，且因文化的「區域」及相關的特殊

科技而有所差異。葛蘭西代表的思想傳統對文化制度、科技與機制的特殊性關注

不足，不當地頌揚邊緣性等概念，至於傅柯要求的是一種「細節政治」(politics of 

detail)，目的在對於治理科技、文化政策及文化科技進行有效的分析(Barker,2000

／羅世宏等譯，2004:459)。英國殖民政府對新加坡所採取的文化治理，在不同

時期採用了不同的策略，以有限資源相當有效地管控了日漸成形的華人社會，並

對日後的新加坡華人社會有很大影響。 

 

一、新加坡殖民前期與「權力文化網絡」 

在過往中國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的互動關係上，並非直接的介入，而是透過

廟宇、行會、宗族等組織影響鄉村公共權力的施展，這一公共權力包括規定村民

的權利與義務、決定鄉村公共資源的分配與利用等。杜贊奇(Prasenjit Duara,1988

／王福明譯，2003)稱此為「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其中「文

化」是指為組織成員所認同的象徵和規範(symbols and norms)，如宗教及信仰事

務的凝聚力是村民集結的最重要因素，且是中國地方社會運作的基本機制。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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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資源不同，象徵性符號是可塑的，儘管它經常被扭曲，但還能保持其內在能量，

即動員、激勵及強制的力量。 

文化網絡中並非所有的組織和象徵性符號都會維護正統秩序，其中許多信仰

在官府看來是非法的，但卻為村民接受；這些地方組織賦予文化網絡一定的權威，

使其成為社會中領導權具有合法性的表揚場所。因此，組織成員出任領袖的主要

動機，是出於提高社會地位和威望等，並向大眾負責的考慮，不是為了追求物質

利益(Duara,1988／王福明譯，2003)。 

直到十九世紀末期前，清政府會利用與其合作的商人團體、廟會組織、神話

及大眾文化中的象徵性資源等管道深入下層社會，將文化網絡轉化為使帝國政令

法統化工具的治理方式，且獲得一定的成功。而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是體現在一系

列的「合法化」程序上，如掌握官銜與名譽的封贈、代表全民舉行最高層次的祭

禮儀式等，將文化領導權加諸於通俗象徵之上。對地方人民來說，國家政權正是

通過文化網絡中的這些途徑體現出來(Duara,1988／王福明譯，2003:10-22)。因此

大清政權在治理廣大的領土時，並非完全直接的統治，而是透過「權力的文化網

絡」模式來掌控，從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與連結面向進行間接的政治控制。 

英殖民者在新加坡主導建立一套殖民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然而，中國地方

社會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特點，相當明顯地出現在新加坡早期社會。何偉亞

(Hevia,1998／宋偉杰譯)指出，大英帝國在亞洲殖民地採用的統治形式與手段，

與滿清政府的統治有相通之處。以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狀況來看，英殖民政府相當

善用華人移植自中國地方社會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使其成為殖民共構的重要

環節。 

    早期著名的華人商人主要來自馬六甲，其中最有名的有蔡滄浪(Chua Chong 

Long,1788-1838)，其父親曾擔任荷蘭殖民馬六甲的甲必丹。蔡滄浪能說英語，且

到新加坡時已相當富裕，能提供英國官員與商人奢侈的西式晚宴來建立關係，使

其在新加坡享有一些影響力(Turnbull,1972:31)。但這種關係並不足夠，在地商人

必須讓殖民者看到其在自身社會的聲望與文化權力。因此，掌握較多資源的商人，

經常在宗教與信仰事務在地方社會中的文化網絡上出錢出力，其目的不一定是為

了實質利益的回饋，然而從中逐漸建立社會地位與聲望後，若獲得殖民政府的認

可，卻多會獲得更多的利益與權力。此外，殖民地社會使富商們很難擠入仕途，

因此成為社區領袖，譬如宗族領導人這種職務，就成為他們獲得名望和影響力的

一種途徑。這種尋求社會地位和名望的動力，便促進一些華人富商在早期新加坡

社會出面建立宗親組織(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68)。 

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當中具

地域性的宗族組織成為建立規範的重要組織。早期在地社會掌握商貿與文化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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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是來自馬六甲、祖籍多在漳泉的土生華人，他們到新加坡時多已有一定的

財力，且願意投注在文化領域上，另外，很重要的是他們多能掌握英語。 

早期各幫群以公塚 46和廟宇為權力中心，也是建立文化象徵與規範的重要機

構，以此鞏固內部的利益與對抗外部的衝突。人數最多與勢力最大的閩幫在 1828

年建立公塚恆山亭，成為閩幫的總機構；1840 年在華商匯集的直落亞逸(Telok 

Ayer Street)興建天福宮，奉祀天妃與觀世音等神祇，此時閩幫的總機構也遷移至

天福宮；直至 1860 年才成立福建會館，剛開始附設於天福宮內(林孝勝，

1995:30-31)。這時的華人承接中國傳統的信仰，且對信仰有很高需求，而宗教與

信仰事務更是可集結社群成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把社群的權力中心設置在供

奉神祇的廟宇內，賦予其領導人極高的象徵意涵，會獲得成員的敬重，且由此所

建構的規範成為社群秩序的重要憑藉。 

恆山亭創建時的主要領導人是薛佛記(See Hoo Keh,1793-1847)，雖然在晚年

返回馬六甲，其家族在恆山亭管理層的份量維持了相當多年 47(柯木林，2007)。

恆山亭的第二位領導人富商陳篤生，在 1840 年倡建天福宮做為閩幫總部；同年

天福宮舉辦盛大的迎神慶典 48，隆重迎接從福建運來的媽祖金身(宋旺相，

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2-43)，為天福宮確立了其神聖的地位，同時也更

鞏固了陳篤生在福建幫群的地位。陳篤生取得文化象徵的領導地位，且熱心慈善

事業，在華人社會取得很高的聲望，隨後獲殖民政府封賜太平局紳，使其地位獲

得殖民政府承認。陳篤生獲得實質與象徵權力處理社會內部問題，也成為華人社

會與殖民政府的中介者，協助溝通兩者的關係，也調解兩者間的問題與衝突，成

為與殖民政府共構權力的一環。 

華人移民的第二大群體潮幫，最初的地緣組織也是廟宇，粵海清廟約建於

1820 年代，是潮幫最初的總機構與祭祀場所；1845 年佘有進領導建立義安公司

取代粵海清廟的領導位置(林孝勝，1995:44)。早期潮州人在人數上居優勢，因此

不急於組織地緣會館來保護方言群的利益，卻有管理廟宇和墓地的需要，因此在

1830 年由已成富商的佘有進招集鄉親成立義安郡，佘有進擔任總理一職，後來

改名為義安公司，且發展成為潮州社群的權力中心，佘有進的聲望更為提高(顏

清湟，2008)。 

                                                     
46當時華人的生命是朝不保夕，使死亡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經常得面對死亡的降臨。華人相

當積極處理墓地事宜，因為急迫面對有些人需在這土地上入土安葬，無法回到故土的現實問題，

特別是當時已有越來越多的華人流移至新加坡。 
47 薛佛記的四子薛茂源(See Moh Guan,1833-1879)在 1879 年也曾任恆山亭大董事。 
48 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迎神活動與中國有頗多差異，首先是有鮮明的幫群區分，各幫各自舉辦自

身的慶典；其次，新加坡具有商業社會的特質，且社會領袖為紳商，因此遊神慶典在商人清結帳

目後的歲末舉行，而中國農業社會的遊神慶典常在春秋兩季舉行；再次，新加坡各幫群遊神慶典，

除華人參與外，不少馬來人與印度人等也頗感興趣(李勇，201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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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群體粵幫內部較為分歧，小群意識濃厚，早期並未建立總機構。約在

1830 年代，粵幫中的「廣」與「肇」49兩派系合建廣福古廟，富商胡亞基是「廣」

系的早期領導人(林孝勝，1995:44-46)。另兩個人數較少的幫群也以廟宇為權力

中心，海南人在 1857 年建立天后宮做為瓊幫的總機構；客家人中的嘉應州人在

1844 年建福德祠(三多廟)。十九世紀新加坡華社中福建幫勢力強大，潮、廣、客

與瓊幫結合為聯合陣線與閩幫對抗，1854 年時這個聯合陣線將總部設在海唇福

德祠，是由廣客兩幫合設的廟宇(林孝勝，1995:46-54)。 

這些華商的社會地位，早期在公塚、廟宇和幫群組織的象徵符號取得文化領

導權，且建立規範維持幫群內部秩序，還可透過熱心慈善事業來提高聲望。富商

陳金聲在閩幫內部是陳篤生的競爭者，因為閩幫總機構的領導權仍掌握在陳篤生

家族 50手中，陳金聲需另闢蹊徑建立威信，他在 1847 年先接任姻親薛佛記的馬

六甲青雲亭亭主一職，也努力建立公共事業，如在 1849 年創立崇文閣、1857 年

捐贈巨款興建自來水設備，隨後再將權力伸向閩幫領導層的核心組織(林孝勝，

1995:40-43)。陳篤生與陳金聲等人獲取權力的方式有些許差異，但均脫離不了廟

宇及會館的文化象徵機制，以此建立與鞏固自身的領導權。 

在 1880 年代以前，僅有少數各幫領袖獲得殖民政府的承認，這些領袖皆是

從富商再晉級為「商紳」。閩幫、潮幫與粵幫被封賜為太平局紳的領袖，閩幫的

有 1846 年的陳篤生、1850 年的陳金聲、1862 年的薛文仲(See Boon Tiong,)、1865

年的陳金鐘(Tan Kim Ching, 1829-1892，陳篤生之子)、1867 年的陳明水(Tan Beng 

Swee,1828-1884，陳金聲之子)、1873 年的章芳琳(Cheang Hong Lim,1825-1893?)；

潮幫中有 1867 年的佘有進(Siah Eu Chin,1805-1883)、1871 年的陳成寶(Tan Seng 

Poh,1830-1879)；粵幫的有 1867 年的胡亞基(林孝勝，1995:57)。這些商紳多在文

化網絡中掌握一定權力，再加上政商實力，使其頭人的位置更為穩固。 

在 1864 年大陪審團(the Grand Jury)名單中，有五名商紳被委任為大陪審員，

他們是佘有進、陳金聲、陳明水、陳金鐘及胡亞基。這些任命並非虛銜，會被召

集協助處理法律審判的執行(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07,142)。這

五人中陳金聲、陳明水和陳金鐘為土生華人，佘有進和胡亞基則是新客，可見到

十九世紀中葉土生華人與新客在華人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已差別不大。 

1876 年英殖民政府在具官方實質與象徵意義的市政廳(Town Hall)首次舉行

授勳典禮，由總督澤維士(William Jervois)頒發勳銜給胡亞基，澤維士的其中一段

話中，「這些殖民地完全可以為著有許多歸化的華人紳士們居住在這些地方而深

感光榮，並且很可以為他們以毫不猶豫的忠誠和幫助政府及他們的同胞及移居者

                                                     
49 「廣」是指五邑屬人，這五邑分別是南海、順德、東筦、番禹和香山；「肇」則是指四邑屬

人，這四邑是新寧、新會、恩平與開平。 
50 陳篤生逝世後，其子陳金鐘繼承閩幫領袖地位，1865 年也獲賜太平局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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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到自豪……英國政府多麼親密地把你們大家都作為英國的子民來看待，因為

你們，以你們的勤勞和企業心，同歐洲人團結在一起，致力於促使這些殖民地和

屬地商業的進步和物質財富的發展。」(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53)  

對於要拉攏的華人，英殖民政府不僅給予勳銜和參與部分政府決策，甚至會

運用其他方式來表揚，如閩幫領袖陳金聲逝世後，官方在 1882 年建造噴泉來紀

念，讚揚他的慷慨捐輸興建自來水設備(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

1993:177)，也使其功績被看見。1880 年以前，偶有突破幫際界線的合作實例，

然而這種交流有其侷限性，且有階級意識，無力打破嚴密的幫權政治架構；至

1880 年代後，幫際關係和矛盾才有所緩和(林孝勝，1995:54-57)。幫際關係的和

緩，不僅是華人幫群內部的努力，還有外在環境的變化，使得代表各幫群成員的

「華人」或「中國人」的群體概念被凸顯，對彼此矛盾的緩解有相當效果。 

 
二、1877 年後的文化治理策略 

海峽殖民地在 1867 年轉由英國殖民部(British Colonial Office)直接管轄後，

創建了兩院制的立法議會(Legislative Council)，它是由行政議會的成員、最高司

法官與四位由總督推薦的非官方議員組成，使新加坡的政治結構制度化，確立海

峽殖民地未來憲制的發展，也讓可以成為非官方議員的華人體會到「影響政策的

感覺」。立法議會的結構與操作，也為接受英文教育的土生華人開闢了一條爬升

至社會領導層的途徑，讓他們有機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的代言人(李元謹，1991:19；

楊進發，2007:398)。另外，1889 年設立的華人參事局是溝通與聯絡政府和華人

社會之重要組織，其委員是從各幫群中具有名望的商紳中進行挑選，他們的責任

在於商討有關華人利益之課題，並將決定上稟總督。他們有時也對不能同意之立

法提出反對，或企圖施加影響力，以求改變所行措施(顏清湟，2007:48-49)。 

這些商人並非完全由殖民當局所擺布，如 1895 年新加坡立法議會非官委議

員太平局紳和華人參事局委員齊辭職，抗議英國殖民政府所要求軍事捐款數額的

決定，迫使政府讓步作出調整；在 1891 年至 1894 年期間，殖民政府也要求大筆

捐獻救濟金，但由於整體經濟狀況不佳，未獲民間回應(宋旺相，1967[1923]／葉

書德譯，1993:235-236)。在這種情況下，殖民者會適度做出些許妥協，讓其權力

參與者感覺到能影響政策，因此不會完全強力的主導，但較直接的治理越來越明

顯。以上所述並非特殊的殖民現象，杜贊奇指出，殖民帝國主義者會伴隨著對資

源的不斷需求和社會動員，而建立現代、且非直接控制的制度和機構會更加有效。

至於其目標是通過控制銀行、交通基礎設施、政治制度等來操控殖民地，因此會

效仿宗主國，建構立法會等制度(Duara，2010)。 

各種法律、制度與機構等在新加坡的出現，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同時展開。

1877 年萊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的創設極具代表性，它是歐洲商業帝國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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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絡中的象徵之一，象徵著貿易可以自由進行，歐洲商人能夠在全球自由遷

徙，且易於接觸到大批新客戶(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45)。新加坡已成

為世界商貿與金融在亞洲的中心之一，來自各地的流移者在此地暫作停留，這更

複雜的環境需有更強調理性化的官僚組織加以治理，以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讓

商貿與金融的功能可以順利運轉，不致影響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與發展，使其能

持續向各地擴張，也鞏固了西方殖民國家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新加坡在十九世紀末葉政治與經濟制度上更大幅度的轉變，也需文化治理的

搭配才能更有效推動。在殖民初期萊佛士已相當了解華人內部的差異，在治理時

強化這些差異讓各幫的界線更清楚，並扶植和認可與殖民政權關係良好且掌握文

化象徵權力的富商為各幫領袖，負責調解各幫內部糾紛，進行共構的殖民統治，

使得殖民政權可以減少資源但又有效地進行統治。1870 年代後整體情勢與條件

有所改變，殖民政權在治理策略上也進行調整，由共構殖民轉向直接治理與間接

治理，對華人社會有更多掌控，使得文化象徵的權力被削弱。 

除了社群內部與外部的複雜交往，英殖民政府與大清國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競

爭也影響著新加坡社會的發展。1870年代以後清廷開始爭取海外華人的向心力，

意圖明顯行動積極，譬如 1877 年清廷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這些動作引起海峽

殖民地政府的疑慮和緊張，後者於是一方面阻撓清廷勢力的推進，一方面強化對

華人的影響力。新加坡殖民政府透過政策與法制的強化，試圖削弱文化象徵權力，

降低頭人的份量，使正規官僚掌握更多權力，建構更現代化的治理機制。殖民政

府除讓華人領袖有限度地參與一些跟自身利益有關的政治事務，也栽培土生華人

協助治理華人社會，於是在教育與政治領域進行籠絡。在教育部分，政府偏重英

文教育，並設立女皇獎學金供主要是土生華人的優秀子弟到英國深造；在政治方

面，殖民政府特別優待土生華人，將他們視為大英帝國子民，且能進入政府機關

服務，以及獲賜各種榮銜與勳章(李元瑾，2001:25-26)。 

大英帝國在殖民地推動西方主流意識型態，讓被殖民者逐漸接受英國文化與

現代性的內涵，成為膚色與血統皆不純的英國人。1867 年後更積極培養在地菁

英，1885 年設立女皇獎學金 51(Queen’s Scholarship)提供主要是土生華人的優秀

子弟到英國深造，鞏固對宗主國的效忠，且栽培他們來治理新加坡社會，也強化

他們對現代性的接收與理解，達到精神上的混種 52。這個政策是其現實上的利益

考量，卻無法掩飾其愈來愈強化的種族主義。除了強化土生華人的地位，殖民政

                                                     
51 女皇獎學金每年有一至二個名額，從海峽殖民地的中學裡挑選出最優秀者，獲獎學金者可得

優厚待遇至英國深造。從 1885 至 1910 年間，共有四十五名獎學金得主，主要是具英國籍者，但

也有三分之一是華人(黃賢強，2008:259-260)。 
52其實萊佛士在 1820 年代初期，曾建議將蘇丹、天猛公及大臣的孩子送往孟加拉學英文、數學

等知識，讓他們變得更文明，但被拒絕，結果萊佛士在 1823 年開辦萊佛士學院，其費用是來自

各方的捐獻(Abdullah,1849／楊貴誼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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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試圖弱化傳統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以新的文化機制加以替代。以廟宇及

幫群組織等所形成的所謂前現代象徵組織，在 1880 年代後悄悄地出現移轉，一

些新式的文化機制逐漸出現與擴大，成為「權力的文化網絡」的重要部分，也是

殖民者建構意識型態的重要機制。 

學堂或私塾是重要的文化象徵機制，它關係到自身文化與傳統能否傳承下去，

且「士」還是能獲得一般人的尊重，因此創辦學堂是一種公益表現，能取得人民

的敬重。崇文閣建在天福宮的旁側，反映早年廟宇與教育等文化事業的密切關係，

由此建構出象徵的權力。本土華社設立的學堂，如崇文閣和萃英書院，其性質如

中國一般的學塾，課程也多沿襲中國傳統的《三字經》和《千字文》等(莊欽永，

2007:228)。這些學堂或私塾的最大特色是沒有統一化的學制，整個教育基本上

掌握在塾師手中，透過經驗流傳的方式及科舉考試的要求形式進行教授，在授課

場所上也沒太多要求等，展現相當彈性的學習。 

十九世紀末葉新式學堂開始大量出現，試圖提供現代化且「進步」的教育，

這和前現代的私塾很不一樣，開始有各種現代化制度與規範，強調統一的教化，

譬如統一使用「國語」(華語)等因素下，有助跨越各幫群的隔閡，形成「中國人」

或「華人」的概念。教育機制本是要創造一種集體化，殖民政府放任華人建構自

身的教育體制，也即是給予空間讓華人自己建構集體化，很自然的其教育體制衍

伸自故鄉或祖源的中國，使得「華人」或「中國人」的族群認同開始萌芽。 

在印刷資本主義擴張下，新加坡的中文報刊在 1881 年後出現，逐漸地出現

象徵符號以貨財的方式被納入生產體制內，進而建構出後期的文化事業，其影響

力也不斷擴大，在新式文化象徵機制中具有重要地位。活字印刷不僅生產承載各

種象徵符號的文本，它也是一種智識技術與意義生產機制，讓各種知識能快速傳

播與流通，特別是西方現代知識體系以其巨大能量生產具優勢的知識，逐漸成為

知識的主流，強勢逼迫他者必須接受這個知識體系，否則將難以生存。 

這些新的文化機制所代表與強調的象徵意涵，和被認為是前現代的廟宇和幫

群組織等不同，西方現代社會所強調的種種象徵符號，如自由、進步、權利、正

義感、品味和愉悅等，慢慢在這些文化機制中長期被生產與宣傳，逐漸成為理所

當然的價值。而掌握新式媒體與學堂的人，其權力開始被凸顯出來，成為具文化

象徵意義的領導人。除了促進文化機制的成形，英國政府為了更確實控制新加坡，

轉化其共構殖民的方式，除了透過原本使用的方法拉攏華商，再以設計得更細緻

的各種制度來掌控當地社會秩序與發展，讓華社領導人能更有效地為其所用，促

進新加坡的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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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移民社會秩序的強化與新媒介的推展 

在十八世紀時，為擺脫君權與神權，西方人強調自由與平等，且在制度上相

當程度的完成了這兩項價值；進入十九世紀後，則開始強調個人的獨特性，但也

重視所謂的「霍布斯問題」，即「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希望能建立人與人之間

的社群同一性，讓社會在維持秩序中又能讓個人建立獨特個性與自我實現。但是

這個難題不易找到妥適的答案，也使得認同與差異一直是西方自由主義中爭論的

重點，至今依舊未歇。雖然爭議不斷，但歷史還是持續往前推演，在西方現代性

展開過程中，各種規範和分類開始出現，原來追求獨特性的人們，卻替「異常者」

貼上「他者」的標籤，透過強調群體的差異來強化社群內部的團結，以利建構同

質性的集體。 

只要現代性越膨脹，人們所受到的壓抑與控制會更嚴厲，若資本主義發生在

殖民地社會，則被殖民者就受到更多的壓榨與控制。因此，現代性在全球的擴散，

並非是西方人要推廣現代生活給其他人，而是為了資本主義的再擴張，遂在殖民

體制的建立過程中挾帶而來(陳芳明，2004:30)。對於被殖民的新加坡來說，英殖

民政府為了有效治理以利更多資源的獲取，將仍在發展中的現代性透過殖民與資

本主義的擴張進入新加坡。然而，新加坡社會在成形過程中有很高的異質性與很

強的流動性，尤其是人口佔優勢且混雜的華人社會，因此現代性不是透過橫斷的

方式移入，當中有複雜轉折的迻譯過程，讓現代性在本土產生不同效應與發展，

這部分則未必是殖民者所能完全掌控。 

 

一、現代性敘述與機制建構的生活體驗及規訓 

    韋伯(Max Weber)探討資本主義的誕生原因時，認為西方城市在近代以後出

現發達的商業和貿易，是因為基督新教的倫理價值是理性經濟行為基礎，讓其信

徒能超越社會關係，進行更理性的商貿行為(Weber,1920／于曉等譯，2001)。韋

伯認為，城市發展的起源可以有多種，但城市之為城市，而非僅是居住的聚落，

乃在於城市擁有地方的市場，以及與之相應的能制定自主經濟政策的政治制度。

城市共同體的形成需要更多有利條件，包括較強的商貿關係、防禦設施、充分發

展的市場、城市自身設立法庭或法律體系、一種把城市組織起來的團體形式，及

至少部分決定城市自身事務的自主性，城市由市民參與選舉產生的機構所管制等。

東方世界從未形成真正可稱得上是城市共同體的東西，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亞

洲城市沒有出現連結，以使城市人和鄉下人區別出來的城市人團體組織(羅永生，

2007:55)。對於新加坡這個主要被西方所型塑的亞洲新興城市來說，各地「陌生

人」匯聚於此，在頻繁的交往與遷徙流動中，建立了比在家鄉更複雜的連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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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很快就在人口上居優勢的華人社群。 

    十九世紀末期大量移民的進入或短暫停留後轉移至其他地區，使新加坡出現

許多「陌生人」。齊默爾(Simmel)指出，「陌生人」概念的意義隨著現代性的到來

而發生變化。在前現代文化中，地方性社區總是更大的社會組織的基礎，「陌生

人」在這裡指的是「一整個人」(a whole person)：某個來自外部世界且潛在地讓

人感到疑慮的人。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不會以相同方式如此特別地與作為「整體」

的陌生人打交道，尤其在許多城市中人們不斷地與之不同程度互動者，其實是那

些我們知之甚少或從未見過的人，且這種互動所採取的是轉瞬即逝的交往形式。

在這樣的情境中，信任消除了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距離感，因此也阻斷了種種存在

性焦慮(existential anxieties)，而如果聽任這類焦慮發展定型的話，它們可能成為

在情感與行為方面持續存在並貫穿整個生活的苦悶來源(Giddens,1990)。 

    在新加坡這個移民眾多的新興社會裡，人們的關係重新建立，以適應新環境。    

十九世紀中葉後，大量新客流寓至新加坡，至少有兩種類型，一是以親屬關係為

基礎，另一是從賒單制(即苦力貿易)發展而來(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

1991:4-5)。這些新客離開家鄉抵達異地城市成為「陌生人」後，主要依賴家族或

宗親組織來建立新的社會網絡，並和家鄉保持聯繫，試圖以此新網絡的信任，減

少在時空距離感所引起的焦慮，且對群體的情感依託和認同是在彼此互動後才會

產生，讓新客能在異地穩定下來，因此家族、宗親組織和秘密社會等關係，成為

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在這類移動型的新興社會中，沒有太多固著的傳統包袱，

人們較習慣變化與接受新事物，有利現代性的迻譯與推展。 

早期土生華人與新客的「地方」觀念極為強烈，在遷居初期它指向故鄉，與

故鄉的聯繫及紐帶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對於前者來說，這類地方感包含了

來自於南洋環境中所發展出來的獨特傳統；後者則堅持他們中國原鄉的風俗習慣

(王賡武，2002a:19)。然而，在現代性迻譯過程中，西方人帶來了新的商貿與生

活方式，以及各式不斷創新的科技，「變」與「新」的感知經驗越來越清楚，速

度也不斷加快，使得處於殖民社會的人們在認知與感受出現了很大變化，「地方

感」產生了變異，讓華人的認同出現了變化的可能，社會秩序也做相應的調整。 

上述提及現代性將空間脫離了地方，人們越來越可能和身體不在場且距離越

來越遠的人產生某種關係(Giddens,1990:17-19)。各種新科技幫助空間脫離了地方，

出現一種「距離化」，尤其在理性化的治理下，鄉土與在地生活如何連接，也出

現現代性的「去鑲嵌化」，新媒介的運用與西方知識的迻譯更是加速了華人社會

的「距離化」和「去鑲嵌化」，移入者需要在新加坡的新「空間」重構意義，在

這個「地方」安身立命。譬如在 1898 年創辦的《天南新報》，即在報頭上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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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國商口皆設訪事電傳要務，與本坡西報聲氣相通，消息較為靈    

捷……(《天南新報》，1898.5.28:1)。 

     

    《天南新報》強調使用該報使用電報傳遞各地訊息，透過這項新媒介打破了

時空的限制，使人們具體地可以在身體不在場的情況下，與距離遙遠的人產生關

係，讓人們和中國的家鄉保持更通暢的聯繫，讓在「陌生人」眾多的環境下相對

減緩了焦慮，有利於建立新的生活，接受各種新觀念的撞擊與洗禮，也舒緩了前

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斷裂感。  

    英殖民者試圖在新加坡引進現代性的種種層面，塑造一種文化意識型態，讓

人感受到摩登的進步面向，也建構新的生命意義基礎。殖民者嘗試建構一套「現

代知識」，這套知識會告訴被殖民者西方文化是好的，本土傳統是次等的。一套

所謂的「現代性敘述」，以西方的分類和邏輯，被普世化為世界邏輯(黃崇憲，

2010a:56)。這套「現代性敘述」透過文化治理的方式，由各種文化機制深入影響

越來越複雜的新加坡社會，讓來自各方的移居者混雜出自身特有文化與風格，其

中人數居多的華人群體，也和原生社會發展出不一樣的感受與理解。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除了訂下冷冰冰的各種管理規定，也愈來愈倚

重更普遍的道德勸誡，即若和「本地人」太接近，就會失去「純種」英國人或蘇

格蘭人的特質。這類種族歧視心態在十八世紀後深入歐洲人心，歐洲人更深信自

己優於其他族群。歐洲人仍繼續款待當地上層人士，但愈來愈將此視為身不由己

的事，種族主義的心態愈加明顯(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69)。

帝國主義最重要的還是造成殖民母國與被殖民地關係的深刻不平等，前者對後者

的影響是戲劇化也是決定性的，然而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卻微不足道

(Hobsbawm,1987／賈士蘅等譯，2006:83)。 

1827 年時殖民政府官員曾發出通告，指出辦教育的好處，號召民間與殖民

政府合作興辦學校。據說，在 1829 年在新加坡已有三所中文學堂，其中兩所為

廣府話學堂，一所為福建話學堂，主要是由教會所創辦(宋旺相，1967[1923]／葉

書德譯，1993:21-22)。傳教士帝禮仕(Ira Tracy,1806-?)在 1834 年時指出，估計當

時十二歲以下的華人兒童有約六百人，但只有三間華人私塾與一間英人所辦兼收

各種族的學校，而每間學校僅各有十餘學童(蘇精，2010:150)。在 1840 年代中期

前教會曾開辦不同的方言學堂，然而在撤離轉移陣地到中國通商口岸後，這些教

育機會減少，隨後新加坡華人幫群開始自辦義學，最早的義學應是 1854 年由福

建人創建的萃英書院，除少數自辦的義學，民間還有設帳授徒的私塾，這些義學

與私塾所採用的課本與學制大體上因襲自中國，對西方語言與知識的教授較為欠

缺(崔貴強，1994:15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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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 年大陪審團(the Grand Jury)批評當時的殖民當局未創辦真正的學校，指

有民間與宗教組織興辦的學校，並認為以新加坡當時的發展程度，政府卻未提供

這些基本需求，是很不體面的事(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06)。

然而，殖民政府對這問題的改善意願不大，未投入太多資源改善教育機制，也不

太積極鼓勵民間興辦學校，因此到十九世紀中期新加坡的學校數量有限，且殖民

政府對學校的授課內容控制較少，然而卻顯露出殖民者的種族歧視態度。到了

1870 年的伍利委員會(Woolley Committee)指出，英國殖民地的教育太落後，建議

重新組織教育體制，鼓勵世俗教育和擴充方言(馬來人與華人)的教授。殖民當局

也承認對馬來人的免費方言初等教育有特殊責任，然而殖民政府未適當提供教育

給華人與印度人社群(Turnbull,1977:118)，對新加坡社會內部不同社群採取差別

的待遇，凸顯不同群體的差異，這也是分而治之邏輯下的產物。 

1870 年代後新加坡經濟愈見繁榮，和歐洲的聯繫更為頻繁，因此對教育的

需求也增加，但僅獲得殖民政府些微的支持。除了少數政府贊助的英語和馬來語

學校，華語學校沒有得到任何的協助，而是由華社自行建校，至 1890 年時有約

五十所私塾學校，運用方言教導傳統的中國教育內容。1899 年土生華人領袖林

文慶號召改革華語學校，以華語進行教學，開始在新加坡建立新式學校

(Trocki,2006:69-70)，逐漸興起華人自行辦學之風。 

新式學校以統一的華語教學，協助打破華人內部各幫隔閡，更清楚建立華人

的集體分類，有助形成殖民者所定義的多元社會。語言可以被用來區分和區別「我

們」和「他們」，母語的運用也是族群認同的重要來源與指標，二十世紀以後中

國「國語」運動背後的熱情來自同質化。這些新式學校漸採用印刷書籍，而透過

印刷技術薰陶出來的學生，會將各種問題與經驗轉譯成新的線性視覺順序，使得

人力資源的能量漸發揮出來，符合現代性強調的理性與效率(McLuhan,1962／賴

盈滿譯，2008:210)。在學生掌握識讀能力後，其實也基本取得現代性內在的邏

輯與理路，再透過體制內部的其他制度配合，使得現代性的內涵逐漸滲入人們的

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十九世紀的殖民政府把新客群體視為移民社群，是短期過客，雖然欣

賞他們勤奮的工作態度與企圖心，但並不值得信賴。英殖民政府把土生華人視為

殖民工作的合作者，十九世紀後期英殖民者特別培養受英語教育的土生華人，讓

他們了解西方文化與體制的優越性，培育它們的效忠意識，使其能和殖民政府合

作，擔任政府單位的中低階行政職務(楊進發，2007:331-332)。 

土生華人中最優秀者，殖民政府給予獎學金讓他們到英國「朝聖」，經歷和

感受西方文化與現代性的直接洗禮，感受大英帝國的強大，這批由英國訓練的專

業人士，包括醫師和律師等，成為協助殖民統治的精英，成為馬考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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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layism)53下的成果，以林文慶與宋旺相等精英在 1900 年成立英籍海峽華

人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會員有八百人，向傳統的新客華人領

導層提出挑戰。此公會特別強調是「英籍」華人，藉此與認同中國者做區分，且

獲得殖民政府的信賴，其領袖會被委任為立法議員、市議員與太平局紳(楊進發，

2007:19,402)。不過並不是所有的受培養者後來的表現都能如殖民者所願，譬如

首位英皇獎學金得主林文慶，曾擔任立法議員，積極參與土生華人的活動，但也

和華人有很多的交往，對傳統中國的涉入很深，在民國成立後，甚至到廈門大學

擔任校長(1921-1937)。 

殖民政府雖然培養土生華人擔任行政官僚與議會代表，但仍然掌握政策的決

定性權力，譬如十九世紀末葉在甄選立法與行政議會代表時，殖民政府曾徵詢民

眾意見，也曾透過公共程序制訂法律與決定稅務，行政權為殖民政府公務員所掌

控(楊進發，2007:340)。然而土生華人領袖還是有一些發言的空間，在官僚體系

也僱用越來越多的土生華人擔任基層官員。 

除了華人，原本來自東南亞各地、且文化傳統有所差異的群體，被殖民者納

入新的群體分類中，且被命名為「馬來人」，當中也內含了殖民者的種族主義性

格。在十九世紀後期，新加坡也是東南亞的馬來—穆斯林世界的經濟與文化中心，

且也是穆斯林宗教的出版中心(Turnbull,1977:99)。殖民政府為減少伊斯蘭教對馬

來人的影響，試圖以羅馬字母系統取代過去的阿拉伯或爪夷字母系統，使馬來人

更易於接受歐洲文化與文明，因此，在十九世紀末對馬來學校的語言使用進行馬

來文羅馬化的改革(Milner,2002:94)。這樣的文字改革讓馬來文更接近英文的書寫

模式，呈現更為直線與理性的思考，以更徹底的改造「馬來人」，讓他們更接近

西方所定義的文明生活。 

這是替他者「命名」的過程，令其臣服於宗主國，這種指示態的稱謂，往往

是殖民統治中相互主體性交往的恐怖政治之開始。大量關於歐洲人在什麼地方遭

遇了什麼人的殖民敘事，都屬於這種情況：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統治關係

形成過程中，絕對意義上的指示態稱謂，即「我是我，因為我不是你」的差異邏

輯，勢在必行，而殖民統治所有關於普遍性和差異性的論述都基於此(劉禾，2004

／楊立華等譯，2009:88)。 

英國帝國主義帶有深刻的種族主義性格，且在文化意識型態上進行著力，譬

如英國有意識地在殖民地規劃和推動的長期政策，目標不是將他們眼中的「遊惰

                                                     
53 1823 年公共教育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在孟加拉設立；1834 年，馬考萊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成為這委員會主席，次年提出惡名昭彰的《教育備忘錄》(Minute on 
Education)，且此建議立即被採納與實施。一個徹底的英國式教育體系先被引進印度，創造「一

個種類的人，他們的血統和膚色是印度的，但他們的品味、意見、道德與思維能力卻是英國的」

(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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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徒」轉化為基督徒，而在將他們變成雖然有著無法救贖的膚色與血統，但卻在

文化上同化於英國的人，也就是意圖推動一種精神的混種(mental miscegenation)。

從 1834 年開始，在馬卡萊主義指導下具種族歧視的教育政策，在擴張中的殖民

帝國境內以快慢不同的步伐被普遍奉行(Anderson,1991／吳叡人譯，

2010:141-142)。馬卡萊主義在新加坡的出現主要是在 1867 年英國政府取得直接

的控制權以後，這一套政策指導方針逐漸在新加坡展現出來。 

英國殖民政府有規畫的在殖民地創造了一批通曉雙語的殖民地菁英，透過共

同的殖民教育，這些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擁有了共通的語言，且有機會接觸到

歐洲的歷史。這批被殖民宗主國製造出來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者，主要是土生

華人，他們多數對西方有著美好想像與憧憬，在新加坡也掌握一定權力，甚至渴

望成為大英帝國子民，他們與新客在想像西方與中國上有著明顯差異。 

但是在同時，更多的西方知識迻譯進入本土，以「現代」的眼光思考問題，

這和以前很不一樣，對未來有了更多的信心，這群親身前往西方最進步的倫敦留

學者，在回新加坡後成為意見領袖，積極介入社會改革，如林文慶與宋旺相等，

他們也辦報刊迻譯更多新知識與新思想。同一時期，受傳統教育的邱菽園等人也

積極介入社會改革，其西方知識多經由中國的轉譯，呈現不同的現代性迻譯路

徑。 

     
二、治理需求下開展的媒體事業 

    西方殖民者入侵非洲與亞洲後，很快體認到自我宣傳的媒介多麼重要，譬如

葡萄牙人很早在殖民地透過印刷品來進行宣傳。1840 年後，歐洲人幾乎完全宰

制亞非地區，當中印刷品扮演關鍵角色，而印刷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西方國家的利

益(Febvre & Martin,1997[1958]／李鴻志譯，2005:268-273)。 
在殖民新加坡初期當地歐洲人不多，然而英殖民者深知報紙的影響力，從

1824 年開始陸續創辦英文報章，譬如最早的《新加坡紀事報》(Singapore Chronicle)。

《新加坡紀事報》在創辦的前兩年，駐紮官克勞福(John Crawfurd,1783-1868)對

其有很大影響力；1826 年換了新任駐紮官弗勒頓(Robert Fullerton,1773-1831 )到

職後，《新加坡紀事報》主編開始批評政府，弗勒頓威脅將他驅逐出境，讓批評

聲音被迫消音(Turnbull,1972:130)。 

當時的報刊言論受限於《言論限制法》(Gagging Act)，此法在 1835 年 9 月

15 日廢除，同年 10 月 8 日出刊的《新加坡自由報》(Singapore Free Press,1962

年停刊)即以「自由」命名(Kanayson,1964:38-39)；《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

迄今)在 1845 年創刊時，在創刊詞上已提到「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和「公

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的概念(Kanayson,1964:88)，顯示這時的新加坡英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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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已掌握當時西方新聞事業的新思想，是「現代報業」下的產物。然而，殖民政

府雖然撤除《言論限制法》，但不表示已沒有外在檢查制度，再加上當時報紙老

闆與殖民政府多關係密切，使得報紙的內容基本都在殖民政府掌控之中。 

一直到 1876年為止，新加坡共出現 14家英文報，和英國報業發達密切相關，

且還得到官方支持(何舒敏，1978:8)。這些英文報章銷售量不多，根據 1873 年的

《海峽殖民地藍皮書》(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紀錄了該年新加坡各報刊每

期的銷售數字，約在一至兩百份之間(莊欽永，2007:324)，讀者主要以在新加坡

的歐洲及亞洲上層人士為主。 

英文報章鮮少提到當地華人的訊息，對中國貿易和中國帆船的貿易活動則有

一些報導(林孝勝，1995:88) 。然而，英文報章會從殖民者的角度進行報導與評

論，譬如《自由西報》在 1861 年 10 月 17 日全文刊登法國殖民政府對於交趾支

那華人各項不合理的規章和條例，在此報導的對照下，讓本地英籍華人瞭解其已

獲得英殖民者的厚待 (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01)。這種英文「新

媒介」一直存在新加坡，讓本地人也「看見」這新媒介，也「看見」殖民者的各

種宣傳與訊息，慢慢瞭解這項新媒介的特性與其所展現的現代性，且能和日常生

活中慢慢引入的現代性元素有所結合，成為實質的生活感受，至於當中所潛藏的

殖民性也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據目前的研究所知，在 1870 年代以前，在地僅出現一份非英文報 54，即 1858

年出版的中文報刊《日升報》（Jif Sheng, Rising Sun），這是一份周報，創辦人是

湯申(Thompson WM. Smith)，曾任職英文報刊，可能是新加坡、甚至是南洋首位

從事中、英兩種語文報業的人。報刊內容主要轉載自新加坡當地英文報章，印刷

上則交由「傳教會印務」(Mission Press)代印，不過對這份報刊的其他部分目前

所知有限(莊欽永，2007)。 

1860 年代後，政府組織的不斷擴張與商貿交易的越趨繁榮，也帶來了新的

印刷需求，這不僅在英文部分，有關中文書刊的需求似也開始增加，讓除了教會

外的印刷商之出現成為可能。由華人林衡南開設的古友軒印務館在 1860 年代營

業，且持續經營多年。林衡南在 1877 年撰寫一部名為《通夷新語》的書籍，採

石印印行，而非中國傳統的木刻雕版，內容為中文與馬來文詞匯對照，語音則採

漳泉潮音，是當時第一本中文與馬來文對照的讀本；1883 年此書再版，書名改

為《華夷通語》，並邀請領事左秉隆作序，文人李清輝為此書校正(黃堯，

2003[1967]:207-209；莊欽永，1986)。古友軒初期自行出版少數中英文書刊，也

代印各種語文的書刊及代售由中國內地出版的書刊，在 1890 年也出版本地第二

                                                     
54 Byrd 認為，新加坡在 1845 年曾出版過一份中文報刊《地方日報》(Tifang Jih Pao)，不過目前

尚未找到相關證據，尚無法證明此份報刊確實存在(莊欽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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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文日報《星報》，不過現除了留下的《星報》文本外，對其組織、運作及生

產者等瞭解不多。1870 年代後星馬商業與工業成長，使得報紙廣告增加，成為

報紙的重要收入之一(Kanayson,1964:53-54)。 

新加坡在1867年成為英屬海峽殖民地後，英殖民者更積極介入新加坡事務，

甚至直接將勢力引入馬來亞。1874 年，馬來半島霹靂(Perak)錫礦糾紛引起流血

衝突，英殖民者介入調停，簽訂《邦咯條約》(Pangkor Treaty)，以馬來土邦保護

者的姿態開始逐步取得各地的控制權。這時更大量的移民離開原鄉，來到新加坡

與馬來半島開始新生活，如何讓他們有秩序的融入異地的生活，更有效率地投入

工作，成為殖民者關心的議題，報紙這項新媒介扮演一定的角色。 

    現代性的抽象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現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感

(Giddens,1990)。新媒介技術則在時間與空間上，協助日常生活的抽象系統不斷

地增長，影響人們對自身的理解與外在的認知。對許多來到陌生異地的華人來說，

需要有安全感，尤其在陌生的異地，有如此多的陌生人，又有不斷引進的新事物

印刷媒介建構抽象體系，這是現代性中的重要部分。 

    研究早期美國移民媒體的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在 1922 年提出「移

民報刊的存在是促使移民加速同化於美國社會或是加速遠離？」的問題，經過調

查數十種猶太文、日文、義大利文、波蘭文、德文、法文等在美國發行的外國語

文報紙後，他認為，使用母語的移民報紙受重視，是因為以最熟悉的母語表達自

我是人類普遍的欲求，使這些報紙有助原先不讀報的移民養成閱讀習慣，同時也

幫助大多數來自農村的移民學習面對與適應大都會的新生活。因此，帕克反對壓

抑或控管這些少數族群報紙，且強調它們有助於維護族群文化，且移民媒體使移

民在沒有精神衝突和從古老遺產中培養出新忠誠的關係下，更順利融入美國社會

中。帕克有關移民媒體的研究，關心的重點是如何讓異質性很高的移民，融入美

國這個「大鎔爐」(melting pot)。 

    德洛基(Trocki,2006:66)指出，殖民政府很可能是為了更強化創造一個多元社

會，讓各種語言報紙在十九世紀末葉出現在新加坡。新加坡在 1870 年代後更明

顯出現官方規範各族群下之「我們」的報紙， 1876 年初出現印度地方語文的淡

米爾文(Tamil)報《新加坡新聞》(Singai-Warta Mahni)創辦；同年底爪夷文報《土

生回教徒》(Jawi Peranakan) 55也面市，由土生回教徒協會(Jawi Peranakan 

Association)出版，《土生回教徒》上刊登各種官方聲明與商業廣告，當中介紹現

                                                     
55 《土生回教徒》是使用爪夷文(Jawi)，主要是翻譯阿拉伯、埃及報紙的內容，是早期幫助新加

坡馬來人醒覺的重要媒介(Trocki,2006:67)。1907 年《自由西報》創設馬來文的《馬來前鋒報》

(Utusan Melayu)，邀請尤諾斯(Mohd.Eunos Abdullah,1876-1933)擔任主編，此人在 1920 年代後成

為著名的馬來民族主義者。《自由西報》每星期發行三次，1915 年後改為日報。《馬來前鋒報》

關心「民族」(bangsa)的前途，嘗試在馬來社群鼓吹新價值和新思考方法，以面對現代世界的挑

戰(Milne,200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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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政、法律與商業體系中的新詞彙(Milner,2002:97)。以上這些報刊的出現有殖

民者背後的支持與鼓勵，這也使得在地的主要族群中，反而是華人社群尚未出現

中文報刊。直至 1881 年《叻報》56 (1881-1932 年)的出版，成為新加坡中文印刷

出版的重要轉捩點。 

上述可看到殖民現代性的施展，英國殖民者試圖建構自身的秩序與體制，但

事實上卻沒辦法完全做到，如秘密會社被排除於體制外，但它仍然持續存在，且

在民間社會扮演一定角色。媒介的隔離又連結特性，讓人從中感受到個體與集體

的存在，其實也就是現代性的體制，打破傳統社會的連結方式，讓個體慢慢被凸

顯出來，但又同時建構一種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新集體性。這裡必須要說明地是，

個體的出現不等於個體主體性的完成，因為現代性中強調個體的主體性是要展現

自我批判的反身性，這是一個不斷建構與實踐的過程，既在需要集體的同時又抗

拒集體的各種控制，以達至自我認同的證成，當中有著各種衝突、矛盾與不確定

等因素。然而，這類主體性的建構在殖民社會初期現代性中多未被凸顯，特別是

在掌握權力的殖民政府在強調社會秩序下，多強化工具理性的社會現代性，至於

對掌權者可能造成威脅的文化現代性經常被擠壓，使得需要文化現代性養分的個

體主體性也處於被體制壓抑的狀態，不易讓批判的反身性展現其動力，也難以產

生自主性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56 《叻報》1881 年創刊後數年的紙本已散佚，現存最早的報紙是從 1887 年 8 月 19 日開始，直

至 1932 年 3 月 31 日停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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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叻報》與文化仲介 

    歐洲殖民者到亞洲進行殖民後，發現華人顯然不同於在地原住民，他們不僅

難於消滅，且很引人注目，其中主要是因為他們除有技術和能力，還具有累積資

本的能力。然而，歐洲人也發現可以把華人當成他們殖民治理謀劃中的一部分，

即可用以幫助歐洲人對付不順從的原住民，還可指責華人威脅著原住民的福祉，

而歐洲人則可以扮演保護原住民的角色(王賡武，1994:163)。華人社群所具有的

多重「功能」，使其在流離至各西方殖民地後面對各種複雜與艱難的境遇。 

    在對「他者」的認知與想像，以及治理策略驅動下，英國殖民政府從十九世

紀末開始透過學校、報紙等文化機制，以及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治理，對二十世紀

以後的新加坡與馬來亞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殖民者傾向在族群內部建構與發現成

員彼此的同一性，在外部則創造更大的差異性，如創造出「華人」的分類，其內

部包含不同的方言群，外部則有界線更清楚的「馬來人」和「印度人」等分類，

形成殖民者所定義的多元社會，有利於分而治之的治理；除族群身分的認同建構，

殖民者的治理也讓消費者、工人和國民這類現代性敘述進入個體的身分認知

(Trocki,2006)，在馬來亞地區建構新社會秩序，也讓新加坡這個港口城市能有效

地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服務，成為龐大帝國在東南亞的治理中心。 

  英殖民在統治新加坡初期已創立英文報刊，其訴求的讀者主要是歐洲人，做

為統治階層內部溝通的媒介，然而隨著治理意識的強化，特別是在 1867 年將新

加坡納入英國政府直接殖民的版圖後，新媒介中的報紙更清楚地成為文化意識型

態建構中的重要一環。新加坡英文報紙《海峽時報》在 1867 年 12 月 4 日社論強

調歐洲殖民者的職責，是所有文明的群體要竭盡全力教化與開導那些和他們接觸

的人們，因此政府應對教育事業給予更多鼓勵，甚至日後使英語成為受過教育的

亞洲人家庭用語(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22-123)。這個社論在相

當程度上反映此時許多西方人的想法，透過把進步的西方文明帶給「未開化者」，

提升其生活素質與文明高度，以此正當化自身的殖民行徑，也讓殖民意識型態滲

入非西方地區。 

  除了從殖民政府角度的治理需求，十九世紀末葉的世界出現巨大變化，在科

技、經濟與文化等領域的改變更為明顯，影響當時人們的生活與接下來的局勢發

展。此時清廷開始積極爭取海外華人的認同與支持，各種建構中的文化機制也成

為清廷爭取的目標，希望以此來影響海外華人。因此，在殖民政府建構多元社會

的過程，遭遇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芽與崛起，提供了大量流離至此的華人一個具體

的集體認同對象，而新媒介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蔓延讓遠距民族主義的建構成為可

能。以上所述整體大環境的變化極為重要與關鍵，可讓我們理解十九世紀末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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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如何結合現代性在新加坡造成巨大影響。 

  在這樣的脈絡下，新加坡的文化機制也出現相當不一樣的發展。1870 年後

以各族群為界線的新媒介相繼出現，首份中文報刊《叻報》在 1881 年創刊，不

是件偶然的事，其背後有更複雜的因素。《叻報》的出資人薛有禮是一位土生華

人與買辦，這樣的身分和《叻報》的創立與運作發展有著重要關係，本文透過《叻

報》運作與文本的分析，釐析當中所隱含的特殊意義，能更理解新媒介與現代性

在迻譯新加坡華人社會時的特點。 

 

第一節  文化買辦與《叻報》的誕生 
 

在民族主義之前的社會，帝國或封建國家等政治力量不尋求主導個人認同的

各個面向。這些社會是以軟邊界為特徵，個別群體間在飲食和信仰等部分的差異，

並不會阻止他們在其他方面進行大量且不自覺的相互借用。然而，現代民族主義

出現後，它在群體之間創造出硬邊界，其方法是通過將某群體的一個指定特徵，

以一種較清晰地自我意識的方式作為其組成要素，而這種方式通常對非同一群體

的他者，發展出一種排除與不容忍的狀況(Duara,2010:982)。在季風亞洲時期的

流動網絡中，不同群體雖能感受到彼此的差異，互動過程中也會發生衝突，但一

般較能容忍「他者」，且未必會刻意排他，群體間經常會跨越軟邊界交流，譬如

相互通婚與吸收彼此的語言及文化等元素，形成「交互混合」的狀態，東南亞土

生華人是其中的典型。 

馬六甲的土生華人是在地原住民與移居於此的華人交互混合後的後代，兩者

不是以同化的方式進行文化融合，而是各主體在互動過程中具有相當的能動性，

加上早期外在殖民力量在其中的介入不是很強烈，讓馬來文化與中華文化在比較

「自然」的狀態下進行混合，經長年累積讓土生華人文化融合了不同傳統的特性，

呈現在地的混雜性，因此在文化認同上也有相當的彈性，其固著性未必很強烈，

且文化包袱相對較輕，對「異文化」與「新事物」的接受度頗高。 

土生華人原本是一種較為內在的「交互混合」，然而，當晚近治理能力越來

越精進的西方殖民者進入後，殖民力量透過各種方式滲入日常生活，再加上其他

元素的涉入(如本章所討論的中國因素)，使得被殖民者在主體建構過程中，雖然

未必是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然而個體能動性還是受到一定的壓抑，處於一個更

複雜的協商過程，當中也涉及許多的現實利益糾葛。 

 

一、薛氏家族的再華化 

《叻報》創辦人薛有禮(See Ewe Lay,1851-1906)是移居南洋第五代的土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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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籍福建漳浦縣，其祖先在十八世紀移住馬六甲，且逐漸在此發跡。1820

年代中期，薛有禮的祖父薛佛記(See Hoo Keh,1793-1847)在新加坡開發不久後到

此地發展，成為新加坡早期華人社會的核心領袖，在 1828 年創辦福建幫群的總

機構恆山亭時，他捐出最多款項 57。1839 年獲選擔任馬六甲華人社會中最重要

的職務「青雲亭亭主」，薛佛記回到出生地，不過和新加坡福建幫群仍有聯繫，

這時的薛氏家族是新加坡與馬六甲二地福建幫群領袖中的四大家族之一(莊欽永，

1986:22-23；林孝勝，1995:40；柯木林，2007)。1847 年薛佛記逝世後，與第一

代南來的祖父薛綽(1720-1787)和父親薛中衍(1751-1804)一樣，葬在馬六甲(莊欽

永，2007:220-222)。早期新加坡與馬六甲兩地土生華人社會有著緊密聯繫，人際

網絡有許多重疊的部分，這種狀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陳志明指出，閩南人有句話說：「三代成峇」，意指中國人在南洋生活超過三

代後，在文化和生活習性上會穿越軟邊界，和在地群體呈現交混的狀態，難免帶

有當地的色彩，以致祖宗遺留下的傳統和文化已沒那麽「純」了。根據這個說法，

早期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出生的第三代華人都可以被稱爲「峇峇」(陳志明，

1984:167)。從薛佛記這一世代開始，基本上可稱為土生華人或峇峇，他們的日

常生活呈現中華文化與馬來文化交混的特點。 

十九世紀中期前的新加坡和馬六甲土生華人社會，曾出現短期中華文風盛行

的氛圍，即由過去的溝通主要是採用口頭語言，此時出現書面語言的運用，其中

原因可能是1815年後馬六甲出現九間中文私塾學堂，教育獲得相當程度的推展，

使土生華人更有機會接觸中華文化；莊欽永(2007:227)認為，當馬六甲的移民到

新加坡後設立書院，基本上是繼承過去在馬六甲的傳統。 

薛佛記這一代遷居新加坡的土生華人貿易商，尚未把新加坡視為其落地生根

的地方，較多把它當成一個事業發展的寓居所在，其關係網絡主要還是在生長的

「地方」─馬六甲。至於和中國的關係，則主要來自先輩在傳統中華文化的傳承

與商貿的往來，即孔復禮(Kuhn,2008)所說的「通路」(corridor)與「利基」(niche)

因素讓其維繫著和原鄉之間的連結。部分土生華人貿易商看重的祖籍同鄉關係，

會參與組織同鄉會，很可能多是利益合作的基礎 58，至於認同問題此時尚未浮

現。 

麥留芳(1985:32)指出，在辛亥革命以前，流離在海外的中國人未對自己的身

分做特別的界定。王賡武(1994:234)也認為，華人從未有過認同(identity)這一概

                                                     
57對於恆山亭這個福建人的重要機構，在薛佛記逝世後，其後人仍有很大的發言權(今堀誠二／劉

果因譯，1974:131)。 
58 「祖籍」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商人流動到異鄉時的集結原則，尤其明清後的都市商業雖高度發

展，但商人仍保持與家鄉生意往來的習性，同鄉成為流動社會的結合原則。然而，祖籍不是商人

據以「區分」彼此的工具，而是用來「合作」的工具，「祖籍」在利益考量下並非構成人群分類

的決定因素，也不是認同的主要原則(蘇碩斌，20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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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只有華人屬性的概念，即身為華人和變得不似華人。王賡武所說的認同，

是一種從個體出發的現代性概念，而早期海外華人確實尚未發展出個體認同與集

體認同的意識，群體的邊界也不明顯。然而，早期的土生華人一般還是在意自身

的華人屬性，在生活上一般表現得「尊重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也尊重傳統上中

國人所推崇的學術、仕途和榮譽」(楊進發，2007:5)。第二章曾指出，到 1840 年

代時土生華人頗為認同自身的華人屬性，保存很多華人傳統的思想言行，渴望別

人認可他們的華人屬性，視他們為華人。 

薛有禮的父親薛榮樾(See Eng Watt,1826-1884)在馬六甲生長，後隨養父薛佛

記遷移至新加坡，是 1854 年當地第一所中文學校萃英書院的創辦人之一，在新

加坡經商多年且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鴉片戰爭後，廈門是被迫開放的五個口岸

之一，非常接近薛家的祖籍地，讓他們能在此開啟新事業，也與中國這塊土地建

立更密切聯繫。 

薛榮樾是第一批到廈門經商的英籍華人，1854 年薛榮樾與弟弟茂源(See Moh 

Guan,1833-1879，也稱茂元)、坤元、德源(?-1885，也稱德元)合資創辦錦興船務

行，經營廈門、汕頭與新加坡之間的航線，並在廈門設立錦興分行，由薛榮樾負

責業務 59(莊欽永，2007:228)。中國口岸的被迫開放與輪船技術的改進，讓商貿

與移動的可能性增加許多，使得具備各種資本的薛榮樾這代土生華人，在空間移

動範圍上較其父輩更廣闊與頻繁，甚至習於在中國各口岸與東南亞間移動，與中

國本土建立較以往密切的情感與商貿關係 60，讓這條「通路」更為通暢。 

廈門當時與東南亞的貿易十分頻繁，在 1860 年廈門對外貿易以香港和海峽

殖民地為最大宗，海峽殖民地中又以新加坡最重要。在這歷史過程中，新加坡的

重要作用是貿易和處理外國匯兌，而海外華人的貿易和匯兌是作為「與中國保持

關係」的手段，也激活了廈門與新加坡的金融與貿易活動(濱下武志，1989／高

淑娟、孫彬譯，2006:252-259)。整體外在環境的變化，讓薛氏家族這時期可能在

愈形活絡的貿易網絡中和原鄉建立更親密關係，這種聯繫不僅是一種與現實中的

祖籍地產生連結，也是和過去的中國建立更實際關係，將過去、現在，甚至未來

連結起來。這個空間阻隔的開拓與新時間觀的體驗，對接下來海外華人參與中國

民族國家的建構有著重要關係。 

1858 年天津條約簽定後，中國被迫開放五個口岸(上海、寧波、福州、廈門、

廣州)，供西方人通商與外國官員居住。具英籍身分的薛榮樾，此時以外國籍的

                                                     
59英國在鴉片戰爭後在廈門等沿海城市設立「招工館」，招募華工和販賣人口，而新加坡也漸成

人口轉運中心，因此薛家在廈門與新加坡之間經營航運，可能也涉及這項貿易。 
60十九世紀中葉流移至南洋的新客多數是單身年輕人，他們外出打工，暫時寓居新加坡，因此多

和家鄉持續保持聯繫，也期待能衣錦還鄉和回鄉成家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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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返回父輩的祖籍地，且在廈門長期居住，在此地再娶妻王如意 61，並生下第

三個兒子薛有福(See Ewe Hock,1863-1884)。薛榮樾既響往中華文化，也了解西

方文明的「進步」。他是在大清國日益衰弱後才遷居廈門，感受到了國家「自強」

的氛圍。薛榮樾讓幼子薛有福自幼年起接受中文教育，後至上海參與考試，成績

優異，在當時清廷自強運動下，1874 年在清廷幼童留美計畫下成為第三批被遣

派到美國的留學生 62，曾就讀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 63（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清政府稱其為「波士頓機器大書院」）。1881 年薛有福尚未畢業，留

美計畫卻突然中止；隨後薛有福被清廷召回後服務於海軍，且於 1884 年的中法

海戰中為「中國」捐軀(錢鋼、胡勁草，2003)；同年底薛榮樾於廈門逝世。 

當時一般中國家庭多對外國陌生和疑懼，願送孩子出國者，家境多清寒，出

洋成為改善家庭狀況的機會。「留美幼童」的家庭在出國前需和清廷簽定合約，

未來學成必須回國為清廷服務。薛家是南洋富商，在生活上不成問題，然而薛榮

樾願意讓幼子成為清廷重點栽培的對象，除了薛榮樾原本土生華人混雜文化，經

商期間經常移動接觸不同異文化，對西學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也可看到有英籍身

分的薛榮樾願讓其子經長期學習後為大清國服務，為中國的未來貢獻一份力，可

能他在集體認同上已開始萌芽，當然也不能排除有實際的利益計算。 

從薛榮樾到薛有禮這一代，薛氏家族已和中國祖源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部分

長期在祖籍地生活，甚至已服務於清廷。薛榮樾這位早期的英國籍土生華人，在

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年以後回到祖籍地，像是衣錦還鄉的「歸國華僑」，且娶妻生

子，長期居住至逝世為止，並未如其父一樣回到馬六甲安度晚年，且後來並未活

躍於新加坡及馬六甲華人社會，此時薛榮樾的「家鄉」可能已不是出生與成長的

馬六甲而是祖籍地福建廈門 64，從中可看到其「再華化」65 (re-sinolisation)過程。 

薛榮樾不僅讓自身「再華化」，長子薛有禮也在其安排下回到中國生活與接

受教育(《叻報》，1911.12.11-12:1)。不過薛有福與父兄不同，他在中國土生土長，

接受中國式的教育，基本上是歷經完整「中國化」的過程，後為清廷栽培出國接

受完全的西式教育，文化背景上是中西混合，最後為「國」捐軀，與東南亞的實

際關係較少。薛有福留下兩封寫給美國女友凱蒂的信，是描述他在 1881 年被清

                                                     
61 薛榮樾在中國共有三位妻妾(莊欽永，2007:235)。 
62 1872-1875 年間中國首位留美畢業生容閎與徐潤在曾國藩與李鴻章支持下，展開十五年的幼童

留美計畫，在四年內共挑選 120 名平均十二歲的學生赴美留學，1881 年計畫夭折，中國招回所

有學生。這些學生包括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和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等。 
63 在《東山薛氏宗譜》中，指薛有福考進波時頓大學院學習工藝(莊欽永，2007:231-232)。 
64 薛榮樾的弟弟薛茂源在 1879 年於新加坡逝世後，遺體也運回其出生地馬六甲安葬(宋旺相，

1967[1923]／葉書德譯，1993:87)。 
65 類似狀況如較晚出生、曾擔任晚清重臣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這位在檳榔嶼生長的土生華人，

在西方留學回到南洋後，開始告別「假西方人」(an imitation Westerner)身分，完全擁抱中國(劉
禾，2004／楊立華等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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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召回國時的情形，其中一封表露他對故土的情感：「十一月六日，我們安抵上

海。雖然我曾盼望在美作較長的逗留，但重踏故國土地令人興奮異常。」(高宗

魯譯註，2006)。長期在美國生活的薛有福，對「國家」的概念可能比父親薛榮

樾更清晰，尤其他背負了振興大清國的重任，願意在學業未完成以及和女友分離

下被徵召回國 66。 

薛有禮的二弟薛有文(See Ewe Boon,1860-1909)曾在廈門鼓浪嶼開設大型鐵

鍋廠，是早期返「國」投資的「華僑」，其工廠生產的產品主要運到南洋銷售(莊

欽永，2007:231-239)，且與中國商貿一直有往來。薛有文後來得子，取名「中華」，

可見薛家這個土生華人家族與中國大陸這塊土地的關係日益密切。 

若從薛氏家族的例子來看，在整體外在環境改變下，十九世紀中葉後部分土

生華人出現「再華化」的契機，這裡應是一種親近「文化中國」的狀態，現代民

族國家認同的概念應仍處萌芽期。薛家的經驗在當時新加坡並非特例，特別是富

商階層。譬如同樣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人富商李清輝 67(1830-1896?)，祖籍福建

省永春縣，他一直熱愛中國文學，也學習書法與古詩創作，其長子李錫琅在 1860

年代曾在上海開設商店，且與妻兒長居上海，李清輝也在 1888 年赴上海探望家

人及實現其個人對「文化中國」的追尋(梁元生，2005:56-57)。雖然以上所述的

例子可能不多，但理解這樣的背景有助我們探討《叻報》這項新媒介的出現與其

後發展。 

 

二、買辦身分的複雜性 

約在十世紀時中國已有所謂買辦的出現，主要是給來航的外國商人提供水、

食物等補給物品。當越來越多西方商行東來後，這些商行在滲入中國市場過程中，

若要通過商人把中國市場的基層組織起來，非得透過買辦的中介作用，因此，幾

乎所有外國商行都僱用熟悉在地情況，且在當地商貿上擁有利益的中國人或華人

(濱下武志，1996／馬宋芝譯，1997:81-82)。這些買辦從西方人那裡學到經營現

代貿易的方法，且有機會運用這些新知識，使其能夠集資本的消極擁有者和積極

經營者角色於一身，讓買辦和傳統經商富裕者顯得相當不同(郝延平，1970／李

榮昌等譯，1988)。因此，買辦在東西方相遇初期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且他們

的生活也展現了東西交混狀態，身處東西貿易中心的新加坡買辦，有其相當特殊

的面貌，和中國的買辦相當不同，呈現更複雜的面向。 

在 1820 年代中期，歐洲商人開始在新加坡尋找在地夥伴，以接觸與聯繫原

                                                     
66 在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中，除有部分提前被召回國與病死他鄉，容揆與譚耀勛拒絕被召

回國，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並在當地居留。 
67
其家族在新加坡具有相當聲望，其弟李清淵(Lee Cheng Yan,1841-1911)是十九世紀末華人社會

的重要領袖之一，岳父則是另一商紳陳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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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主要指馬來人與武吉斯人)貿易商，從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土生華人成為適

合的人選(Trocki,2006:17)。因此，新加坡買辦的出現，主要是擔任西方與在地商

人的中間人，其後才慢慢加入其他文化群體，使新加坡買辦出現比中國買辦更複

雜的面貌。做為貿易中途站的新加坡出現不少買辦，在東西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

讓不同體系的商貿方式能夠運轉，且他們不僅是中西兩種文化的中間人，甚至是

多種文化的中介溝通者。 

在早期新加坡與馬來亞兩地的買辦中，有四類西方公司需要聘僱買辦，第一

類是西方銀行，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簡稱匯豐銀

行)、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印度支那銀行(Banque 

de & I’Indo Chine)和花旗銀行(City Bank of New York)等，華人買辦的主要責任是

處理和華人客戶的商業交易與其屬下的員工；第二類是洋行，如巴智伸西邁洋行

(Paterson Simons & Company)、牙直利洋行(Guthrie & Company)和哈里森洋行

(Harrisons & Crosfield)等，華人買辦主要是協助取得各種原物料等；第三類是混

合商貿、保險、機械和服務的西方公司，如蜆殼公司(Shell)、大東方人壽保險公

司(the GreatEastern L ife Assurance Co Ltd)、通際隆旅遊公司(Thomas Cook & 

Sons)等，華人買辦協助各種溝通；第四類則是西方船務公司，華人買辦負責管

理員工及和旅客進行交易等 68(Tai,2010:509-510)。 

在二十世紀前尚未出現華資銀行，華商要融資、貸款、存款必須依靠英資或

其他銀行，且華商向西方銀行貸款時，需買辦做保證人(黃大志，2005)。因此，

有貸款需要的華商需和買辦建立一定關係，以順利向銀行取得貸款，買辦則從中

抽取佣金。根據戴淵(Tai,2010:529)的研究，在二次大戰前西方銀行給予買辦的待

遇不高，然而許多買辦卻能長期忠心耿耿，主要誘因是來自各種交易的佣金。 

對薛有禮來說，他在政府與華商之間取得有利位置，對他日後經營《叻報》

有很大的優勢，而《叻報》形塑的影響力也能為薛有禮的其他事業加分。薛有禮

在馬六甲出生，曾接受英文教育，後來也在中國大陸生活與學習中文，對中華文

化有一定掌握與認識；以這時期土生華人的身分來看，他應該掌握馬來語。因此

薛有禮基本上能夠與在地馬來人、中國南來華人以及英國人溝通與互動，對他在

各地區活動時有很大幫助。 

薛有禮曾跟隨父親到中國經商；1877 年匯豐銀行在新加坡設立分行，薛有

禮在此時成為銀行的買辦，開啟了薛氏家族長期擔任匯豐銀行買辦的時代，至

1930 年代的逾半個世紀裡，前後有三名薛家人陸續擔任匯豐銀行買

辦 69(Tai,2010:511)。匯豐銀行這時正處於開疆拓土階段，薛有禮在二十餘歲時獲

                                                     
68 相較於中國出現眾多買辦，可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新馬的買辦人數較少，尚無法形成

一個階層，然而他們在當地的經濟領域仍扮演重要角色(Tai,2010:560)。 
69 薛有禮擔任買辦的時間從 1877 年至 1890 年；其弟薛有文則在 1890 年接手，至 1909 年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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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行青睞聘為買辦，這應和其家族背景 70、掌握多語、政商網絡與具中華文

化背景有一定關係。薛有禮主要居留在新加坡，但因家庭因素與商貿需要，經常

移動往來各地，尤其是新加坡與中國之間，對東西政經情勢與文化有一定瞭解與

掌握。 

郝延平(1970／李榮昌等譯，1988:210-214)指出，洋行依靠擔保制度來保證

買辦的可靠性時，非常重視中國傳統講究的誠信守諾，因此買辦本人在聘僱自己

的職員時也要確保其誠信，這使他們必須依賴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特別是家族

和鄉土觀念。買辦組織通常是一種家族機構，許多買辦也將他們的職務視為世襲

工作；鄉土觀念對買辦制度的作用不亞於家族觀念，通常買辦信任他們所熟識的

同鄉。中國買辦的特點在相當程度上，也出現在東南亞地區的買辦制度，即需要

展現自身的「中華特色」，因此，薛有禮應也能展現這個特點，甚至還需強化其

「中華」特性，以取得西方人的信任與尊重，成為其經商的「利基」。 

1864 年創辦的匯豐銀行，在殖民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英

殖民者運用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將中國和印度的匯款網絡交織在一起，

且他們的資源構成巨大的、與西方主導的銀行業交互流通的區域金融市場之一部

分(濱下武志，2008／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2009:60-61)。此時匯豐銀行的

角色是掌握在亞洲區內的金融地位，因此匯豐銀行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廣闊經濟圈

內，充分利用華商、華人經濟與華人匯款等，通過與他們的合作與競爭，不斷擴

大活動範圍 71(濱下武志，1996／馬宋芝譯，1997:111-112)。新加坡與香港雙城

扮演中介調解的角色，將原已存在許久的中國和印度的匯款網絡慢慢匯入西方所

建構的全球金融體系，使其能運轉得更為順暢，且能為西方人所主導。 

十九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帶來了新機會，有些買辦掌握住時機，協

助中外交涉的翻譯與聯絡工作而成為社會新貴。買辦商人的竄升不僅是具備外語

和協調能力，更重要地是他們具有資本和新式企業的經營能力(張維安，1988:200)。

薛有禮也掌握了以上條件，讓薛氏家族不僅適應新環境，還開拓了新的格局。 

匯豐銀行能夠在經營上取得成功，買辦扮演重要角色(劉詩平，2010)。匯豐

銀行以香港為基地向亞洲和以外地區擴張形成龐大網絡，很快地在新加坡設立分

行，這時擔任買辦者要串連的不僅是中國商人，還有印度商人等，以薛有禮能夠

                                                                                                                                                      
1909 年至 1930 年則由薛有文的長子薛中華擔任匯豐銀行買辦(Tai,2010:512)。 
70 除祖父與父親在新加坡的經營，薛有禮的叔父薛茂元也曾任恆山亭大董事。其姑丈陳明水

(1828-1884)的父親陳金聲是新加坡商業鉅子和太平局紳，政商關係良好，在薛佛記後接任馬六甲

青雲亭亭主；陳明水也獲賜封為太平局紳，在其父後接任馬六甲青雲亭亭主；陳明水的兒子陳若

錦在 1880 年代先後擔任市政局委員及立法議員(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柯木林，

2007)。 
71 新加坡匯豐銀行積極經營華僑匯款業務，和當地各家批信局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交易量非

常大，居當地銀行的首位(許茂春，200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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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語際和不同群體打交道，且有著特殊的家族關係與經營其他事業，具備扮演

好買辦的條件。薛有禮和匯豐銀行的關係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合作基礎上，不是

一般的僱傭關係，且能透過這樣的連結促進彼此的事業發展。 

在 1881 年《叻報》創刊後，薛有禮應仍繼續擔任買辦職務，直到 1890 年才

由其二弟薛有文接下這工作。1901 年薛有文年僅十三歲的兒子薛中華(See Teong 

Wah ,1888-1940)加入匯豐銀行，擔任父親的助手，至 1909 年薛有文逝世後，薛

中華 72繼承了父親買辦的職務(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87)，直至

1930 年代才卸下此職務，薛氏家族擔任匯豐銀行買辦超過五十年，這和中國買

辦制度採行家族繼承的情況相似。薛家擔任匯豐銀行買辦職務與《叻報》運作的

時期重疊性極高，它和《叻報》在 1930 年代初期的結束直接相關(何舒敏，1978:30)，

也和《叻報》的創辦及發展過程有極大關係 73。 

十九世紀以後出現的買辦，主要是為了溝通華洋的商業買賣，他們是兩種文

化的中間人，對於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也有戰略性

的作用(郝延平，1970／李榮昌等譯，1988: 258)。葉文心指出，中國的買辦商人

在生活風格與商業活動上，和傳統商人及鄉紳有很大差異，他們吸收了中西不同

元素，塑造出前所未有且混合異國與傳統的特殊風格(葉文心，2007／王琴、劉

潤堂譯，2010:25)。對新加坡土生華人的買辦來說，他們的生活原本已交混著中

國與馬來文化，其後再加入西方等文化元素，使其展現更複雜的狀態與風格，且

他們多能掌握一定的「現代」知識與觀念，成為西方現代性迻譯過程中的重要知

識與文化中介，特別是部分買辦看到了報紙這項新式媒介的重要性與在華人地區

的潛力。因此，本文所指稱的「文化買辦」不是一個貶意詞彙，僅是試圖說明買

辦在清末時期更複雜的實踐，且這是一種跨域的實踐，在各種地域、文化與資本

中移動的買辦，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這對當時的情勢發展有一定影響，值得做

進一步的探討與理解。 

1895 年前中國只出現少量的報刊，當中多半為外國人或出身買辦階層者所

創辦(張灝，2004:78)。郝延平認為，當現代印刷媒介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於香港

與上海出現後，中國的部分買辦也對報紙與印刷事業萌發興趣，部分原因是為了

使中國人在條約口岸保持消息靈通，有的是為了和 1872 年由英籍商人開辦的《申

報》74競爭，譬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買辦唐景星(唐廷樞，1832-1892)與

容閎(1828-1912)在 1874 年創辦《匯報》，是中國人最早擁有的報紙之一；隨後太

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買辦鄭觀應(1842-1923)嘗試在上海創辦英文報紙《交涉

                                                     
72 薛中華後來被英殖民者封賜為太平局紳，曾擔任市政局委員和海峽殖民地協會委員會的委員，

也在 1919 年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及福建會館主席(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87)。 
73 1906 年薛有禮逝世後，也擔任買辦的姪兒薛中華曾接手管理《叻報》很長一段時間。 
74 《申報》在 1906 年由買辦席裕福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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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但未能成功；匯豐銀行香港買辦羅鶴朋 1885 年創辦《粵報》；寶順洋行(Dent 

& Co.)買辦徐潤(1838-1911) 在 1882 年創辦同文書局，是中國最早的平版印刷事

業之一(郝延平，1970／李榮昌等譯，1988:247-248)。 

    除了以上原因讓買辦嘗試興辦現代報紙，整體外在環境改變讓買辦的職務面

臨威脅，必須思考其利益與出路。十九世紀中葉後，運輸與通訊科技的推陳出新，

使得時間與距離的阻隔逐漸消失，買家、賣家之間的中間人或買辦面臨被淘汰。

這時製造商與金融資本家的地位開始凌駕於貿易商；試圖消弭文化距離的廣告商

也變得更重要。各種商品在這成形的全球超級市場中流動買賣，各國爭食世界市

場，也必須不斷開拓新市場(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82-83)。包

裝技術與廣告行銷成為商品拓寬市場的重要武器，各種承載相關資訊的新媒介暴

增。這些世界市場的變化具體展現在中國，到 1870 年代除了經過轉型的怡和洋

行和太古洋行兩個最大的外商，其他企業均結束營業，或讓位給新進企業，這對

許多擔任貿易商中介的買辦是重要打擊。 

    唐景星、鄭觀應與徐潤都是著名的香山買辦代表人物，在 1860 年代起開始

擔任英商洋行的買辦，除了透過商貿累積財富與西方經商經驗，他們的能力被亟

思自強的清廷注意，後來陸續被李鴻章招攬。唐景星在 1873 年被聘為招商局總

辦(1873-1884)，徐潤則擔任會辦；鄭觀應則在 1880 年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及上

海電報分局總辦。他們是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先後參與多項改革事務，被認為

是早期沿海出身的改革者，幫助促進中國的現代化(Cohen,1974／雷頤、羅檢秋

譯，2003；胡波，2009)。 

    香山買辦多堅守中國傳統文化，在生活方式和行為上保持中國人本色，除原

本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生活的眷戀，也要爭取平民同胞的好感，避免被視為離經叛

道之徒；在達官富商面前，則刻意展露西化的一面，以顯示其「進步」與「時尚」。

至於買辦和西方人交往時，經常表現得十分中國化，因為他們發現只有更好地展

現民族自身的文化，才會贏得西方人的尊重。他們也主張將中學與西學結合，以

行動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其中的動機除為自己找機會，也為國家謀求發展(馬

學強，2009:48；胡波，2009)。唐景星創辦的《匯報》，在言論上延續自強運動

的論述，對內強調中國的富強，對外抨擊侵害中國權益的言行(方漢奇編，

1996:487-488)。 

    張曉輝(2009)認為，現代買辦一般具有以下特質：創新性、冒險性、開拓性

與民族性，使其能在變化頗大的時代中不被淘汰。以上所述的買辦是有視野，且

具敏銳的思考與觸覺，很清楚自身的崛起是因為中國社會阻礙外商直接與中國貿

易的獨特原因，讓買辦賴以生存和賴以成功地經營生意，而他們扮演的角色是作

為兩個世界的中介人。在整體環境變化下，新市場的開拓亟需包裝技術與廣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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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這使買辦原本擔任貿易中介人的角色有所不足，若能擔任更積極介入各種文

化的中介，將商品打入新興的市場，譬如中國與東南亞等地，是買辦角色轉型的

可能路徑，將有利於在興起的全球市場中持續扮演重要角色，而新媒介的中介作

用因此被看見，成為買辦嘗試掌握的新場域。他們要做的不僅是商貿買辦，還是

文化買辦。 

    薛有禮這名年輕的社會新貴，其所任職的匯豐銀行是當時日趨重要且活躍的

金融機構，處於不斷擴張的階段，因此薛有禮應不似在一般貿易洋行任職買辦者

所面臨的困境，但可能已有所察覺，且他遊走各地，從現實利益中可能看到了新

媒介的潛力。薛有禮是出身文化混雜的土生華人，其父親與兄弟皆和本土社會與

中國祖籍地有密切連繫，和中國應有一些微妙情感；在工作上又是各種商貿與文

化的中介者，也需要保持其「中華性」，使得新加坡首份現代中文報紙─《叻報》

更顯複雜，絕不能僅以是中國報紙的延續做為結語。 

對於薛有禮創辦《叻報》的主要原因，論者有相當一致的看法，均指向是「愛

國」與推廣中華文化。陳蒙鶴(Chen,1967)認為，「愛國心」(patriotic)是重要推力 75，

只是這個「愛國熱誠」從何而來，陳蒙鶴沒有清楚的論述。黃賢強(2008:218)與

莊國土(1989)的看法相近，認為薛有禮創辦《叻報》是因為認為當地民智閉塞，

也回應新任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的呼籲，為推動中華文化事業而辦報，所以辦報

的原始動機單純，並非因為政治與商業利益。然而左秉隆是在 1881年 8 月初三(陽

曆 9 月)到任，但《叻報》約在 1881 年 12 月初創辦，在時間上極為接近，似不

太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因呼應清廷領事的倡議而創立報紙，很可能是薛家

早已有此意，而左秉隆的上任確給予了辦報的助力，《叻報》創辦後的政治觀點

始終與清政府相當一致，並與清朝領事館維持密切關係。 

《叻報》創辦時即在該報任職的葉季允，在《叻報》(1911.12.11-12)創辦三

十年時撰文指出： 

 

本報居停(指創辦人薛有禮)，生長炎洲，沉潛學海，曩歸祖國，讀書十年，

嘗慨夫叻地同僑，囿於舊俗，身之與國，漠不相關，怒然憂之，遂以覺世牖 

民，引為己責，念裨風教者莫良於報，於是毅然奮發，獨任其難。 

     

    從以上的引文可見薛有禮確實對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推廣與持續，具有一定

                                                     
75 陳蒙鶴認為，獲取「聲譽」(prestige)可能是薛有禮辦報的另一動力；還有一個可能，是他受西

方文化與藝文組織的鼓勵，希望在文化領域為新加坡人做出貢獻；甚至他很可能在歐洲友人的慫

恿下從事這項工作，因此也讓《叻報》獲得許多著名歐洲企業以刊登廣告的方式表達支持(Chen，
19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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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感 76，但很難斷定沒有其他動機。不過本文無意探討薛有禮的辦報動機，

而是認為《叻報》這項新媒介在新加坡的出現，原因相當複雜，而消弭文化距離

的媒介者角色應被重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多種文化的迻譯角色，意即一種「文

化買辦」的實踐。 

    本來在貿易交往中買辦已是各種文化的中介人，如今透過更實質的平台中介

文化，擴大影響範圍，讓不同文化相互迻譯，尤其是將西方現代性與各種文化帶

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這過程中，還是可以看到經濟與政治利益的出現，薛

有禮很可能也看到新媒介的市場潛力，因為報紙這時不僅在歐洲的經濟價值不斷

提升，已成為一門好生意，特別是 1870 年代後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工商業有所成

長，使得報紙廣告增加，成為報紙的重要收入之一(Kanayson,1964:53-54)，於是

將目光轉至報紙這項新興的文化產品；在政治上他雖未直接享有實質權位，卻獲

得一些西方人與華人的肯定，此部分下文將做分析。 
 

第二節  《叻報》的傳統與現代文化仲介角色 

歐洲人展開殖民擴張後，竭力將分雜的各種非西方文化進行分類，對於有助

穩固其統治地位的特殊群體，歐洲人會務實地承認其特權地位，因為他們沒有足

夠資源，也沒有膽量強行實施自己的文化計畫(Darwin,2007／黃中憲譯，

2010:338)。英國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的治理也有類似情況，在殖民初期具知識與

冒險精神的萊佛士，首先展開對新加坡各種群體與文化的分類計畫，試圖將此地

打造成其心目中的現代城市，然而其後繼者並未完全延續萊佛士的治理方式；

1867 年英國政府直接管轄海峽殖民地後，治理能力愈趨成熟的大英帝國，將新

加坡放置在全球殖民布局中的策略位置，運用教育及新媒介等文化機制協助殖民

統治，在這過程中可以看到殖民者治理的箇中邏輯與策略。 

1870 年代前，在殖民共構的體制下，商紳扮演著「國家／社會」的中介角

色，協助殖民政府維持在地秩序，同時享有政治與社會特權的回報。當殖民政府

逐漸改變治理策略後，文化機制的角色越顯重要，報紙這項新媒介部分承擔了「國

家／社會」的中介角色，也稀釋原來商紳的分量。然而，報紙中介角色卻又更加

複雜，特別是有關「國家」部分，其涉及的不僅是大英帝國這個殖民者，還包含

了眾多華人的原鄉─「中國」，再加上兩國在此時期有著長期衝突與競爭的關係，

使報紙這個「中介」平台的運作也充滿矛盾與曖昧。除了政經因素，新加坡原本

不僅是商貿與移民的中途站，也是各種文化的中途轉介站。《叻報》的出現，成

為中途港、中介人的中介性質之延伸，讓原本朝貢體系下的華人網絡關係更被彰

                                                     
76 1896 年林文慶等年輕知識分子組織「華人好學會」，希望改革新加坡的土生華人社群，薛有禮

和一些富商領袖，如陳若錦與佘連成等也加入學會(李元謹，19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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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且使得各種文化在這個平台進行交流、接合和迻譯，也可看到各種政治、經

貿力量的互動。 

 

一、政經關係支援下的《叻報》 

為了取得更多豐富的資源，1870 年代英殖民政府從原本在海峽殖民地港口

的經營，更明確地把勢力延伸至馬來半島，透過各種制度與政策將不同群體進行

分化，試圖把馬來半島與海峽殖民地建構成為多元社會，也使其能納入西方世界

正在打造的現代世界秩序與市場。殖民者也將西方現代性與知識迻譯到殖民地，

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試圖與在地傳統進行接合，使其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常識

與習慣，且把西方人的進步與幸福觀視為理應嚮往的未來生活想像。 

殖民政府不斷將海峽殖民地與馬來土邦的社會進行「多元化」，以維持地方

的秩序，除了透過各種法律與制度進行分化，更需要文化機制的配合。在殖民政

府的治理需求下，1870 年代後各族群報紙的出現，《叻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當時的殖民者了解報紙的力量，不能輕易為民間所用，相較於新客，取得英籍身

分的土生華人較獲殖民政府的信任。身為土生華人與具匯豐銀行買辦身分的薛有

禮，家族的政商關係頗佳，且掌握跨語際的能力與更開闊的視野，很可能因此獲

得殖民者信任開辦報紙，也擴大了其文化仲介的角色。 

買辦是最早接觸和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知識的一批人，十九世紀末葉

的土生華人擔任買辦時，其原本混雜的文化背景成為一種優勢。在和各種不同文

化傳統的商人打交道時，也採取相互混合的方式，既未放棄自身的傳統，甚至必

須強化自身的中華特性，以獲取西人的信任與好奇，同時學習與吸收他人的文化、

法律制度與經商模式等，展現土生華人文化中的相對彈性和開放性，以應對外在

環境的快速變化。 

薛有禮自身的集體認同可能仍交混與不固定，更牽涉現實的政經利益與社會

聲望，當中可以看到薛有禮從中將各種元素進行調和，使《叻報》展現了不同意

義，這種特殊狀態展現新加坡華人社會的部分特性。土生華人在英人殖民新加坡

後遷移此地，在殖民當局大刀闊斧擘建與引進現代性過程中，生於 1850 年代初

期的薛有禮在此氛圍中成長，和西方人接觸頗多，感受了西方現代性的「優越性」。

薛有禮幼年時長輩重新與中國建立密切關係，讓中華文化在其生活中被強化；最

後薛有禮不像其祖父與父親，分別選擇在晚年回到馬六甲與廈門，而是在新加坡

走完人生，相當程度上也表示他在此定居與認同了此地。 

    據《叻報》自身說法，其創辦時的印刷設備和活字來自廈門，是《鷺江日報》

停辦後薛榮樾承接其印刷設備 77，運回新加坡交由長子薛有禮創報（《叻報》，

                                                     
77 此說尚有疑問，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1982)中未紀載《鷺江日報》，但有期刊《鷺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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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8.5）。在集體認同上可能已轉向「中國」的薛榮樾，在創辦《叻報》一事上，

可能扮演著重要角色，薛有禮也把《叻報》創辦功勞歸諸其父(Chen,1967:28)。

因此，《叻報》的出現和主要是薛榮樾的「再華化」有關，至於薛有禮可能也多

少受到影響。   

1860 年代中國印刷市場出現中文活字後，不僅在香港與上海使用，也已輸

出到其他地方。1860 年代香港英華書院所鑄造的中文活字供應給各地機構，新

加坡殖民政府也曾於 1872 年透過香港政府洽購大批鉛字(蘇精，2000:260-262)。

至於新加坡殖民政府如何使用這批中文活字，則不得而知，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

在 1870 年代的新加坡已有中文活字的需要與運用。當時可能尚有其他中文活字

設備引進新加坡，使逐步發展出來的印刷資本主義得以擴大到其他地區，進入南

洋這個深具潛力的新市場。《叻報》擁有活字設備後，能大量而快速的製版與印

刷，使《叻報》這份日報的出版成為可能。 

《叻報》在創刊時僅出版一小張，至 1911 年 12 月 9 日以前《叻報》每天出

紙一大張，折疊並裁為八開，即共有八個版面，現存此時期的《叻報》全被分切

開來，由於未標明頁數，因此無法得知原來的版面順序 78(何舒敏，1978:12)。 

《叻報》前後存在

逾半個世紀，這在早期

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其

物質基礎是值得探究的

問題。 

《叻報》發行量不

多，在 1910 年以前約在

六百份以下(何舒敏，

1978:76)，訂閱費僅占收

入的少部分，主要靠廣

告、印刷業務與售賣書

籍。在報紙銷售上，本

地訂戶由報館聘人分送，

外地部分則設有代理，

若當地無代理，當時新加坡已建立郵局系統，《叻報》也提供郵寄報紙的服務，

可將報紙郵寄到外埠(何舒敏，1978:16) 。因此其訴求的讀者不僅是身在新加坡

的讀者，而是與其探訪訊息的範圍一樣，也含括東南亞地區的華人。 

                                                                                                                                                      
此刊於 1902 年 6 月創辦，每旬發行，共出版八十六期，因此應不是薛榮樾所承接的刊物。 
78 為便於說明，以下有關《叻報》的資料引用，將依《叻報》微卷的排列次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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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最早的 1887 年 8 月 19 日《叻報》，在報頭 79下標明： 

     

    凡閱報者每月報價一元，每日零售每張五仙。 

     

在售價上，《叻報》在 1887 年的報價是訂閱者每月收取一元，零售價則為五

仙，以訂閱的優惠價鼓勵定期與長期閱讀《叻報》，本地訂戶透過派報人派送；

外埠也可訂閱，由代理派送，若該地無代理則通過郵寄方式，但需加寄費。這樣

的售價一直維持到 1917 年底 80(何舒敏，1978:78)；然而，經常出現向外部訂戶

催討訂閱費用的〈催收報價〉告白(譬如《叻報》，1894.11.14:1)，這些收不回來

的訂閱費用讓報社造成一定損失。因此，若僅依靠售報《叻報》恐不易生存，而

廣告等收入在《叻報》經營前期已成為重要經濟來源。 

    在廣告價格上，初期的《叻報》主要是字數計算價格，至於廣告大小未成費

用的考量，且這時的廣告已有技術能在報紙上刊印插圖，但這些插圖未計算在廣

告價格上。1887 年 8 月 19 日《叻報》上公告其告白(廣告)81價格，刊印第一日

每字一仙，第二日以下每字半鐳 82；到了 1893 年 12 月 16 日《叻報》在廣告收

費上再細分些： 

 

     凡刊印告白第一日每字一仙，次日後每字半鐳，隔日一出，每字二鐳。 

 

    《叻報》不斷的持續增張，特別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廣告量有增加趨勢，

其版面數雖經常變動，而版面的增減主要由廣告多寡決定，約從 1905 年開始偶

而出現擴張至二十餘個版的狀況，廣告為其主要內容，且廣告與新聞會混在一起；

廣告以西方產品為主。1905 年農曆年後《叻報》再次調整廣告價格，〈本報登刊

告廣告白〉： 

    

    啟者，茲將刊登本報告白之價明列于下，以昭公允。凡諸士商若有告白欲刊 

    登本報者，每行在五十五字之內，第一日取費八角五占，第二日、第三日每 

    行五角五占，第四日起以後每行兩角八占，若將告白登在頭幅論說之前者， 

    每行在四十一字之內，則取費加倍，以上所言之行數，無論已足一行抑未足 

    一行，亦照一行核計，倘欲刊登全年者，請玉臨本報面訂價目，自必從廉， 

                                                     
79 1902 年的農曆年假期後，《叻報》(1902.2.17)開始停止在報頭下方刊登報紙售價與廣告價碼。 
80 《叻報》出刊其間的售價變化，可參見何舒敏(1978)。 
81當時尚未有「廣告」一詞，梁啟超被認為是最早使用「廣告」一詞者，在《清議報》1899 年 4
月 30 日的版面中刊有「廣告料」，且公布刊登廣告的價格(衣若芬，2008:67) 。 
82「鐳」應是馬來語“duit”(其意為金錢)的漢語譯音，此時已成為華人共同理解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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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辜雅意也，此佈。    光緒卅一年元月初七日  叻報主人謹啟(《叻報》， 

    1905.2.10:6) 

 

到了 1906 年後擴版的狀況更為明顯，以 1906 年 1 月 3 日的《叻報》為例，

共出版二十四個版，其中新聞與言論占四個版、廣告與公告占十七個版、貨物行

情與輪船開航時間表占三個版，此時廣告與新聞已有較明顯的區分；再以 1906

年 9 月 5 日的《叻報》為例，共出版二十二個版，其中廣告占十七點五個版、貨

物行情占一點五個版，新聞與言論僅剩三個版。此時期的《叻報》已偏離傳統定

義的新聞報紙，比較像是廣告文宣品。 

不過這僅是《叻報》前期的短暫特殊時段，1906 年 8 月創辦人薛有禮逝世，

其子薛兆熊(See Bong Liong)接任《叻報》發行人，乃力邀在 1904 年退隱的主筆

葉季允復出，重新整頓與強化《叻報》的內容。1907 年 1 月《叻報》出版〈叻

報坿張〉，強化報章內容，且是隨報附送，這也是新加坡華文報紙副刊的濫觴(何

舒敏，1978)。這裡也可以看到葉季允在《叻報》的重要性，在其暫時離開《叻

報》期間，報紙內容弱化，廣告業務驟升。若純粹從商業經營來看，廣告越多應

是經營者希望看到的事，然而薛兆熊在接手經營後邀請葉季允重返《叻報》整頓

與強化內容，不僅是把《叻報》視為賺錢工具，也重視其影響力。 

從二十世紀初期的發行狀況來看，《叻報》在報份上沒有什麼增加，且此時

已先後出現《天南新報》、《日星報》與《圖南日報》等競爭者，且從官方發布的

報紙銷售量來看，這些後進報紙的發行量比《叻報》更高一些 83，然而《叻報》

廣告量仍不斷增加，此現象恐不能完全從市場經濟去理解，還牽涉更複雜的政商

與文化等關係。 

具有買辦身份的薛有禮，在當時已有其他語文報紙的新加坡推出中文報紙，

除如陳蒙鶴(Chen,1967)所指出，有歐洲友人的支持，也不能忽略英殖民政府的角

色。《叻報》廣告客戶主要是歐人商行，這與薛有禮的買辦身分極有關聯，也和

薛有禮親族在新加坡的豐沛人脈有關，譬如薛有禮的岳父謝安祥(Chia Ann 

Siang,1832-1892)也是當地土生華人的旺族，他曾在當時著名洋行--莫實德洋行

(Boustead & Co.)任職四十二年，慢慢累積大量財富(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

譯，1993:103)；而莫實德洋行在《叻報》長期大量刊登廣告，極可能是有賴這

層關係。除商界外，海峽殖民地華民護衛司署與新加坡市議會的行政通告，也是

《叻報》主要的廣告來源。除了英殖民政府，《叻報》還取得荷蘭駐印尼殖民政

府的公告，譬如 1892 年 8 月 15 日的《叻報》五版，出現多則以荷蘭總領事名義

                                                     
83 《叻報》之後創刊的報紙實際銷售量讓人存疑，陳蒙鶴指出，當時部分報紙出現大量免費派

送的情況(Chen,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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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告白，內容為其殖民的多個地方出投餉碼。這樣的業務能力，除了顯示《叻

報》跨區域的影響力受到相當認可，經營者的關係網絡也是一大助力。另外，印

刷業務也是《叻報》的經濟來源 84，其中新加坡市議會就委託了許多印刷業務。 

過去有關報紙的研究，對於廣告的經濟依賴所帶來的政治意涵經常會忽略，

因為一般總是假定廣告主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都是完全從市場因素來考慮，而沒

有政治上的考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維多利亞時期，政治的考量在一些廣

告主的計畫中具有重要意義(Curran & Jean Seaton,1997／魏玓等譯，2001:58)。從

以上對《叻報》收入來源的分析，可以看到這種狀況也出現在新加坡，政治因素

在《叻報》的收益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當時被殖民的狀況來說，一般商人若和殖民政府沒有良好與被信任的關係，

不太可能獲得殖民當局的實質支持，以 1890 年由華人經營的印刷所古友軒創辦

的中文報紙《星報》做對照，可看出政商人脈沒那麼雄厚的《星報》，一直沒法

獲得殖民當局很多青睞，因此在《星報》上有關殖民政府的公告較《叻報》少很

多，且古友軒的主要業務是印刷，但可能難以爭取到殖民政府的印刷業務，而當

時民間的印刷事業仍在起步階段，使古友軒不易擴大版圖，在資本不夠雄厚下，

難以支撐報紙持續出版，很可能是《星報》在 1898 年停刊的原因之一 85。 

薛有禮以其能力、職務與人脈關係，讓他在經營《叻報》上獲得一定的優勢，

尤其英殖民者與外商基本上支撐了報紙的經濟基礎。至 1900 年底以前，《叻報》

的每日發行量不多，若以發行量來爭取廣告恐怕不易。《叻報》的廣告量佔據報

紙半數以上的版位，而產品的目標讀者似乎不是瞄準一般民眾，而是少數社會上

層人士，就像當時發行的英文報紙一樣，發行量不是最重要關鍵。這種狀況在歐

洲早期確是如此，因為「報紙的性質比發行數字還來得重要」，一本 1851 年在英

國發行的廣告手冊指出，「一份在中上階級間流傳，發行量一千份的報紙，要比

那些在低下階層中發行十萬份的報紙，更適合作為廣告媒體」（Curran & 

Seaton,1997／魏玓、劉昌德譯，2001:59）。這也是報紙這項新興媒介的市場運作

邏輯，因此，從《叻報》前期的廣告可得知，商家瞄準的是中上階層，它要中介

與溝通的主要是社會菁英階層，尤其是將進步與現代化的西方介紹給這些華人。 

本文第三章指出，英國殖民政府在殖民初期對華人社會的治理，主要是透過

與華社頭人的共構殖民模式。到了 1870 年代後殖民政府清楚的轉變策略，透過

政策與法制的強化削弱文化象徵權力，降低頭人的份量，使官僚掌握更多權力，

建構更現代化的治理機制，特別是善用文化機制的動力，使報刊與學校等成為「權

                                                     
84 《叻報》的經營相當多元，曾兼售電報紙、各類書籍與月份牌等。 
85 這和北美經驗很不同，十八世紀的北美印刷業本無實質進展，直到印刷商發現印行報紙的新

商機，印刷業發展才獲得突破，因此當時的印刷商一般都同時發行報紙，且通常由印刷商自己擔

任主要撰稿人(Febvre & Martin,1997[1958]／李鴻志譯，200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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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文化網絡」的重要部分，有力於推動西方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叻報》在這

樣的背景下出現，再加上印刷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讓《叻報》更趨向於與國家

機器建立共構關係，在整體經營上成為建構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機制之一，也展現

現代性中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結合。 

周旋於各種政商關係的薛氏家族，其事業的經營仰賴殖民政府與外商資源，

且《叻報》的目標讀者也主要是中上階層，使《叻報》在整體內容上相對保守，

強調現代化的發展與對傳統文化的承傳及發揚，對殖民政府與資本家很少批評與

質疑；對社會的主要關注尚未放在本土社會，且對一般民眾所關心的事物也較不

重視，此舉可避開各種對掌握權力者的不滿與本土的爭議，成為社會秩序維持的

機構。在政經力量操控與夾擊下，殖民者在文化部分給予一些空間，透過文化與

知識的迻譯，將西方文明與知識系統導入新加坡，鞏固原來的政經系統，在將文

化當做商品來販賣時，也達到殖民者的政治目的。 

《叻報》的內容會被立法會引用和討論，且也會被西報翻譯

(A.Kanayson,1964:90)。《叻報》不僅是翻譯較「進步」的英文資訊與意見，且身

為殖民社會中最大群體的華人社會之溝通平台，其重要性也被凸顯，再加上其經

營者獲得殖民者相當信任，使《叻報》成為一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資訊與意見交

流的平台，特別是透過翻譯與被翻譯的過程，被殖民者的能動性取得一定的展現，

不是一個完全被壓制的狀態。不過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關注，主要來自於治理的

考量，而非一種真誠地對「他者」進行的理解。 

 《叻報》長期所經營起來的影響力，也讓創辦者薛有禮提升在英語社群的聲

望。《叻報》的經營未必能讓薛有禮從中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這份報紙卻讓他

得到間接的利益。1892 年新加坡《自由西報》在文章中點名推薦薛有禮出任市

議員，特別指出他的英語能力與知識在華人中特別出眾，且因為經營報紙，能持

續與時俱進，若由他出任定能獲得其他華人「頭家」86(tawkays)的支持(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1892.2.10:2)。推薦者是從治理者的

觀點，強調薛有禮的英語能力，以及掌握中文媒體所以能與時俱進，且以其聲望

能獲得華人富商的支持，可見薛有禮所擁有的條件頗獲歐人的認同，惟最後薛有

禮並未出任此職，原因不明。從這例子來看，薛有禮被認為是英語能力佳的進步

土生華人，因此獲得西方人的認可，且在華人社群中也有聲望，被視為可以合作

的在地菁英，能有效促進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的治理。 

1898 年在為維多利亞女王慶生宴會上，薛有禮是少數受邀的華人賓客(The 

Straits Times,1898.5.25:3)。薛有禮不僅是買辦，在其留下的有限資料裡，可以知

                                                     
86 「頭家」是福建方言中的「老闆」，英文報紙也引用這個詞彙，顯然這個福建方言詞彙是一般

人多接受和了解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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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在創辦《叻報》後，還經營其他事業，譬如他也和歐洲人合作參與投資丹絨

加東旅館 87(Tanjong Katong Hotel)(The Straits Times,1885.1.15:4)。從中可見在經

營《叻報》後，薛有禮的政商關係可能比以前更好，《叻報》可能是一股助力。

然而二十世紀以後，外在環境不斷變化，且有更多報紙出現，對《叻報》的經營

形成越來越大壓力，其所能給予經營者的附加價值也在遞減。 

進入 1930 年代後，因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使得《叻報》經營者薛中華欠

下大筆債務，辭去匯豐銀行買辦與市議員職務，讓《叻報》失去許多過往支持其

的廣告主，使報社收入大減。此外，市議會也將印刷業務轉包給他人，對《叻報》

造成致命打擊，導致《叻報》在 1932 年停刊(Chen,1967:53；何舒敏，1978:30)。

因此，《叻報》在缺乏殖民當局與外商支持後，曝露出它原本相當脆弱的體質，

也可見《叻報》能創刊及長期維持，殖民當局與外商力量的支撐應是主要因素，

至於他們為何鼎力相助，除確有一些情感要素，但其中的現實利害關係恐怕才是

主要關鍵，即讓西方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要素能獲得保障與強化，這也是《叻

報》的重要功能。對於薛有禮來說，買辦與辦報成為相互幫襯的身分，甚至混雜

在一起，也成為各種元素調和與轉介的機制。 

 

表 4-1：1883 年至 1911 年新加坡各主要報紙的每日發行量 
年分 《叻報》 《星報》 《天南星報》 《日新報》 《總匯報》 《中興日報》 
1881 ------      
1882 ------      
1883 350      
1884 301      
1885 300      
1886 300      
1887 168      
1888 200      
1889 200      
1890 200      
1891 235 300     
1892 450 400     
1893 340 350     
1894 450 740     
1895 465 800     
1896 500 970     
1897 500 800     
1898 517 700 660    

                                                     
87 現有關薛有禮的資料相當有限，因此對他在其他事業的經營狀況所知不多。 



107 
 

1899 600  1,000 800   
1900 550  1,200 750   
1901 500  1,100 750   
1902 500  1,100    
1903 550  1,100    
1904 550      
1905 550      
1906 550      
1907 550      
1908 550    1,060 1,000 
1909 550    1,060 1,000 
1910 550    1,060  
1911 1,000    1,430  

資料來源:何舒敏，1978:76-77 
注 1：《叻報》在 1881 年創刊，《海峽殖民地藍皮書》則在 1883 年首次列出其發行

量。  

  

二、對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的理解和詮釋 

現代報紙在形式上該如何吸引讀者，過往在中國辦報的傳教士、西方商人都

採用同樣策略，調整西方媒介來適應中國口味。它們獲得的正當性並非來自西方

與新穎，而是呈現了中國與古老，因此，中文報紙也許是西方形式，但卻有中國

外觀，也就是在「傳統」中夾帶「現代」的形式。中文報紙的文章寫作慣例得到

確認運用後，使得報紙日常運作更簡便，且所有受過較高教育者皆能學會運用與

欣賞它們，其實早前的一些教會出版品已開展了這一趨勢，這是讓中國讀者接受

西方形式報紙的另一種方法(Mittler ,2007)。在接受報紙這新媒介的形式過程中，

慢慢加入視覺的新元素，讓「新」與「變」的概念被逐漸接受，甚至成為「進步」

的象徵。 

從期刊此傳播形式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一種外來的新傳播形式進入

一個新社會，並非單純的橫向移植，而需要與既有的社會文化調和與接合，且不

停地與當地的社會變化產生互動，形成傳統與現代之間不斷搓揉的過程。傳播形

式是一種概念化的分類與歸結，然而要論及該形式在特定社會中的發展與影響，

必不能離開該社會的實際條件(李仁淵，2007:22-23)。對處於東南亞的新加坡來

說，十九世紀後半段是新加坡華人社會成形階段，更多華南移民向南遷移，在新

加坡這個新興城市體驗西方現代性的撞擊，且活絡的流動狀態使得各種文化在新

加坡展開相互滲透與影響，對中文報紙的開展有著重大影響。 

印刷機技術在十九世紀中葉快速發展，使印刷資本主義加快了擴張速度。若

以波茲曼的技術發展分期來看，此時的世界已逐漸脫離「工具使用文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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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到「技術統治文化」階段，此時技術在思想世界裡扮演核心的角色，且社會

世界和符號世界皆服從於技術發展的需要，人們對技術的管控難度增加。在這樣

的整體脈絡下，《申報》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出現，創辦者與經營者對新媒介已有

一定的理解與想像，然而隨後報紙的發展與影響力卻未必為其所掌控。 

《叻報》在辦報方向上以《申報》為模仿與參考的對象，而《申報》創辦人

美查(Ernest Major,1830-1908)等人涉入報紙的出版，主要的目的是賺錢。因為不

同理由，當時在中國辦報的群體皆認為，若他們以中國語言使用方式來玩外國遊

戲，勝算頗大，就像美查所言，商人希望「販賣中華文明給中國」(Mittler ,2007)。

因此，在現代的經營與操作下，報紙已成承載文化的產品，是一門可以賺錢的好

生意。薛有禮和美查分享了印刷資本主義的辦報邏輯，不過在出發點與目的或有

差異，薛有禮不僅希望販賣與延續中華傳統，同時也將西方現代文明帶給海外華

人，意即扮演一個文化仲介者的角色，既能發揮其使命感，且能取得一定的現實

利益，因此薛有禮經營的《叻報》涵括了文化、政治與經濟因素，使其呈現更複

雜的面貌。 

薛有禮為了要達成自己的目標，必須找一位了解中國文化和西方知識，且了

解新式媒介操作的執行者。薛有禮相中在《香港中外新報》88任職的葉季允

(1859-1921)，竭力邀請身在香港的葉季允到新加坡主持筆政(《叻報》，1906.09.18)。

葉季允在《叻報》任職主筆前後達四十年，根據葉季允在 1911 年回顧《叻報》

創刊三十年的文章中，指薛有禮似乎僅是個出資者的角色，對《叻報》內容沒有

太多干涉，讓葉季允在辦報上獲得相當大的自主權(《叻報》，1911.12.12:1)。《叻

報》內部組織編制不大，葉季允主導《叻報》前中期的內容發展，甚至被尊稱為

「南洋第一報人」(陳育崧，1958)。 

葉季允(1859-1927)原籍安徽，自少流寓廣東番禺，曾接受私塾教育，擅作詩

文，精於黃術，是一名典型的傳統中國讀書人(柯木林，2007:83)。葉季允和一些

中國沿海改革者一樣，年青、有好奇心，且在英殖民地香港生活數年，已逐漸體

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對西方有一定認識與理解。當時殖民地的氛圍也造成

中國人的羞恥感與自卑感，想要努力改革中國，這種情感對形成沿海改革者的民

族主義思想具決定性的作用(Cohen,1974／雷頤、羅檢秋譯，2003:167)。這一類

出生沿海的改革者，最常被提及的是辦報時期較葉季允早些的王韜(1828-1897)。

葉季允基本上也展現了這樣的特質，且人雖已遠離中土，仍有「通路」維繫著居

                                                     
88 根據卓南生(2002)的考察，香港英文報《孖剌報》(Dairy Press,1861年改稱 Hong Kong Dairy Press，
《孖剌西報》)在 1857 年出版中文版的《香港船頭貨價紙》，每周二、四及六出版，內容主要是

船期、貨價、行情、廣告等商業消息為主；1860 年代中期《香港船頭貨價紙》改稱《香港中外

新報》，在 1873 年發展成完整的日報。清末著名改革者黃勝與伍廷芳曾參與《香港中外新報》早

期的編輯工作，兩人隨後也曾參與王韜所辦《循環日報》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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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地與家鄉 89，因此他並不認為自身已不在「中國」，而是把南洋視為「域外中

華」，且是從「中華」文化中看待萌芽中的「中國」90。 

    《叻報》在二十世紀初以前的銷售量不大，然而其代表著活字印刷出現後，

印刷資本主義在新加坡的萌芽，根據蘇碩斌(2006)的看法，而印刷資本主義的重

點不在資本主義的產業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邏輯」；同時，印刷資本主

義的重要意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作

用力。媒介作用力展現在「現代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衝擊了原本的社會結構。 

    上一章述及蘇碩斌根據沙特的論點，認為印刷出版革命中的作者與讀者關係，

其實也未必是前者造成後者，而應視為同一個力量的相互展現。印刷資本主義所

串接的作者與讀者之社會意義，重點不在某個數量的在讀者市場中「成熟」，而

在一般、現代、大量、不特定的可能潛在讀者之「誕生」。因此，印刷資本主義

所賴以運作的讀者，未必是實存的讀者市場；也就是說，作者在下筆時訴求那些

讀者，基本上決定了他的創作內容。只要活字印刷出版的情境發生，作者對讀者

群的想像就會改變，不論實際讀者是否擴張。在這樣的情境下，這時的作者在書

寫時對讀者的訴求，轉變為大量、不特定與可能閱讀書報的讀者(蘇碩斌，

2006:88-89；蘇碩斌，2011)。這樣的現象，相當程度上也出現在《叻報》的運作

及其與社會的互動。 

《叻報》早期的資訊、言論內容與告白經常混雜在版面上，後來才慢慢做出

更清楚的區隔。《叻報》的言論與訊息，大多沒標示作者姓名，有時採用筆名，

不過主要負責人與作者葉季允的想法與作法被視為具決定性影響。身為主筆的葉

季允，不僅負責撰寫論說 91，也要擔起選擇與編輯新聞的工作(Chen,1967:31)，

其個人傾向影響了《叻報》的走向。桑兵指出，早期中國的報館實行主筆負責制，

編輯經營權由具體承辦者而非出資者所掌握，以保證報紙的獨立性，因此，報刊

內容主要反映編者而不是所有者的傾向(桑兵，1991:240)。葉季允在《叻報》的

角色，和中國報館的主筆大致相同。 

    《叻報》重視言論，將報社幾乎每天刊登的評論或論說放在頭版，談論的議

題廣泛，且接受讀者投稿但需署名(《叻報》，1887.9.1:1)。除了報社人員的評論

                                                     
89 葉季允會不定時返鄉一段時間，《叻報》1903 年 2 月 7 日頭版有一公告〈主筆返叻〉，告知讀

者葉季允由家鄉返回新加坡。 
90 王宏志曾針對在香港的「南來文化人」提出「王韜模式」，具備以下元素：一是因政治等因素

離開中國大陸尋求庇蔭；二是以中原心態觀照其所處的邊緣位置；三是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在

思想上與在中國大陸者不同；四是利用其所處的特殊空間從事各種文化活動，且以尖銳的言語及

其他形式向中國大陸進行喊話；五是仍希望能返回故鄉「落葉歸根」(王宏志，2005:75)。對於幾

乎在同一時代曾在香港生活，且從事報紙編輯工作的葉季允來說，相當貼近這個「王韜模式」。 
91 葉季允曾在 1904 年辭去編務，很明顯地，《叻報》的日常評論明顯減少；1906 年下半年葉季

允恢復在《叻報》職務後，《叻報》的評論內容回到以前的狀態，顯見葉季允對《叻報》內容生

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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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投稿，《叻報》偶而也會轉載其他報刊的評論文章。葉季允指出，古代中

國有類似所謂的報館，然而現代報館的出現還是源自西方，有其特殊社會功能

(《叻報》，1887.8.22:1)。身為傳統中國讀書人的葉季允，對此時西方報刊的定位

也有不同想像。 

    葉季允是書生型的早期報人，與西方所說的知識分子有相通之處，但並不能

等同。在西方政教分離的傳統中，知識分子強調「公共性」，以批評政治社會為

職志，然而，對於葉季允這類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來說，精神事務與世俗事務並非

分離的同一事務，因為人間最重要的精神事務─「成德」需在世俗世界中去完成。

陳來認為，儒家對「士」的觀念從來就不是以現實政治的批判為唯一的內容，因

為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責任倫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發展，更注意道德風氣的

變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內，而非站在政治之外參與政治(引自黃順星，2008:71)。

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強烈政治色彩，這種來自儒家的經世思想

的精神，認為讀書人應該有顧炎武所說的「救世」情懷，要投身政治以改造沉淪

的世界，因此，書生比其他階層更有一種深沉的歷史責任與政治使命感(吳庭俊、

於淵淵，2012)。 

葉季允曾在香港報館工作，對殖民香港的英國殖民者已有所認識，且對報紙

這項新媒介有一定的看法與主張，並將其想法與理念傾注於報紙，試圖改變在其

眼中缺乏文化素養與現代知識的南洋華人。《叻報》辦報的態度，基本如下所述： 

 

報章之設所以，寓褒貶而別是非，廣見聞而開風氣，達外情而宣上意，持政 

論以挽頹風，此天下之公言一人之私言，其責任固綦重也 (《叻報》， 

1899.12.25:1)。  

 

   葉季允這位「南來文人」來到地處中華帝國邊緣的新加坡主持筆政，剛開

始未必計畫在此地久留，然而，他卻涉入在地頗多的文化活動，尤其是和清廷有

關的活動。此時中華帝國正由世界的中心移位到了邊緣，因此葉季允試圖在「邊

緣的邊緣」發聲，希望能幫助改變中國，讓邊緣重返世界的中心。葉季允以文化

啟蒙者自居，他注意文化的發展，更注意道德風教的變化，因此不斷向海外華人

灌輸傳統道德觀念，且葉季允對其說教文章的影響，似乎頗為滿意，他在1888

年2月4日農曆年前夕的社論中指出： 

 

近年來叻地人才已遠勝於昔日……已大有中國衣冠文物之氣，非復昔年狉獉 

初啟簡樸之風 (《叻報》，188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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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季允從創報階段試圖引導南洋讀者變得更具有「中華文化」，然而到了甲

午戰爭後，他開始更積極引導《叻報》讀者關注中國國事(李元瑾，2001:364)。

因此，葉季允辦報與寫作的目的及策略，近似清末在中國各地的刊物中，有相當

大部分是由地方開明士紳主導，以開通民智為主要目的的「啟蒙報刊」，其重點

並非政治，而是鼓吹破除迷信與陋俗，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強調「國家」與「國

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的國家，擺脫民族面臨的困境 (李仁淵，2005:252)。 

身在原本朝貢圈中的南洋，葉季允仍是「中土子民」；在觸及西方民族國家

關係時，條約關係中的主權國家觀念也在葉季允的文章中出現，經常討論中國與

西方國家談判各種條約的問題，如《叻報》早期的論說〈聞中葡約成事擬說〉(《叻

報》，1887.12.27:1)、〈論中美立約不能以空言挽回〉(《叻報》，1888.12.07:1)。以

上所述可以看到在十九紀末期，「中國」的現代國家觀念已在新加坡社會出現。 

    以《叻報》為例，在目前保留下來的最早版本(1887 年)中可以看到，《叻報》

仍沒有清楚的分類，也未設欄目，主要類別有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京報

選錄、西方各地訊息、中國與南洋訊息等，此時中國本土訊息重要。這些類別個

形式維持相當久，直到 1908 年 9 月 23 日大改版後，才有更清楚的分類，在言論

與新聞上，主要分為本館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閩粵、南洋、本坡、本館

譯電、京事、行省、外國等欄目。到了辛亥革命後的 1911 年 12 月，《叻報》再

次改版，在欄目上再做調整，分為論說、本館專電、本館譯電、京省、福建(或

閩粵)、要聞、本坡、南洋與附刊等，原來的清廷敕令隨大清國的崩解而廢除。

從以上欄目的變化，大致可以看出《叻報》對中國、本土與外國事務，從中可看

到《叻報》在不同時期對有不一樣的關注程度，在地域上也出現理解的轉換。 

 

表 4-2：《叻報》的內容粗略分類 

時間 內容主要分類 

1887.8.19-1908.9.21 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京報選錄、西方各地訊息、

中國與南洋訊息等 

1908.9.22-1911.12.9 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閩粵、南洋、本坡、本館譯

電、京事、行省、外國與附刊等 

1911.12.11 改版 論說、本館專電、本館譯電、京省、福建(或閩粵)、要聞、

本坡、南洋與附刊等 

註：本文的研究範圍至 1911 年 12 月 30 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叻報》在初期經常在頭版刊登清廷的「論旨恭錄」，偶而也會刊登「宮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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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報」，顯示《叻報》對清廷官方訊息的重視，同時也固定轉載京報內容，關注

民間的脈動。葉季允這位在中國沿海成長與就業的新客，雖然剛開始對新加坡及

東南亞地區認識有限，然而《叻報》除有很多中國與國際訊息，也有一些新加坡

或馬來亞的消息。《叻報》在 1890 年發出聲明，指其擴大經營規模，在廈門、汕

頭及南洋各主要城市增聘採訪人員，更能掌握這些地區的最新狀態(《叻報》，

1890.1.13:1)。《叻報》持續報導新加坡議局的訊息，特別關注與華人有關的訊息

和華人領袖的意見，譬如對華人極重視的墓地事務的持續關注(《叻報》，

1887.8.20:1；《叻報》，1887.8.24:1)；在徵聘「採訪人」時，也強調需熟悉本地社

會，以及需掌握中文、英文與馬來文(《叻報》，1890.9.5:1；《叻報》，1893.9.5:1)。 

    創刊之初，《叻報》尚關注新加坡本地事務，但隨著 1895 年後中國國內局勢

的變化，相關報導很快便超越了任何其他消息，且有關中國政治的文章也增多。

在清末時對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叻報》的立場自始至終親當權派(柯木林，2007)

或傾向保守(Chen,1967:44)。從版式來看，《叻報》也很「傳統」，效仿香港與上

海的中文報紙甚於本土的英文報紙，明顯是葉季允主導；在版面配置上，也類似

香港和上海報紙，刊登清庭敕令和摘錄北京官報。《叻報》在形式上大致上依循

香港與上海的一些重要報章，如《申報》、《中外新報》與《循環日報》。從《叻

報》經常轉載這些報紙的社論，可看出該報對這些報紙的重視，偶而還在這些文

章後評論以示贊同(Chen,1967)。除重視各地中文報資訊與言論，《叻報》也把探

訪訊息的範圍擴大到廈門、汕頭和東南亞各大城市(《叻報》，1890.1.13)，可見

其關懷與有興趣的「中國」，不僅是中國大陸，還包括東南亞區域，可將「中國」

視為跨域的概念。 

    1907 年 1 月 16 日增加兩版的〈叻報附張〉，以強化內容，包括遊戲文章、

滑稽詞令和辭賦詩歌等。1908 年 9 月 23 日大改版，再增加〈叻報附張第二〉，

排版方式從過去單行直落式改為四欄式，同時論說開始使用句號 92，形式與過去

截然不同，版數有時增至三十個。《叻報》的附張內容希望能「以俗來正俗」，

因此以華人的生活習慣和民風民俗為題材，語言方面力求通俗易懂，甚至以方言

為媒介，如粵謳是以粵語文字來表達(陳育崧，1958)。 

辛亥革命後，適逢創報三十年的《叻報》，在 1911 年 12 月 11 日進行大改版，

將報紙開本加大為對開。在報頭旁對改版一事做了說明： 

 

……近者三民主義日益昌明，專制時代已經過去，祖國內地由京朝以迄各 

省，均以廓然改觀，諸凡制度、典章、兵刑、禮樂，一切新政，有如五光十 
                                                     
92 一般認為現代所熟悉的標點符號，是 1916 年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後的產物。早在 1815 年《察

世俗每月統記傳》創辦時，已開始運用頓號與句號來斷句；1833 年出刊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

傳》也沿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斷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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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令人應接不遑，加以南洋愛國僑胞，亦多矯然特出，可傳之事，接踵而 

興，自非再將報紙擴充，恐難免乎缺漏，是以本報不惜工本再置巨機，趁此 

三十周年之期，即將報章再行增大，以期多載時務，庶足以饗閱者之心……。 

 

1911 年葉季允寫了篇長文〈本報出世三十周年紀念序〉(《叻報》，

1911.12.11-12:1)，回顧過去、整理當下與展望未來。在這個中國變動巨大的時代，

對中國情勢極為關心的《叻報》，耗費巨資購置印刷機，積極介入整個社會的發

展。《叻報》在日期上由清曆(至 1911 年 11 月 6 日)改為農曆一個多月後，再改為

黃帝曆，因為清朝已覆滅，民國尚未成立；然而後來又改為農曆 93，直至 1913

年才使用民國曆年，顯示《叻報》在中華民國成立時可能仍不願意承認它的正統

性。 

  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推展而言，《叻報》是一個重要的傳播管道，它以接近中

國「傳統」的形式，將現代性元素透過中文進行傳播，更可能親近讀者與更具有

說服力。帕克(Park,1922)在二十世紀初期研究當時美國都會區出現的移民報紙時

指出，使用母語的移民報紙受重視，是因為以最熟悉的母語表達自我是人類普遍

的欲求，使這些報紙有助原先不讀報的移民養成閱讀習慣，同時也幫助大多數來

自農村的移民學習面對與適應大都會的新生活。因此，對英殖民者而言，此時和

清廷競相爭取華人支持，中文報紙的出現有助「新客」在新環境的適應與認同，

強化殖民者的治理，不過中文報紙後來在內容與言論的轉變，未必完全為英殖民

政府所能掌控。 

  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述成為主流後，中國人對於西方新媒介的使

用是將其視為「器」，其重點是承載中華文化，也透過新媒介這個平台來傳播進

步觀念與西學等，重點還是回歸到中國富強這一目標。《叻報》創辦人薛有禮和

美查對報紙的想像，相當符合波茲曼所說的「工具使用文化」，即把報紙這項新

媒介視為可控制的工具，試圖運用其特性協助達成目的。他們所僱用的主要是傳

統知識分子，原本多自視為扮演國家與社會整合為一的中介功能，而報紙這項新

媒介的出現，被許多知識菁英認為可善用此工具，強化其原本在國家與社會整合

為一的中介功能。然而，此時的報紙發展已逐漸進入「技術統治文化」階段，雖

然尚無法驅逐「工具使用文化」留下來的記憶和社會結構，但卻使得《叻報》後

來的發展方向與影響溢出了原先的理解與想像，出現現代性中「非意圖結果」的

狀況，印刷資本主義中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之展現，其所產生的效應未必

為人所能完全掌控。 

                                                     
93 1912 年 1 月 1 日至 1912 年 3 月 18 日的《叻報》已散佚，到了 1912 年 3 月 19 日的《叻報》

已改為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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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叻報》與現代個體、集體的形成 
 

    印刷文字的出現，打破原有的地緣和血緣「部落」共同體，讓讀者的個體性

被解放，使其所造就眾多的個人逐漸形成某個集體，因為活字印刷呈現可重複的

精密形象，激發全新形式的社會能量向外延伸，即把個體化的個人(individualized 

person)連結到新成形的「社會」之中，是現代性發展的重要部分。 

    西方這個「私有化」趨勢歷經漫長的時間，約從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才大致

完成 (Briggs & Burke,2002／李明穎等譯 2004:78)。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興起的

經驗，在中華世界裡相當程度上壓縮了這樣的轉變過程，且傳統中對「個人」與

「集體」的經驗有別，出現了不太一樣的過程，尤其在十九世紀晚期新媒介作用

下，夾帶了現代性的各種新知識與新文化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以新加坡華人社

會的狀況而言，不管是土生華人或新客，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期，基本上

還保有中國傳統的「人」觀，要完成個體化的個人需有一些轉化的過程，進而連

結到新的集體之中。 

 

一、現代「個體化個人」的成形 

在啟蒙時代的「理性」世界觀裡，讓人們建立起以理性為分類標準的類型學

區分，於是，依循理性所建立出的標準，成為「人」具有主體性的基礎。同時，

人所以能夠成為知識的對象，在於人對自己也採行分類的活動，從中建立「客觀」、

「正常」的標準，將人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因此，人不但是認知與行動的主體，

也能成為被研究的對象(翟本瑞，2002)。在這裡「人」被視為存在的「個體」 

(individual)，由此建立有關「人」的知識，甚至與「集體」或「社會」成為對立

二分的概念。 

英文的 individual 一詞最早出現在中古世紀，是以形容詞來使用，它有兩個

相關意義(1)實體上或本質上無法再分割；(2)不能分割出來。到了十七世紀後半

葉，以上兩個意義不再通用，取而代之的是兩個全新意涵，即(3)一個分開出來、

但無法再分割之獨一無二的存在物；(4)基於自己的屬性而有別於其他人。「個體」

的意義轉換，反映著人們對自我意識的自我更迭(葉啟政，2005a:128)。 

在這樣的知識發展脈絡中，「個體─主體─人類種屬存有」這三位一體的存

有論預設，開始成為整個西方主流社會思想所強調的核心議題，人被視為一種特

定的種屬存有體，具有著主體性；而個體性又是證成主體性的立論，也順理成章

被接受。從西方啟蒙時期以來，個體性一直普遍地被西方社會思想家視為是人所

具有的自在本質，而對自由主義者而言，持有此信念者更加明顯，因此，強調個



115 
 

體性進而取得主體性，一直是西方社會思想、甚至是實際主導著整個西方社會進

行發展的主導意識(葉啟政，2005a；2006)，直到今天還深深影響西方社會。 

在現代西方主流社會思想裡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中，「個體性」概念意涵著

自由是可能且是必要的，因此，是否具備外控性的自由能力與機會，則又是證成

一個人是否足以做為自主個體的必要條件。不管是以所謂積極或消極方式界定自

由，自由的意涵乃指向著一個人的外在控制能力與條件，而此一外控能力與條件

則又意味著，一個人的自我必得是透過以「實有」為基礎的他我(alter)來對照才

能經營出來(葉啟政，2005a:128-129)。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知道在西方逐漸經營

出來的主導意識中，「個體─主體─人類種屬存有」是不可切分的預設，人們存

在的意義也在其間展開。然而，這個預設在非西方社會卻未必被彰顯出來，雖然

殖民者以各種方式影響非西方地區，自由主義這向西方傳統仍不易在早期的非西

方社會扎根，使得對「人」的理解也有相當歧異。 

「天人合一」的觀念普遍被看作是最能代表中國哲學和文化精神的觀念，意

即「人」屬於「天」，是「天」的一部分。「天」這概念通常被看作屬於自然哲學

範疇，放在古代哲學家的宇宙觀中討論。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人」的概念則

主要是指作為自然狀態中的一種物種，也有強調「人」的主觀作用成分，如莊子

的「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莊子.秋水》)，但更多是

把「人」的概念放到倫理學的範疇中，強調「人」的心性和道德，這就與作為概

念的「天」有著不同含義(江怡，2004)。 

不過，中國古代「人」的概念之內涵並非固定不變，因為「天」與「人」各

自的含義非常豐富，而「天—人」關係又定位了「人」 (羅曉靜，2007:17) ，這

樣的關係會隨時空不斷變動而變化，因此，「人」的觀念也在不斷流變，只是一

般人不太能感受它的改變。「人」的定位除需靠與「天」的關係外，在中國傳統

中是以「二人」關係去定義一個「個體」，即「仁者，人也」，且傾向將單個的「個

體」視為不具合法性的「身」，是個沒有靈魂的肉體。因此，中國文化將「人」

設計成為一個以「心」為主導的動物，且又用他人的「心」去制約「人」的「心」，

這種由「心」去制約「心」的安排，就是中國人「良知系統」的特色。中國人「良

知系統」將「人」分成「身」與「心」的設計，在文化「表層結構」上以觀念形

態方式表現出來的就是「道家」與「儒家」，前者可以說是一種「身學」，後者則

是一種「心學」，兩者具有相互補充作用(孫隆基，1990)。 

身心合一展現在中國傳統的「自我」(self)概念上，貫穿於家庭社會關係中

的「自我」，是一個穩定的「自我」，可以客觀化為與他者之間的連串關係。處於

這種系統中的「自我」，是倫理關係中的「角色自我」(role-self)，這可見於《倫

語》中的論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這種關係中，人並非獨立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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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個體性」(individuality)，也沒有「個人的身分認同」(individual identity)

的問題，而只有「角色的實現」。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的自我

是一種沒有主體性的自我，這種觀念指向個人的自我與他人的關係，而非與自身

的關係，「自我」因而被當作一種「客體」(object)而非「主體」(subject)來看待，

「自我」若要超越角色規範，是天理和倫理所不容(譚國根，1999:180-182)。 

而「人」與「天」的分離，是從鴉片戰爭到戊戌維新期間大致完成，中國在

經歷崩潰與衰落後，中國長期的「天朝中心觀」破滅，這意味著古代中國的宇宙

觀和世界觀從整體上被質疑，使得傳統的「天—人」觀念與關係發生變化，尤其

那個無所不有、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與挑戰；

而那個被認為須受命於天、附屬於天的「人」的概念，出現了巨大變化(羅曉靜，

2007:39-40)。除「人」與「天」關係出現巨變外，中國傳統社會面對西方衝擊，

使人與人的關係也有所鬆動和改變。 

到了清末民初時期，當時知識菁英的重要問題意識之一，是中國人缺乏「群」

的正面觀念與結構，而這個「群」需建立在能發揮真實自我的「個體」為基本單

位(張君玫，2012:81)。張灝(2004)指出，1895 至 1925 年前後約三十年的時間，

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轉型時代 94，這一時期的社

會發展對日後中國與華人地區有重大影響。 

中國在甲午戰爭後，隨著儒學規定的社會組織藍圖解體，才出現了「個人」

與「社會」這兩個新詞，但在 1900 年前它們的意義並沒有明確地對應西方的

「individual」和「society」，這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沒有認識社會契約論有關。

1901 年清廷推行新政、1906 年宣布實行預備立憲、民國初年引進西方共和制，

在短短十年間中國出現全面學習西方現代制度的高潮，許多知識分子接受了

「individual」和「society」這兩個個體與集體的概念，也顯示這一時期他們部分

接受以個人是權利最終主體與社會契約論的社會組織藍圖密切相關(金觀濤、劉

青峰，2004:56-57)。 

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梁啟超認為，基督教與儒家思想有著共同的信念，

即人的生命被分成物質和精神兩部分，物質界屬於個體，精神界屬於集體的整體，

且最重要的是，個體的物質存在必定會消亡，然而精神做為集體的組成部分將永

遠延續。梁啟超認為個體的物質為「小我」，而個體從屬的集體則為「大我」(張

灝，1971／崔志海等譯，2005:164-165)。在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期間，知識菁英對

個體與集體意義的思考，以及將兩者所建立的連結，在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世界

不斷鼓吹，這過程不僅是個體化的個人與集體的社會概念逐漸被理解與接受，且

                                                     
94 張灝(2004:37)指出，此時期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上主要有兩項變化，一是報刊雜誌、新式

學校與各種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出現；二是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這類新社群媒介的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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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 

「閱讀的私有化」是促成「個體化個人」的重要過程，它是從「口語傳播」

向「印刷傳播」的轉換，可視為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過程，即由原本聽覺中心和

強調感覺的巫術世界，轉移為視覺中心和強調理性的抽象世界，然而這並非一蹴

可幾的跳躍過程，而需要經過一些轉化與過渡階段。杜贊奇提醒，不能忽視印刷

語言與口頭語言之間的複雜關係(Duara,1995／王憲明譯，2003:41)。因此，以上

所述知識分子對新觀念的闡述，在當時識字率仍不高的情況下，各種口語傳播方

式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它是民間過渡到印刷傳播的過程，在「閱讀的私有化」

形成之前，宣講、講報與演說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宣講活動在傳統中國有長久的歷史，明太祖為穩住得來不易的政權，非常關

切如何教化百姓，希望能有效控制人民思想，因而創造出宣講制度。清人入主中

國後，對思想工作更不敢放鬆，完全師法明朝的宣講制度，講授內容如康熙九年

曾頒布十六條的「康熙聖諭」等，還有各種註解聖諭的通俗、白話版本不斷出現，

供宣講人員運用。清末宣講中教化的目的在灌輸倫常觀念，以馴化百姓；啟蒙的

目的是培育新時代的人民，以保種強國。至於教化與啟蒙的基本精神是要把上層

的思想、信念轉化為一般人生活中的「常識」，建立全國一體的共識(李孝悌，

1998:59-60)。 

    1881 年 9 月清廷派駐新加坡的領事左秉隆 95(1850-1924)上任後，已有意識

地透過各種傳播方式建立和鞏固對「中國」集體意識。他到任第一年即號召在地

閩幫富商創立「樂善社」，於農曆每月初一和十五，在福建幫的天福宮崇文閣舉

行針對一般民眾的宣講活動，主要是闡述康熙皇帝的十六條聖諭 96(蔡佩蓉，

2002:105)；1890 年代這類宣講受到一定的歡迎，使宣講地點再增加了四個(《星

報》，1895.2.15:5)。樂善社的經費全部來自閩商捐獻，且聘用人員負責這項活動，

至二十世紀初期漸趨沉寂(李勇，2010:16-18)。 

這類宣講活動仍然不易跨越方言的界限，譬如廣東人與潮州人很少參加以福

建話講解的樂善社活動，而是另外組織同善社，用自身的方言進行宣講，相當程

度上也影響了建立「中國」集體意識的目的。十六條聖諭的一些條文不適合海外

華人的情境，但諸如孝順、忠誠於家族等，是適合任何地方的價值。這類宣講活

動的推動，主要是為了抑止足以影響華人行為轉化為西化或峇峇化的趨勢(顏清

湟，2007:102-105)。樂善社所舉辦的宣講活動，《叻報》經常配合做預告宣傳，

吸引聽眾前往聆聽。整體來說，宣講活動在各方配合下，對一般未受教育的民眾

                                                     
95左秉隆出自廣州同文館系統，而同文館在清末自強運動中，幫清廷培養不少翻譯人才，左秉隆

掌握外文能力，也對西方知識不陌生，是中國傳統社會裡願面對未知的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在與

外國交流裡貢獻不少力量(蔡佩蓉，2002) 。 
96 樂善社的演講慣例是先用官話念出，再用福建話翻譯(《星報》，189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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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中國」集體意識上，多少有些幫助。 

除了試圖影響社會底層未受教育者，為拉近士人與清廷關係，以及推廣中華

文化，左秉隆在 1882 年發起設立「會賢社」作為文學社團，此時剛到新加坡辦

報的葉季允也積極參與活動，是其中關鍵人物之一，且和中國官方有一定的關係。

會賢社 97每月舉辦「月課」(出題徵文)，題目多與儒家有關，緊貼清廷所要鞏固

的意識型態，從現有材料得知，《叻報》從 1887 年至 1891 年間都會有會賢社的

活動有詳細報導，幾乎每月的「月課」課題及得獎人都會配合刊登(梁元生，

2005:15-21)，部分得獎的文章也會刊登在《叻報》上。因此，《叻報》成為士人

的共享場域，透過這個新媒介在新興的都市空間中建立公共基礎，在流來移往頻

繁的「陌生人」社會中，建構新的關係網絡，且士人的「作者」身分被更多人「看

見」，讓其地位有所提升，有助士人階層的形成。 

葉季允是較早來到南洋的讀書人，除積極涉入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也參

與遠距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譬如 1905 年新加坡華人社會響應中國內地發起的

抵制美貨運動中，曾組成一個委員會，聯名向北京政府與美國駐北京公使等表達

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立場，其英文稿由重要領袖林文慶所擬，中文稿則由葉季允撰

寫(黃賢強，2008:55-56)。《叻報》對此事非常關注，持續報導與評論此事，當中

可見主事者葉季允的清楚立場，展現傳統讀書人的特質，積極參與現實的政治，

試圖改變沉淪的群體。 

    《叻報》創刊初期訴求的主要是紳商與士人，由他們再去影響一般民眾，到

了二十世紀初期閱讀人口增加等因素後，其影響範圍才擴大。1905 年清廷廢除

科舉考試，阻斷了許多知識分子入仕之途，更多「遊士」到南洋新崛起的城市尋

找發展空間，此時南洋出現更多報刊與新式學校，需要更多知識分子投入，部分

士人紛紛南來尋找出路，讓新加坡的士人階層有所擴大，且透過在學校、社團與

媒體等組織的連結，成為現代中國的公共網絡。1870 年代以後，內外環境的變

化讓新加坡華人社會開始進入多元化過程。在新華社會中，已有一批人數頗多的

士人，其生活特徵、思想形態與性格，均與傳統中國的文人和書生相似，有專以

教學和文字為業的，也有分散在不同行業之中，如行醫、出版、印刷及其他行業

等。他們雖不像中國士人那樣主要以科舉功名為出路，但科舉功名還是不少新加

坡士人的夢想與願望，這顯現中國文人的南來及本地知識分子的興起(梁元生，

2005:2)。然而，此時華社內部的權力與資源仍主要掌握在商紳階層手裡，新崛

起的士人階層難以提出挑戰，甚至得依附商紳才能生存。對許多剛離開傳統中國

社會的士人來說，過去社會是以士大夫為中心，到新加坡後卻發現此地以商紳為

                                                     
97 1891 年黃遵憲到新加坡擔任總領事時，將會賢社改名為「圖南社」，同樣是要強化華人與中國

的關係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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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內在有一定的失落感，對中國的改革更為迫切。 

朝向新學與時務是報刊對士人在思想上的影響，在社會層次上，報刊成為士

人陶鑄新認同的憑藉。晚清民國士人的認同則可建立在持續地閱讀報刊上，報刊

一方面輸入西方最新的社會、國族、民主觀念，成為新認同凝聚的概念基礎，一

方面提供讀者社會文化變動的臨場感，讓其認同與社會現實緊密連結，而又以定

期出版，持續不斷的與讀者相確認(李仁淵，2007:22)。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與中

國產生連動關係的新加坡華人社會，這種發展使得「現代作者與讀者」的連結更

為緊密，作者持續以社會、國族、民主觀念進行論述，從中與讀者建立連帶感，

而這裡的讀者很可能僅是士人階層，尚未及一般平民百姓。 

    為了爭取不分使用英語的土生華人，左秉隆也倡設「英語雄辯會」(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隔周在領事館聚會，針對各種議題進行討論，試圖引導

土生華人對中國時事的關注(柯木林，2007:78)。「英語雄辯會」的參與者多為有

一定知識基礎者，有能力針對不同議題進行討論，提升思辨能力，且接近一種公

共性的表現，《叻報》創辦人薛有禮應也參與這項活動(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1883.7.19:14)。這類討論引起當地英文報章的注意與重視，《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和《海峽時報周報》(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相當關注由清廷官方

所辦的雄辯會，前後有數十則有關辯論會的報導和訊息，部分相當詳細報導辯論

的題目與內容 98。1891 年詩人黃遵憲擔任總領事，上任後創立圖南社。這時文

化宣教的色彩淡了，也避開道德教誨，強化移居者對自身處境及生存問題的關切，

使得跨域的祖國—南洋意識或議題更加清晰，這樣的社團活動更接近現代意義上

的文藝沙龍(黃錦樹，2006:83-84)。 

從以上所述，可見清廷相當有意識的透過不同媒介馴化不同階層的海外華人，

以口語宣講對缺乏識讀能力者進行教化，以徵文比賽強化士人的傳統思想，讓華

人保持中華文化與效忠清廷，只是其吸引力日漸下降。清廷官方與新加坡民間合

作的宣講活動持續多年，然而中國的日益衰弱與西方影響力愈來愈強，挑戰了這

一保守與教條的方式，其中出現了「演說」這一新形式的公開口語表達，更凸顯

了宣講的落伍，直到黃遵憲來叻之後才出現一些變化。 

    清末時期將學校、報紙、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此用語來自日本

人犬養毅(1855-1932)。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見到日本演說成風，

認為是可以驅動社會向前邁進的動力，因此大力提倡演說，梁啟超特別凸顯三利

                                                     
98 《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1883.1.26:3)刊出一名署名「慈善家」(Philanthropist)的讀者文

章，指雄辯會會員努力提升自己是值得讚揚的事，並認為雄辯會持續努力自我改進，未來將能邁

入成熟進步的社會。在雄辯會沉寂後，《海峽時報周報》(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1886.9.16:13)
曾刊載一則短文，作者署名為「一個真正的朋友」(a truefriend)，對於首個由海峽華人所創辦文

藝組織的結束表達遺憾，因為它能有效提升英語的使用。歐洲人對雄辯會的反應，展現一種優越

感，認為學習英語是自我提升不可或缺的工具，是非西方邁向進步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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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演說」的功能：「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

用演說。」提倡演說的維新派與革命派，不願意讓新興的演說落入宣講聖諭的老

套，因此特別關注其中蘊含的「新思想」(陳平原，2007:385-391)。清末在中國

大陸與海外華人世界同時出現重視「演說」的趨勢，康梁師徒的影響深遠。 

    李仁淵(2007:9)指出，西方「演說」的口語傳統在清末受到重視也與白話文

體的轉變相關連，使演說在清末以來成為交換意見和傳達新思想的重要途徑。公

開演出在中國一方面有宣講、說書等傳統根源，另一方面在此時又加入西方因素，

如傳教士在街頭公開演說傳教，後又從日本等帶回開會程序與「演說術」等聚眾

演說的方式。演說本身就是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口語傳播新形式，其內容不同以往，

讓一般人能感受到新知識與新觀念所帶來的優點，在感知上有了不一樣的體驗。 

    演說成為口語傳播的新形式，很快地也成為新時代的新作風，這是口語傳播

過度到印刷傳播的重要階段，演說者相當強調新思想，部分演說者運用報紙的材

料，帶進即時性的訊息來輔助說明其所講的新觀念與新知識，其實是一種理性的

材料透過口語表達出來，讓一般人接收新思想之餘，更有欲望想要學習其他新知

識。各種新式學堂 99則在二十世紀初期出現，讓人們有機會受教育，掌握閱讀與

學習的能力，且是從華語的視野來看待世界以及接觸西方的各種新知識。 

    《天南新報》在 1899 年 10 月 5 日的社論〈論演說會之有益〉中，強調演說

在當時情境下的重要性，文中也提及日本的成功經驗，並認為剛起步的新加坡「好

學會」所舉辦的演說活動將有益於華人社會。1896 年由林文慶與宋旺相等人成

立「好學會」，原本僅開放土生華人知識分子參加，到了 1899 年 8 月開放給受華

文教育者，並邀請邱菽園共同主持，創造了跨語際交流的空間。好學會專主演說，

合群演說時以英、華、巫三種語言翻譯，一般上《天南新報》會事先發出預告，

過後擇要報導(《天南新報》1899.9.22;1899.10.4;1899.10.24)，會員曾達數百人，

不過參與者多為知識分子。 

    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迻譯現代性過程中，學校與報紙的重要性，其實也不能忽

略演說的部分，尤其十九世紀末葉當地華文學校仍不多，華人的閱讀率不高，在

此情況下需要有其他機制協助社會轉型，書報社 100這個文化機制的出現即因應

這樣的需求。1903 年「星洲書報社」創立，創辦人是牧師基督教長老教會約翰

牧師(Rev.John A.B. Cook)和華人牧師鄭聘廷，他們原本創辦一所基督教青年會

(YMCA)，吸引非教徒參與，然而效果有限。後來鄭聘廷將青年會改為書報社，

                                                     
99新加坡新式學堂出現的時間和書報社設立的時間差不多，第一所新式學堂是 1905 年由嘉應客

家人創立的應新學堂，隔年粵幫也創辦養正學堂，潮幫則設立端蒙學堂，至於閩幫是在 1907 年

創立道南學堂，接著陸續有其他學堂設立。 
100 中國的閱報處與講報處在 1905 和 1906 年後大量設置；宣講所是隨閱報社一起設置。閱報社

與宣講所的設置，先由民間開始，接著政府跟進，並試圖將其制度化(李孝悌，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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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購報刊讀物供人閱覽，並經常舉辦演說 101，希望能間接廣布福音(黃賢強，

2008:200)。《叻報》對書報社也給予支持，曾刊登「星洲書報社」轉換新址，並

邀請知識分子殷雪村醫生(1877-1958)演講的訊息 102(1905.2.20:6)。 

    在「星洲書報社」章程中指出，該社蒐羅各種翻譯自東西洋的新書，可啟發

心智增長見聞，「以開風氣達思想，庶人人有振精刷神之藉，即人人有善群愛國

之心」(《天南星報，1903.3.4:2》)。星洲書報社的成立，是想從閱讀來提升新加

坡華人的知識與思想，建立對中國的熱愛與幫助國家強盛起來。要做到以上的目

標，重點是「閱讀」，培養線性的理性思考能力，理解中外的知識。教會試圖運

用過往在西方的經驗，在大部分人尚未掌握閱讀能力的情況下，試圖以演說等口

語表達方式，讓學習與接受新知識、新觀念，因此演說成為人們「進步」的媒介，

這個實踐方式產生了效果，成為當地人仿效的可行方式，使書報社在二十世紀初

期在星馬蔓延開來。根據吳耀賢在〈碩果僅存之同德〉一文中指出，新加坡曾出

現十一家書報社(引自謝燕燕，2011.10.6)。 

星洲書報社這個由教會成立的書報社外，新加坡的各幫也開始成立書報社，

如粵幫組織的開明書報社、閩幫成立的公益書報社及潮幫成立的同德書報社，這

幾個書報社皆是革命派的基地，到了 1910 年在民族國家的概念下，為團結各幫

將三個書報社整合為同德書報社(The Chinese United Library)，從英文名稱可看出

華人團結的濃厚意味。因此，「書報社」成為由口語傳播過渡到印刷傳播階段的

重要媒介，使「閱讀的私有化」的環境慢慢形成，讓個人與社會的認知成為可能。 

    除在書報社的演說，革命派人士也在新加坡舉辦公開演講與群眾集會，透過

口語傳播接觸更多人，傳達各種新觀念與民族主義，也和群眾進行意見交流，而

各種群眾大會參與人數經常達數千人；同時革命派也運用劇團與戲劇表演方式，

將各種觀念融入戲劇之中，進行有效的傳播(顏清湟，1976／李恩涵譯，

1982:138-162)。這些不同的口語傳播方式，成為當時人們重新理解與認識外在世

界的管道，許多源自西方但被中國知識分子改良的觀念慢慢被接受，進入人們的

日常生活之中，使部分華人的個體化個人慢慢成形。 

    革命派在書報社所辦的各種講演以及各種公開演講與群眾集會，已溢出原來

由清廷左秉隆所發起的「會賢社」文學社團及宣講活動的形式與內容，展現一種

民眾的政治參與。然而，這些講演與辯論所討論的議題與內容多局限在「中國」

                                                     
101 此時維新派與革命派已在南洋展開競爭，星洲閱書報社曾邀請兩派人士做公開性演說。革命

派在星洲閱書報社後開始建立革命式的書報社，做為宣傳革命意識與組織革命行動的地方，據估

計從 1908 至 1911 年間，革命派在星馬各地共設有五十八個書報社(顏清湟，1976／李恩涵，

1982:138-148)。   
102 《叻報》也會刊登其他書報社的訊息，如星洲振武善社邀請何理牧師、殷雪村醫生及吳應培

先生演講(《叻報》，1909.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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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並非所有議題都能討論，呈現的是有限政治參與，至於是因為殖民政府限

制、參與者確實關心重點或自我審查，尚需做進一步釐清。 

這些活動創造相當的議政空間，其影響力的擴大有賴報刊的報導與宣傳。然

而，此時新加坡社會由書報、書報社與各種群眾大會所創造的空間，尚未達致哈

伯瑪斯(Ha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狀況。哈伯瑪斯認為，隨著資本

主義的發展，使得新興資產階級成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主體，這些資產階

級也因自身利益與興趣所在，而日益關切國家行政事務。由於閱讀公眾的成形，

也連帶地使報章雜誌成為公共論壇，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公眾透過對諸如文學與

公共事務的討論，建立處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公共領域 (Habermas,1989)。

此時新加坡尚未出現明顯抗國家的市民社會，即國家與社會並非處於「分離且對

立」的緊張關係，而主要是「分離但非對抗」的關係，且這裡的「國家」更加複

雜，並不僅是指向在地的大英國這個殖民者，還包括了跨域的「中國」。華人在

有關公共事務的討論上幾乎限於跨域的「中國」事務，如報紙出現的各派筆戰與

討論，關注的是中國的未來，很少涉及本土問題，使得本土問題出現去政治化的

現象，有效轉移對殖民治理的不滿。 

    王賡武指出，海外華人對革命派的反應相當熱情，主要是華人社會對反叛的

普遍與輕易之認同，以及窮人、文盲與半文盲迅速地接受政治化(王賡武，

2009:28-29)。在書報社的各種演講與群眾大會相當程度上召喚被壓抑的情感與經

驗，激起人們內在的情感與鄉愁，再以一些新觀念型塑對未來的想像，進而產生

相當大的動員力量。中國大陸與海外中國人透過建構「群」的過程讓「個體」的

意識得以浮現，然而集體還是具有優位性，且儒家思想在此時仍有一定影響力，

使得原本中國傳統中沒有主體性的自我更不易被彰顯。 

    在這個被限制的公共空間裡，中下階層的被殖民者在經濟上被剝削與政治上

被壓迫，然而在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下，華人在文化上獲得一些空間，對現實存

在的壓抑與不滿在相當程度上轉移至文化層面，可減輕對在地政治與經濟領域的

不滿情緒，對殖民者與商紳階層威脅較小，雖然殖民者與商紳階層試圖壓抑革命

派的政治民族主義，然而，透過各式媒介與書報社等媒介力的擴散，革命理念獲

得中下階層相當的支持與響應，當中很可能是一種對在地剝削與壓迫的反抗。因

此，新加坡華人社會中遠距民族主義的展開，很可能是部分人採取的「迂迴」反

抗，在不願或不敢直接對抗權力者的情況下，選擇了一個「天高皇帝遠」的較安

全方式，讓其對現狀的不滿在轉移至對「中國」領導權的反叛得到抒發，且使得

對「中國」的集體認同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得以快速形成，讓「殖民現代性」有了

更複雜地展現，然而主體的反身性在這過程中未必是有意識且自覺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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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的書寫與形式之理性化 

    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需歷經很長時間的過渡階段，而印刷術的出現更是把語

詞從聲音世界裡遷移出來，送進一個視覺平面，且利用視覺空間來管理知識，使

得個人把自身內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資源，想像為類似物體的、無個性的和極端

中性的東西(Ong,2002／何道寬譯，2008:100)。誠如麥克魯漢(McLuhan,1962／賴

盈滿譯，2008:73)所言，西方現代性是透過讀寫能力灌輸強烈視覺生活方式。 

    在這轉化過程中有一特點應被注意，相對西方來說中國文字更接近口語。中

國文化所用的圖形與象形文字書寫，代表著視覺感官的延伸，這個形式為口語意

義提供了圖化式的表達。麥克魯漢指出，讀寫所建立的文明，是藉由在時間與空

間上被文字延伸的視覺，對文化進行劃一式的處理。做為視覺功能的強化與延伸，

西方的表音字母削弱了其他感官的地位，包括聲音、觸覺與味覺，然而中國文字

卻未發生這種情況，仍然可以在經驗深處豐富地保留包容性的感知作用，並非導

向純然的理性生活線性結構(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120-120-123)。    

    做為「理性」的一種歷史性的表現形式，現代性是以論述為主調來衍生、呈

現其內涵特質，因此，基本上它是具書寫(writing)性質的一種存有形式，有其特

殊的寫作筆法，也有著特殊的情節架構(葉啟政，2001:78)。中國文字原本不如西

方文字的理性，而是保留更多具包容性的感知部分，這部分對迻譯西方現代性有

著相當影響。從文字與書寫在本質上的差異來看，中華文化要完全移植西方現代

性並不可能 103。 

    十九世紀晚期的中華世界與近代早期的歐洲有許多差異，然而相似之處是，

它們同樣採用更口語、更接近民眾的語言，取代具有權威性的書寫文字，成為糾

合群體的統一語言，從語言上建立個體與群體、國民與國家間的情感聯繫。清末

民初諸多傳播文本上的變動都有類似的「簡明」與「標準化」走向，如印刷文本

在十九世紀前或者未標點未分段，或者不同文本採行標準不一的標點方式。然而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逐漸取法西洋或日本，透過排版讓各種印刷文本有

較為統一的標點分段方式，讓文字更清晰準確，更容易閱讀(李仁淵，2007:13)。

在製作上甚受中國影響的新加坡報紙，也受到中國印刷語言的影響，在書寫文字

上進行修正，讓其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不過在標點符號上出現的時間較晚，在

二十世紀初以後報刊才開始陸續使用。這個過程對新加坡華人非常重要，即原本

語言非常分歧的各幫成員，可運用更容易接近的語言和文字溝通，建立一個集體

的想像。 

    每個個人可直接接觸的生活範圍相當有限，然而卻可藉由各種方式傳播的

「消息」，使人們能夠接觸到個人生活領域以外的人和事，讓他們共同「知道」

                                                     
103 中國後來試圖想用西方的表音字碼，拼譯自身的語言，但是卻遇上極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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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耳聞」而非「目睹」的人和事，因此，這使得訊息的傳播在現實社會生活

中提供了一種「參觀」—參與、觀看—的效果，將特定事件轉化為「新聞」，這

也表示它已由其既有的特定場域移置於另一個公開的場域，成為社會大眾觀看、

評論的對象。分散的個人可能在這些「新聞」中連接起來，且這種聯繫「個人」

有凝聚成為「公眾」的可能。媒體建立人們的社會想像，由此社會想像培養起一

般民眾的「公眾意識」，進而可能由此對群眾產生動員的力量(王鴻泰，

2001:136-141；王鴻泰，2009)。麥克魯漢指出，文化若是由某個極端模式(如聽

覺)，轉換成另一個極端模式(如視覺)時，必然充滿了騷動的創造力(McLuhan,1962

／賴盈滿譯，2008:112)，基本上這時的新加坡也處於此階段，在報紙介入社會運

作後，其在文化上也展現相當動力，對政經結構產生一定衝擊。 

    身為文化仲介商的報館所有人薛有禮，與主筆葉季允訴諸讀者的想像可能不

同，為讓報刊持續經營下去，需持續取得殖民當局與西方廣告主的支持。至於主

要是歐洲商人的廣告主，則瞄準新加坡的上層華人社群，在推介商品時夾帶現代

性的各種觀念，使「摩登」成為時髦與進步的象徵，讓人更嚮往西方的「現代」

生活。然而這裡有關「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未必是其中一者造就另一方，而應

視是同一個力量的相互展現。因此，此時「在地」、「中華」與「中國」的觀念

混雜，且蘊含著殖民性與現代性的展現，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特性與新加坡華人

社會相互影響著，展現在地的特性。 

    十九世紀末種族主義盛行和殖民不斷擴張下，民族畛域反而更為鮮明，同時，

運輸和通訊技術的改善，也促成殖民地內部社會的分裂，以及殖民地與宗主國的

分道揚鑣(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83)。新一波華人移民發現，

與家鄉保持聯繫，比以往容易得多(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109)。

特別是新媒介的出現，打破了空間的巨大障礙，讓當地華人在短時間內能掌握到

家鄉的最新訊息，譬如《叻報》對中國的關注，不斷將最新訊息傳達出去，縮短

讀者和家鄉的距離，紓解部分的鄉愁，也讓個體與想像共同體的連結成為可能。 

    與其他形式的出版相較，為了要持續且定期的出版，報刊出版需要的是規律

而理性化的出版模式，更穩定、更制度化的組織。無論是機關刊物或者為了發行

期刊而成立機關，晚清期刊的早期發展常伴隨著會社組織，如洋行、學會、革命

黨、留學生聯誼會、印書館或官署，而也因為這種組織性，持續供給新訊息的期

刊在結合團體、形成認同上，要比其他傳播形式來得成功(李仁淵，2007:22)。 

    現代性中強調的標準化被帶入版面形式上，因此《叻報》形式大致固定，如

大多用四字標題；在用字上，木刻雕版時會因刻工而出現字形的區別，鉛字則標

準化，不會因外在因素變化而改變字形。在內容的各種分類上，《叻報》創報初

期分類不清楚，也未設欄目，經慢慢改進才有越來越清楚的分類，讓讀者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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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理性的形式中進行閱讀，透過日復一日的例行化，將現代性中的理性觀帶入人

們日常生活。 

在葉季允的影響下，《叻報》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教育者，主要職責是

反復地對海外華人灌輸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觀，以喚起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並

擔負起社會的道德心的作用(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267)。除了宣揚

中華文化，在 1895 年後也開始有更多的自我反思，譬如出現〈論古書不可盡信〉

(《叻報》，1892.8.20:1) 的文章，帶入西方對知識的懷疑精神；《叻報》關注西方

知識與經驗並加以推廣，認為有助「中國」的改革。在《叻報》工作的書生對中

國歷史文化展開一些反省與檢討，關注探索集體的未來，不過對個體自身的批判

較少且不深入，且當時體制極少提供文化現代性的資源，使得主體性的建構較難

以展現。 

    在「個體」概念浮現過程中，「集體」的「民族」與「國家」凌駕「個體」

之上；殖民者強調「工具理性」的現代化，忽視強調「實質理性」的文化現代性，

使得現代性中重要的「反身性」部分被削弱，讓現代感知主體難以落實，繼續深

陷殖民現代性的框架之中。雖然印刷物、新式學校與學會等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學

習與管道，然而此時提供的知識與世界觀等，都朝向現代化的方向前進，這個西

方建構的發展道路限制了人們想像。因此，在個體的建構過程中，無由產生個體

的自覺，造成主體反身性的缺席，使得個體的主體建構呈現難產狀態，難以察覺

殖民現代性對個體的限制，讓人們難以在實踐的批判中邁向「成年」。 

    整個體制主要重點是建構社會現代性，忽視文化現代性部分，華人社會內部

對此並未有清楚認知，特別是在建構遠距民族主義時，此時較強調前現代的實質

論述，提供某種自然的、文化的或歷史哲學式的超越建構，以作為民族的集體身

分基礎。然而，對於民族主義的現代形式主要是提供普遍與平等的國民或公民身

分部分討論較少，這涉及殖民者如何對待被殖民者的身分問題，報紙的討論也主

要從「中國國民」或「中國公民」角度出發進行對「中國」的想像，而「前現代」

論述則以「中國」文化與歷史為基礎，與在地脫離關係，從殖民者的角度來看，

這些「華僑」終究要回歸中國原鄉，因此這樣的發展似乎相當合理。 

民族主義的現代形式主要是提供普遍與平等的成員身分(如國民、公民)，讓

個人能從傳統、自然的關係中解放出來，梁啟超提出「新民說」論述這樣的關係。

梁啟超 1902 年起以「新民」、「國民」的觀念，強調以政治法律關係，來界定

國家和其國民的關聯性，而非以血統、語言等生物性與文化性關係，來界定國族

共同體的邊界(沈松僑，2000:130-135)。「新民」是儒家經典《大學》中的一個重

要概念，當中意涵包含儒家經世的核心在於道德修養和對人的革新，而梁啟超所

詮釋的「新民」概念中更突出革新意涵，且重點擺在「群」與進化道德觀。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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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的國民／公民思想中，不存在社會自我和個體自我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為集

體主義是其國民／公民思想的重要特徵，使個體自我幾乎被掩蓋了(張灝，1971

／崔志海、葛夫平譯，2005: 87-89;124)。因此，新民說重點在政治法律的制度層

面思考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公民」，他們是以群體和國家為先的觀念，

這也是過度重視理性化的表徵。 

然而，對於清末時期的知識精英來說，報刊出版對其自身建立「國民」／「公

民」的主體性與認同非常重要。李仁淵(2007:41)指出，在戊戌變法時期，連絡知

識精英是中國報刊的重要任務，藉由這樣的聯繫，讓具革新意識的知識精英突破

空間阻隔建立認同關係，且這是在平等的立足點上，個人可以發揮自己的言論。

許多不斷移動的「遊士」在跨域的行動中，藉由報刊為中心的場域建立新關係，

透過各種交往與互動，以及不同新觀念與新事物的衝擊，讓行動者的主體位置更

可能被意識到，在「群」與進化道德觀指導下試圖與在地接合，恢復中國的昔日

光榮。 

    在殖民者的默許下，新加坡華人社會處於近似中國「準外飛地」的狀況，使

得遠距民族主義得以展開，也可紓解在其政經壓迫下的反彈，相當成功地轉移抗

爭與不滿的對象，譬如在論述上指出，因為滿清腐敗才逼迫許多中國人非自願地

遠離家鄉流離海外，因此它需為中國人的苦難負責。報紙所提供的是一個初步理

性化的方向，協助個體概念的萌發，然而在地華人社會尚沒有能力建構在地知識，

使得在主體建構部分在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的限制下處於難產的未完成狀態。 

 

第四節  《叻報》與現代性敘述的迻譯 

 

  殖民者為更有效治理殖民地，會嘗試建構一套「現代知識」，透過這套知識

告訴被殖民者西方文化的優越，本土傳統僅屬次等。這套所謂的「現代性敘述」，

以西方的分類和邏輯，被普世化為世界邏輯(黃崇憲，2008:24)。「現代性敘述」

需要透過各種制度與機制來執行，尤其是文化機制中的各種新媒介進入人們的意

識與日常生活之中。 

    西方「現代知識」在殖民狀態下以強勢姿態迻譯至新加坡社會；1890 年後

的華人社會中面對處於「自強」的中國，積極吸收「現代知識」的中國士人與知

識菁英，形成各種力量引進新知識與新觀念到新加坡。清廷試圖以過往皇帝的聖

諭，教化海外「子民」繼續效忠清廷；不滿清廷腐敗而出現的維新派與革命派也

有各自議程，需要透過知識去說明與說服海外「同胞」改革神州大地。 

    不論這些中國官員或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看法有多分歧，他們基本上都同意

西學的重要性，也承認「現代性敘述」具有普世的價值，是提升自身與集體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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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源，因此也重視現代性敘述的迻譯。中國本土不同力量以各種方式與管道建

構知識與競爭，新媒介皆成為重要場域，但也因為這些力量的介入與在地力量的

結合，使得在新加坡所發展的現代性內涵更顯複雜。   

 

一、新時空概念進入日常生活 

    在現代性敘述的迻譯過程中，涉及的不僅是文字，還有圖像所塑造的各種視

覺形象。十九世紀下半葉，照相、平版印刷和新聞出版共同改變圖片在中國製作、

複製、傳播的方式。新科技最初還是習慣製作熟悉的形象，但它最終打破照片構

圖的慣例，透過新的視覺形式來構圖。圖片和文本一向是用來描繪和表達世界的

複合工具，具有同等重要性，且它們能吸引夠多的觀眾，成為與大眾溝通的有效

媒介(葉文心，2007／王琴等譯，2010:90-91)。這些媒介科技的發展使得現代性

中「看」的特性更被凸顯出來，視覺的邏輯慢慢建立起來，成為「現代人」思考

的重要憑藉。《叻報》的內容中不僅是文字的敘述，圖像部分也逐漸增多，尤其

在告白或廣告 104部分，以下從不同面向檢視《叻報》在現代性迻譯的論述與操

作。 

首先，從時間的觀念來看，西方所發展的機械時鐘所塑造的時間觀念與中國

社會很不一樣，在清朝的正統曆書裡，並沒有以「七」為循環單位的習慣。雖然

民間通書採用「七」循環，也與西方所使用的「星期」概念完全不同。傳統曆書

的循環是從禁忌的角度提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趨吉避凶，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未

形成以「七」為循環單位來安排事務的習慣(呂紹理，1998:72)。 

報紙成為引進西方新時間觀的重要媒介，然而它不是馬上取代舊有的時間觀，

而是在新舊曆法同時並存下讓新觀念在一般人腦海中建立起來，首份近代中文報

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 1815 年創刊時採月刊形式，在時間上仍延續中國人

的習慣用法，報刊封面上印有「嘉慶乙亥年」，並未出現西元的年分。1833 年在

廣州創刊、1837 年轉至新加坡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也延續《察世俗

每月統記傳》的日期標示方式，僅印上清朝皇帝年號，沒有西元的年分。 

1872年創辦的上海《申報》最早採用「格勒哥里曆法」(Gregorian Calendar)105，

在報頭並列標注中曆記日與西曆記日，呈現一種現代的時間概念，《申報》早期

經營的成功也成為後繼報紙學習與參考的對象。《叻報》創刊初期也採用當時《申

報》的作法，在報頭日期部分採取中曆為主、西曆為次的並列方式，即以皇帝年

                                                     
104

《叻報》在創辦初期是採用「告白」一詞，直至二十世紀以後才改採「廣告」。有關廣告的分

析，詳見第六章。  
105 這是由羅馬教宗格勒哥里十三世按羅馬舊曆修訂而來，從 1582 年後陸續受到各國採納，成為

最普遍通用的曆法，通稱西曆或陽曆。這種曆法的特色在於它將曆法與天相脫離關係，使節氣、

朔望和日月交食等不再成為考驗曆法真偽的標準，取而代之的是以「星期周」和陽曆月日作為化

分時日的尺度(黃金麟，2001: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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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紀元、中曆記日為主，因此，報頭右側寫著「大清光緒十三年」，左側寫著

「丁亥七月初一日」；下方則寫著「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號禮拜五」。

在告白或廣告上經常會放上首次刊登的日期，若是宣傳洋貨經常只有西曆，部分

也會加上清曆並置，呈現出中西時間觀念此時的混雜狀態 106；到了民國初期《叻

報》慶創報三十年大改版時(1911 年 12 月 11 日)，曾使用黃帝曆 107取代清曆，

與西曆並置，但不久後又將黃帝曆改為農曆。 

《叻報》創刊時即採日報形式，每日發行，每周的禮拜天也跟隨殖民政府的

規定休息，而不是傳統所重視的農曆每月初一和十五。《叻報》引用的是「星期」

概念，是現代性效果的展現，強化殖民者引進的新時間概念，讓人們在日常生活

中更習慣以「星期」來安排自身的事務，即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新勞動觀念。

此時西方現代性中的「閒暇」的概念也被帶進來，新加坡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休

閒」場所，交通也越趨便利，讓休閒活動來調劑新的生活形式。 

《叻報》並未因採納西方的現代時間概念，放棄傳統的時間，而是採《申報》

的模式，在時間上同時放置農曆與西曆。除固定在禮拜日休刊，一些特定假日《叻

報》也不出報，創報前期休刊的假日主要以中國節慶為主，如農曆年(休刊時間

較長)、中秋節等；1898 年後，西曆年與聖誕節也休刊一天，可見西方假日也漸

被接受。 

《叻報》在每年年初也售賣「華英月份牌」(《叻報》，1887.10.26)，強調中

西日期並置，且有多種式樣 108。月份牌也是引進新時間觀的媒介之一，讓中西

並存的時間概念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協助建構新的時間感。1902 年《叻報》

發售最後一次月份牌後，隔年不知何故停售，至 1904 年改售春牛圖 109，同樣強

調是「遵照中西曆法，分秒無訛」(《叻報》，1904.1.6:1)。這些作法讓人們在轉

換時間概念時，還保有中國的傳統，畢竟中國雖逐漸接受新的時間觀，但中國傳

統的節慶仍未放棄。《叻報》在和「國際接軌」，以跟上所謂時代的前沿時，也顯

示新媒介的「進步」，但仍未放棄中國的傳統習慣與文化。現存最早的《叻報》

(1887.8.19:7)上，可看到《叻報》長期且固定刊登輪船開往東南亞與華南各地的

開航時間表，對要往來各地者來說這是重要資訊，也讓西方時間觀注入人們的日

常生活之中。 

                                                     
106 中國政府是到了民國成立後，在 1912 年正式採用西曆，顯見民間早已和世界「接軌」。 
107 「黃帝曆」或「黃帝紀年」的出現，主要是革命派人士為對抗另一套流行的紀年主張─「孔

子紀年」；這兩種主張，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民族」不同的想像。劉師培指出其中的分

野，「康梁以保教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為紀年；吾輩以保種為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為紀年」(沈
松僑，1997:42,45)。 
108 《星報》在 1890 年創刊後，也學習《叻報》售賣月份牌。《叻報》停售月份牌後，其他報紙

仍推出月份牌，譬如《圖南日報》在 1905 年仍推出分贈讀者做為促銷方式。 
109 據查僅在這一年發行，此後《叻報》未再繼續發售春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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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刊具有強烈的時間感，跟隨不同的發行時間間隔，其訊息有著不同的即時

性，對十九世紀末的華人讀者而言，這種即時性的訊息不僅是「新聞」，當中還

有「新學」。讀者渴望從新媒介讀到的，可能不是復古、返古的真理，而是與時

而變、時時更新的當代思潮、時事新聞、最新的科技與商業情報。與即時性緊密

相關地就是現代性，無論是新聞、新學還是新時尚，這些藉由報刊散布的訊息與

當下的現實世界緊密關聯，世界的變動藉由定期刊出的文字圖象傳達到讀者的眼

前 (李仁淵，2007:21-22)。每天發行的日報，成為線性時間的重要標記，也強化

「新」為進步的內涵，且讓許許多多互不相識的人，在媒體建構的環境中進行同

時的想像。《叻報》也有相當強烈的「新」概念，在目前保存最早的《叻報》上，

即出現「新聞」與「時事」的詞彙，且強調是報館的重點： 

 

    ……報館之所以設，非若談狐說鬼，類於齋諧，騁艷誇妍，鄰於稗乘祇足， 

為酒餘之談柄，破睡之新聞已也……(《叻報》，1887.8.22:1)。 

 

《叻報》在內容上強調「改革」與「求變」等觀念，這也是時間感的展現，

這種急迫感的顯現在晚清更為突出，特別是西方強權不斷進逼，「亡國滅種」的

危機感更為強烈。 

在大量讀者出現之前，《叻報》持續的出版有著重大意義，其內容與言論的

轉變與其所想像的讀者直接相關，譬如對中華文化與「新中國」的想法傾注於其

所撰寫的文章與訊息，且讓讀者想像其同胞們，從中建立了連結，共同建構對「中

國」的想像。同時透過新媒介的形式與特性，將西方現代性的內涵迻譯至新加坡

本土，自然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以上《叻報》的作法有助於型塑安德森所說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概念」

(homogeneous, empty time)，提供讀者最根本的連結，使共同的想像成為可能。

李歐梵(1999／毛尖譯，2008:91)認為，時間與日曆系統是建構現代性的基礎，運

用的月／周／日的分期顯然是西方和現代的，在引入中國後逐漸規範了中國人的

日常生活，更有秩序與理性的安排生活作息。 

    機械鐘的推廣與運用，將具體時間更細緻的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中，讓現代的

時間感成為無可逃脫的一部分，進而構成現代社會的基礎。鐘錶在十七世紀已輸

入中國，但由於昂貴與量少，使這種機械產品一直未成為通俗的日用品，直到商

業大城市興起後才出現大幅改變。葉文心(2007／王琴等譯，2010:116-117)指出，

僅是鐘錶的出現並沒有決定他的用途，或是引領一種新的技術文化。要想把鐘錶

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一種「環境和旁人決定了一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的

社會文化氛圍中，鐘錶必須先有「實際上的意義」。一般人不需要以鐘錶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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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若僅是擁有鐘錶，即使再多的鐘錶也不能改變社會

的日常生活模式。機械鐘的使用和對精確計時的強調，是新興社會經濟秩序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而這種經濟社會秩序主要是由依靠城市的商人、廠主及其他資本

家所控制和主宰。有了時鐘，企業裡才有辦法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其員工才能產

生量化的制約；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

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在新加坡除了商人、廠主及其他資本家，殖民者也積極引進現代的時間觀，

透過各種制度與機制進入人們日常生活，讓百姓必須以鐘錶的具體時間來安排生

活，新媒介協助推動與塑造了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不斷推介與展示鐘錶的重要

性與意義，使其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叻報》上也出現不少售賣鐘錶的廣告，

這對時間感的塑造具有重大意義，將西方的時間觀念向更廣大的讀者傳布。這種

在城市裡出現的度量時間方式，顯示鐘點的使用已和工商活動結合為一體，成為

一個相互支應的發展動力。人的身體和它所具有的勞動能力，在這種發展趨勢下

變成一個可以清楚計算的對象，而這種理性計算的發揮，是西方資本主義不可或

缺的條件(黃金麟，2001:200)。 

    在空間觀念的理解與想像上，十九世紀中葉電報海底電纜環球體系的完成，

開創了讓新聞在世界快速傳播的可能空間。中國在電報事業在西方國家介入下發

展迅速，上海與香港的海底電纜在 1871 年已鋪設完成，且不斷向外延伸；1881

年成立大清電報總局後，加速海底電纜的鋪設，不久後電報服務已可達東南亞

(Zhou,2006:22-36)。隨著時空的壓縮，有關中國的訊息也可快速傳遞到海內外，

讓海外華人發現自己與家鄉的距離其實並不遠，強化了和家鄉的聯繫與關係。 

「天涯若比鄰」這句話讓十九世紀末葉的人感受到其真實性，一些震驚一時

的大事，迅即為人們共知同曉，且出現了一個現象，即在現代新聞傳播的過程裡，

總會出現「把國外的事務國內化」(domesticating the foreign)的現象。在這個「國

內化」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內文化社會意識型態的編碼，以自己的觀

念和語彙來解讀，認識形形色色的外國新聞；同樣的，人們透過這些「制度性傳

播媒介」所表達的「地理想像」，往往形成真實和想像雜揉的「第三空間」110(Third 

Space) (潘光哲，2007:469)。這樣的空間意識影響人們的實際生活，讓人們的空

間感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其中想像部分有很多操作的空間，讓新媒介有了更多

揮灑與發揮空間。 

中國內地的報紙很早開始運用電報，1869年 7 月 31 日《上海新報》(1861-1872)

首先採用電報傳遞的訊息，上海與香港海底電纜啟用後，從倫敦發出的訊息，三

                                                     
110 索亞(Soya,1996／王志弘等譯，2004)認為，第一空間是具體與實質的空間；第二空間是認知

與再現的空間；第一空間與第二空間的混合與延伸，就會成為真實和想像兼具的另類空間意識，

即第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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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後可抵達上海，這對當時來說是相當驚人的成就，世界各地的最新訊息可在短

時間內傳播至中國。1872 年後上海與香港開始出現更多報紙的發行，與電報事

業的發展有極大關係，且電報與報紙的結合，對十九世紀末中國相當重要的公共

空間，民間的聲音可透過此平台表達出來(Zhou,2006)。現保存的《叻報》最早版

本顯示，該報其中一則訊息〈英京電報〉(《叻報》，1887.8.19:1)，其內容提及「廿

七日英京發來電報」，應是 7 月 27 日發出的電報，至 8 月 19 日才刊登出來，依

照前述說法，倫敦發出的訊息三天後可抵上海，因此《叻報》經過約三個星期後

才刊此訊息，可能經過間接的方式取得此訊息，不過「電報」在當時仍屬新技術，

《叻報》運用這個詞彙顯現了報紙壓縮時空的感覺 111。 

《叻報》創辦的時期恰是電報網絡鋪設大致完成的時代，《叻報》大量使用

各地的訊息，建立本土與外地的區別，且能突破空間障礙，迅速將各地訊息傳送

出去，特別是中國本土的事情，讓新加坡華人覺得和家鄉越來越靠近。在新聞處

理上，《叻報》前期的分類相當混亂，所謂「國內與國外」的區分並不清楚，但

出現大量陌生與新鮮的地名，讓讀者對外在世界的視野被拓寬；對於其熟悉地方

發生的事情，也讓他產生某種連結。在「轉型時代」裡，中國在嶄新的「世界秩

序」架構之下找尋和建構自我認同，尤其展現出劇烈的變化，必須重行繪製一張

嶄新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 )(潘光哲，2007:487)。「國家」與「主權」的

概念越來越清晰，在新聞分類上也更加清楚，而所謂的「我國」指向中國大陸這

塊土地，「地圖」在這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叻報》上頭出現各種地圖，如販售由上海出版的中國、日本與高麗地圖(《叻

報》，1895.1.5:1)；「臺灣戰圖出售」(《叻報》，1895.10.15:1)；「輿圖出售」(《叻

報》，1905.7.5:1)；更有文章認為中國應該重視有關地圖的知識(《叻報》，

1897.7.30:1)。不僅《叻報》，其他報紙也經常刊登出售地圖的廣告，因此可見在

1890 年代後對地理的想像出現相當大變化，透過地圖的再現讓「中國」形象被

描繪出來，建立更具體的聯繫。 

    另外，《叻報》也報導各種犯罪新聞，類似於當今媒體所說的「社會新聞」，

這類新聞相當吸引人，在現代性中也有其效果。傅柯指出，社會新聞旨在給一般

人關於過失犯的觀念罩上一個極其精巧的柵網，使他們覺得這些過失犯近在身邊，

到處出現，處處令人恐懼。當社會新聞侵入了一部分報刊，犯罪新聞開始層出不

窮，彷彿犯罪頻繁，讓人欠缺安全感，這就使得人們容易接受分割社會、實行司

法和警察監督的制度了(Foucault,1975／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323-324)。因此，

社會新聞不僅是新聞的一種分類，更是社會規訓的一部分，它強化司法和警察制

                                                     
111陳蒙鶴(Chen,1967)認為，當時《叻報》尚沒有電報器材，也未向外國通訊社購買訊息，因此這

類註明「電報」的訊息可能來自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報章，還有翻譯自本地英文報章的新聞。到了

1911 年大改版後，《叻報》用「本館專電」欄目後，較為確定是直接使用來自外地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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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建立，對整體社會秩序的規範有一定的功能。 

 

二、對西方知識的重視與迻譯 

    1860 年代至 1890 年代間，「西學中原說」曾盛行一時，此時是中國學習西

方船炮技藝與中西文化激烈衝突的時期，而談論「西學中原說」者，包括王韜、

鄭觀應(1842-1922)、薛福成(1838-1894)與黃遵憲(1848-1905)等人，他們在主張學

習西方時，試圖運用此說法來調和中學和西學的矛盾，減少引進西學的阻力(熊

月之，1994:722-723)。 

熊月之(1994:729)指出，在明末清初已有「西學」的說法，然而，此時人們

對西方文化的認知主要還是視之為「夷學」，且被認為是具貶意的說法。二次鴉

片戰爭後，知識分子對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且在條約中明文禁止稱西洋為

「夷」112，因此，時人對西方文化通稱為「西學」。到了戊戌變法時期，「西學」

之名經常見諸於報刊：然而，部分人傾向使用「新學」來概稱西方文化的進步，

譬如林樂知、李提摩太與張之洞等人。從「夷學」、「西學」至「新學」術語的

改變，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國不同時代中的地位變遷。 

清末中國南移文人也未脫離上述語境，葉季允身為一名傳統書生，非常重視

傳統中華文化，也認為西方「進步」科學與觀念很重要。《叻報》刊登的各種訊

息中有許多來自當地西報和外電，且經常放在重要版位；葉季允的論說也經常吸

收西方知識與最新發展後，針對中國和新加坡在地情境所撰寫，在這過程中其實

也在迻譯西學與現代性，讓讀者更了解與親近西方，譬如〈西學略述後序〉(《叻

報》，1888.12.20:5)、〈論機器〉(《叻報》，1891.10.26:1)、〈洋學宜講求說〉(《叻

報》，1892.2.29:1)、〈論西國富強之源〉(《叻報》，1893.6.10:1)、〈熟習洋文乃能

深通西學說〉(《叻報》，1897.6.15:1)、〈論仿行西學之難〉(《叻報》，1898.3.30:1)。 

    在強調西學的重要性外，「民主」與「科學」成為介紹西學的主要兩大領域。

在「民主」觀念的推廣上，有討論西方立法的重要性，譬如〈論立法期於無弊〉

(《叻報》，1888.12.03-05:1)、〈中西律法利弊論〉(《叻報》，1891.10.29:1)、〈中

國立憲論〉(《叻報》，1906.9.25:1)；有推崇西方的價值與制度建設，譬如〈富強

宜求其源說〉(《叻報》，1888.12.19:1)、〈自由辨〉(《叻報》，1903.2.25:1)、〈說

權利〉(《叻報》，1906.5.5:1)、〈自由解〉(《叻報》，1906.10.27:1,30-31:1)、〈自

由平議〉(《叻報》， 1909.8.10:1)等論說，對西方民主觀念與制度有頗多介紹，

且認為是中國邁向富強需要學習的基本知識。 

在「科學」觀念的推廣上，早期強調西方器物的進步，譬如火車，傳統中國

                                                     
112有關「夷」字意涵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演變，參見劉禾著作《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

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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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民憎恨火車這個「現代」怪物，因為鐵軌貫穿了祖先的墳地，把風水破壞，

且當火車轟轟之聲振耳之際，也吵醒了寂睡墳中的祖先靈魂，是極為不敬的冒瀆，

會為他們和子孫帶來噩運。他們疑懼、困惑、也抗拒著現代化 (葉啟政，

2001:152-53)。然而，葉季允看見與體驗到火車與鐵路的威力，乃在《叻報》不

斷倡議中國應興建火車，才能讓中國邁向現代化，擺脫傳統的蒙昧(《叻報》，

1888.07.31:1;1888.08.20:1; 1888.11.29:1; 1888.12.15:1)。除了火車，他也強調西方

機器的帶來的好處，如 1891 年 10 月 26 日的社論〈論機器〉，文末最後還是強調

機器始於中國，指著名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 

1916）也支持此說法，以強化「中體西用」的論述 113。另外，在〈興圖測量說〉

(《叻報》，1895.3.25:1)一文中，強調數學對於科學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葉季允了解要深入學習西學，大量翻譯是必經過程，他曾在〈論譯書〉一文

中強調翻譯的重要性： 

     

    通西學必自閱西書，始閱西書必自譯。西書始洋務之興六十餘年矣，而中外 

之扞格如故何也。溯自有明通市以來，泰西各國教士已將中國之經傳通鑑， 

譯以辣丁法英文字，康熙間於巴黎斯設一漢文書館。近則各國都會不惜重 

資，皆設有漢文館，有能將漢文古今書籍，下至裨官小說，譯成其本國語言 

者，則厚賞之，其使臣至中國……皆以重金另聘漢文教習不盡，通其底蘊， 

不止各國之求通漢文也，如此而於譯書一事，其重且久也。……(《叻報》， 

1898.5.25:1)。 

 

    「進步」這個概念在十八世紀的西方，已被提升為有識階級的基本信念，他

們認為人類可以不斷進步，擺脫迷信、無知與野蠻，把世界變得更完美、更人性

與更理性，當時各方面的發展，讓人們樂觀地相信世界正朝著不斷前進的方向走

去(Munford,1934／陳允明等譯，2009:170)。西方所發展出來的進化觀，深深地

影響非西方地區，也確認自身的落後和西方的進步，而提升自身地位與發展的最

關鍵方式就是學習西方的各種優點。在進化論的影響下，中國思想界突破以往流

行的一些歷史觀念，如循環論與退化觀等，再融入中國傳統中階段演進論(如公

羊三世論)，開始出現新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呈線性發展，且是逐漸進步的過程(黃

克武，2006:78-79)。 

    葉季允一直非常重視西學，對西方人的進步也有頗多體驗。他認為西方的進

步，與其重視翻譯有關，譬如對中國各個方面的了解，有其長期累積的背景。而

                                                     
113 《星報》1892 年 12 月 20 日社論〈論機器之學始於中國〉也有同樣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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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思富強的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知識與長處，而其基礎來自翻譯，透過對外國

書的翻譯，讓更多中國人開始了解西方，打開進入西學的大門。《叻報》除大力

提倡翻譯，也介紹西方主流的「進步」思想，譬如斯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

－1903)的進化觀，《叻報》轉錄了《申報》的文章〈說適〉(《叻報》，1906.4.10:1)

一文，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念的重要性。 

    張君玫(2012:38)指出，「語言與文化的翻譯過程，不斷在跨越既定文化的疆

界，不只是物件(意義)的交換或旅行，更必然對那些意義物件進行拆解、消融、

解構、雜揉、轉造與重組。」譬如嚴復對 evolution 譯名「天演」或日本漢字對

evolution 譯名「進化」的概念之引入與推介，成為十九世紀末後中國現代性計畫

的關鍵詞，也使得「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幾乎成為整個時代的標題。這個概念

的被接受與廣泛運用，可以看到這類「新」概念所蘊含的強大動力衝撞了中國傳

統思維模式，在既定的文化秩序中所開啟意義協商的空間，讓中文知識分子可以

摸索與創建自我演化的路徑，然而，這樣的現代性創建與協商，卻往往無可避免

地陷入一種參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共謀之中 (張君玫，2012:68-70) ，難以逃

脫西方現代性中的殖民帝國主義性質，長期困鎖在這樣的意識型態之中。葉季允

在 1909 年農曆新年前夕，從進化角度書寫了一篇文章〈新嘉坡新年進化記〉(《叻

報》，1909.01.27:9)，描繪新加坡華人社會民風已有很大程度的進步，人們簡化

傳統習俗與減少迷信，並認為華人素質提高，「則我中國之振興，已於此奠具基

礎矣。」 

    當時力勸清廷政府變法圖強的外國在華傳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1857-1927)的文章，深受《叻報》重視，長期從《申報》轉刊其文章，直接

命名為〈美儒李佳白先生講義〉(《叻報》，1903.4.20:1；1903.12.5:1；1904.2.25:1；

1904.6.15:1)，不斷宣揚西方現代觀念對中國的重要性。不過這裡需要指出的是，

《叻報》也不是狹隘地僅強調西方科學部分，忽視其他部分，在〈論華人習西學

文藝並重〉(《叻報》，1893.4.6:1)一文中，強調要同時學習西學和文化藝術，才

能掌握西方文明的精髓。 

    《叻報》對西方知識的迻譯，其來源主要是轉譯自中國，這和葉季允經歷有

關，使其知識來源較仰賴中國。王賡武(1959／張奕善譯，1969:167-168) 指出，

對於同樣的政治與教育觀念，南洋華人在從西方的模型中取法或透過歐洲的教育

時，便以懷疑態度視之，可是若繞道中國再進口時，則欣然接受且加以傳播。但

是也有少數不同取向，譬如另一土生華人林文慶所辦的《日新報》，以他曾在英

國留學的背景，是直接引進與翻譯西方的觀念，不過林文慶也受康有為與梁啟超

等人影響，尤其是在對中國內在問題的理解，因此可以說診斷問題上受中國影響，

但是在給予藥方上直接運用其西方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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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可以看到《叻報》等報紙對翻譯的重視，且其牽涉到的是語言、知識

與文化的翻譯。然而，我們在看待這個翻譯過程時，也不應過度從「工具」的角

度來理解。張君玫(2012:59,93-94)指出，翻譯是一種「轉化的創造」(transcreation)，

它必然要去協商與重構既定界線的「越界—創造」(trans-creation)，同時也是對

既定文化的「創造性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人們普遍認為，翻譯是引介

西學或新思潮的必要「工具」，然而翻譯的「工具性」始終被高估，其中的創作

與轉造性卻一直被低估。因此，在《叻報》長期的翻譯過程中，創作與轉造性部

分在相當程度上滲入其中，使現代知識與在地歷史、文化等在遭遇時，出現協商、

混合的總體「效果」。 

    商業化的出版不必然會成為意見、知識與思想交流的媒介。新式出版品要成

為意見與思想溝通的僑樑、形成一個更廣大的空間、發揮結構上的影響力，則需

要社會上操控文化的主流階層加入。這樣的轉變從戊戌變法後明顯加速，愈來愈

多的士人和知識分子投入新式出版事業，這些新式出版品傳達的意見與思想也在

社會上產生更大的影響力，而終成為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推動力量(李仁淵，

2007:38)。然而除了士人階層之外，還有一大批的庶民，他們多是未受教育的文

盲，如何成為現代的讀者，這裡必須有一些機制協助進行轉化，才可能讓「現代

作者與讀者」。 

    除在《叻報》的工作，本對醫學有所掌握的葉季允，在 1901 年獨力創辦《新

加坡醫學報》，提倡醫學和宣揚健康及衛生，被認為是新加坡第一份中文學術期

刊。葉季允擁抱「衛生的現代性」，認為現代的健康與衛生觀念與知識必須更廣

泛傳播，他在〈創設新加坡醫學報敘例〉中指出： 

     

……維我中國，開化最先，今則日就頹唐，即醫道亦居人後，嘗念至此，得 

勿可恥可憂之甚也哉……爰不自揣，欲與諸君共參斯理，特仿西例，創設醫 

學報，中西並慣，俾與我同志之士，互相琢磨……本報體裁首登論說，次彙 

要聞，如國家防病之新章、各埠衛生之政令、時症之起滅……又次則為翻譯， 

舉凡歐美名醫所得新法，所治奇疾，莫不擇要譯錄，以資學識，以廣其 

聞……(《叻報》，1901.2.4:2-3)。 

 

    葉季允依然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出發，感慨中國的沒落，要恢復昔日的光榮，

需下苦工，將東西方醫學知識迻譯到新加坡社會，期盼能加速提升醫學新觀念。 

葉季允曾在《叻報》早期的社論〈中西醫學同源說〉(《叻報》，1889.12.10:1)中，

再度強調中醫的價值，然而並非完全擁抱西方知識；不過，《新加坡醫學報》僅

出版七期即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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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季允了解有關知識的迻譯，學校是重要的文化機制，特別是新式學堂，因

此他撰文〈論宜毀寺觀以擴充西學書院〉(《叻報》，1898.1.12:1)，指寺廟不該占

用太多資源，而應把資源投入培養人才的學校，也暗示寺廟傳統落伍，西學書院

則是現代進步；葉季允另撰文〈論湘省振興西學之速〉(《叻報》，1898.2.15:1)，

讚揚中國內地部分地區在辦學上迅速取得成效。葉季允也積極介入新加坡的新式

學堂建設，他是養正學堂的發起人，介入在地華人社會的發展。 

從葉季允對儒家傳統與西學的態度來看，他和很多中國士人一樣是個儒家現

代化主義者，希望透過西學加速國家的現代化，也就是透過工具理性推動社會現

代性，擺脫受列強欺凌的窘境，至於強調實質理性的文化現代性被忽略了，或認

為可透過中學來處理，因此，西方強調主體透過反身性與批判來主體性並未構成

問題，也就不需要處理。誠如陳光興(2006,374-375)所指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

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與印度知識菁英有一個共通性，在承認西方文化物質層面

的優越性下，認為東方的優越性在於文化的精神面，在改革的過程中，重點是要

保留自身精神文化的優越性，使得可以在「精神」層次上暫時忍受「物質」上的

被宰制。因此，當時的知識菁英從一種實用角度出發，試圖以西方的科學與知識

協助國家的復興，在精神文化的層次上仍強調自身的優越性，也才會出現「中學

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主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工具理性。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隨著印刷資本主義的推進，像《叻報》這類印刷媒介

在新加坡扮演了媒介現代性的角色，在其使用某種象徵符號所建立的媒介環境中，

現代性的各種元素逐漸滲入日常生活之中，與流移社會中並非十分穩定的傳統產

生衝突、協商與接合等交混狀態，慢慢長出在地現代性的動力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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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媒介與遠距民族主義 

    在殖民不斷擴散與十九世紀末葉種族主義盛行的背景下，交通與通訊上的改

善並未消解地理畛域，反而讓民族畛域變得更為鮮明，使中國人覺得較親近於中

國，穆斯林認為更接近中東。這時交通與通訊上的改善，反而促成殖民地內部社

會的分裂，也造成殖民地與宗主國逐漸分道揚鑣(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

憲譯，2007:83)。這些殖民地與後進地區開始透過安德森(Anderson,1991／吳叡人

譯，2010)所說的「盜版」(piracy)方式，學習和模仿過往民族國家的「概念」與

「模式」，打造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從中動員共同建設新興的民族國

家。 

    二十世紀後出現安德森所說的第四波民族主義浪潮，亞洲許多國家在這波浪

潮中成立，這包括中國與東南亞等多個國家。新加坡這個港市經過一些轉折，在

1965 年也成為新興民族國家。吳小安(2011:6)指出，十九世紀中葉至二次大戰前，

是現代東南亞城市化的世紀，這些城市的規模與功能發生革命性變化。東南亞殖

民城市從依附內陸的地區，發展成為控制內陸地區的政治與經濟中心、新思想的

管道、新變革的發電機和新身分認同的載體。新加坡是東南亞新興現代城市，在

十九世紀中葉後成為東南亞的政治經貿中心，也接受各種新知識、新思潮等衝擊，

甚至成為推進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崛起與建立現代「中國」的域外重要城市。 

    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最終手段，其動力蘊含在人民的力量與忠誠裡。當大清

國不得不完成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再造時，其實現主要依賴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

的統治中解放出來(Dirlik,2007／胡大平、付清松譯，2012:5)。張灝(2004)強調，

十九世紀末葉出現的報刊、新式學校與各種學會所形成的制度基礎，是中國民族

主義在 1895 年後出現的關鍵因素。除了內在制度基礎的建立，影響清末民初具

「現代」意義的中國民族主義萌芽，海外華人所形成的民族主義被認為是其中關

鍵力量之一。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各種版本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海外相互競逐

(Duara,1995／王憲明譯，2003)，其中革命派最有效動員人力、物力與財力加入

革命行列，協助中國大陸的革命最後得以成功 114。 

    一般研究認為，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所衍生的產物，尤

其是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等人，透過報章與學校等的宣傳與連結，將海外華

人加以政治化與「再中國化」，並非因在地的各種問題刺激所產生，更不是原住

                                                     
114 哥拉斯(James Kellas)針對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做了不同分類，一是社會或文化民族

主義(social or cultural nationalism)，可以康有為為代表；二是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可以章太炎為代表；三是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可以梁啟超為代表(沈松僑，

2002a: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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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族主義的一環(王賡武，2005；顏清湟，2007；顏清湟，2010)。海外華人民

族主義的出現，確如許多學者所言僅是一種由中國本土中心向境外傳散，且是一

種由上而下動員的過程嗎？在中國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海外華人的在地主體性

是否處於闕如狀態？或者還有其他因素的涉入? 

    王賡武提醒，對於華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其實我們所知有限，儘管有些

華人確實受到強烈的愛國情操所驅動，但有時華人的角色被誇大與誤解，而這主

要來自經常被引用的「華僑為革命之母」，因而忽略有些華人未必是革命者，也

不特別愛國，只是因為需要一個強大中國保護的現實考量，才會支持革命運動(王

賡武，1976／李恩涵譯，1982)。因此，海外華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呈現相當多

元的反應，需要以更多不同角度加以觀察。 

    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道德論述，它是以「現代」為形式，卻以「前現代」

為實質的論述。民族主義的現代形式主要是提供普遍與平等的成員身分(如國民、

公民)，讓個人能從傳統、自然的關係中解放出來；它的前現代實質是民族主義

的論述，提供某種自然的、文化的或歷史哲學式的超越建構，以作為民族的集體

身分基礎。民族主義這種半現代、半前現代的特質，會影響到民族國家的現代性

走向(錢永祥，2001:387)。民族主義的動力相當程度來自「現代」與「前現代」

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現代」指向西方的進步性與理性；「前現代」則指本土傳統

的落後性與情感，兩者在民族主義論述的操作中糾結在一起，讓更多個體的感知

被召喚至集體的想像裡面。根據安德森的說法，「印刷資本主義」是民族主義得

以出現的重要條件之一，因為印刷媒介是操作「現代」與「前現代」論述的重要

場域，從中得以建構想像的共同體。 

    晚清時期迅速發展的電報與報紙相互結合，使得遠距傳播(long-distance 

communication)有了突破性發展，讓訊息傳遞與溝通能更快速且廣泛，「時空壓縮」

的效果讓人明顯感受時代的變動。誠如凱利(Carey,1989:156)所言，遠距傳播的發

展培育了社會新結構，譬如全國性的階層與職業，且在這過程中產生和刺激新的

思考議題，譬如速度、空間、運動與遷移；還有新的思考對象─越來越抽象的、

分析性的與操作性的符號。遠距傳播所強化的抽象體系，讓人們為變動更頻繁的

日常生活提供了安全感，撫慰了部分的焦慮。 

    報紙是型塑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場域，對於中國大陸本土以外，且又雜揉殖

民與東南亞特質的新加坡社會，具有「時空壓縮」特性的報紙，是如何跨越時空

障礙，在新加坡開展出區別於中國本土的中華「遠距民族主義」，是本章討論的

重點。這過程牽涉的不僅是清廷和華人，還包括英殖民者與在地生活的不同社群，

這些互動皆會影響遠距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本文嘗試由報紙這項新媒介 115在

                                                     
115所謂西洋的「新式」媒介，如白話刊物、畫報等，在中國都有相應的模式，與當時中國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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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探索「印刷資本主義」對當地華人「遠距民族主義」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的關係，試圖描繪其中更複雜的圖景。 

     

第一節  遠距民族主義如何可能?               

歐洲在十六世紀出現具有現代主權意義的民族國家，特別是在 1618-1648 年

的「三十年戰爭」後各國簽訂了《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該條約

的主要精神，是有關國家與國家之間訂立契約，相互承認在各自統治的疆界範圍

內具有獨立主權和管轄權，且各國互不干預他國的內政，並以國家為單位來處理

國家之間的國際事務等。現代主權國家涉及對內與對外的關係，對內是統治國家

的政府或國家機器在其統治的領土上具有最高權力；對外則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相

互承認(王振寰，2010:104-105)。 

這一套現代主權的民族國家形式與制度，經過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向全世界擴

張後，逐漸成為迄今仍被遵行的遊戲規則，是維持全球秩序的重要基礎。 

 

一、遠距民族主義的「比較幽靈」 

民族國家多需要透過民族主義來建立人民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同時藉其動

員人民建設國家，因此，民族國家的建構還涉及「民族」與「民族主義」兩個概

念。基本上「民族」是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這個範疇的形成，是該群體所

處的特定政治、經濟環境中，利用共同的自我稱謂(emic)和族源歷史，強調群體

內部的同一性，以及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者(other)，且在主觀上強調某些體質、

語言、宗教或文化特徵(王明珂，1997:77)。安德森更明確定義，民族是一種想像

的政治共同體，即它的想像具備有限邊界，且是享有主權的共同體(Anderson,1991

／吳叡人譯，2010:41)。 

葛爾納(Ernest Gellner,1983)與安德森(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皆認

為，「民族主義」的出現是現代性計劃的一部分，它與民族呈現相互建構的關係。

葛爾納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著手，認為在工業社會底下，民族的形成主要在於

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需求；安德森則指出，民族(nation)的形成是資本主義、印刷

科技與語言的結合，使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 

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西方民族主義是一套標榜普遍性意義的知識

架構，並以超越各文化畛域為號召。後進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接受這套知識架構時，

也等於默認西方現代性中諸價值的普遍適用性；然而弔詭地是，民族主義的核心

又是強調每個民族歷史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獨特性。在這種矛盾下，使得民族主義

                                                                                                                                                      
傳播模式有顯著差異 (李仁淵，2005: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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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不接受卻又反對這套來自異文化的知識與道德的宰制，長期擺盪在「現代

性」與「本土傳統」之間，讓他們備受煎熬(沈松僑，2002a:86)。不僅知識與文

化矛盾與衝突所造成的問題，還有西方殖民者此時在政治與經濟上對非西方的壓

迫下所產生的妥協與反抗等回應，讓民族主義的展開在非西方地區顯得更為複雜。

民族主義雜揉了西方「現代性」與本土「前現代」(或「傳統」)的矛盾與衝突，

觀察不同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形式與實質論述建構過程，將能看到其現代性與本

土的交混狀況與走向，有利於我們理解其發展軌跡。 

對於傳統中國來說，尚未具備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對外部分，在「天朝中

心觀」的概念裡，中華帝國為世界的中心，和「他國」不是主權對等的「國際關

係」。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後，中國在西方國家長期的衝擊下，逐步放棄傳統天朝

中心的世界秩序，轉以西方民族國家為典範，著手建構中國「民族」，這種狀況

在十九世紀末以後更為明顯(沈松僑，1997:3)。透過民族主義打造「民族」的過

程中，至 1911 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仍持續進行，在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發展的分類

中屬最後一波浪潮，在這個「盜版」他者經驗過程中，持續建構「中國」特色的

民族主義。 

在「中國」建國過程中，海外民族主義被認為是重要部分，「華僑乃革命之

母」的說法經常被提起，只是這個在「跨域」所發展的民族主義是如何可能發生？

其內在性質為何？ 

安德森的《比較的幽靈》(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1998)一書，是在《想

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1991[1983])所建立的民族主義理論基礎上，提

出「遠距民族主義」概念進行修正。安德森在有關想像共同體的說法中，有限邊

界指向人類群體間的界限而非物理空間的限制，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都納為

一個民族的成員，勢必會相互排除形成不同的民族。至於物理空間的阻隔，其實

也是民族與民族主義形成的重要元素。安德森認為，在物理空間上長距離的流放

(exile)與遷移(transportation)，是形成「遠距民族主義」的重要條件。 

    愛克頓(Lord Acton)曾說：「流放是民族性的溫床」(exile is the nursery of 

nationality)，強調人們與故土有更深刻的情感連帶，這是在離開故土之後自然出

現的鄉愁。愛克頓相信「民族性」是從流放中滋長，空間的距離感讓人們在夢裡

輕易地回到原鄉的懷抱 (Anderson,1998:59-60)。鄉愁這種情感是內在於比較後的

結果，即陌生的流寓所在與熟悉的故鄉之比較，且這類比較在日常生活中會不斷

出現，這是「比較幽靈」116力量的展現，讓民族性開始浮現在流放者的意識裡。 

                                                     
116「幽靈」是一種隱喻，安德森企圖打破人們固有的認知邊界，因為其有礙於人們認識自身的存

在是如何受到全球化、殖民與現代化的影響，且也必須意識到，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被物質環境

所決定的社會學可能性，且是「對可比性的嚮往」，每日皆在制度化地出現的結果(羅永生，

2007: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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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十六世紀以降，資本主義結構使得遷移的頻率更高，數百萬名義上自由的

歐洲人，以及同樣數百萬受奴役的非洲人，踏上了橫跨大西洋的「流放之旅」，

此次遷移規模之大與距離之遠是史無前例的。遷移的物質性(materialities)─如輪

船和航海設備等的出現，是在知識累積與透過印刷傳散後才成為可能，並使其成

為想像的動力來源。直到十八世紀末葉，遠程遷移與印刷資本主義傳播形成更實

質的聯繫，在跨越大西洋後，一個更加本土的流放形式，在當時興起的工業資本

主義下被創造出來，首個民族運動終於開花結果，在北美這塊土地上建立民族國

家(Anderson,1998:60-63)。 

    歐洲國家在工業資本主義下創造相當的財富，有能力將一個中央化、標準化

與分層的公共教育系統傳播出去，進入非西方的殖民地。透過教育系統的制度化，

一些語言被標準化，甚至成為官方語言，壓制某些人的母語；同時教育讓人增加

就業的可能性與社會流動機會。隨著教育的建制化與推廣，掌握雙語的年輕人越

來越多，在「他者」(異己、敵人)的對映下，使得人們在這比較過程中出現更多

的自我意識(Anderson,1998:64-65)。安德森(1998)指出，過去一個多世紀人數龐大

的遷移浪潮中，傳播革命對於人們的遷移經驗有重要影響，因為比較是可以無止

盡的，而傳播媒介更是創造無休止的比較可能性，也讓他們能同時想像眾多同胞

的存在。 

    民族主義的首波出現在美洲地區，其中美國歷經長時間的民族建構，在十九

世紀末隨著國勢日強，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融入當地，成為美國民族的一分子。

帕克(Robert Park)在《移民報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1922)一書中指出，早期移居到美國的新移民對於以母語發行的報刊，通

常抱有民族主義的熱情，移民選擇自由開放的美國實現他們在原生社會無法完成

的願望。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東歐地區，許多民族尚未成立屬於自己的民

族國家，創辦母語報紙鼓吹民族獨立運動，通常會受到來自支配國的壓迫或制裁。

當他們在美國發展屬於自己的移民媒體時，經常和原生社會的民族獨立運動或民

主運動相連結，可以說在爭取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移民媒體發揮了一定的功能。

因此，移民與原生社會的關係並未因為來到新居留地而切斷，兩者經常透過各種

方式維持聯繫，尤其許多移民是非自願性移居他國，對原生社會依然非常關切。 

    這類「遠距民族主義」的展現，不僅發生在美國與歐洲之間。在十九世紀末

至二十世紀初期，滿清政府、維新派與革命派雖有競爭關係，但皆在海外地區(如

日本、美國、南洋的新加坡、馬來亞等地)透過中文報紙的遠距傳播，宣揚與鼓

吹「中國」民族主義，試圖展開跨越物理空間的「遠距民族主義」，協助中國的

改革。新加坡華人在想像與比較著自身在地和「中國」的關係時，有著十分複雜

的在地與外在力量的碰撞，使得在此地產生的遠距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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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著相當不同的內涵。 

     

二、媒介文化環境中建構的想像共同體 

誠如麥克魯漢所言，印刷與民族主義之所以相互搭配，很可能只是因為一群

人透過印刷第一次「看見」它們自己，且愈來愈多人透過報紙感受到母語的視覺

齊一性。因此，他認為民族主義是衍生自伴隨印刷、透視法和視覺量化的「固定

觀點」，也有賴於「固定觀點」來維繫。而固定觀點可能是個人或集體的，甚至

兩者皆有，因此造成各種期望與衝突(McLuhan,1962／賴盈滿譯，2008:308-312)。 

安德森承接了麥克魯漢部分的看法，認為印刷不僅讓人們「看見」自己，更

讓廣大的人群跨越時空進行想像。想像不是幻想（illusion），而是力量強大的集

體意識；但這個集體力量如何在散布的個體中形成，安德森認為「印刷資本主義」

扮演重要的角色。蘇碩斌(2011)指出，安德森所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其重要意

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media)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作用力。

這股「媒介」力量的重點，是造成一種「使人想像神聖的特殊文化」，讓人們置

身此媒介文化環境時，塑造出現代人的時間觀念與空間型態，使「想像他的同胞

們」成為可能。 

  前述曾提及「媒介」是將我們在社會經驗世界中的技術面和意義面同時媒合

中介；透過技術與意義的中介，個別的媒介裝置與編制才成為可能，技術也才能

與意義、論述、解釋等接觸，而成為指向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場域。因此，所謂「媒

介」是比傳達訊息更超前、更多樣的社會實踐，且是這些社會實踐交錯、對抗、

結合的社會場域(吉見俊哉，2004／蘇碩斌譯，2009:2-9)。我們應該看見媒介場

域中的各種實踐，它是和社會連結在一起，人們在當中進行各種互動，特別是在

文化實踐的領域。 

媒介有其本質與特質，它們對個人、社會造成的影響後果，來自於科技每有

新發展，都為人事物導入新的規模層級，譬如活字印刷技術的發明，造成個人主

義與民族主義的出現。麥克魯漢強調，科技或媒介的影響力不是發生在意見或觀

念的層次上，而是它徹底改變了我們感官的使用分配比例或知覺的型態，重組不

同群體的感官生活(McLuhan,1964／鄭明萱譯，2006:36-51)。麥克魯漢的這個說

法，與前述有關民族主義的特性相當一致。民族主義兼具現代與前現代的特性，

讓被釋放出來的個人獲得普遍與平等的國民和公民身分；它的前現代論述則運用

以作為民族的集體身分基礎，而這些論述相當依賴印刷資本主義的作用力，使得

眾多「獨特性個體」能結合形成「同質性集體」。 

    只有在當很大一群人能將自己想成在過一種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

行的生活時—他們就算彼此從未謀面，但卻當然沿著一個相同的軌跡前進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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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這時這種新的、共時性的嶄新事物才可能在歷史出現。以印刷資本主義為媒

介，1500 年至 1800 年之間的造船、航海、鐘錶製造術和地圖繪製法等領域逐漸

累積的科技創新，終於使得這種共同體的想像成為可能(Anderson,1991／吳叡人

譯，2010:260)。安德森在說明 18 世紀以來出現的各種民族主義時指出，若以新

的想像共同體姿態出現，必然需要印刷語言。因此安德森以理論性的語言宣稱，

發明民族主義的是印刷語言，而不是某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not a particular 

language per se），並認為印刷語言是民族認同的必要條件。但是，作為必要條

件的印刷語言如何在想像共同體之間作用，則是安德森未能指明之處。想像共同

體並不是憑藉傳統的面對面互動空間，也不是憑藉古老的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而是以其在廣泛地域星羅棋布的人們形成之同質而空洞的共時性

（simultaneity），因此歷史上必須仰賴小說和報紙來構成彼此的想像（蘇碩斌，

2011）。 

在塑造「同質化」的過程中，特別明顯地是報紙這類出版品中的「極端形式」，

它是一種大規模販售但只有短暫流行的出版品，但卻創造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

式，即幾乎分秒不差的同時消費，且植根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Anderson,1991

／吳叡人譯，2010:70)，成為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重要元素，讓眾多的個體能

同時想像一個擁有界限的共同體。 

有關報紙對民族主義的建構部分，安德森(Anderson,1998:33-34)指出，在報

紙編排上，其隨機不斷變化的內容，其實是妨礙了人們想像其他的事物，且將人

們放置在單一確定的序列(series)中。這類序列透過印刷語言滲入人心，成為日常

的概念，然而這過程並非必定以單向流動的方式。從這種序列邏輯中，一種再現

(representation)的新語法(grammar)得以出現，這也是想像民族的先決條件。 

蘇碩斌(2006:94-95；2010)認為，安德森所談的印刷資本主義，重點並不在

資本主義的產業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邏輯」。用安德森的話來理解，「資

本主義的邏輯因此意謂著菁英的拉丁文市場一旦飽和，由只懂單一語言的大眾所

代表的廣大潛在市場就在招手了。」(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82)印刷資

本主義創造了「作者訴諸讀者」及「讀者想像他的同胞們」的全新方式，且以媒

介的作用力加以展現，特別是印刷語言的部分。在媒介的社會實踐場域中，印刷

資本主義作為媒介的力量，重點是造成一種「使人想像神聖的特殊文化」，而不

是工廠的生產形式(蘇碩斌，2011)。因此，印刷資本主義塑造了媒介文化環境，

當中的各種媒介緊密相關且相互滲透，影響在其中生活與行動的人們如何看待自

身與周遭環境。 

    印刷資本主義首先造就「個人主義的讀者」，而這些個人主義出現的同時，

隨即將散落的讀者再聚合於一個想像共同體之界限內。因此，只要活字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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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發生，作者對讀者群的訴求與想像就會改變，不論實際讀者市場有沒有擴

張。前述有關媒介理論的分析，指明了作為「媒介」的活字印刷構成作者與讀者

的同胞想像，而不是作為「內容」的文學意識傳遞到無知者腦中而感化他們。    

當印刷資本主義成形後，文化機制所生產的文化產品，具「文化想像」的功能，

這裡所謂的「文化想像」可以被界定為集體感性的輪廓和文化產品的意義，兩者

透過媒介同時出現在具體的日常生活裡，其表面意象和風格不一定進入深層思維，

但它們必然召喚出一種集體「想像」(李歐梵，1999／毛尖譯，2008:71)。因此，

透過各種媒介的再現，使得文化中的象徵符號被賦予了更多意義，讓人們對「現

代性」與「民族國家」等有了新的想像，個體與集體間有了更多連結，使得民族

國家的建構成為可能。 

    新加坡在 1881 年出現首份中文報刊《叻報》，至民國成立前出現多份報刊，

它們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是印刷資本主義與民族主意擴散的「效果」。在清末民

族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同版本的民族主義跨域展開競爭，印刷資本主義對新加坡

「遠距中國民族主義」的開展產生影響，加上英國殖民政府的回應與對新加坡的

治理策略，對在地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節  清末民族主義的萌發與新加坡華人社會 
 

大清國入主中原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擴張，在十八世紀末葉時的國力達到

頂峰。當英國人初到亞洲展開貿易時，必須進入朝貢體系的遊戲規則。至十八世

紀末英國國力日強，派遣使者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在 1793 年

出使中國，試圖打開中國大門進行貿易時，乾隆皇帝視其為朝貢者，要求馬戛爾

尼行叩頭禮；乾隆也拒絕英國欲與大清國建立廣泛貿易關係的要求，開啟隨後一

世紀兩國之間充滿矛盾與衝突的往來。 

十八世紀末葉的英國在工業革命後不斷向外擴張領土；滿族人則繼續征服非

漢族的人口，把疆界拓展至遠超過去中華帝國所擁有的邊界。何偉亞(Hevia,1998

／宋偉杰譯，1998)認為，1793 年以後英國與大清國的持續衝突，可視為正在擴

張的兩個帝國之間的競爭，它們都有自身的策略與關注點，試圖以各自方式建構

自身「主權」(sovereign right)，且對「主權」意涵有不同的認知與理解。至於德

里克(Dirlik,2007／胡大平、付清松譯，2012:155)則認為，英國與大清國在十八世

紀晚期以降的對抗，並非是由商業驅動的開放現代社會與封閉的傳統帝國的遭遇，

而是預示著現代性展開的新階段，它將由新的工業資本主義推動，迫使大清國朝

向世界體系開放。何偉亞與德里克的視角不同，然而都指向共同的方向，即大清

國在對抗過程中，原來的體系在內外壓力下被迫不斷調整，向西方所展開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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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向移動，影響了中國接下來的發展道路。 

在這競爭的過程中，英國運用了翻譯的政治，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

1831 年創造了「大英國」的中文譯名，且他以及在鴉片戰爭中的英國領事與將

領們希望透過頻繁地使用「大英國」，讓英國與大清國能在政治話語中將平等的

「我」和「他」身分建立起來，兩者能在建構中的國際政治舞台上相互較勁，同

時也告訴中國人，大清國並非「天下共主」的唯一大國，「大英國」也能與之平

起平坐，也象徵著新時代的來臨(莊欽永，2012:4)。鴉片戰爭以後，大清國快速

衰落，相對地，大英國迅速壯大。1875 年至 1914 年間是霍布斯邦(Hobsbawn,1987

／賈士蘅等譯，2006)所說的「帝國的年代」，大英國是當時最先進、勢力最龐大

的帝國，且持續向外擴張。1870 年代大清國的國力日衰與頻遭西方帝國威脅，

因此亟思自立自強，開始向外爭取海外華人力量的支持。新加坡這個海外華人人

口居多的英殖民城市，成為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相互較量的另一所在，這樣的競

爭可視為兩大帝國過去競爭與衝突的延續。 

從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清政府在向外商發布的公告中，一再重申「一視

同仁」政策，目的都是為了抑制英國在大清國的擴張，也讓英國對這政策極為反

感，不斷批評中國人反對「社會精神」，是食古不化地抵抗歐洲文明。從結果而

論，在英國在當時積極出擊下，使印度和東南亞地區陸續淪為其殖民地，大清國

仍能苟延殘喘，可見清政府的這項政策，還是相當有效地抗拒英國的殖民擴張(劉

禾，2004／楊立華等譯，2009:82)。兩大帝國較勁下還包含其他複雜的互動過程，

譬如 1895 年甲午戰爭後維新派與革命派的崛起，與清政府展開跨域的競爭，且

各自提出不同版本的民族主義，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此時新加坡是各方勢

力競逐的重要基地，然而其內部除有不同族群，「華人」內部也有幫群林立的「新

客」與「土生華人」的區隔與差異，再加上殖民者對華人社群內部的差別對待，

讓整體情況更為複雜。 

     

一、清廷對海外華人態度的轉變 

    中國人向海外移民已有長遠的歷史，但一直不獲政府鼓勵。中國歷代朝廷有

著強烈的「陸地中國」意識，對海洋有著相似的既定政策，即任何向海洋方面的

發展，若是對中國不是至關重要，則必須加以限制。海外諸國只要仰慕中國的富

強，也承認帝國的權威，歡迎到中華帝國來朝貢；若外國商人帶來中國所需貨物，

也會受到中國歡迎；至於中國人則完全沒有必要出海進行商貿活動，因為這可能

會陷天朝於危險之中(王賡武，2009)。因此，十九世紀之前的歷代中國政府，基

本上否定長期的中國人流移海外現象，甚至視海外人民為叛徒。 

到了大清國時期，清政府了解商貿活動有利於中國華南地區的繁榮，然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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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信任那些離開中國而長久不歸的人民，視其為「自棄祖宗墳塋」的棄民，不

過清廷還是採取折衷方法，即禁止人民待在海外超過一年；同時，海外僑民也幾

乎得不到祖國的安全保護 117(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31；莊國

土，1989)。從 1819 年新加坡開港後，清廷對此地中國人的關注不多，直至十九

世紀中葉後整體情勢讓清廷在政策上有所轉變，影響了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 

    1860 年代大清國開始加入「世界民族大家庭」後，在與西方列強簽訂的各

種條約中，大清國上層人士認識到歐洲人為了保護其海外僑民曾付出極大的精力，

因此，清廷官員們意識到，應對流移至海外華人社區許久的「僑民」給予官方的

承認(王賡武，2009:20)。清廷改良派的領導人物，如曾國藩(1811-1872)和李鴻章

(1823-1901)等人，努力發展西方軍事技術，由此開始「自強運動」(或稱「洋務

運動」)。他們逐漸接受一種看法，即中國需要改良軍事武裝，提高對於近代科

學技術的了解，以保護國內秩序和抵制帝國主義。1870 年代自強運動或洋務運

動的範圍擴大，不僅將資源投注於軍事器械的生產，也嘗試擴大到和外國公司競

爭(Gerth,2003／黃振萍譯，2007:55)。曾國藩提出「商戰」概念，即由「強兵利

器」的戰略轉向「先富後強」的方略，試圖在商貿與外國一較高下，讓國家先富

裕起來，西方的市場經濟邏輯也逐漸被接受 118(葉文心，2007／王琴、劉潤堂譯，

2010)。清廷嘗試資助商貿企業，譬如成立中國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挑戰

西方國家對於沿海航運的控制，還建立開平煤礦與外國人在採礦上進行競爭。 

    海外華人的經濟實力及所處的地理環境所具有的戰略地位逐漸為清廷所認

識，且認為可利用海外華人來振興商務和鞏固海防(莊國土，1989:138)。因此，

清廷開始試圖透過西方所建構的國際關係規則與海外華人建立聯繫，協助達到富

國強兵的目標，且開始想要掌握與控制海外華人的動態。 

    中國首任派駐英國的公使郭嵩燾(1818-1891) ，在奏請設立新加坡領事館時，

清楚說明除要振興商務和鞏固海防，「彈壓稽查」華人社會也是設領的重要原因

之一。它不但有利於掌握華人社會戶口面貌，防止其到中國惹事生非，且有助於

控制、協調華人社會內部的矛盾(莊國土，1989:156)。1877 年清廷在新加坡建立

海外首個領事館，此後此領事館一直是晚清時期大清國在南洋的代言人，也是新

加坡和馬來亞華人對中國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誌，因為領事館把當地華人社會和中

國有效地聯繫起來，甚至協助海外華人「再華化」(莊國土，1989:157；顏清湟，

1986／栗明鮮等譯，1991；柯木林，2007)。 
                                                     
117到了同治年間，清朝逐漸改變對海外華人的看法，海外華人也多次投書給清廷，控訴遭到異國

政府的壓迫，要求設立領事館或採取外交手段保護華人(莊國土，1989:143)。 
118當時的討論主要是確認國家和商人的利益是否一致，最後認為國家應提供新式商人必要的保護，

並協助他們和外國商人競爭以獲取利益。但是「保商」實際上的確切意涵不會只有一個解釋，它

早已超越商人和官僚如何合作的議題，而是更廣泛地討論國家在促進近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

色，這在晚清時期的朝廷政治中也變得更糾纏不清(葉文心，2007／王琴、劉潤堂譯，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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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從未有過「認同」這一概念，而只有華人屬性的概念，即身為華人和變

得不似華人(王賡武，1994:234)。王賡武對「認同」的理解，主要是在「國家」

概念下的延伸，譬如對「中國」的認同，是屬於「政治認同」的部分。然而，對

早期華人來說，「國家」本是尚未出現的概念，因此他們對自身的認知，主要是

出於對「文化認同」的理解與感受。麥留芳(1985:32)指出，在辛亥革命以前，流

移海外的中國人未對自己的身分做特別界定。早期中國移民未考慮身份問題，他

們寧願把自己看成是旅居者或流放者，而非定居者，他們的精神世界基本上還是

一個中華世界。 

這些移民對中國的文化認同隨著中國文人的頻密來訪得到加強，這些文人通

過為廟宇、宗親及方言會館等社團中的題字、題詞等活動來弘揚中國文化，且反

覆強調海外華人社會是一處「文化沙漠」，需向他們重新灌輸中國文化，而當地

華人領袖也為自身社會欠缺傳統文化而痛心疾首，刺激他們積極認同於中國文化

(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265)。因此，十九世紀末更多中國文人在身

體移動的過程中，「文化中國」或「華夏文明」的形象在海外華人社會不斷展示

與比較，對經常與在地原住民及西方商人等「他者」互動的華人來說，悠遠的中

國文化確實有其優越性，「我群」的形象也越來越清晰。 

    十九世紀末大清國領事在所謂的「僑民」中積極推行對中國效忠與認同的活

動，遭到英國官員的指責，認為會削弱英國對當地華人的治理。但這些領事並未

表達歉意，反而認為自己不僅是華人的保護者，也是清政府管治海外華人的代表。

在一些清廷外交官看來，保護海外華人只是爭取他們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種

手段，對華人在當地的問題未必關心(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267-271)。

清廷是從自身「國家」的立場與邏輯來看待在中國境外的「僑民」，認為他們不

久後皆會回國，因此強化和他們的關係並無不妥。 

    清末時期選用「中國」作為國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現代國際關係的環境

下，要打破原有族群關係與地域關係來重建認同，因此，它已不是先秦時代的中

國概念。現代中國的確立，一方面是現代主權體系擴張的後果，另一方面又是在

各種複雜關係中重新界定中國的結果，且這個界定的操作至今仍在持續進行中

(汪暉，2010:30)。然而，清廷官員初期對國家「主權」的認知和西方不太一致，

英國官員以民族國家主權基礎所建立的國際關係來看待中國領事館在新加坡的

設立，然而清廷官員觀念多仍在「天下一家」的帝國想像裡，對西方現代民族國

家的主權觀念不熟悉，雙方在邏輯與認知上的差距形成不少矛盾與衝突。 

1836 年由惠頓(Henry Wheaton)撰寫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出版，在 1864 年後翻譯成中文版的《萬國公法》，「主權」一詞

才進入中國，且中國人對其的理解和西方人也有差異(劉禾，2004／楊立華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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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這些被翻譯的客體、對象，必須自過程中與在地歷史及社會力量的厚度

協商、磨合，才能在「外地」的土壤中開始其新的生命歷程。經歷漫長的磨合過

程，其結果絕對不是當初「翻譯」時所主觀想像的，而必然是經剪貼、混合、變

造後存活下來，必然是有機地以新形式接合到生活之中(陳光興，2006:388-389)。

根據研究指出，「主權」概念在晚清最後數十年間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反映出

當時朝野人士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沈松僑，2002a:70)，慢慢學

習進入西方所主導地國際關係的內在邏輯與遊戲規則裡。 

    「主權」這一詞彙原本即有極複雜的意涵，經過迻譯許久後才被普遍接受，

也展現現代性迻譯至非西方的過程中，牽涉許多衝突與協商過程，除詞彙涉及嶄

新且複雜的國際關係，也包括在地人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十九世紀末清廷與英殖

民政府在新加坡，面臨許多衝突與競爭，而對當地華人社群內部的不同群體，也

開始面臨「國家」等新概念的衝擊，所謂的「國家」忠誠與認同等才成為問題。 

    十九世紀末清廷為了籌措帝國內部的發展，需要大批經費，捐官成為獲取財

源的一個管道。所有捐官都限於虛銜，官職可就沒有鬻賣，即使在中國最常鬻賣

的貢生和監生，一到海外也得改為虛銜者。由此可見滿清政府雖然需要海外華人

的財政援助，但對華人仍抱持歧視態度(顏清湟，2007:12)。顏清湟(2008:84)認為，

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商熱衷購買清庭虛銜，顯示他們熱衷於來自清廷的非正式權力

與欲接近中國官場的想望。對新加坡越來越多的富商而言，這樣的想望其實是深

受儒家傳統的影響，試圖取得「士」(仕)來證明自己與提升社會地位；而殖民政

府原本提供的勳銜不多，這時也較重視土生華人社群，讓新客更難「晉升」「士」

(仕)的階層；相較之下，清廷的捐官制度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新客富商的需求，且

讓他們和大清國的關係更為緊密。 

    據李鍾珏在 1880 年代到新加坡的觀察，當時有不少閩粵士人在新加坡設私

塾授徒，因為有不少華人想要回祖籍地考試(李鍾珏，1947[1895]:11)，特別是家

境不錯者，多未放棄家族子弟能在大清國謀取一官半職，不過新加坡當時「無書

又無明師」，所以像邱菽園這位後來考取舉人的著名文人，就是返鄉讀書然後再

參加科舉考試，尋找晉升仕途的機會。 

    對於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各幫群之間的恩怨，清廷原則上不參與幫權政治，而

是將華族視為一個整體，試圖建立國家的觀念，打破舊有的畛域觀念。因此在

1877 年委任在地人為首任新領事時，刻意不選當地人數最多的閩幫之領袖陳金

鐘，而是委任粵幫領袖胡亞基；第二任領事蘇桂清、第三任領事左秉隆(1850-1924)

和首任總領事黃遵憲(1848-1905)皆是來自中國的官員，均不參與在地的幫權政治

(林孝勝，1995:57-58)。清廷領事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作為，試圖打破原有以群

體及地域關係來建立對國家的認同，這在相當程度上緩和幫權政治的運作，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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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幫群；此時殖民政府也傾向將華人視為一個群體，以利族群政治的操作，

然而對華人內部的「新客」與「土生華人」還是有不同待遇，引起華社內部的新

矛盾與衝突。然而整體來說，英國殖民政府與清廷對新加坡華社的政策與策略，

還是有利打破畛域與語言等的差異，建構一個具共同想像的社群，當然這不是一

蹴可幾的事。 

    十九世紀末期東南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形成一股強大遷移潮。西方資本注入

經濟作物業和錫礦業，啟動經濟動力，需要更多勞力的投入。1893 年清政府修

改移民政策，製造有利環境，使大批華人移居東南亞，同時試圖招徠海外富裕華

商協助中國邁向現代化(顏清湟，2007:445-446)。然而此時海外華人的認同還是

在畛域觀念上，譬如十九世紀末清廷擬由華資興建京漢鐵路，但是海外華人反應

冷淡，認為除非該線延伸至廣東省才願投資(顏清湟，2010:254-255,292)。海外華

人的畛域觀念要打破並不容易，此時對國家想像與集體認同的進展仍緩慢。 

    「商戰」觀念在此時愈顯重要，而推廣商戰觀念最重要的人物是曾擔任買辦

的鄭觀應(1842-1922)，他最早倡議設立商務部。1899 年深獲李鴻章賞識的盛宣

懷(1844-1916)也呼籲設立商務衙門，他認為允許和鼓勵商人自行組織，才能讓中

國商業蓬勃發展。同年清廷同意設立商約大臣，並任命盛宣懷擔任大臣。1903

年清廷則設立商部(1907 年改為農工商部)，它原本隸屬於農工商部，後來成為獨

立單位以協調商業事務，且成立修訂法律館，制訂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條文，其中

包括商業法。各城鎮不分海內外，新的法律都鼓勵或命令中國商人組織商會。這

些商會採取選舉制，不僅要幫助執行國家的新法令，還要藉由官僚管道蒐集和上

呈當地資訊。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這些新式商人不僅成功獲得社會威望，還在

清帝國的官僚系統建立重要的立足之地；國家與商人的緊密合作關係，使工商業

成為國家民族的關注重點，而國家與商人也成為現代化的代理人，加速融入世界

資本主義的體系裡(葉文心，2007／王琴、劉潤堂譯，2010:33-37)。 

海外商人創辦的《叻報》早期言論呼應了中國建興起的「商戰」概念，呼籲

中國應以商務來鞏固國家的根本(《叻報》，1891.11.14:1)；且認為商貿活動大有

益於中國(《叻報》，1896.11.10:1)。不過這些論述主要是從自強的角度強調中國

透過商務富強起來，較沒有與西方帝國對抗的意味。1897 年 9 月 30 日《叻報》

頭版上刊登〈論中國創設南洋商務局〉，認為清廷應更積極聯繫南洋商人，且必

能獲得熱烈回應。 

到了 1905 年，清廷才任命在南洋發跡的富商張振勳(1841-1916，張弼士)為

考察海外商務大臣，在東南亞倡議僑商組織商會 119。1906 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119 1896 年佘連城與李清淵等華商曾擬成立「華商公所」，但未能成功，箇中原因不詳(顏清湟，

200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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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象徵著極化之幫群政治的結束。清廷將海外商會放置在商部的控制下，

且是直屬的關係，合法化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新加坡華社的領導地位(顏清湟，

2008)。中華總商會必須聽命於清廷的指令，成為清帝國試圖強化直接控制海外

華人的一個機構，和維新派與革命派在新加坡社會更積極競爭 120。對英殖民政

府來說，這是更直接挑戰其對新加坡的主權掌控，但仍容許清廷這類的跨域作為，

使新加坡華人社會成為一個近似中國「準外飛地」的狀況。 

電報在十九世紀末葉開始將亞洲各城市連接起來，有關中國的訊息更快速傳

遞至新加坡，迅速掌握家鄉與中國的狀況。而電報與報紙的互動，也促進了晚清

士紳階層的議政，譬如百日維新失敗後，很多維新派人士逃亡海外，而電報卻為

他們創造在全球範圍內參與政治的條件，且能將他們的理念透過報紙在跨域中展

開，甚至對於後來中國不斷發生革命事件，電報都是重要的新媒介(Zhou,2006)。 

    十九世紀後期有兩個很小但很重要的事，影響後工業資本主義下的個人與集

體認同，即出生證明與護照的出現，其中後者是工業時代中遷移與民族主義匯流

的產物，且已確認政治認同逐漸孕育出來(Anderson,1998:69)。這是一種主權國家

的象徵，在更制度化與理性化的治理下，使物理空間與群體的邊界更清晰，個人

被賦予了公民的身分。在國內外民族主義蓬勃興起的強大壓力下，清廷被迫在二

十世紀初期展開了「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新政措施，這包括廢

除滿漢通婚禁令，並在 1909 年清廷頒布《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正式確認

中國人民作為國家成員的身分與資格(沈松僑，2002a:71)。《國籍法》採取血統

主義(Jus Sanguinis)，即父母為中國人者，皆為中國籍(麥留芳，1985:29)。透過這

些制度上的實施，「中國」的國家面貌已更清晰與理性化，且涉及所有「中國人」，

對華人的實際生活已造成直接的影響，使得「國家」逐漸成為必須面對的議題。 

 

二、維新派與革命派刺激下的「中國」認同 

    大清國的軟弱在甲午戰爭後更徹底暴露，在 1895 年至 1912 年間的轉型過渡

時期，不僅中國內部出現巨大變化，東南亞華人有兩項發展導致了重大變化。一

是觀點上的轉變：離開原鄉不久的華人移民更多意識到中國的變化，從而願意積

極捲入中國的事務；二是中國出現的變化：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正在要求改革甚

至革命，這些人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此時整體環境激勵華人年輕一代關心中國

命運的西方民族主義，且對他們集體意識有一定衝擊，使得那些原本忠於英國的

華人，日益被大多數華人看作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反叛者。另一些從中國來的新客，

則對西方價值觀念缺乏興趣，逐漸形成對英國官員統治和法律的抵制和敵視(王
                                                     
120海外華人對革命反應的差異取決於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以及和清廷的關係。上層人士並不歡

迎革命，因為他們多不願得罪清廷；至於中間階層的成員則對革命反應熱烈(顏清湟，

2010: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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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武，1994:204-205)。王賡武(2005:270)認為，這些發展主要不是由於東南亞地

區內部的社會與經濟壓力所引起，而是由於少數被迫向國外尋求支持其事業的中

國人進行直接的政治鼓動所引起，這裡是指孫中山、康有為和梁啟超及其支持者，

他們以革命或革新的名義在東南亞到處奔走，他們喚起了人們對中國未來的強烈

關心。本文認為這說法可能過度放大了孫中山等人角色，不能忽略了其他結構的

因素與許多民間人士的參與，如印刷資本主義在這些地區的萌芽與電報等新技術

的運用，其所引發的媒介力不容小覷，尤其在情感上的連結與新知的獲取上。另

外，在 1900 年義和團起義後，西方所關注的是一個比較現代和穩定的中國，希

望清廷有所改革；後來中國採取立憲改革和政體改革的措施，這也讓對故土的關

懷愈形強烈。 

    早在 1854 年主要由閩幫的土生華人所聯合創辦的萃英書院碑文上鐫勒著： 

 

    ……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為禮義之幫……(引 

    自柯木林，2007:227)。 

 

    從中可看到早期部分移民已意識到有關「華人」屬性的問題，它是以文化與

傳統來確認，因此強調透過教育延續與建立儒家倫理，讓新加坡這個還處於新開

發的「蠻荒」地區，接受中國優秀的禮儀教化。不過這裡強調「幫」的集體概念，

即來自祖源的福建同鄉，而不是整體的「中國人」。這時人、文化與土地開始進

行結合，建立祖源地與在地之間的情感連結與認同，使中國文化傳統能在寓居地

持續下去。 

    滿族人在建立大清帝國後，為建立其正統性，主推朱熹理學的新儒學，試圖

使自身變得比漢人更像中國人。新儒學強調各種清規戒律，告誡每個人要留在陸

地上，永不離家，在家裡侍奉盡孝，同時也鄙視經商者(王賡武，2009:16)。然而，

新儒學這些說法，與許多遠離家鄉且經商的新加坡華人產生衝突與矛盾，使得儒

家面臨挑戰，特別是土生華人的文化交混狀態。從宗族的角度看，文化的融合不

僅不受歡迎，且對宗教孜孜以求所維護的價值觀也是一個直接威脅。土生華人趨

向放棄一些被他們的父母維護的價值觀，傾向於同其他方言集團的華人和不同的

種族有更多的融合。絕大多數宗族組織意識到，如果華人「峇峇化」的趨勢不能

阻止，將對組織宗族的原則造成極大傷害，而最終又會導致華人屬性認知的喪失

(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84-85)。 

    顏清湟將此時捍衛中華文化者視為「文化民族主義」者，他們著重自身與集

體的文化屬性問題，較沒有政治的意識，主要是要阻止及扭轉當地華人的西化和

峇峇化傾向。雖然文化民族主義者對當地政府確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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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進行攻擊，但他們把這些宗教視為假想敵，深信它們是導致華人西化和峇峇

化的主要原因。在華人社會中阻止這些異端邪說影響的最好辦法，便是推廣儒家

倫理觀。文化民族主義者試圖透過演講方式，定期為那些主要是目不識丁的同鄉

講解儒家學說，然而，沒有跡象表明這項活動滲透到華人社會底層，這促使文化

民族主義者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在 1899 年後推展孔教復興運動，開始是以馬來

亞的吉隆坡為中心。1902 年後由於有現代傳播媒介網絡和人們的支持，新加坡

取代了吉隆坡，成為孔教復興運動的中心(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

1991:274-276)。 

    近代中國以孔子紀年之論，首發於康有為。甲午戰爭後，康有為認為西人富

強之術，在於有基督教為其本源，因此倡議「孔教」，奉孔子為教主，以重整中

國政治和文化秩序(沈松僑，1997:42)。康有為等人推動的儒教復興運動，其實是

大清國試圖再次透過儒學來強化其正統性，特別是面對反滿的論述愈來愈強烈，

對大清國的政權產生了更大威脅。海外華人社會孔教復興運動的出現，也與康有

為有極大關聯，雖然康有為所創建的孔教信仰，在中國因維新失敗告終，然而孔

教對中華文化的想像和各式文化計畫，在不同程度上於海外華人社群生根，且更

有和西方殖民統治長久的糾纏經驗(羅永生，2007:131)。 

    孔教復興分子企圖以孔教為國教，不僅在於它是一種民族的自尊，更重要的

是，他們認為孔教充滿生氣的形象可作為一個有效的現代化力量。他們認為孔教

是一個提倡從舊到新、從頹廢到生氣勃勃的變革之思想體系，他們認為它可以鼓

勵體制改革以適應變化中的世界，也認為它是一個引向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他

們宣稱，孔子學說中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法，與工業革命時期西方

國家採用的一些基本原理相似。孔教復興分子認為，發展輪船、鐵路和電信作為

迅速發展經濟的前提的現代原理，與孔子學說相符合。這個把孔教與經濟發展現

代化聯繫在一起的論點，在理論上相當貧乏，不能令人信服，然而卻相當程度上

反映了他們對經濟重要性的認識，同時也反映他們對這問題缺乏真正了解(顏清

湟，2007:158-159)。孔教復興運動的論述，其實是自強運動下「中體西用」的展

現，試圖強化自強運動的合理性。自強運動的真正重點，是恢復儒家政權的威權

和講究儉約、社會紀律的儒家精神，而不是打破儒家模式 (Darwin,2007／黃中憲

譯，2010:278)。 

新加坡的孔教運動或儒學運動約從 1897 年開始，至 1910 年左右逐漸沒落(梁

元生，2005:65)。新馬的一些孔教復興分子除了對中國現代化的熱情，也關心在

地華人社會的現代化，他們認識到舊風俗習慣的存在已阻礙華人的進步，如繁瑣

奢華的婚喪儀式、盲目的偶像崇拜及對待婦女的態度，清楚反映新馬華人的保守

思想。他們認為道德教育很重要，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基礎，也是進步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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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復興分子的改革思想和措施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現代化思想與西方化並不相

等，他們雖羨慕西方物質的先進，且準備借用一些西方的風俗習慣，但不打算完

全接受西方制度和價值觀。在這意義上，他們不是西化者，而是儒教現代化者(顏

清湟，2007:159-160)。因此，這套論述相當符合民族主義的性質，它是「現代」

與「前現代」的雜揉，不過這裡的「前現代」是儒教的，它可和進步的西方「現

代」相融合，產生進步的「中華」社會。儒教現代化者對在地其他文化(如馬來

文化)採取拒斥的態度，認為是更「落伍」與無法進步，這個想法在「社會達爾

文主義」影響下更被鞏固。 

杜贊奇(Duara,1997)認為，清廷在清末時期試圖建構一個儒家民族主義

(Confucian Nationalism)，這不僅是清廷要儲存財力以強化剛萌芽的民族國家，且

要透過儒家整合華人，建構華人對國家的認同，減少滿人統治中國的長期爭議。

維新派與革命派的民族主義論述不同，維新派是綜合資本主義與儒家主義

(Synthesizing Capitalism and Confucianism，或稱儒家資本主義)；而革命派則提出

革命民族主義(Duara,1997:45-51)。這三套民族主義版本，在十九世紀末葉後在東

南亞競爭，刺激當地華人的民族國家意識。前述顏清湟認為孔教復興分子其實為

儒教現代化者，這和杜贊奇所說的儒家資本主義很接近，均指向維新派這一批人，

而儒家成為保守者與緩進改革者主張的基礎，且在南洋中上階層具一定吸引力。 

    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有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流移南洋，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民

族主義運動興起時，其主要力量來自一批新興的知識分子，正如前述愛克頓所言，

「流放是民族主義的搖籃」。許多流移海外的知識分子，譬如康有為、梁啟超與

後來長居新加坡的邱菽園等，積極參與了各種行動，試圖改革不斷衰弱的中國。 

    除了孔教復興運動的開展，另一幾乎同時展開且影響極大的行動，就是新式

學校的大量創設。新加坡殖民政府不重視移民的母語教育，所以當地早期僅出現

少數中文學堂，主要由教會和華人自己興辦，直至晚清新馬華人才有新式學堂的

建立，除受中國的教育改革影響，當地華人政治環境的變動也促使新式學堂的創

建，尤其是維新運動的展開以後。維新與革命分子在政治理想和手段不同，但對

教育的看法一致，認為教育不發達是中國積弱的一大原因，應建新式學堂和發展

新式教育(顏清湟，2007:168-169)。 

清廷對海外華人教育的開展與國內新式教育幾乎同時起步，約從 1904 年張

振勛到南洋兼督學算起，對華人與中國關係影響深遠(莊國土，1989:320)。在新

式教育中，1905 年 5 月新加坡嘉應客家幫創辦了應新學堂，1906 年 4 月新加坡

粵幫創辦了養正學堂，接著新加坡潮州幫在同年創辦端蒙學堂，1907 年閩幫創

辦道南學堂。新式學堂是進步的象徵，新加坡各幫都以創建新式學堂以教育他們

的子弟為榮(顏清湟，2007:170-171)，譬如閩幫創辦新式學堂是為了閩人社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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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這種幫派觀念清楚顯示在招生廣告上(《叻報》，1908.1.2:1；1908.7.14:1；

1908.7.27:1；1908.8.7:1)，而這種幫派的狹隘觀念，不僅限於閩幫，其他幫群興

辦的學堂都如此。後來由於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人在新馬活動的影響，新馬華

人社會漸了解團結與合作的重要，如道南學堂也廢除以幫為招生的原則。道南學

堂與其他新馬華文學堂一樣，採用清末新式學堂的基本模式，再修改以適合海外

僑社的還境(顏清湟，2007:172)。這些新式學堂可能採用各自的方言，但使用的

書面文字都是漢字，因此在語言上可能還是有差異，但卻可透過文字來溝通，使

得此時報紙成為各幫群受教育者皆可理解與溝通的媒介，彼此的同一性可透過報

紙來建構。 

    維新派和革命黨人的活動進一步刺激了中國認同感的發展，並把國語(華語)

引進學校。他們強有力的宣傳活動，使當地華人更加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整體，而

不僅僅是某一個省或地區。透過國語(華語)的引入，進一步打破了地方狹隘主義

(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285)。兩派也運用不同管道傳布各種新觀念

與爭取更多支持，如分別辦報與辦校，而革命黨人在海外華人社區最有效的宣傳

工具是閱書報社，且成為訓練當地政治活躍分子的基地和對當地政治變革的推動

者(顏清湟，2010:299)。透過這些文化機制的創設，使得「中國」的國家意識開

始在新加坡社會萌芽，讓原來的「家」之外，也和「國」有了連結，形成了「中

國」這個「國家」。從心理距離來看，和英國相比較，在地圖上的中國原來並不

算太遠，要返鄉也不是太難的事，使得較遠距離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 

除了文化議題，實際的生活問題影響著跨域華人的連結。許多華人到海外討

生活，主要是為了改善家鄉親人的生活，因此會透過各種方式將賺到的錢以匯款

方式或托人帶回家鄉。長期存在的華僑匯款活動，是僑居或移居他地者和故鄉的

重要連結。1845 年後，新加坡與香港開闢了定期郵輪，每月往返一次，使得僑

匯遞送業務迅速發展，整個匯款網絡被建立起來，寄回中國的匯款大幅增長(許

茂春編，2008:198)，對僑鄉與僑居地人民的生活有重大影響，地理區域的障礙

比起以前小了許多。 

    這種對家鄉的情感漸漸擴大，尤其表現在當故鄉發生災難時，對家國的捐助。

1877 清廷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以後，中國各地接踵而來的災害，通常由各省督

府傳文至海外領事館，而海外領事通常是在地發起與主辦在地捐款活動的人(蔡

佩蓉，2002)。這些受災地區包括中國各地，不僅是華南地區，透過對災難同理

心的感受與實際的捐款，連結海外華人與「祖國」的關係，而 1880 年代新加坡

出現中文報紙後，各報經常都會連續刊載數天至數星期這類訊息，籲請華人慷慨

捐輸，捐款者名單也會刊登在報紙版面上，以下是兩江總督曾國荃傳文給駐新加

坡領事左秉隆的告示，並刊登在《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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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曉諭事，照得江蘇之蘇、松、常、太，浙江之杭、嘉、湖等處瀕臨河 

    海，間多湖蕩，本屬水鄉，西成較晚。本年八月以後陰雨延綿，始則低田受 

    害，乃霪雨四十餘日，高阜之稻根棉莖受傷，發芽霉萎殆盡……浙東西各屬 

    先被蛟水繼以霪雨，被災尤甚，至杭、嘉、湖等處，桑株半被淹浸倒壞，該 

    處客民眾多，情形尤為岌岌。朝廷撥帑賑撫分飭彈壓，即經欽遵辦理，本爵 

    部堂復將蘇浙等處災重，款絀各情，馳奏請仍開辦賑捐，藉拯災黎以定人心。 

    惟災區太廣，為日甚長，現屆隆冬啼號更慘……朝廷德意現經分派司道大員 

    在金陵、上海設立捐局，妥為籌募，務廣招徠，所有捐款由上海、金陵兩局 

    收解者，均照現准部章彙案核獎，其有慨捐巨款者，本爵部堂當為奏請從優 

    獎勵，以資興感合。特出示曉諭，為此示仰紳民人等知悉。該捐生等樂善好 

    施夙著聲聞，上年蘇皖災祲，捐輸踴躍，全活無數，此次蘇浙被災情形更重 

    數倍，能多捐一分，即多活一命，共維善舉並荷，恩榮普實惠患于災黎，遺 

    陰德于累裸，其各勉旃，本爵部堂有厚望焉，特示(《叻報》，1890.4.25:5)。 

 

    當中國內地發生天災後，經常在新加坡舉辦賑災捐款的活動，這類訊息都會

刊載在各個中文報刊，救濟者不僅是宗族成員，而是擴及更多陌生人；甚至救濟

的地區不限於閩粵，而是擴及中國各省，使得中國疆界的概念逐漸進入海外華人

集體意識中。 

    大清國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後，皇帝與太后的壽辰慶典也是新加坡每年舉行

的活動，且是領事的任務之一，一般都會廣邀當地華人領袖與華商至領事府參與

慶典。會場上擺設象徵滿清皇權的龍牌一座，參與者列隊行叩跪大禮，向位於北

方的京城遙拜，並由官位最高者朗讀頌文以示效忠朝廷(黃建淳，1993:80)，譬如： 

光緒皇帝大婚一事，《叻報》先連續刊載近一個月(1888.9.3:5-1888.9.24:5)有關皇

室婚禮的細節，可見對此事的重視；1889 年 2 月 28 日的《叻報》頭版上刊登〈恭

擬  皇上大婚賀表〉，同日五版則有〈慶祝情殷〉的報導，指當時新加坡「市上

各店多有懸燈結彩，以表忠忱」。另外，對於皇太后的誕辰也會加以報導(《叻報》，

1890.12.5:5)。在清廷領事與報刊的遠距傳播運作下，許多有關皇室典禮的訊息

都會向海外宣傳，建構皇室的崇高形象，也試圖拉近海外華人與清廷的距離，讓

他們對於「祖國」有更多參與感與想像，使得遠距民族主義成為可能。 

 

第三節  大英帝國與清廷在新加坡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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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西方進入「新帝國主義」121(New Imperialism)時代，這時西方民

族國家體系大致完成，它的出現反映民族主義情緒及其力量，但同時也激發被壓

迫地區的民族意識。這些新帝國主義者自命不凡，在本國高喊民主自由革命時，

對自身的侵略行為感到不安，因而致力於合理化與正當化「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且因其影響力普及全球，顛覆了傳統東西世界的關係(王世宗，

2003:217-219)。1830 年至 1880 年間英國、法國與美國人等，朝著某種「廣義自

由主義」的道路上趨同，且這類價值觀擴散到各地後，受到許多人歡迎。這也賦

予施行擴張主義的西方國家，「一份可幾乎通用於解讀、組織、合理化他們與歐

洲以外民族之關係的『道路圖』。」因此，「文明開化使命」的口號不僅打動原本

的「廣義自由主義」者，也獲得部分被殖民者的欣賞，使其成為擴張主義者的靈

活新武器(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242-243)。 

到了 1880 年代至 1914 年進入全球殖民主義的全盛時代，此時期歐洲人發明

的國際法觀念，除非涉及的國家符合歐洲人所認可的「文明標準」，否則視他國

所提出的主權主張為無物(Darwin,2007／黃中憲譯，2010)。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說，國際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對於霸權國家而言，國際法

又不能當真，因為這些現代符號系統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徵與高度的欺騙性(汪

暉，2010:30-31)。大清國這個傳統帝國基本上被西方霸權國家所承認，甚至不斷

想把大清國拉進國際秩序中，以「文明」的遊戲規則試圖從其身上取得好處。大

英國在 1860 年與大清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西方列強也陸續與大清國建交，且

在中國大陸的政經領域展開更激烈競爭，擴大自身利益，並以「文明開化使命」

口號進行各種掠奪。 

      

一、大英帝國的全球殖民戰略 

大英國在十九世紀全球殖民中仍相對具有主導地位，在全球的殖民過程中，

有著清楚的戰略布局，印度是其戰略中心。這個戰略不但要求英國控制通往印度

大陸的短程航道(如埃及、紅海、波斯灣等)和長程航道(如好望角與新加坡)，也

要求控制整個印度洋，包括非常重要的非洲海岸及其腹地(Hobsbawm,1987／賈

士蘅等譯，2006:73)。透過完整的殖民戰略布局，英殖民者對每一殖民地有相當

清晰的定位，新加坡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其成為英國在亞洲的重要航站與商貿中心，

                                                     
121 凱利(Carey,1989:212-213)指出，「帝國」(empire)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兩個詞在 1870
年出現並非偶然，這和當時剛架設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有關。在此之前，英國殖民政策的制訂

上，倫敦未必能夠有效控制各地的殖民政府，然而，在有了海底電纜與電報技術後(還有軍事力

量為後盾)，才將殖民主義轉變為帝國主義，使帝國的中央政府能更有效掌控偏遠的殖民地。另

外，隨著鐵路、蒸氣動力、以及電報和電纜的發展，使得建立在相互連繫的傳播系統(system of 
communication)基礎上的完整帝國出現。在這個傳播系統中，鐵路是汽船在陸地上的延伸；電報

與電纜是鐵路與汽船的調節與控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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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過程中也將西方的「廣義自由主義」與國際法等觀念運用於其中。 

在 1850 年前後的工業革命鼎盛期間，殖民列強在東南亞所進行的領土與資

源爭奪日益加劇；到十九世紀末葉，隨著英國工業優勢的喪失，出現了殖民列強

瘋狂搶奪的狀況(Elson,1992／王世錄等譯，2003:117)。在海峽殖民地經營多年的

英國，開始把目標轉向天然資源豐富的馬來半島，1870 年代初期英國將勢力入

侵馬來半島地區，使其殖民治理的考量更加複雜，也讓海峽殖民地和馬來半島產

生更密切的連動關係。 

英殖民者在海峽殖民地的統治中，將歐洲人確定為統治階級，且對當地其他

群體做出分類與身分的界定，譬如華人從事經濟活動；馬來人則受到保護，殖民

者鼓勵他們繼續從事農漁業。殖民者所建立的法律體系也有意無意地分離各個族

群，讓他們成為界線清楚的不同族群(Trocki,1992／王世錄等譯，2003:93)。 

為了市場所需勞力與便於治理，英殖民政府在十九世紀引進的工人中，大半

是來自中國的東南地區，這是一批人生地不熟，且在政治上無力的勞動階層，大

致上對當地社會「秋毫無犯」(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149)。在 1880

至 1900 年間有接近兩百萬的華人進入馬來半島，這人數已和當地馬來人的人數

差不多(Milner,2002)。英殖民者在初步控制馬來半島後，以新加坡為勞工的移動

中心，從中國引進大量勞動人口到新加坡後，再送到馬來半島需要勞動力的地方，

也建構了一個「多元」的社會，削弱原來在地不同馬來傳統權力階層的力量，將

社會重新改造，但也讓馬來人對自身地位感到焦慮，必須以集體的「馬來人」身

分對抗外在人數越來越多的新他者(尤其是「華人」)威脅。 

鴉片包稅制度為新的政治行政結構劃分了邊界，為遍及特定區域的包稅頒發

許可，常是殖民政府承認該區域主權的第一步。十九世紀前東南亞沒有真正的地

界，殖民地的行政分界常與先前存在的政治或文化分區不一致。重新劃分的界線

是歐洲國家在亞洲留下的主要遺跡之一，而鴉片包稅是第一個有效標示並肯定新

政治單元行政邊界的有序體制。儘管中國包稅商擁有很多不同地區的包稅，但他

們承認某一地區新的殖民政府主權和合法性的事實，是正在本地區發生的意義革

命邁出重要一步。鴉片與包稅制對本地區市場的創建、消費者、日用品與資本家

都很重要，且包稅制有如殖民地版圖一樣，有助於推行歐洲人在此地區繪製新地

圖(Trocki,2000／弘俠譯，2009:113-114)。 

龐大的中國一直是歐美各國覬覦的地方，然而卻無力獨吞這塊巨大肥肉。當

時英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主要是自由主義部分理念在英國漸鞏固，在對外關係

上讓英國政府必須較公平對待他國，也讓中國進入世界體系；另外，基本上認為

維持現狀，和中國維持國與國的關係，對英國的貿易與投資較有利(Darwin,2007

／黃中憲譯，2010)。十九世紀後英國的各項要求與軍事力量不斷削弱清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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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且試圖迫使清政府將其對外關係歐洲化，也就是按照民族國家的國際關係

來運作，使大清國加速「民族國家化」(何偉亞[Hevia],1998／宋偉杰譯，1998)。

麥基能(Mackinnon,1980)也指出，要求中國「現代化」的壓力部分來自帝國主義，

其一是義和團起義後，帝國主義列強期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其二是

列強向財政崩潰的清政府勒索鉅額賠償，使它不得不加強權力以向全國榨取錢財，

也加速現代化的腳步(引自 Duara,1988／王福明譯，2003:2)。 

羅永生(2007:128)從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中觀察到，晚清洋務運動不應簡

單看成是一場清政府與中國士大夫發起的「自強運動」，事實上它也是大英帝國

透過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培養效忠英帝國的殖民人才，意欲把衰落中的大清國改

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納入大英帝國勢力範圍的殖民計畫。大英帝國對於在亞

洲另一重要商港新加坡的治理，也出現類似的思考與邏輯，使其殖民計畫更為周

延。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殖民新加坡初期資源不多，與華人商紳建立共構殖民的合

作關係，由各幫頭人協助維持秩序。1867 年海峽殖民地直接隸屬英國後，新加

坡情勢有了較大改變。英殖民者運用更細緻的治理技術進行管制，擴大土生華人

與新客之間的矛盾，試圖培養更可能效忠英國的土生華人擔任基層官僚來治理華

人社會；然而隨著更多中國新移民進入新加坡，以及清廷在此設立領事館，使得

英國、清廷與在地華人社會的互動更顯複雜。 

前述提及早期華人普遍抱著畛域想法，沒有「國家」的概念，然而寓居新加

坡這個西方殖民地後，「宗主國」的概念開始出現。當時英國已將現代「國家」

的概念帶入新加坡，殖民政府將「入籍」視為極具尊榮的事，如此野蠻之地的人

能獲得文明國度頒予公民的身分，且早期只有少數人能獲此機會，然而當中隱含

著強烈的歧視意味。1852 年的法律允許新加坡華人移民歸化為英國籍，當時有一

些商界領導人歸化；1857 年後則限定為在海峽殖民地出生者及其子女，才能歸

化為英籍。然而，多數僑居者對歸化為英國公民興趣不大，他們計畫存夠錢後回

中國的家鄉(Turnbull,1972:36)。只有少數人具有條件選擇是否歸化，當中也必須

進行思考與比較，從現實、情感等面向進行選擇，這項問題在 1877 年清廷在新

加坡設立領事館後更加明顯。 

新加坡是南洋的商務中心，華商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晚清政府最矚目的華埠

之一。因此清廷向英國提出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讓英國頗感為難。其實對於是

否要讓清廷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英國還有更多面向的思考與策略。 

 

二、大英帝國默許下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 

對大英帝國來說，為了使其建構的經濟體系在亞洲發揮作用，需要香港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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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發揮「連接」與「變換」的媒介作用(濱下武志，1996／馬宋芝譯，1997:99)。

特別 1869 年蘇彝士運河開通，新加坡的位置更形重要。英國在 1870 年代開始對

緬甸進行更積極的介入，且向馬來半島擴張力量，除資源問題外，也是和西方列

強競爭，特別是當時法國已在中南半島持續擴張勢力，最後以暹羅(Siam)為英法

兩國在東南亞競爭的緩衝國。此時新加坡成為英國在東南亞殖民的政經中心，而

香港則成為英國進入中國大陸的前哨站。 

清廷在 1877 年向英政府要求設領事館一事，是運用西方的外交模式，也是

現代國家主權展現的一種方式，這是英國樂見的發展，且一向以國際慣例、法規

捍衛者自居的英國政府，本無理由拒絕清廷的這項要求，因為這符合英國的整體

戰略。然而，新加坡是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最重要基地，大清國的介入有可能影

響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秩序，進而有損英國的利益，這些問題讓英國政府不得多加

思慮，才會對此議題採取拖延、推托，或加以限制的策略。 

海峽殖民地政府對於清廷設立領事一事，提出兩個條件：一是領事的設置需

是一種臨時性的安排；二是第一任領事人選必須是具有高尚品格與良好社會地位

的新加坡華族居民，而不是來自清廷的官員。清廷為使設領計畫進行，接受英人

的要求，物色當地華社領袖擔任領事一職(林孝勝，1972)。最後由獲得殖民政府

信任的紳商胡亞基出任首任領事，試圖減少對本土華人社會的衝擊與刺激。 

臨時領事館設立時，「主權」問題仍相當模糊，並非正式的外交關係，其中

呈現的灰色地帶，英國與清廷可各自詮釋，從中可看出此後兩國對「華人」性質

的詮釋。胡亞基出生在中國，1830 年十五歲時到新加坡，中國似已採取「血統」

的認定方式，認為胡亞基是「華僑」(Overseas Chinese)，仍屬「中國」國籍，出

任領事一職無損「國家」尊嚴；至於英國可以「居留地」(jus domicili)的角度出

發，認為居住在新加坡已超過四十年的胡亞基，且其成就獲得英殖民者的肯定，

可視其為親近英國的「華人」(Chinese)122。長袖善舞的胡亞基，也曾擔任俄國與

日本駐新加坡領事(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8)，顯示擔任領事者

的身分此時仍未構成「國家」忠誠問題，「國家」駐外領事的內涵在當時許多地

區尚未確立，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仍在建構中 123。 

1880 年胡亞基逝世後，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總督拒絕讓無聲望和影響力

的清廷官員蘇桂清代理領事一職，認為他恐無法協助維護社會秩序。清廷駐英公

使曾紀澤(1839-1890)在倫敦向英國外交部施壓後，英國政府同意此人事安排，海

峽殖民地政府才勉強接受；1881 年曾紀澤與英國外交部談判成功，讓新加坡領

                                                     
122

 對於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國移民」該如何稱謂，清廷與英國殖民政府曾相互角力。清廷駐新
加坡領事稱「華僑」(Overseas Chinese)，而華民護衛司署則稱「華人」(Chinese)，都是指稱新加
坡所有的「華族居民」(Chinese residents)(林孝勝，1995:66-67)。 
123 另一華社「頭人」陳金聲在暹羅有著龐大的米業生意，他也獲暹羅政府委派位駐新加坡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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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館取得永久性地位，由清廷派遣外交官左秉隆任領事，正式拉開兩國在新加坡

華人社會的競爭關係(林孝勝，1995)。海峽殖民地政府對英國政府的決策頗有微

言，因為清廷介入新加坡華人社會的運作，從治理角度來看會增加難度，然而英

國政府從整體情勢來看，選擇讓中國進入國際體系，推動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符合其全球戰略，若遠距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新加坡萌芽，也可成為另一股推動中

國改革的動力。 

在同意讓清廷設立新加坡領事館的同時，殖民政府也做出相應對策，譬如成

立華民護衛司署，這單位的成立有其獨特意義，其成員是使用華語的官員，主要

從事《社團條例》的執行，而這些條例協調著華人社會中的組織。華民護衛司署

的責任在於解釋新法條的意涵、保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華人和預防抗議事件的發

生(Mills,2003[1924])。 

英殖民政府透過政策與法制的強化，降低各幫頭人的份量，使官僚掌握更多

權力。殖民政府除讓華人領袖有限度地參與一些跟自身利益有關的政治事務，也

栽培土生華人協助治理華人社會，在教育與政治領域進行籠絡。在教育部分，政

府偏重英文教育，並設立女皇獎學金供主要是土生華人的優秀子弟到英國深造；

在政治方面，殖民政府特別優待土生華人，將他們視為大英帝國子民，且能進入

政府機關服務，以及獲賜各種榮銜與勳章(李元瑾，2001:25-26)。英國透過教育

體制在殖民地推動文化意識型態，讓被殖民者逐漸接受英國文化與現代性的內涵，

成為膚色與血統皆不純正的英國人。這個政策有現實上的利益考量，卻無法掩飾

英殖民政府愈來愈強化的種族主義。 

清廷更積極介入新加波華人社會的運作，使得清廷駐新領事和華民護衛司署

產生衝突與摩擦，這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兩者服務對象都是新加坡華族居民，

包括華裔英籍民和華僑；二是對於清廷駐新領事職權的爭議(林孝勝，1995:66-67)。

譬如 1886 年兩廣總督張之洞派遣兩位專員訪問東南亞與澳洲，首要任務是視察

和了解當地華僑的社會生活現狀。海峽殖民地政府反對讓他們的到訪，認為清廷

無資格進行訪察，也擔心此舉會擴大清廷對華人的影響力，總督衛特(Frederick 

Weld)向英國殖民部報告指左秉隆在新加坡鼓吹親中國的愛國精神，這種國家意

識對殖民地不利，然而英國政府仍然批准中國官員訪問新加坡(林孝勝，

1995:76-78)。英國政府與殖民地政府的不同調，再次顯現了英國政府從其整體戰

略布局思考，認為這些境外地區和中國本土聯繫的強化，有助中國擺脫「落伍」

格局，加速進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裡，且是「廣義自由主義」的展現。 

    不過，英國還是得有效掌握新加坡的治理，英國透過皇室到新加坡的訪問強

化彼此的象徵關係，有各種儀式迎接，被殖民者也會表達自身的忠誠；如慶祝女

王即位五十周年，1889 年 2 月 26 日總督府的女王塑像完成，是由華人所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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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人佘連城是這

個立像計畫的發

起人。有趣地是，

根據照片顯示當

時參與揭幕的華

人都穿著清朝官

服，而這些受邀參

加揭幕者是捐款

的少數富裕者。他

們都曾對清廷捐

官，對於這項由英

殖民政府所辦的官方活動，卻全部都著清朝官服出席，似乎不認為突兀，「官方」

似乎可以是大英國或大清國，可見這時的國家觀念可能相當寬鬆，尚未出現國家

忠誠與認同的問題。 

    慶祝女王即位五十周年的同時，1889 年 2 月 26 日和 27 日是光緒皇帝的大

婚和即位日子，左秉隆在 3 月 4 日在領事館宴請主要華人商家和各界朋友。一般

華人把它當成大事來慶祝，街道張燈結綵、搭台演戲、燃放煙火，一直慶祝到 3

月 23 日(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210-211；《叻報》,1889.2.27-28)。

英殖民政府對於這類慶祝活動並未阻止，儼然對這個中國「準外飛地」的默認。 

1891 年新加坡領事地位升為總領事，顯示英國對清廷在新加坡領事館的進

一步確認。黃遵憲在擔任首任總領事期間，清廷政府增進了對新加坡華人的影響

力。黃遵憲到任不久，向駐倫敦公使報告海外華人的問題與艱困處境；1893 年

薛福成根據黃遵憲的報告向清廷要求取消禁止華僑回國的條例，該年底清廷頒布

新條例使華僑回國合法化，且授權領事般發護照給欲回鄉的華僑。發護照一事引

起殖民政府的激烈反對，認為此事已干涉英國的主權(林孝勝，1995:78-79)。 

在這些衝突不斷發生下，「主權」觀念也愈見清晰，清廷逐漸強化自身在新

加坡華社的影響力。清廷與英國在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在新加坡的競爭，

形成了一種清楚的「他者性」(otherness)，以英國來對照一個「中國」，同時也清

晰地映照出「英國」。安德森(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231-232)提醒，殖

民地政府是堅決反對民族主義的，這會影響其在殖民地的實質利益，但弔詭地是，

在殖民地政府的殖民意識型態與政策中，其實是有利於民族主義的建構。英國在

新加坡的殖民，開始醞釀著被殖民者不同的民族主義，對於晚清中國民族主義者

在新加坡的活動，英殖民政府未特別干涉與阻撓，使新加坡的中國遠距民族主義

得以展開，甚至進而擴大影響，與中國本土民族主義的發展產生更多跨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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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理解 1880 年代後，華人社會中大量文化機制的出

現，它既能幫助維持現狀，又能改造華人的意識型態，協助推動大清國的轉型，

成為由大英帝國主控的全球資本主義內部的成員，只是這個計畫未必能完全如大

英帝國所願，畢竟當中有太多難以掌握的變數。 

    十九世紀初英殖民者透過區分與隔離的方式建構差異，試圖在社會秩序上取

得更好的管理。到了十九世紀末，社群差異的建構仍在進行著，但正如德理克所

言，此時在差異及對差異的協調變成了建構身分的關鍵，且也是建構文化的關鍵，

因此，此時的差異已不僅是用來區分與隔離，而是用來在一種互相依賴的狀態中

連結自我與他者(Dirlik／王寧等譯，2004:61)。大英帝國不願耗費巨大資源去直

接管制華人，而是從原有協助共構殖民的「權力文化網絡」之轉型，發展與擴大

文化機制進入治理過程。十九世紀初，歐洲人普遍把新聞報紙因為具有左右意見

的力量，因此描述其為重要的「社會引擎」(social engine) (Briggs & Burke,2002

／李明穎等譯，2004:129)。因此原本已在歐洲普及的報紙這項文化機制，更被

大英帝國加以善用，成為社會維穩的工具之一，因此在 1870 年代後各種語言的

報紙相繼出現，這包括第一份中文報《叻報》。 

             

第四節  新媒介建構的民族主義論述 

十九世紀以後，東南亞華人移民與祖籍地的關係愈趨密切，且在流寓地與家

鄉之間維持著經濟、社會與文化紐帶的「通路」(corridor)，許些華人在尋找生計

上的「利基」(niche)，皆建立在這條「通路」上；官方在其間的涉入不深，民間

的聯繫隨著西方經貿往來增加而愈趨活絡。這條「通路」與「利基」會隨時間與

環境而變動，特別是受到科技與政治變動的影響，譬如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電報、

輪船等通訊與交通科技的發明與革新，加上外在政治環境的變遷，使得中國大陸

與南洋之間的「通路」更為暢通，可能的「利基」更多，也讓華人與家鄉有更多

的連結。因此，孔復禮(Kuhn)強調，就某些方面來說，這些華人移民不曾離開家

鄉(Kuhn,2008:43-51)。 

在第三章曾引述紀登思的看法指出，在前現代社會中空間與時間總是一致，

且空間大多是由身體的在場來界定，因此是一種在地化的空間。然而，現代性卻

將空間脫離了地方，人們越來越可能和身體不在場且距離越來越遠的人產生某種

關係，讓「距離化」這一現代性必要條件得以出現。這種狀況在南洋地區越來越

明顯，南移的華人在身體經過長距離移動後，產生新的距離感，然而和家鄉的連

結還是存在，尤其隨著各種技術的發明與金融體系愈加完善下，和家鄉的連繫更

為密切。當「國家」觀念被建構與擴散後，和家鄉的關係也逐漸擴大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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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才有「家」的觀念被不斷宣揚，讓流移海外者也開始和「國家」建立新

連結。而「國家」也內含了空間的意涵，且可以脫離地方，讓遠離「國家」者也

可和其建立關係，在遠距民族主義的作用下，使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 

  對新加坡華人來說，孔復禮所指出的因素確實讓他們和家鄉一直維持著關係，

雖然土生華人和新客與家鄉關係的親疏會有所差別。對多數華人來說，他們和家

鄉之間雖有物理距離阻隔，然而在心理距離上，他們和家鄉之間有著經濟、社會

與文化所形成的「通路」維繫著，甚至不曾離開過家鄉，彼此的紐帶持續維持著。  

隨著各種交通與通訊技術的改進，1870 年代以後的新一波華人移民發現，要與

家鄉保持聯繫，比以往容易多了(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

2007:108-109)。在遠距傳播的效應下，家鄉訊息更容易取得與往來更便利下，新

客的鄉愁較容易獲得抒解，也讓這種聯繫更為緊密，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展開，

「中國」的概念不斷被建構與凸顯，在地的華人與「中國」元素在更頻密地互動

下，也逐漸發展出遠距民族主義。 

  安德森(Anderson,1998:32-33)修正在《想像共同體》中有關報紙對想像民族

的重要功能時指出，它除了能提供同時性的想像，還有兩個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一是各地報紙都把「這個人類世界」(this world of mankind)做為它們關注的領域，

若將它的事件報導範圍局限於其所在出版的政治領域是違反自然的(contra 

naturam)；二是種自然的普世性被不自覺的詞彙(vocabulary)標準化深深地被強化，

它基進地掩蓋了報紙上本土與外地新聞間的任何正式界線。透過報紙傳布許多共

同的詞彙，突破地域的限制，使遠距民族主義成為可能，也強化現代性的普世性

格。民族主義兼具現代與前現代特質，媒介有利個體從傳統、自然的關係中獲得

解放，展現其現代形式的國民、公民身分，同時又透過前現代的各種論述，以想

像的方式將個體整合為集體。中國的民族主義建構過程，基本上也含納上述元素，

且依賴報紙等新媒介建立想像共同體。 

   

一、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開展 

甲午戰爭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除了變法圖強的危機意識，另一影響是近代

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漢語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詞者，是出現在《東西洋考每

月統計傳》，不過「民族」在中國廣泛流傳，是遲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事。此時這

一詞彙是借自日本知識分子所拼湊的「民」與「族」二字，以對譯英文 nation

一詞所成的漢語新詞，可說是中國、日本與西方等不同文化系統間跨語際文化實

踐的產物(沈松僑，2002a:55)。 

黃興濤(2010:269)指出，最早具有較明確的現代中國各民族一體觀念，且率

先使用「中華民族」者，可能都是梁啟超。他在《清議報》提出「民族主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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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梁啟超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

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認為，歐洲各國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是處

在民族主義飛躍發展的時代，而今天則已處於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的時

代。」(引自陳玉申，2003:119)。梁啟超採取啟蒙的敘述結構來書寫中國歷史，

他宣稱沒有線性歷史的人民無法成為民族。從那時起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迅

速地發展一部線性的、進化的中國史，基本上「盜版」自歐洲從中世紀專制制度

獲得解放的經驗(Duara,1995／王憲明譯，2003:21)。杜贊奇(Duara,1995／王憲明

譯，2003:37)指出，「中國的歷史對敘述結構中預設了現代化的烏托邦理想，把

現代性作為惟一的標準，很多舊的歷史、敘述結構和通俗文化便被拒於門外。」

這套線性歷史觀建構在「進化論」基礎上，強調提升族力與對個人進行改造的重

要性。 

嚴復所引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傳遞的新「真理」，成為當時救亡圖存

思維的根本信念，嚴復認為當時中國改革的根本之道是「鼓民力、開民德、興民

智」。這種把族力等同於國力的觀點，以及政治改革需要從人的改造做起的新見

解，可說是十九世紀末中國思想界有關政改的重大轉變，隨後清廷變法失敗更促

成這一信念的深化(楊瑞松，2011:36)。這種強調族力與對人進行改造的觀點，除

可做為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基礎，它也可做為自然的、文化的或歷史哲學式的超越

建構，提供民族主義的前現代實質論述，以作為民族的集體身分基礎。 

清末民初許多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擴張行徑的正當性，完全未加

質疑，反之，他們認為以強凌弱、以眾欺寡是生存競爭必須遵循的天演「公例」。

在這種不可抗拒的自然鐵律下，被他國侵略的國家僅能追隨霸權國家的先例，按

照同一法則奮發圖強(沈松僑，2002b:720)。因此，如何擺脫「落後」，讓自身「強

國強種」才是重點，當中國強大後自然不會再被欺侮，卻未反思「國際現實」的

問題是否合理，陷入「進化」的長期迷思中。 

陳光興(2006:374-375)引用查特基(Chatterjee)與羅榮渠的研究時指出，印度與

中國早期民族主義論述中，「文化本質主義」被抬出來區分「東／西」差異，西

方文化被賦予能夠取得權力與進步的特質，東方落後的傳統文化則因為缺乏這些

因子，所以處於貧窮與被宰制狀況。要能改變這種情勢，人民必須被動員起來取

得西方進步的因子，但是這個共識存在著一個關鍵的自我定位與認識，即西方的

優越性在於它的物質文化，表現在它的科學、科技與樂於進步，而東方的優越性

則在於其文化的精神面。因此，從自強運動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初期

階段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士大夫階層應付「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而提出的

最早的現代化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用中國傳統哲學的框架把中學與

西學的關係稱之為「體」與「用」的關係，或稱之為「道」與「器」的關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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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的關係，「主」與「輔」的關係，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論述成為主流後，中國人對於西方新媒介的使用是將其視為「器」，

其重點是承載中華文化，也透過新媒介這個平台來傳播進步觀念與西學等，重點

還是回歸到中國富強這一目標。 

甲午戰爭後，清末改革思想中關於種族的論述，充斥著以白種人為優秀人種

的標竿，同時強調黃種人能和白種人並駕齊驅的論述。傳統中國華夷之分的天朝

中心觀，逐漸被優勝劣敗的人種生存競爭世界觀所取代，且特別關注如何證明黃

種人的優越性。「人種論」或「黃白種戰」的論調，在二十世紀初期漸退出近代

中國民族想像的主流論述，取而代之的，是「歷史的民族」、「心理的民族」和

「國民心理學／國民性」等論述(楊瑞松，2011:90-104)。此時內外壓力越來越大

的中國，恰好也面臨自身群體的邊界危機。人類學者認為社會群體只有在被逼到

自身文化的邊界時，才會「發現」自身的文化，並對此一文化進行重新評估。清

末面臨外在異質文明與文化的進逼，也讓知識分子展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反省與

檢討(沈松僑，1997:15-16)。 

自我稱謂，通常是一個人群自我界定最為有效的象徵指標(王明珂，1997:72)。

自古以來，生活在中國大陸者在自我稱謂上，主要是稱朝名或曰華夏，或曰中國，

或諸名並陳，基本上沒有出現什麼自我認同的危機。然而，清末中國知識分子卻

對這些自我稱謂產生深重的懷疑，努力探尋「民族」的主體性。譬如梁啟超經過

一番掙扎，在 1900 年於《清議報》上發表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中就表達了這

樣的關懷，但他最終還是勉從舊俗，使用「中國」這一稱謂(沈松僑，1997:16-17)。 

    不管是清廷、維新派與革命派都試圖透過報紙這項新媒介宣揚自身的意識型

態和進步觀念。清末知識分子建構出來的論述中，透過「自我」與「他者」的相

互對照與比較，將「中國」的樣子更清楚地描繪出來，當中其實還含括長期以來

對西方人這個「他者」的偏見與負面印象。西方人在中國的負面形像始於十六世

紀初，葡萄牙殖民者最早在中國南海一帶出現，時常造成劫掠殺戮事件。粵語中

「番鬼」和「鬼子」這類綽號的出現，及這些綽號在鴉片戰爭期間向全國的廣泛

傳播，不是因為西方人的面相奇怪，而是由於歐洲人在廣東曾犯下的罪行。有學

者指出，這些綽號進入大眾的語言大都是在 1840 年代以後，鴉片戰爭才是西方

人的「鬼子」形像傳播的分水嶺，它表達出老百姓對自己「被西方人欺侮的憤怒

和痛苦」(劉禾，2004／楊立華等譯，2009:134-135)。 

    然而，這種狀況在早期新加坡可能有些不同，譬如中英在 1850 年代發生戰

爭時，殖民政府擔心當地華人社群會出現同情家鄉的情緒，然而在新加坡未出現

敵視英國的情緒 (Turnbull,1972:128)，可能當時身在新加坡的華人與祖籍地或家

鄉的連結並不太深，在情感面向上較疏離，因此對於中英衝突後並未遷怒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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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陸續有更多的新客來到新加坡，他們把原鄉對西方人的

偏見與敵視一起引進寓居地，在這「準外飛地」中營造遠距的中國民族主義。 

根據巴克(Fredrik Barth)的說法，族群是其組成分子主觀認定的「邊界」

(boundary)來維持，族群成員主要透過邊界來排除異己(other)和建立內部同一性，

以強化內部的認同與連繫。族群「邊界」不一定是具體的地理邊界，而多是由各

類符號所建構的「社會邊界」(沈松僑，1997:27)。因此，如何透過各種符號建構

和「他者」的差異與傳播這些差異觀念，成為跨域民族主義者竭盡心力要處理的

事，且他們很快就發現「新媒介」的強大力量，並充分運用這一新媒介。 

         

二、中文報紙與遠距民族主義的建構 

    殖民當局在治理新加坡社會的過程中，持續建構族群分類，新媒介在 1870

年代後成為治理的重要一環。中文報紙的角色為殖民政府所需要，既可凝聚跨幫

群的華人，也可轉介西方現代性到新加坡。這時薛有禮具有的買辦與報社經營者

身分，有著文化中介代理人的意涵，1881 年《叻報》這個文化仲介機構的出現，

將中、西與在地元素揉合與滲透，創造出特殊的現代性，也使「作者與讀者」的

力量能相互展現出來。這時的「中華」與「中國」的競爭也逐漸加劇，至 1890

年後「中國」元素更明顯與具體，以「中國」為想像共同體的條件愈趨明確，多

份中文報紙在 1890 年後出現 124，使得新媒介環境越趨成熟。 

    印刷媒介並不是傳散工具，而是人們置身的生態環境，足以形塑現代的時間

觀念與空間型態(蘇碩斌，2011)。媒介環境漸形成後，新加坡華人所理解的時間

觀念與空間型態上逐漸改變，特別是物理空間上的距離被打破，海外華人的鄉愁

可透過報紙來撫慰，甚至開創出新的連結，打破原有的畛域觀念，同時了解「中

國」發生的各種事情，讓「國家」這個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越來越複雜的新加

坡社會，讓來自各方的移居者混雜出自身特有文化與風格，其中人數居多的華人

群體，也和原生社會發展出不一樣的感受與理解。英國這個宗主國的現代民族國

家觀念不斷滲入，它不僅是政治與經濟的，同時也是文化的，使得政治認同與文

化認同等問題開始浮現，對少部分人來說，原本華人特性被不斷強調的同時，也

萌發現代「中國」的觀念，且其想像和中國本土逐漸出現的民族主義有些不同。 

    對海外華人來說，十九世紀末葉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概念越來越明確，

                                                     
124除 1881 年創立的《叻報》與 1890 年創立的《星報》(1890-1898)外，在 1895 年至 1911 間的中

國轉型時期，有多份報紙問世，且和中國內地有更直接的聯繫，這些報紙分別是 1898 年由當時

新加坡唯一的舉人邱菽園(1874-1941)創立的《天南新报》(1898-1905)、1899 年林文慶(1869-1957)
創辦的《日新報》(1899-1901)、1904 年早期同盟會要角陳楚楠與張永福創辦《圖南日報》

(1904-1905)、1906 年出現由維新派控制的《南洋總匯報》(1905-1947，辛亥革命後改名為《總匯

新報》)、1907 年陳楚楠與張永福再創辦《中興日報》(1907-1910)、1909 年革命黨人另創辦《星

洲晨報》(1909-19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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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鄉與「中國」建立了連結，這個建構涉及了各種文化機制的操作，且和在地

殖民政權有極大關係。殖民地政府原本堅決反對在地民族主義，這將挑戰其執政

權威與實質利益，然而，在殖民地政府的殖民意識型態與政策，卻經常有利於民

族主義的建構。原本為了建構多元社會，新加坡殖民政府運用各種方式協助強化

不同族群的邊界，新媒介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機制，於是出現各種不同語言的報刊，

而中文報刊在 1880 年代後陸續出現，成為中國遠距民族主義的重要助力。 

    在甲午戰爭前出版的《叻報》與《星報》，基本上已多採用「中國」的稱謂 125。

其中創刊最早的《叻報》，在 1880 年代的論說中經常討論國際事務，以「中國」

和歐洲各國進行區隔，譬如〈記中國自明代以來與西洋交涉大略〉(《叻報》，

1887.11.23:1)、〈聞中葡約成事擬說〉(《叻報》，1887.12.27:1)。 

    1894 年 8 月 1 日中國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叻報》在 1894 年 8 月 4 日報

導此一訊息，其消息來源是新加坡一華商接到從日本神戶發來的電報告知(《叻

報》，1894.8.4:2)。《叻報》對此戰事極為關注，在 1894 年 8 月 6 日即發出論說

〈論中日戰事〉進行評議；此後不斷跟進最新情況與發表論說，「愛國」情緒不

斷升高，把「敵國」日本人民皆稱為「倭人」，認為小小日本乃夜郎自大，譬如

〈論日本非中國之敵〉(《叻報》，1894.8.10:1)。 

    然而，情勢發展卻是中國不斷敗退，更激起了華人的憤慨，特別是清楚看到

中國的衰弱，在〈憤言〉一文中，直抒心中憤怒： 

     

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發指眥裂者，則今日之以 

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見欺於數島之倭人也(《叻報》， 

1894.12.28:1)。 

 

同時《叻報》也刊登廣告，販售由上海寄至新加坡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地圖，

強化了不同「國家」的區別，將不同國家做更細緻的區分，也讓彼此的疆界與差

異更具體展示，透過機械複製的方式廣為流傳： 

 

啟者，茲本館新由上海寄到中日高三國地理全圖二款，均屬精緻異常，所有  

道里之遠近，經緯之錯綜，以及府廳、州縣、城市、山林，一一列明。此外， 

如鐵路、電線、河道、長城，並國界、省界等，莫不羅列，井然燦若列眉， 

令人一覽而知，無須細索，且輕設色，易辨別，誠有心時務者，不能不備之 

物。惟此地圖寄來有限，諸君有欲購置者祈速，惠臨選沽為盼，本館謹啟(《叻 
                                                     
1251895 年後出版的《天南新報》、《日新報》與《圖南日報》等，基本上多直接採用「中國」的

稱謂，偶會出現其他稱謂，如譯自伍廷芳的演說〈論支那與歐美之關係〉(《天南新報》，1900.5.25:1)
與《日新報》文章〈支那近日黨派說略〉(1899.12.25:1)，內文採用「支那」和「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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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1894.12.26:1)。 

 

    台灣被割讓後，《叻報》在〈論割地畀倭〉(《叻報》，1895.5.15:1)一文中，

表達對割讓台灣的不滿及亟思變革的途徑；同時也出現〈中國各省宜增練勁旅以

固疆圖說〉(《叻報》，1895.5.13:1)，強調要強化各省武裝力量以保住國家疆界，

避免重蹈失去台灣的痛。《叻報》除了原先出售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地圖，也開

始加售〈台灣戰圖寄售〉： 

 

啟者，茲有人繪印台灣戰圖，託本館代為銷售，此圖係繪大甲山下之捷，山 

川景物，彈雨鎗林，莫不羅列於尺幅中，令人觀之不啻身臨是地。諸君有欲 

覽勝者，請至本館購閱，也特此佈聞，本館謹啟(《叻報》，1895.10.15:1)。 

 

以上《叻報》在甲午戰爭後的表現，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新媒介更清楚顯露其

「民族」情感，異常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憂慮著中國的未來，呼應著中國大陸

浮現的中國民族主義，以遠距民族主義的形式打破時空的限制，建立中華民族的

一體感。  

    在 1895 年後整體情勢的發展，特別是維新運動等的推展，刺激了新加坡出

現更多的中文報紙，譬如 1898 年創辦的《天南新報》，其創辦人邱菽園以文章〈學

校報紙議院三大綱說〉清楚表達辦報的目的： 

 

    我中國失自日高一役，師出無功，不得已遣使成行，免生民之塗炭，保磐石

之神京。馬關議約，節節退讓，割地償金，為二百七十餘年所未有之奇辱。

薄海臣民，椎心飲泣，無可如何。我皇上發憤自雄，急思力除積弊，以崇實

學，意甚盛也。……實學必有其本，其本首在於廣民智、通民情、定民志，

行此三者，學校、報紙、議院盡之矣。學校植其體，議院妙其用，報紙兼賅

體用(《天南新報》，1898.5.28:1)。 

     

《天南新報》除撰寫大量有關中國維新的看法，也刊載像維新派梁啟超這類

深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的文章及推廣其書籍 126。梁啟超在 1900 年 2 月 10 日《清

議報》上刊登了深具影響力的文章〈少年中國說〉，批判「老大帝國」，熱切地希

望能快速改造中國 127。很快地，《天南新報》也轉載了〈少年中國說  附中國少

                                                     
126 譬如刊登告白，宣傳梁啟超撰寫的《戊戌政變記》一書已寄到新加坡(《天南新報》，

1899.11.21)。 
127晚清時期對「少年」的發現及意義重估，主要是挪移轉接自日本人藉「少年」以想像「民族」

和憧憬「未來」，對此時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對「少年」的「中國」也充滿了憧憬，這充分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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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論〉(1900.2.26-28:1)，爾後在報紙的論說上也出現譬如署名「中國少年」所撰

寫的〈中國積弱源於政術論〉(《天南新報》1900.4.27-30:1)，對中國未來的改革

有著更為急切。梁啟超的文章出現前，在 1899 年《天南新報》的〈新中國今日

無所謂新舊黨〉(1899.6.5:1)中，針對維新後的情勢，提出「新中國」的說法。 

    在建構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民族主義者往往會運用一種阿隆索

(Alonso,1988)所稱的「隱喻性的系譜」(metaphorical genealogy )來表述民族的過

去，製造民族內部休戚與共的假象，因此在此論述策略運作下，民族被想像成一

個依恃親族紐帶來維繫的群體。這種論述所製造的「民族血緣」(national blood)，

在空間上將所有民族成員變成兄弟手足；在時間上把他們視為同一先祖的子孫後

裔。中國民族也被建構成擴大化的大家族，血統、祖源和同胞等概念自然成為晚

清知識分子反覆強調，藉以協助建構民族認同與動員民族意識的主要符號資源

(沈松僑，1997:31-32)。孔子與孔教在南洋形成了一種符號資源，其聖人形象有

助彰顯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且儒家觀念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可以緊密聯繫在一起，

對不同幫群來說，孔子與孔教彰顯了彼此之間的同一性。 

    《天南新報》對於孔教運動的推行更是不遺餘力，除在報頭加入孔子誕生紀

元，且是放在清皇帝年號前面，顯見孔子的重要性。《天南新報》有大量文章進

行鼓吹孔教運動，譬如〈勸各地立祠孔子會〉(《天南新報》，1899.4.29:1)、選自

《清議報》的文章〈域多利埠倡祠孔子啟〉(《天南新報》，1899.8.10:1)，還有〈孔

子聖像發行廣告〉(《天南新報》，1899.11.30:1)等。另一孔教運動領袖林文慶在

《日新報》創刊不久後，在《日新報》上發表〈論儒教〉(《日新報》，1899.12.13-15:1)，

強調儒教對中國人的重要性，而孔子的地位應像穆罕默德在回教徒心目中的神聖

地位。 

    孔教說法很快就在中國式微，梁啟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否定他

之前在《西學書目表》的儒教說，此文也被刊載在《天南新報》(1902.5.23-26:2)；

梁啟超文章刊登完後的隔一天，《天南新報》刊登署名孔炳椿的反駁文章〈駁梁

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天南新報》，1902.5.27-29:2)。然而，孔子與孔教的

觀念在南洋仍持續維持一定影響力，到了 1908 年《叻報》葉季允撰寫的文章中

指出，當時人們仍熱烈慶祝孔子誕辰(《叻報》，1908.9.23-25:1)，多家報紙仍在

這天休刊，以示對孔子的重視。 

    除了梁啟超的文章，《天南新報》也大量轉載上海 128等地維新派報章的論說，

如上海的《時務報》、《蘇報》及澳門的《知新報》等(Chen，1967)，使中國內地

                                                                                                                                                      
現在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裡(梅家玲，2001:73)。 
128

當時的海外華人主要是通過上海文化來觀察中國，因為他們認為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

代表了當時新的文化潮流和社會觀念(王賡武，2005:293)。新加坡引進的中文書籍大多來自上海，

各報經常都有出售書籍的廣告，且多會強調是來自上海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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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的論述也進入新加坡，是一個跨域「中國」的展現，國家的邊界並不受限於

中國大陸 129。1900 年後康有為與孫中山流放到南洋展開各種活動，將南洋視為

中國復興的重要基地，更讓拉開距離的遠距民族主義得以展開。 

    在空間觀念上，地圖呈現出新的空間事實概念，且歐洲式的地圖是建立在一

種概括一切的分類方式基礎上發生作用，使得人們可以從有邊界的領土空間來想

像國土，「國家」在此時更加具體(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241)。透過大

量的複製地圖，讓更多人的腦海中有了自己所屬「國家」的樣子。 

    在 1900 年的《日新報》上有一文〈國語之用與國運相關考〉(1900.4.16:1)，

指各國強盛與否與國語使用是否廣泛有關，並以西方國家為例，強調國語推行對

中國的重要。新加坡華人在維新派及革命派所掀起的遠距民族主義運動中，以「國

語」(華語)為核心建立起跨方言群的想像共同體，就這些華人而言，華語漢字正

是族裔文化身分確認的聖物，是他們用以和土生華人及異族產生區隔的界線(黃

錦樹，2006:75-76)；且進一步有助於打破地方狹隘主義。 

安德森指出，民族是用語言，而非血緣構想出來的，且人們可以被「請進」

想像的共同體之中(Anderson,1991／吳叡人譯，2010:205)。印刷資本主義出現後，

在世界裡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大眾開始能識字，以及族群親緣計劃開始能大規模

生產，更驚人的是，這類計畫不需要面對面的交際，甚至連個人或團體之間的交

流都不用(Appadurai，1996／鄭義愷譯，2009：40)。二十世紀初期新式學堂的迅

速擴張，許多老師皆從中國招聘南來，除了教授語言，也將他們所關懷的事情與

新觀念帶到南洋，讓更多人被請進想像共同體之中，成為「中國」的一分子，感

受到一個新的集體狀態。新加坡這時的中文報紙訴求之讀者，或多或少都有些「中

國」經驗，然而這時要建構的是一個「新中國」，且是透過閱讀「中國」的方式

想像著「中國」。 

《天南新報》在有關殖民問題的論述上，會強調外國勢力對中國人的傷害，

使中國人淪為奴隸，甚至有亡種的災難。在沈士孫所撰寫的〈殖民說上〉(《天

南新報》，1899.11.20:1)裡，從中國人的立場進行分析，強調外國人在中國的策略

轉變，「五十年前各國之盡力於支那者為通商也，近數年各國之盡力於支那者為

殖民也；通商則亡財，殖民則亡種，此支那二千餘年積釀相成之奇禍也。」 

    反帝國主義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特徵之一，基本上是一種帝國主義對中國

侵略和海外華人面對壓迫時的自衛和回應，然而，很重要地是，它未把攻擊帝國

主義作為一個制度和意識型態。除了敵視西方人，在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最初階

段，反滿主義成為動員海外華人支持的焦點，革命黨人將滿洲人形容為劣等民族，

                                                     
129 革命派在新加坡創辦的首份報紙《圖南日報》，其中「圖南」是接近南洋的意思，也是一種

跨域的思考，基本上和中國大陸連結在一起思考，在國土疆界上是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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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清廷貪腐無能(顏清湟，2010:289-296)。因此，「人種論」在二十世紀初期雖

漸退出近代中國民族想像的主流論述，但是在南洋仍是重要的論述，「人種」不

斷被拿出來做為比較的基礎，在新加坡華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經常出現的是更

複雜的「人種」，在不斷比較下，與「他族」的界線越來越清楚，透過「他者」

來映照「我們」，使得「中國人」或「華人」的分類越來越清晰，「中國」的積

弱也被等同於中華民族力量的衰弱，這種尊嚴感與危機意識激發海外華人的「愛

國心」。 

    除了西方殖民者，新加坡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現各種「他者」，特別是在

地的原住民，報紙也會對他們加以報導，譬如《叻報》試圖對馬來人的各種習俗

進行理解與介紹，如〈回教餓年說〉(《叻報》，1890.4.25:1)和〈齋戒說〉(《叻

報》，1890.4.26:1)，對「他者」的習俗做了相當詳盡的解說，不僅讓對馬來人這

類陌生者增加了生活的常識，也強化對「他者」的邊界，和「他者」的「界線」

更為清晰，但這個軟邊界仍有鬆動與游移的空間，可以相互逾越與穿透，再加上

殖民者在制度上的分類等方式作用下，讓彼此不僅有「界線」，且增加了跨越「界

線」的難度。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我們」與「他者」不斷對照，使得這個原本

仍有疑義的詞彙也越來越見清晰，「中國」、「中國人」逐漸成為「我們」的集

體身分代表，其中革命派更是成功建構反滿的論述，有效地進行動員參與中國的

行動。 

    梁啟超曾力主「種族革命」，然而從 1902 年起，則開始以「新民」、「國

民」的觀念，強調以政治法律關係，來界定國家和其國民的關聯性，而非以血統、

語言等生物性與文化性關係，來界定國族共同體的邊界(沈松僑，2000:130-135)。

梁啟超是以現代形式界定個體與集體的關聯，試圖擺脫前現代的論述，然而這類

現代觀念的強調仍舊不足，還需要有更多情感和現實經驗的連結，才能把共同體

疆界更清楚的界定出來。 

    在建構民族主義過程中，「愛國主義」的情感召喚開始被強調，且將其上升

至極為崇高的地位。在甲午戰爭時，《星報》上有一訊息〈華商愛國〉(1894.11.15:2)，

指在中日戰爭中華商展現了愛國精神，停止與日本的貿易，寧願損失巨大利益。

其後，這類訊息與言論更多，如《天南新報》上〈論中國人不知愛國之由〉

(1899.11.15:1)；《叻報》轉錄《申報》的〈愛國說〉(1906.1.15:1)，強調愛國的高

尚與重要。 

    二十世紀以前新加坡出現禁菸聲音時，並未形成一種運動。然而到了二十世

紀初在海峽殖民地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中，促使禁菸情緒的高漲。「東亞病夫」

這一國民恥辱的論述被建構出來，使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尋思中國衰落的原因，

而他們認為吸食鴉片是造成民族衰落的主因，他們禁菸的呼聲在海峽殖民地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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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得到了反響(顏清湟，1986／栗明鮮等譯，1991:217)。中國長期的積弱等

待被喚醒，《天南新報》在 1901 年頭版上出現一個少見的大標題〈喚醒睡獅文〉

(1901.1.10:1)，這是一篇編按，說明接下來刊登的文章〈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

覆湖廣總督張之洞書〉(1901.1.10-15:1-2)，在編按中強調這是一篇由年僅二十三

歲的作者「是中國民」的來稿，且對此文大為讚賞， 

 

    嗚呼，此中國二千年來第一當頭棒喝之文字，不專為張之洞發也，本館按作    

    者年不過二十三，四讀公理之書不及一年，而發揮公理如是，可以愧我中國 

    之老師宿儒矣，苦告同人勿以等閒文字讀之，則神州庶幾不墜乎，然則金 

    色人種何讓于彼銀色人種也，哉爰弁數語，以告諸君之，熟思省 X(原版模 

    糊，略)焉(《天南新報》，1901.1.10:1)。 
 

    此文應為康有為所撰寫，文中抨擊張之洞的改革主張，即對如何喚醒中國這

頭睡獅有不同見解，支持維新的《天南新報》為何不以康有為名義刊登此文章，

則不得而知。 

    以 1905 年跨域的反美國貨運動來看，華人參與抵制美貨的原因，首先是南

洋華人身處異鄉，但仍然心繫家鄉和祖國，因對同鄉的感情和關心，促使他們積

極參加這個「關切我國大局」的事件(《叻報》，1905.6.17:1)。其次，保障華工權

益與國家及民族的自尊相提並論。第三，他們擔心若美國的排華政策順利執行，

英國也會仿效而採取排華政策，下一個受害者將是新馬華人。華人參與此運動具

有三方面的意義：聲援同胞、維護國體，以及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將來的命運(黃

賢強，2008:54-55)。 

    黃賢強(2008:67)指出，新馬地區參與的反美國貨運動，有不同社會階級和身

分者參與行動，但大部分參與者沒有政治傾向或不太關心中國政治的土生華人，

因此嚴格而言，新馬的抵制活動不能視為民族主義高漲而造成，相反地，因為經

過抵制運動的磨練，才造成民族主義得以在新馬發酵，影響後來革命運動的開展，

因為抵制運動不但是一個很好的思想教育機會，也是一個很好的行動磨練機會。

從黃賢強的分析來看，1905 年發生的新馬地區參與反美國貨運動，最主要的動

力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表面上是抗議美國排華，實際是向英殖民政府表達看法，

避免排華事件也在新加坡發生。 

    王賡武(2009)指出，在二十世紀前十年間，清政府、改革派與革命派外爭奪

海外華人地支持而展開競爭時，華人的反應基本上是熱情的，而比較讓人意外地

是華人對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支持、華人社會對反叛傳統的普遍認同，以及社會底

層及文盲接受政治化的速度，使得「中國」、「中國人」的集體身分迅速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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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顏清湟則指出，支持革命者主要是被殖民者與資本家剝削的中下階層，也

是一種對真實生活中被壓迫的反抗與投射，這包括原鄉與移居地的壓迫者，特別

是有反滿傳統與被殖民當局壓制的秘密會社成員，成為革命派的重要支持者；至

於富商則較為保守，多與清廷有密切的政經關係，不願輕易挑戰體制與改變對其

有利的現狀，所以支持革命派者極少(顏清湟，1976／李恩涵譯，1982)。因此，

遠距民族主義針對地不僅是原鄉中國，更有在地的反抗意味，誠如顏清湟

(2007:97-98)所言，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出現，不僅僅是移民對他們熱愛祖國的

表現，且可以被用來作為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敵意政策之武器。在新加坡華人社會

所萌生的中國民族主義，含納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與現實利害關係，和中國本土

所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有些差異，慢慢形成自身特點的遠距民族主義。 

    民眾透過各種演說、群眾集會、書報社與報刊等參與了革命活動，在這些空

間建構對「國家」的想像與連結，報紙是這個場域重要部分。相較於改革聲音較

緩和的維新派，英殖民當局對激進的革命派採取謹慎態度，然而隨著情勢改變，

英殖民政府也調整其策略(顏清湟，1976／李恩涵譯，1982)。至 1904 年《圖南日

報》被允許在新加坡創刊，代表革命派在新加坡從半公開發展到公開的地步，也

將《圖南日報》納入革命黨全球宣傳網的一環，也可看到殖民政府態度的鬆動
130。 

    「圖南」的意思是接近南洋，目的在接近居留在南洋的華商、華工與土生華

人等，引起清廷領事與保守商人的撻伐與圍堵，使其銷售量快速下滑，苦撐近兩

年後結束(顏清湟，1976／李恩涵譯，1982)，然而，革命派的宣傳戰仍持續進行，

1907 至 1909 年新加坡有三家革命派報紙刊行，即《中興日報》、《陽明報》與《晨

報》。除報紙外，書籍與期刊是革命派宣傳革命的另一重要媒介，從 1906 年至

1911 年間，除少數在本地印刷出版的革命小冊子，還有自東京、上海與香港輸

入數量不斷增多的書刊，尤其當時對於中文書刊無審查制度，使得這些刊物大量

在新加坡流傳，如被廣泛流傳的鄒容《革命軍》與陳天華《猛回頭》等(顏清湟，

1976／李恩涵譯，1982:131-132)。這些書刊打破地域限制在南洋的廣泛流傳，對

當時革命派爭取群眾支持有重大助力。 

         

 
                                                     
130除了林文慶與邱菽園創立報刊，革命派在 1904 年創立《圖南日報》(Thoe Lam Jit Poh)，其創

辦人是張永福(Teo Eng Hock,1871-1957)與陳楚楠(Tan Chor Nam,1884-1971)。張永福的父親張理

(或稱張禮，Teo Lee,1833)是最早在新加坡出生的華人，後逐漸投資地產，成為一名大地主(宋旺

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27)。陳楚楠也是土生華人，其父親則為木材商，家庭環境相

當優渥。兩人先受邱菽園影響，對維新派的改革思想感興趣，後才轉向革命派，成為在新加坡影

響力最持久的革命派領袖(顏清湟，1976／李恩涵譯，1982:77-91)。《圖南日報》在創刊之初的

印刷量為一萬份，後降至一千份，實際訂戶不到三十名，其餘皆為免費派發(Chen,1967:83)，重

點是宣傳革命的觀念與價值。1907 年張永福與陳楚楠再次攜手創辦《中興日報》，同樣做為宣傳

革命的媒體，讓革命派增加了一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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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遠距民族主義者的新媒介實踐 
 

    甲午戰爭後的變動時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

鍵時代；此時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思想文化有相當大變化。不管是在地出生的土生

華人或剛遷移至新加坡的新客，都出現一批受到各種文化與文明衝擊的新世代知

識人，他們有更多跨越空間的經驗，也展現現代性中的「變」與「常」特質。年

輕的知識人有部分成為跨域的遠距民族主義者，以其嶄新的知識、視野，以及相

當豐沛的資源與行動力，在十九世紀末的新加坡開展出具本土特色的遠距中國民

族主義，對於推動中國革命與在地華人社會的發展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為更具體理解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對於推動遠距中國民族主義的作用，本文從

土生華人與新客中選擇林文慶與邱菽園為分析與討論對象。在有關邱菽園與林文

慶的研究部分，新加坡學者李元謹等人已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根據李元謹的

相關研究為基礎，關注兩人年輕時期在新媒介與遠距民族主義的實踐與思考。 

    林文慶(Lim Boon Keng,1869-1957)與邱菽園(1874-1941)的年紀相仿，不過出

生與背景差異頗大，前者為土生華人，曾赴英國深造；後者在成年以後才長期居

住在新加坡，曾考取大清國功名。不過兩人皆可視為遠距中國民族主義者，曾在

維新運動展開時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一起在新加坡展開跨越空間障礙的遠距中國

民族主義，持續推進在地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然而他們這類知識人還是存在不少

異質性，可展現遠距中國民族主義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內部的複雜性。林文慶與邱

菽園可做為土生華人與新客知識人的其中兩種類型 131，從中觀察他們如何運用

報刊這項新媒介，與在地及西方元素互動，以及將在地華社與中國聯繫起來，建

立一個跨域的想像共同體。 

 

一、以亞洲為想像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者：林文慶 

    林文慶的祖父林瑪彭，福建海澄人，1839 年到檳榔嶼，後來與當地娘惹結

婚。林瑪彭除能說福建方言，也略通文墨，在獨子林天堯出生後，全家遷居新加

坡。林天堯曾在萊佛士書院受教育，後任職於新加坡華人領袖章芳琳的商號；林

天堯的妻子是來自馬六甲的娘惹，林文慶為其三子，因父母早逝，因此林文慶跟

隨祖父母長大。林文慶是生長在新加坡的第二代土生華人，家中有濃郁的土生華

人家庭特色，從小體驗著交混的文化與傳統(李元瑾，2001:43)。 

    在祖父影響下，林文慶自幼對「祖國」與中華文化有些情愫。他幼年時曾短

                                                     
131 李元謹(2001)在研究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在東西文化撞擊下新加坡華人知識分子如

何回應時，將林文慶、邱菽園，以及另一名土生華人知識分子宋旺相(1871-1941)的回應視為三種

理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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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接受傳統中文教育，後轉入英校就讀，1879 年進入萊佛士書院。林文慶成長

期恰是英國殖民政府在治理上有頗多變化的時期，清廷領事也開始對新加坡華人

社會產生影響，少年時代的林文慶已和清廷有些淵源，據稱他曾參加由清廷領事

左秉隆所辦的雄辯會(The Straits Times,1887.9.30)，而雄辯會討論的主題經常與中

國時事相關，因此，年輕時的林文慶應對中國已有一些了解。 

    林文慶在校成績優異，1887 年成為新加坡首位女皇獎學金得主，同年到英

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專業」，並在 1892 年取得醫學內科榮譽學士學位與外科

碩士學位，成為殖民者在現代性下建構專家系統的先鋒，並被賦予相當高的地位，

使其回到新加坡執業後，成為備受矚目的社會新貴 132。林文慶以英籍身分在英

國念書時，體驗宗主國社會在各方面的進步，讓他深受衝擊與啟發；然而，當他

在中國同學面前無法說華語，且不能幫老師翻譯中文習卷時，深感慚愧，立志掌

握中華語言和文化。從十九歲起，林文慶致力於學習中華語言與文化，此後數十

年不輟 133(李元瑾，2001:44-46)。 

    林文慶在流移英倫「朝聖」期間，讓過往對宗主國的想像有了具體體驗，同

時在陌生環境中與他者的互動，更映照出個體身分的混沌，開始追求更清晰的集

體認同。在「神州」想像的召喚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開始建立起來，更從自身

身分反思華人社會的問題。李元謹認為，民族意識、文化歸依和鄉國情懷相互交

織，為林文慶鋪設一條漫長且又複雜的中國之路。林文慶認為土生華人是「大漢

民族的子孫」(son of Hans)，應該學習「父語」(father tongue)，有機會要回「祖

國」(fatherland)發展(李元瑾，2009:57)。林文慶在年輕時流離異鄉，且掌握與理

解超過兩種語言 134和文化，讓他能夠不斷相互比較不同文化與個人經驗，使其

逐漸出現對中國愈來愈濃厚的文化認同，並獻身建構遠距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因

此後來在長時間在廈門擔任大學校長培養「新中國」的子弟，也不是太令人意外。 

林文慶在 1893 年自英國回鄉後，決心改造社會，而其所關懷的社會不僅限

於新加坡華人社會，還包括了中國社會，因此這是一個跨域的關懷，重心是跨越

疆界的「中華世界」。林文慶展開一系列的具體實踐，譬如在 1896 年成立「華人

好學會」(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1897 年與萊佛士書院的同學宋旺相創辦

《海峽華人雜誌》(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1897-1907)；1899 年與岳父黃乃

                                                     
132 林文慶後來在商場上也很活躍，曾擔任橡膠公司、錫礦業公司、工廠、銀行與保險公司的董

事，尤其被認為是馬來(西)亞橡膠業的拓荒人之一。 
133 林文慶曾有兩段婚姻，兩任妻子皆為中國女子，首任妻子黃瑞瓊的父親是黃乃裳。黃乃裳與

邱菽園同時考中舉人，也是熱衷維新的知識分子，後來轉為支持革命派，1903 年後成為重要的

革命派知識分子，林文慶受到岳父黃乃裳相當多影響(李元瑾，2001:105；顏清湟，1976／李恩

涵譯，1982:58-59)。 
134 林文慶後來除掌握華語、中國數種方言、馬來語和英語，還能說淡米爾語、日語、法語、德

語及希臘語。 



176 
 

裳 135合辦《日新報》，同年創辦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展開儒教復興運動和組織

華語學習班等。林文慶主要運用三項現代化的領域進行改革，即報刊、社團與學

校，在文化中國脈絡下，展開對中華文化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改造。1901 年出

版英文版的《中國內部的危機》(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1901)一書 136中，

林文慶提出各種改革中國的方案，並呼籲土生華人參與中國的改革事業(李元謹，

2001:118)。此書展現林文慶對中國的關懷與連結，不過主要是召喚土生華人的文

化民族主義，而不是政治民族主義，畢竟此時不少土生華人擁有英國國籍，且殖

民政府相當在意此事，周旋各方的林文慶似有意避開在政治上過於敏感的地

帶 137。 

1903 年他在《海峽華人雜誌》上發表〈峇峇在中國開發事業上的任務〉(The 

Role of Bab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一文，特別強調中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尤其是能調解東西文化的中間人，並以辜鴻銘為例，鼓勵土生華人前往中國發展，

分享漢族子孫共有的遺產(引自李元瑾，2001:121)。可見林文慶將土生華人視為

中西的中介者，而生長在南洋的土生華人有責任協助中國發展與壯大起來。此文

清楚顯現其立場，透過文化民族主義建立中國與土生華人的連結，且此文化是建

立在儒家文化基礎上，讓土生華人找到自身位置貢獻「祖國」，而中國的富強倒

過來也可提高海外華人的地位，形成一種命運共同體，在這樣的連帶基礎上進行

集體的想像。除了論述上的策略考量，這樣的說法也具現實意義，即減少土生華

人被殖民政府被歧視的狀況，也提升這社群的自信 138。 

    林文慶對土生華人的馬來特性不僅關心，且非常憂心，特別是認為在生理遺

傳和文化教養上受馬來族群的不良影響。顯然，在華巫族之間，因為感情的強弱，

也可能受到人種遺傳學影響與進化論優勝劣敗的啟示，他有棄巫從華的心理，但

並未排斥馬來族群。他反對嚴分種族，主張大同，也倡議發展人類教化與交通便

利，實現不分種族和國籍的大同境界，也主張包容與合作(李元瑾，2001: 238-241)。
                                                     
135 黃乃裳(1849-1924)熱衷維新，後來轉向孫中山的革命。黃乃裳的另一女兒黃淑瓊嫁給伍連德

(1879-1960)，伍的背景與林文慶有些相似，他是檳城土生華人，祖籍廣東台山，也曾獲女皇獎學

金赴英學醫，1903 年獲醫學博士學位。伍連德深受林文慶改革社會與關心中國的熱忱所感召，

曾擔任《海峽華人雜誌》的編輯委員，並在吉隆坡與檳城創設文學會與進行各種社會改革(李元

瑾，2001:162)，後來曾助清廷控制大鼠疫，並在中國服務相當長的時期。 
136此書寫於戊戌變法的前後，主要是做歷史性的評述，有關改革的個人見解不多，不新也不深入，

但在那時在新加坡已屬難能可貴(李元瑾，2001:121)。 
137

林文慶的民族主義在中華民國建立前主要奠基在文化上，在政治民族主義上卻模糊。他是「英

籍」下的既得利益者，中國是祖國，是屬於過去的與情感的；英國則是宗主國，是屬於現在的與

現實理性考量的，在他人生的前半段尚擺脫不了對殖民者的依附。譬如 1900 年他與宋旺相等人

成立「英籍海峽華人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有刻意強調「英籍」，以區隔「中

國」的意味。本文處理的時期約是林文慶四十歲之前，歐戰後林文慶的身分從英籍華人逐漸轉變

為中國人民。有關其政治認同上的轉折，參見李元瑾著作(2001)。 
138 這樣的論述在二十一世紀後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仍相當流行，認為中國在 1970 年代末期後在

經濟領域的迅速發展，將有助提升海外華人在該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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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文化民族主義者強調「東西交融」，而不僅是「中西交融」，這裡的「東方」

包括亞洲的各種文化，不過還是以儒家文化為主。 

在擺脫中國與新加坡本土社會危機上，林文慶的方法是從「父族」文化扎根，

從西方科學民主的現代化求取養分，以寬闊胸懷擁抱中西，以儒學的溫厚來化解

進化論的殘暴，轉化對抗為合作(李元瑾，2001:121)。他比薛有禮等人更積極擔

任文化中介的角色，透過跨越不同語言的方式，讓主要掌握一種語言者，透過一

些平台來了解彼此與溝通，而不是單純的移植西方現代性。林文慶因為個人的特

殊背景與能力，讓他可以跨越不同群體，將交混的文化、知識等揉合，透過新媒

介加以表達與溝通，試圖影響當時的社會。 

     在新媒介的運用上，林文慶首先與宋旺相等人合作出版英文刊物《海峽華人

雜誌》，目的是促進土生華人的文化活動，內容多樣，主要包括專題文章、文學

創作、時事評論、新聞報導等，刊物特色可從封面文字可窺見，在刊物名稱下方

寫著「東西文化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在編輯名下還有五個醒

目、且甚至大過雜誌名稱的中文字，

即孔子的「過則勿憚改」，且譯成

英文“If you have faults, do not fear 

to abandon them” (李元瑾，

2001:123)。這個以受英語教育土生

華人為訴求的刊物，表現土生華人

固有的交混特點，即東西文化的融

合，東方文化指的是中華文化與馬

來文化，西方文化指向歐洲文化，

然而林文慶特別推崇孔子思想，身

為主導者的他試圖以儒家學說來

整合土生華人的文化 139。因此，年

輕時林文慶的實踐，呈現一種跨越

地域、文化、語言障礙的企圖，展

開如劉禾所說的「跨語際實踐」

(translingual practice)，特別是在不

同的媒介上，將現代性做了譯介與

                                                     
139 林文慶的想法在刊物內部有頗多爭議，特別是另一重要人物宋旺相和其想法有些落差，兩人

後來漸行漸遠，《海峽華人雜誌》在維持十年後停刊(李元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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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以促成在地的進步。 

     在 1895 年底康有為組織「強學會」的啟發下，林文慶與宋旺相很快地在隔

年三月成立「華人好學會」，原本僅開放土生華人知識分子參加，到了 1899 年 8

月開放給受華文教育者，並邀請邱菽園共同主持，並增設分支於恆春公司與《天

南新報》報館。學會專主演說，合群演說時以英、華、巫三種語言翻譯，且強調

組織獲政府核准，也歡迎華人各籍人士參與，演說地點多在華商閣，《天南新報》

會事先發出預告，過後擇要報導(《天南新報》，1899.9.21:1；1899.9.22:1；

1899.10.5:1；1899.10.25:1)。「華人好學會」在報紙上公開招收會員後，會員從數

十人增加至數百人(《日新報》，1899.11.25:1；《天南新報》，1899.11.15:1)，可見

報紙對當時知識分子連結的重要性。從「好學會」組織的改變可以看到其企圖心，

試圖跨越語際進行溝通，減少語言的障礙，以整合土生華人與新客知識分子的力

量進行改革。 

    林文慶與邱菽園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在「華人好學會」之前，兩人曾經合作

翻譯中國古史與時事論說，刊登在當地英文報紙，希望東西方能相互溝通(李元

謹，2001:107)。1898 年邱菽園開辦《天南星報》，林文慶擔任英文總校；在「華

人好學會」開放給受華文教育者參與後，不久林文慶與岳父黃乃裳接辦停刊的《星

報》，成立《日新報》，在創刊號的〈本報更始告白〉中，強調「本報為開通風氣

起見，增設繙譯，廣譯西報，庶閱報者諸君得以週知中外之道」(《日新報》，

1899.10.5:1)。《日新報》成為林文慶在中文圈子內的重要溝通平台，傳達他的文

化民族主義，不過這份報紙僅維持了兩年多。《日新報》發行的範圍，包括香港、

廣州、廈門及東南亞等城市，也符合林文慶在跨域中華的想法，並不將自己框限

在新加坡。 

    顏清湟(2007:105-106)認為，1898 年出現的孔教複興運動，應是新馬華人文

化民族主義的最重要表現。維新派報紙《日新報》的創辦人林文慶曾撰寫〈論儒

教〉(1899.12.13-15:1)的文章，強調孔教的重要性。這種在「國家」危機下所倡

導的文化改革一直持續著，對孔子與孔教所建立的象徵符號，讓海外華人與中國

有了更多連結。林文慶自稱從 1894 年已開始為孔教奔走演講，在他積極帶動下，

儒教運動成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間新馬華社的盛事(李元瑾，

2001:125)。       

    林文慶親近和支持康有為的孔教說法，與其個人條件和想法有關。康有為等

孔教推動者認為，孔子所代表地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這一套秩序所

體現的價值與意義，是長久以來中國得以持續存在的關鍵。因此，一個人或一個

族群能否成為中國民族的成員，主要不在血緣、種性等「既定的」生物性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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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視其能否接受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 140(沈松僑，1997:45-46)。對於身為土生

華人的林文慶來說，康有為等人建構以孔子符號為中介的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型態，

讓其可迴避在血緣、種性的尷尬與曖昧處境，在孔子符號下更理直氣壯地成為中

國民族的一員，讓林文慶在集體認同焦慮下找到自身發言位置，使其在西方現代

性下的現實與情感交雜中有了依托，且孔教推動者並未反對「西化」或「現代化」，

這也是林文慶嚮往的未來方向。因此，在新馬社會的特殊環境下，孔教意識型態

能容納土生華人進入「中國」的文化想像中，讓他們找到集體的認同；然而，也

有部分人在認同上轉向與其親近的英國，使得土生華人內部後來出現了分裂。 

    林文慶是新加坡華社新崛起的年輕領袖，成為各派爭相拉攏的人物，而他也

周旋於清廷、維新派與革命派，且維持一定的聯繫，重點是改革中國。林文慶要

面對地不僅是來自中國的權力競爭者，還有新加坡華人社會頗高的異質性，尤其

新客與土生華人的矛盾和分歧不斷增加，林文慶試圖進行各種文化的「融會」或

「雜揉」，導向一個比「文化中國」更為複雜的想像與實踐，透過現代性計畫的

撒播，改造非西方的文化，同時尋找各文化「之間」的連結可能性。這是一種跨

文化、跨語際與跨地域的實踐，政治性的「國家」對林文慶來說未必特別重要。 

    在對於「國家」的認同與想像部分，此時擁有英籍的林文慶，在政治認同上

顯示出曖昧與矛盾，這涉及現實與情感的複雜考量。受到殖民政府栽培的林文慶，

回到新加坡後受到殖民政府的重用，1895 年起曾任四屆立法議會的議員；1897

年還不到三十歲的林文慶獲頒贈太平局紳勳銜；在 1896 年至 1922 年間擔任市政

局和華人參事局的顧問等。李元瑾認為，林文慶不忘英國政府的栽培，且被維多

利亞時代英國的氣魄與魅力所吸引，心甘情願回報殖民者的恩情(李元瑾，

2001:51)。林文慶可以說是擠身殖民政府刻意栽培的新「仕」階層，然而他們僅

是統治階層的底層，卻又不可或缺，以溝通殖民政府與華人社會，成為新階段的

華人文化權力網絡的領導人。林文慶深知自身局限，然而也善於周旋各方，試圖

實踐其想法。 

    林文慶的思想融合中西，採漸進改良與達爾文主義。1897 年在好學會發表

的演辭〈我們的敵人〉中，他批評殖民地的英文教育、海峽華人忽略母族母語教

育、中國教育局限於經書；強調華人文化需去蕪存菁，且是在中西文化方面取長

補短等。林文慶思索中西文化的關係，從而尋求改革的理據，也得出類似「西學

源出中學」和「中體西用」的論調。《日新報》是林文慶向受中文教育的華人傳

播西方知識、激發改良主義思想、儒家思想、甚至民族主義思想的平台(李元瑾，

2001:109-124)。林文慶對於殖民當局與清廷的批判主要在文化面向，對於政經領

                                                     
140 張君玫指出，康有為「大同」理想的核心，其實是一種基進的「同化主義」或同質化，他以

進化論來看待所有的「差異」，有計畫地消弭最高階以下的各等級差異，已達到「大同」的境界(張
君玫，20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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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批評較少，且對於自身在殖民境況中的從屬位置沒有太多質疑與反抗，因此

能獲得一定容忍，讓他處於相對安全的位置。 

    土生華人在新加坡面臨另一危機，即不僅不敵新客的競爭，導致商業優勢一

去不復返，就連社群的身體與精神素質、道德和社會生活也趨於衰敗 141。當時

盛行於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化論，也成為改革的另一支柱，林文慶經常

以「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來激勵土生華人，因此，這場改革運動中除了現代

化色彩，也極富進化論味道(李元瑾，2001:131)。林文慶一直強調和突出其「父

文化」與「父語」的優越性及重要性，讓這位土生華人中的「馬來性」不斷減弱，

「馬來性」也被壓抑。 

    新加坡的土生華人與新客知識階層為此地區的中國民族主義注入特殊的活

力與動力，形成中國社會改革的重要基地。李元謹(1991:182)認為，林文慶積極

介入中國的事務，很可能獲得英殖民政府的默許。梁元生(2008:86)則指出，林文

慶是在東西文化間游走而不徬徨，進出而不覺困擾的「之間人」；而「之間」有

著更大的空間，不像「中間」只有一線，使得「之間人」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 

    林文慶以相當地決心和勇氣介入本土與跨域中華的改革，當中對所屬社群與

自我有相當深刻地的反思，經診斷後提出其改革主張，然而這些實踐基本上是建

立在西方知識體系上，特別是以進化論為基礎，試圖處理個體與集體所面臨的困

境，然而，卻未必自覺到西方知識體系與殖民體制其實是這些困境的關鍵之一。

林文慶這類非西方知識菁英長期掙扎、徘迴在交混的文化之間，且需顧及許多現

實的考量等，這是一種游移、曖昧、焦慮與矛盾的狀態，未必如梁元生所言是不

覺困擾。林文慶可以說是顏清湟所說的「儒教現代化者」，對現代性並沒有太多

質疑，特別是後來擁抱民族主義，其困擾很可能主要是擺盪在「現代性」與「本

土傳統」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把林文慶視為文化民族主義者，且成為推動遠距中

國民族主義的其中一環。不過在 1911 年以前林文慶較不涉及「政治」的國家認

同部分，在強調中華文化優越的同時，並不是完全「適應」西方的現代化，也未

採取排他的態度，而是試圖調合東西方文化的優點，創造跨越疆界的「亞洲式」

文化。雖然林文慶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實踐已大力推動遠距民族主

義在新加坡的展開。 

     

二、以神州為想像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者--邱菽園 

    邱菽園的父親邱篤信(1820-1896)來自福建漳州海澄，在鴉片戰爭後到新加坡

                                                     
141 據統計，新加坡土生華人在 1881 年時占華族人口的 10.98%，1901 年時增至 16.05%，1911
年時又增至 19.7%(李元瑾，200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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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商，二十年後成為著名米商，並成為新加坡華社的領袖之一。邱篤信鄉土觀念

濃厚，晚年歸故里準備終老，1895 年因其弟病危再次到新加坡，隔年病逝新加

坡，其後運回家鄉安葬。邱篤信曾響應清廷的捐官號召，買下花翎鹽運使和榮祿

大夫的官銜，還為祖宗三代捐得一品封典，因此，他也希望邱菽園遵循科舉途徑

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李元瑾，2001)。 

    邱菽園 1874 年出生在海澄，1881 年才來到新加坡，1888 年十五歲的邱菽園

回到海澄接受傳統的科舉教育；1894 年參加鄉試中舉，隔年到北京參加會試但

落第；1896 年因父親病重回到新加坡，不久父親過世；1897 年開始長期居留新

加坡，自稱「星洲寓公」。因此，在二十三歲定居新加坡前，邱菽園約有三分之

二的時間是在中國大陸度過。 

    在十五歲返回中國內地受教育後，他曾遊歷香港、澳門、廣州、上海與北京

等華洋雜處的城市，對當時的時代氣息有所接觸與感受，開始對康有為的政治見

解產生共鳴，也贊成展開維新運動救國(王慷鼎，1995:179)。年輕時期的邱菽園，

身體的移動經驗豐富，增長了許多見識，讓這個傳統教育出身者未排斥西方進步

思想。 

    邱菽園是具頗多見識的年輕知識人，有晚清知識分子的救亡改良主義意識，

且以行動加以實踐。譬如：1895 年在北京會試時，適逢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他

曾積極參與全國舉人上書拒和；在新加坡定居不久後，他在 1898 年創辦《天南

新报》，支持維新運動；1899 年 10 月，他發動海外華人上電中國，要求慈禧太

后歸政，同年積極參與領導星馬的儒教復興運動；1900 年 2 月迎接康有為到新

加坡，同年捐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武漢起義等(李元瑾，2001:41)。對於當時

在中國大陸改革頻頻受阻的維新派來說，位在「中原」之邊緣的新加坡，卻成為

醞釀改良力量的中心之一，讓康有為、邱菽園等流移在邊緣的跨域知識分子仍能

試圖有所作為，甚至扮演重要角色。 

    從邱菽園在報紙的實踐來看，確實可以看到他跨域的能力與人際關係。甲午

戰爭後，二十七歲的邱菽園寓居新加坡，繼承父親的龐大事業，以其學識、文采，

以及對人的慷慨，讓他在當地很快成為著名且受歡迎的文人，雖長居新加坡，但

因為各種關係讓他可以結交不少中國知名人士(李元瑾，2001:37)。在十九世紀末

葉，接收訊息與發表意見的管道增加，尤其對晚清知識分子來說開創了新局面，

獲取知識與名聲的管道也增多。邱菽園自認「好名」，但不重視權位，在其擁有

的報紙上除宣揚維新運動，也刊登自身的言論與詩作，提高自己的名聲(李元瑾，

2001:194-195)。  

    邱菽園的交往圈子主要以使用中國語言者為主，不僅是知識人，也包括商人，

且他也和殖民者交往；至於他的改革實踐以新客為重心，再推至土生華人(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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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2001)。邱菽園與林文慶曾有密切合作關係，《天南新報》創刊時，邱菽園擔

任華文總主筆，林文慶則任英文總主筆(《天南新報》，1898.5.30:1)，邱菽園不僅

是《天南新報》的出資者，也掌握內容的方向。邱菽園與林文慶一起推動儒學與

儒教的復興運動，試圖以儒學沖淡改革思想中過於西化的問題，且以儒教對抗西

方的基督教。他們充分利用報紙、學堂與學會三種現代制度工具，創造氣氛引導

輿論，也因為報紙的傳播，時常往返新中兩地的邱菽園和住在新加坡的林文慶才

有可能直接和間接地更迅速接觸有關中國的維新訊息(李元瑾，2001:20-24)。 

    誠如李元瑾所言，邱菽園與林文慶投入維新運動與儒教運動等改革行動，不

管是出自政治認同或民族認同，都是因為對中國的關愛，同時他們也認識到一個

富強的中國可以提高海外華人的自尊與地位，因此改革深具意義，對邱菽園來說，

海外華人仍然是中國的子民；對林文慶來說，海外華人是漢族的後代。和林文慶

一樣，邱菽園也贊同西學源自中學的論調，且皆主張中本西輔，且以儒學傳統和

西方科學民主精神為中西文化的支柱(李元瑾，2001:157-159)。邱菽園較強調「中

國」而非「東方」或「亞洲」，這一點和林文慶有些差異，雖然邱菽園不至於完

全反對「東方」或「亞洲」的概念，但基本上還是「中國」的，這一想法恐怕是

這一時代在知識人中占多數。在邱菽園看來，土生華人也是華僑，他們的問題是

疏離「父族」語言文化(李元瑾，2001:160)。因此，要強調中華語言與文化，土

生華人也應著重於中華文化的提升，重回「中國」的懷抱。 

    邱菽園關心中國的改革，公開支持維新派的改革，因此在創辦《天南新报》

時明白指出，是「為了宣傳進步思想，並闡明西方國家從過去所經歷的愚昧中獲

得提升的方法」。在政治上，則清楚以「中國民族主義」為立場，而《天南新報》

的「天南」是古代的地理學名稱，用來統稱在中國以南的土地(Chen,1967)。 

    文化素養與政治上同情維新，促使邱菽園在響應維新改革時創辦《天南新報》，

且在《天南新報》內容與個性的塑造上有明顯反映(王慷鼎，1995:179)。對於流

移到南洋的邱菽園來說，他所寓居的新加坡其實和中國本土是一體的，物理空間

不是障礙，在新加坡看到與感受到英殖民政府的進步性，與原鄉有了更多的比較，

使其成為遠距民族主義者。在康有為倡議「孔教」後，邱菽園跟隨康有為的步伐，

在《天南新報》上大力鼓吹孔教，如認為各地應為孔子立祠和成立孔子學會(《天

南新報》，1899.4.29:1)、新加坡應興建孔廟和設立學堂(《天南新報》，1900.3.26:1)

等，甚至出售孔子像(《天南新報》，1899.11.30:1)，且《天南新報》也在孔子誕

辰日休刊 142。1899 年新馬儒教運動的形成與展開，《天南新報》的各種專文、轉

載與報導有著重要作用，同時邱菽園也出錢出力，創建孔廟與學堂，和林文慶積

極合作，讓儒教運動在新馬有一定的影響力，有助建構遠距中國民族主義。 

                                                     
142 《叻報》後來也在孔子誕辰日休刊(《叻報》，1900.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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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 年 10 月，邱菽園聽說光緒皇帝久病未癒而太后有意廢立，趕緊在《天

南新報》呼籲新加坡華商聯名公請德宗聖安，很快獲得逾五百人的響應，完成「星

洲上書」(李元瑾，2001:84)。報紙加上電報這一新興通訊方式，為維新派人士創

造了一個全球範圍內有效參與政治的便利條件，讓這些士紳與商紳階層有機會運

用這些新媒介影響公共輿論，有效地對慈禧太后施壓，迫使其最後放棄廢黜光緒

帝的計畫。因此，邱菽園等人將不同新媒介交互運用，有效地幫助建構公共空間，

對原本被壓抑的知識分子找到一條影響社會的空間，甚至對清廷產生具體壓力，

更有效地強化遠距民族主義的產生與持續，也鼓舞了邱菽園運用新媒介更積極地

介入大清國的政治，同時推動中國與本土社會的改革，尤其是對公共領域的開拓

與推進。 

    李元瑾指出，英國殖民地政策的務實與彈性，有利於新馬華人從事無損殖民

政府的政治性活動，英國為了保持在中國的利益，一直很謹慎與清廷維持良好關

係(李元瑾，2001:84)。邱菽園十分景仰康有為 143，在康逃避清廷追捕時，邱菽

園大力協助，且盛情邀請康有為到新加坡避難，也讓星馬華人有機會與這位享有

盛名的知識分子接觸，拓展維新派的力量。在康有為自 1898 年至 1913 年近十六

年的海外流放生涯中，共進出新加坡七次，除了會見不同的人，在募集經費上主

要來自邱菽園的捐獻(張克宏，2006)。在此事上殖民政府願意幫助與同情康有為

這名改革者，讓他在 1900 年面臨生命威脅時於新加坡度過半年的時間，其後也

容許康有為多次入境。從前述的討倫得知，英政府本是積極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因此不是一個中立者而已，邱菽園等人的行動有助中國邁向現代化，且英政府也

不僅同情維新者，而是實際上有利英國，尤其是在全球資源取得的布局。 

    然而，殖民者面對涉及與大清國的重大事件，則不會太放鬆處理。保皇會新

加坡分會成立後，邱菽園出任會長，同時唐才常策劃自立軍起義行動，也獲得邱

菽園的大力捐輸與支持。然而 1901 年自立軍起義失敗後，唐才常被殺，邱菽園

也被清廷列為通緝要犯 144。在清廷的壓力下，邱菽園公開聲明，否認與康有為

的一切政治關係，且運用金錢與人事關係，才化解被清廷通緝的問題，同時邱菽

園也辭去在《天南新報》的總理與總主筆職務(王慷鼎，1995:180)。清廷對海外

仍有影響力，殖民政府也不介入太多，讓當時財力尚頗為雄厚的邱菽園，必須辭

去《天南新報》的職務以示屈服，這也顯示清廷對邱菽園在海外掌握報紙的忌憚，

憂心傳布對清廷不利的訊息。 

    邱菽園在《天南新報》期間，共發表四十四篇政論文章，對改良主義表達了

不少看法，內容涵括政、經、文等領域(王慷鼎，1995:180)。邱菽園參與報紙運

                                                     
143 邱菽園和康有為曾因財務等問題交惡，不過後來關係有所改善(張克宏，2006)。 
144 清廷逮捕邱菽園在家鄉澄原的族人，並令駐新加坡總領事羅忠堯調查邱菽園與林文慶(張克宏，

2006:160-161)。林文慶也被迫宣布脫離康有為，向清廷表達忠誠(李元謹，199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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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時間長達三十三年(1898-1931)，共與十二家日報或周報發生密切關係。邱菽

園創辦或承辦過五家日報和周報；在另外五家日報或周報擔任副刊編輯或特約撰

述員；還經常在其餘兩家日報自由投稿。從報紙分布的地域來看，邱菽園不僅參

與新加坡報紙的運作，還和檳榔嶼、香港、廣州及上海等地的報紙有密切連結，

跨越了華人聚集的地域(王慷鼎，1995:178)。不過在本文處理的時期，邱菽園僅

活躍於《天南新報》，後被迫退出，1907 年邱菽園更因長期揮霍與理財不當而破

產。1907 年至 1913 年間，邱菽園因被判入窮籍而消沉，在維新派與革命派在新

馬展開劇烈競爭時期(1906-1910)，他幾乎消聲匿跡，只是偶有詩歌與文史作品(李

元瑾，2001:221)。 

    邱菽園不僅推崇孔子，他還寫了一本《讀黃帝本紀》試圖將民族起源連結到

黃帝，顯示中華民族的淵遠流長，這也是清末民初在建構民族主義時的論述主流，

而邱菽園的實踐重點是尊孔子、效西法、融中西、辦報紙(李元瑾，2001)。邱菽

園實踐的不少活動，其實是康梁維新運動在新加坡的翻版，或可說是中國民族主

義在海外的承接者，重點就是救國，國家存亡是最重要、也最該做的事，中國民

族主義不斷地召喚著他。邱菽園的言行緊貼著當時社會脈絡，也透過各種方式跨

越時空和中國建立關係，如各種在中國出版的報紙、各地友人的書信與電報等媒

介，還有不斷流動的朋友。 

    邱菽園喜愛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也認同適者生存的說法。邱菽園在二十

歲時才接觸西學，因為英語能力較欠缺，他是透過中文譯著去了解西學，像當時

熱衷維新的愛國分子一樣，他探索西學是帶著強烈的求存意識，在理解與詮釋上

也有相似的觀點與理由，譬如強調西學源於中學。邱菽園以黃帝後裔和漢族子孫

為榮，同時讚賞白種人的文明，但是對於所謂落後種族就無法掩飾其歧視的態度，

如對馬來人存有部分歧視心理，也影響了他對土生華人的看法，即排斥其馬來特

性(李元瑾，2001)。 

    邱菽園的改良主義思想是以中國為本位，再伸向新加坡社會(李元瑾，

2001:168)。林孝勝指出，1877 年至 1941 年間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分裂時期，即

明顯分為土生華人與中國移民(林孝勝，1995)。在中國移民部分，主要是以逐漸

鮮明的「中國」為政治認同對象，是透過遠距中國民族主義整合想像的共同體，

雖然社群內部仍有幫群之間的嫌隙與分歧；在土生華人部分，則以宗主國「英國」

為政治認同對象，以現實的連結建立共同體。而本文處理的時期，基本上是這個

分裂期的前期，在這變化的過程中，邱菽園屬於前者的先鋒領袖；林文慶則介於

兩種類型中間，有強烈中國文化民族主義，也倡議以儒家思想改革華人社會，但

在政治認同上則表面上效忠英國，讓他能獲殖民政府信任，擔任官方委派的職務，

然而在一戰後他的政治認同出現轉向，擁抱新生的民族國家─「中國」。 



185 
 

 

第六章  報紙廣告與日常消費的現代性展演 
     

    每個人所經驗到平凡又瑣碎的日常生活，有著含糊、曖昧與善變的特色，不

易加以捕捉，因此許多研究者對日常生活有著不同的理解與闡釋。紀登斯

(Giddens,1991:1)指出，現代性完全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實質，影響人們經驗中最為

個人化的部分。在現代性中日常生活包括各種動態過程，它可以使陌生變為熟悉、

不習慣變為習慣、衝突的融合成為新生的，還有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等。在看似

平凡、無聊且不斷重複的日常生活中，奇特與神秘的事物在其中持續上演著，而

有關非日常生活(non-everyday)的部分，也必須在日常生活的核心裡才能找到，

因此，日常生活其實是將無聊、神秘與理性思考，以奇特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Highmore,2002／周群英譯，2005)。人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有著豐富

與複雜的意涵，需用更多心力加以理解與梳理，才能掌握其中的理路與動態。 

    「驚奇」(surprise)與「震撼」(shock)這兩項元素，是無聊又例行的日常生活

中，因為奇特與神秘事物的出現，所形成情感刺激的重要部分。它們能讓人暫時

進入一種難以言喻的特殊與例外狀態，從中取得一些能量，使人們能回到平凡又

例行、孤單又乏味的世俗日常生活時，較坦然地接受這樣的現實「真相」，且還

保有一些新希望，期待下一次驚奇與震撼的發生。 

    在現代性中驚奇與震撼的內涵與形式不斷變動，它們與人們的關係也有所轉

換，在資本主義與大眾媒體結合後，逐漸嵌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肌理，譬如報紙日

復一日的出現在生活裡，雖然內容會不斷更新，但其確定的形式有助於日常生活

的例行化。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認為，在現代以消費為主導的社

會裡，日常性與非日常性相互辯證作用的現象特別明顯，其中最典型的是透過大

眾媒體的廣告機制，使得時尚能以非日常性的姿態綿密地侵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

創造一種具「宰制」性的幸福滿足感。在這種情況下，基本上不會有任何人為的

「大驚奇」發生，有的只是「小驚奇」，它是以短小、精悍、暫時、破碎、易變、

流動、迂迴，且經常是任意拼貼的方式出現，因此過去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常

看到的驚奇經驗所展現地嚴肅且深厚的神聖性被削弱，僅能透過消費來表現驚奇

(葉啟政，2007:23)；而現代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學震撼，也以近似的方式展

現出來，讓人們的情感找到部分出口。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當代日常生活中的

驚奇與震撼，已和傳播媒介緊密連繫在一起。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新加坡這個殖民海港城市逐漸從前現代過渡到

早期現代，西方現代性中的消費文化也迻譯至此，並透過各種形式與語言的印刷

媒介向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介紹，慢慢細密地滲入生活，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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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日後出現的消費社會奠下基礎。 

 

第一節  現代生活的驚奇與震撼 
 

傅柯(Foucault)指出，一直到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西方人才開始以現代性

中的「生活」面向去理解自然與社會，在那之前西方人總是以「分類」(classification)

的方式來理解事物。二十世紀社會學與人類學興起後，生活或有機體的隱喻更是

廣為流傳(Lash，2002:13-14)。 

列斐伏爾認為，日常生活必需被看成是一個整體(totality)，且是一切互動關

係能夠形成和運作的真正場所，當中的內涵極為豐富，需要加以探討與批判(葉

啟政，2006:435)。雖然透過日常生活來理解與掌握外在世界與事物，是建立在

西方現代性發展脈絡下的知識系統與理論取徑，有其一定的特殊性，然而，西方

在以「生活」去理解社會運作時，恰是現代性的影響力在全球拓展的時期，使其

部分特性在非西方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因此，透過日常生活的面向去理解被西方

所殖民的新加坡社會，將可讓我們拓展對當地社會不同面向的理解。 

 

一、日常生活中的神聖與世俗 

從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觀點來看，日常生活是一種世俗性的

生活，且是與工作有關的生活，因此，它基本上呈現功利、實用或適應的取向。

人們大部份的時間都停留在世俗性狀態裡，在一種很自然的態度下，採行功利或

實用主義，不太會出現反省的情況，唯一的目標或生活動力只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生存」或「適應」(李丁讚，1996:199-200)。因此，人們經常陷入日常的習慣

裡，把所有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且認為這就是「生活」的真相。 

與世俗生活相對照的，是所謂的「神聖」，泛指一切有關宗教的、道德的、

精神的或美學的精神狀態或力量。從人類文明發展進程而言，涂爾幹 

(Durkheim ,1917／渠東、汲喆譯，2006:181-199)認為，社會所以迸生(emergence)

的源起，乃在初民社會裡的圖騰主義(totemism)中可以看到。在這種圖騰制度中，

圖騰形象表現為首要聖物，而各種神聖事物在信仰者的心中都能激起相同情感，

且這種情感使它們具有了神聖性，至於這種情感顯然只能來自於每個個體共同分

享的某種本原，而膜拜所針對地就是這一共同本原。因此，即使個體死滅、世代

交替，這種力量卻總是真實、鮮活和始終如一的，譬如氏族會被人格化，且以被

圖騰動植物的可見形式表現在人們想像中。 

涂爾幹認為，在一個世俗世界中，人們過著孤單乏味的日常生活；人們要突

然進入另一個神聖世界，就只有和那使他興奮發狂的異常力量發生關係，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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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達到了這種亢奮的狀態，他就不可能再意識到自己，而是感受到被某種力量支

配著，使其不能自持，所思所為都與平時不同(Durkheim ,1917／渠東、汲喆譯，

2006:206-209)。而集體歡騰的行動(如慶典狂歡)是一種格外強烈的興奮劑，且這

種歡騰往往愈演愈烈，直至產生駭人聽聞的行動，釋放出難以阻擋的狂暴激情。 

這時人們會感覺到一個強烈得讓人震驚的新生命在體內奔流時，這種亢奮是

真實的，它確實來自一種外在於個體且高於個體的力量所作用。這時人們大大地

偏離了一般的生活狀態，且他們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乃至於他們覺得必須使自己

出離並超越通常的道德。為了維持人的這種心理需求，古往今來，我們可以看到

社會始終不斷地從普通事物中創造出神聖事物，試圖在世俗生活中喚起一種讓人

震驚的亢奮神聖感(Durkheim ,1917／渠東、汲喆譯，2006:204-214)。因此，日常

生活除了世俗性外，當驚奇的機制或儀式出現(如慶典狂歡)，人們可能超越世俗，

進入一種神聖性狀態。但是神聖性是流動而短暫的，當「震撼」的機制消失後，

人會慢慢又回到日常性和世俗性，逐漸恢復其適應與實用的天然態度，因為這才

是舒茲(Alfred Schutz)所說的「主要的真相」（李丁讚，1996:199-200）。 

葉啟政(2005a:84)認為，在涂爾幹的論述中，人類文明源起的原型是人們在

自然地感到驚奇而迷狂的冥冥之中，感受到社會的存在，尤其是其所展現的神聖

性。因此，涂爾幹其實與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分享著類似的感知模

式，他們對人類文明的源起，有著異曲同工的哲學人類學之存有預設和期待性的

說法。在維柯的文明起源說中，他指出西方文明起源於人類的心智還完全沉浸於

感覺、情慾折磨的時候；驚奇則是人類處於無知狀態、但卻面臨著反常現象時的

基本心理狀態，驚嘆聲即是在強烈情感衝動下發出來，人們的文字有些是由驚嘆

詞所形成(葉啟政，2005a:74-79)。 

從西方文明發展的歷程來看，驚奇經驗帶來的基本心理反應，既不再單純地

是一再亢奮的狂喜狀態，更非源自對上帝的宗教崇拜所衍生的畏懼心理。從正面

來看，在不斷發生非凡例外的歷史創造中，驚奇經驗成就了人的英雄感，且以此

證成自我的存在。然而從負面角度來看，自我卻因常常尋找不到穩固可信賴的「固

定」意義，使得人們持續不斷的焦慮，甚至產生了絕望的感覺(葉啟政，2007:11-12)。

換言之，人們原本期盼獲得的驚奇經驗和自我肯定，到最後很可能是產生了絕望，

對自身的存在充滿了不確定感與焦慮，更需要不斷地尋找更多的驚奇經驗。 

十九世紀的西歐世界，相對於過去幾個世紀，可以說是以資產階級為歷史主

體而推動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發揮威力來創造歷史大驚奇的時刻，就像博蘭尼

(Karl Polanyi, 1886-1964)所稱的「鉅變」的時代或霍布斯邦所說的「革命的年代」，

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變化。但爾後「驚奇」的意涵有了相當轉變，尤其在經

過霍布斯邦所劃分的「資本的年代」(1848-1875)與「帝國的年代」(187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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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資本主義逐步強化與擴散，對不同地區的人們之日常生活產生極大影響。 

列斐伏爾認為，雖然日常生活的重複性自古皆然，但在前現代社會及現代社

會中，重複性具有不同的性質與意義。在前現代社會中，日常生活的重複性主要

與自然世界的循環與律動相關，但是到了現代社會，雖然這種重複性依舊存在，

但此時的重複性主要源自科技、效率及普遍性等現代法則的影響，也就是接受一

種理性化的科技官僚邏輯與管理(盧嵐蘭，2007:64)。過去人類文明所經營出來具

有酒神特質的種種驚奇經驗，開始必須透過類似國家這樣的制度性機制予以例行

化，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葉啟政，2007:9)。 

科技、效率及普遍性等現代法則必須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特別是西方所發

展出來的知識體系，使得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可以依循一定的理路，特別是透過市

場所建立的制度，讓尋找獨特性的個體之感知被框架在一定範圍內，有助於維持

整體的秩序。然而，世俗生活的真相，有賴結構中各種制度、規範與知識等的相

互配合，讓人們陷入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與「例行」狀態，然而有時短暫驚奇

經驗的感受，能創造短暫的「非凡」與「例外」狀態，使人逃離無聊與瑣碎的「平

凡」與「例行」生活，讓空虛的心靈取得一絲絲的情感慰藉，以安置人們固有的

情感部分，獲取些微能量後持續日常生活的進行，但是仍有不少人難以處理這樣

的「生活問題」，陷入各種焦慮、憂鬱等狀況之中。 

葉啟政(2007)指出，針對「驚奇做為文明創造的源起心理動力」而言，倘若

具激情的酒神精神是整個心理動力之所在，事實上它並無法和太陽神阿波羅所代

表的理性精神，以並駕齊驅的地位相互競爭。現實來看，它還是一直屈服在理性

佔優勢的歷史格局裡，因為利用制度化的力量(如廣告)，靠操弄符號來牟利的人

以狡黠手腕操弄「理性」玩弄人類情感，也調戲著人們的智慧(指所謂的情緒智

商)，此時，激情與陶醉反而成為體制化之工具理性操弄的心理機制。這樣的現

象從現今的日常生活中皆可發現，只是它以嚴密的理性化操作方式，讓人們不易

察覺，甚至理所當然地接受這個體制，且還自以為掌握了個體的主體性。 

當然，以上的詮釋、預設與期待是從西方經驗出發，對非西方不一定適用，

然而現代消費機制基本上來自西方文明的現代性過程，因此實有必要掌握這樣的

歷史過程，對我們理解非西方社會的消費實踐也有一定幫助。 

 

二、大眾媒介創造的驚奇與震撼 

對西方世界來說，最早的藝術作品是為了崇拜儀式而產生，起先是用於魔法

儀式，後來用於宗教儀式，而對美的崇拜儀式，則源自文藝復興時代(Benjamin, 

1969／張旭東、王斑譯，1998:222-223)。相較於文藝復興時期，十八世紀的美學

辯論有其強烈革新特徵，其特殊性與內在的現代性就寓於一些特徵裡，如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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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大眾的關係、女性的角色等。會出現這樣的改變，主要是因為當時知識分子

與藝術家漸不必仰賴保護人與贊助人的支助，加上出版事業擴張，他們開始享有

某種程度的經濟獨立，不再完全仰人鼻息(Eco,2004／彭淮棟譯，2006:252)。 

到了十八世紀出現了一些流行用語，譬如「天才」、 「品味」、 「想像」與

「情懷」等，可以看出一個新的審美觀正在誕生。所謂的一物之美，是由發出品

味判斷者的反應來界定，而美的辯論，重點從尋找其生產之規則，轉為思考其所

產生的效果。因此，「美」是出於主體對客體的感受，且「美」與感官密不可分，

此時「崇高」(sublime)論的地位漸趨重要(Eco,2004／彭淮棟譯，2006:275)，成為

當時審美的基本判准。 

在十八世紀，「崇高」觀念基本上與藝術而非與自然相連，其中含有對不成

形狀之物、痛苦、恐懼之偏見，而這時期審美快感的世界分裂為二：相對於美與

真、美與用、美與醜的截然二分，美與崇高並未截然分開，因為崇高經驗中內含

許多先前歸於美的特徵(Eco,2004／彭淮棟譯，2006:281)。不過，崇高中所具有

的狂喜或悠然神往(enthusiasmos)的內涵，衝擊著人們品味的範疇，其情況猶如尤

里匹底斯《酒神》一劇中的酒神戴奧尼索斯之入侵底比斯(Thebes)，因此崇高在

藝術中，會產生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所說的「心靈所能感受到的最強

烈感覺」(Danto,2003／鄧伯宸譯，2008:262-263)。 

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興起，當時的風潮暗含對時代的不安感覺，這股不安不僅

存在於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內心，也在資產階級身上可以找到。在個人主義信念

的推動下，人們愈來愈重視「自我」，開始追求個人的心靈感受，而憂鬱與傷感

成為表達與證成「崇高」意識的核心心理成分(葉啟政，2008:222)。在這樣的時

代氛圍中，加上資本主義的日趨成熟，使得作家與藝術家必須在市場競爭中取得

輿論的好感與認可，使個人的重要性得以擴大。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就指出，這種反叛表現為感傷主義，追求愈來愈激動的情感，以及極

盡驚人效果之能事(Eco,2004／彭淮棟譯，2006:313)。 

藝術家面對工業世界的壓迫、大都會中巨大無名群眾，以及認為美學乃不急

之務的新階級，再加上新的機器僅強調新材料的功能，都讓藝術家深感不滿，他

們覺得自身理想備受威脅，且認為逐漸得勢的民主觀念是有害的，因此他們決定

要「與眾不同」，這也是一種對例外與非凡的崇拜。這趨勢引進一個唯美世代，

他們將浪漫主義的感性推至極端，誇大其每一層面，到達頹廢的境地(Eco,2004

／彭淮棟譯，2006:329-330)，譬如法國的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波特萊爾敏銳地捕捉現代性的特點，並指出世界充斥著消費的誘惑與經驗。

在波特萊爾著名的詩《通感》(Correspondences)中可以讀到，「自然是一座象徵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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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色彩與聲音、意象與事物彼此參化，流露神秘的關聯與呼應。」波特萊爾認

為這是宇宙的秘密語言，而詩人是它的解讀者，美則是詩人要揭示的真理。若每

一事物都擁有這種啟示的力量，則一直被視為禁忌的經驗，如罪惡與墮落的深淵

等經驗必定更加強烈，從中可生出最劇烈且豐富的組合，幻覺在其中也比在其他

地方啟示更多真理(Eco,2004／彭淮棟譯，2006:346)。這是波特萊爾對美與藝術

的理想期待，但他身處的社會卻處於鉅變階段，讓敏感的波特萊爾審視著現代性

變化中的特殊經驗。對他而言，現代性指的是短暫的、變動的與偶然的特性；而

波特萊爾藝術作品的核心是震驚經驗，這是一種現代性日常生活的特色，且任何

一個現代經驗理論，都必須面臨這種歷史經驗的特殊性質(Highmore,2002／ 周

群英譯，2005:96-100)。這樣的經驗在現代性擴散後，在非西方地區也逐漸建構

出接近的機制，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現代性的各種震撼經驗。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一篇書寫波特萊爾的文章中指出，波特

萊爾力求迴避震驚，但他的防衛是一種搏鬥的姿態。對班雅明來說，震撼經驗可

以在大都會的群眾、工業的生產模式、繁忙的交通與廣告中感受到。班雅明描述

了一個場景，在工業世界的大都會中，面對來往穿行的車輛行人，把個體捲進了

一系列的驚恐與碰撞中，神經緊張的刺激急速地不斷通過體內，就像電池裡的能

量，所以波特萊爾說一個人進入大眾時，就像扎進蓄電池裡，他稱這種人為「一

個裝備著意識的萬花筒(kaleidoscope)」，而「靈光」(aura)的光暈也在震驚經驗中

四散殆盡(Benjamin,1969／張旭東、王斑譯，1998)，因此，這時審美經驗中的「崇

高」感其實已開始有所轉化。 

在〈1859 年的沙龍：現代公眾與攝影術〉一文中，波特萊爾(Baudelaire,1859 

／顧錚編譯，2007:3)指出: 

 

震驚與被震驚的欲望是十分正常的。「奇跡是一種幸福」是一種說法，但 

「憧憬是幸福」也是一種說法。……美永遠是奇跡，而假設奇跡也永遠美的 

就荒謬可笑了。現在，我們的公眾根本不能體驗到憧憬和驚異的喜悅---靈 

魂蕪劣的標記，他們希望通過與藝術毫不相干的途徑感受奇跡，於是，順從 

的藝術家就頂禮膜拜起這樣的鑑賞水平；他們不擇手段，力求使公眾感動、 

震驚、目瞪口呆。 

 

在波特萊爾看來，現代生活經歷的關鍵特徵是「求新」感，因此，現代社會

製造出各種各樣的商品、建築、時尚與文化活動等，且它們又注定被其他東西迅

速取代，這些事實也強化了現代性中時間的轉瞬即逝感(Featherstone,1995／楊渝

東譯，2009:207)。大眾消費主義有效地結合在各種「求新」感中所產生的「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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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與「震撼」，使其促成與主導了西方消費的形式，也融入現代日常生活之中，

成為不可避免的現代性體驗。 

班雅明承接波特萊爾的觀察與論述，認為西方世界進入現代後，人們感知的

手段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感知手段出現新組織形式。若傳統藝術較重視

具有永恆性的膜拜價值，進入機械複製時代後，藝術作品的價值主要來自透過複

製技術所出現的大量生產，重點是帶給人們的「震撼」與「驚奇」。 

1851 年在水晶宮(Crystal Palace)所舉辦的倫敦博覽會，是國際上首次針對現

代科學與科技發展所舉辦的慶典；到了 1889 年的巴黎博覽會中，所有參展的物

品都開始貼上價格的標籤。此時現代性被轉換成商品，且現代性所帶來的體驗與

興奮被成功轉化為對美好未來的保證，這是從對於自然的控制延伸到家庭的消費

品，使得知識變成狂喜的消費，商品變成現代性的目標，這些發展都醞釀著大規

模消費且大量生產的到來(Slater,1997／林祐聖、葉欣怡譯，2003)。這些博覽會

在「進步」與「競爭」精神下，展現了西方的物質基礎。在越趨細緻的「分類」

與「專業」的審查制度中，透過展示各種新事物，試圖給予參觀者小驚奇與小震

撼，也創造短暫的「非凡」與「例外」狀態。 

然而，此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不斷地被體系化(systemic)，在此過程中，

最明顯地是透過科學方法與各種具體科技產品(如各種媒介)，以理性形式大量地

介入，這代表著人為力量以極其系統化的方式，逐漸凌駕、甚至取代個別獨立的

自然狀態，成為主導人們日常生活世界運轉的基本動力，讓人們難以逃脫其影響，

譬如法律取代了民俗或民德的形式，成為維持秩序的主導力量，其對人制約的基

本樣態有所改變，這個像是網狀的制約形式更為條理分明、脈絡清楚，讓生活其

中的人們覺得似乎逃不出網絡所及的範圍。在日常生活世界被體系化下，震撼經

驗也有所轉變，特別是呈現在消費行為。葉啟政指出，消費所帶來前所未有的富

裕與自由感，讓西方啟蒙以來的個人主義獲得「成就感」，因為透過消費所感受

到的富裕，是供奉與證成「自由」的社會要件(葉啟政，2006)。 

艾柯(Umberto Eco,1932-)指出，二十世紀是生活與事物皆商業化的時代，此

時藝術的特徵是對日常物品十分留意。凡物皆化約為貨物，世界完全為交換價值

所支配，使用價值逐漸消失，因此，日常物品的性質也出現根本改變，即日常物

品必須有用、實用、相對便宜、具標準品味，且著重生產。易言之，物品失去某

些決定其美與重要性的特徵所賦予它們的「靈光」，新的美可以複製，也短暫易

逝，且它須說服消費者快速更換物品，這樣貨品的生產、配銷、消費循環才不會

停止成長(Eco,2004／彭淮棟譯，2006:376)。日趨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逐步

細緻地進入人們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借助力量越趨強大的廣告公關後，深刻影響

了人們對「美」的理解與「品味」的塑造，這一點也清楚顯現在時尚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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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裡，大眾媒體為各種消費物品所製作的廣告和經由「明星」為楷

模所樹立的造型，帶動了時尚現象更明顯地出現，並為人們提供了種種有關界定

與認識「美」的典範模型(葉啟政，2008:259)；而「時尚」也成為談論現代性的

最重要譬喻，它充份展現現代性的迅速無常(張小虹，2005:448)。 

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時尚有著左右當代人們日常生活行動的制約作

用，做為一種社會機制，時尚的潛在結構化作用，基本上乃在於具文化意涵的審

美創造與提引，並非具政治經濟學性質的倫理保證與檢驗，也因為不是基於倫理

的強制制約壓力，內涵在時尚中的是不斷易動、浮盪與自由選擇。人們透過商品

消費來保證審美的創造與提引，並進而證成自我的認同，在這過程中，一方面提

供一種可以感受到「自由」的契機，另一方面則因可趕上潮流的「集體表徵性」，

又確保了「安全」性。然而，因為在追求時尚商品過程中，人們總是不斷獵尋，

並無固定且一本正經的對象，因此儘管人們或許可以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得到一種

平衡感，但是此一平衡「本質」上是短暫而流動的，隨時可能被顛覆(葉啟政，

2008:159)。因此，「時尚」與追求個人身分認同有關，但同時它又力求將個體納

入整體之中，從中尋找安全感。這種具易動、浮盪特徵的時尚，因其潛在結構化

的作用，也使時尚的審美觀甚至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態度，主導著消費者日常生

活的消費行為。為在市場中爭取最大的效益，如何透過捕捉和創造審美中的震撼

感以刺激消費，成為當代消費體制中創造商品消費的一大關鍵。 

歐洲透過殖民主義在全球的空間擴張，以及由此造成的物品、人口與資訊流

入各地，在不同社會與文化生活形式及空間中製造了各式各樣的含混與失序狀態，

這都有助於產生越來越強的「新奇感」、「當下感」，以及時光飛逝的感覺，且被

當成一種新的象徵等級加以構建，世界上不同的人群被當作是普遍進化史中的組

成部分進行排序(Featherstone,1995／楊渝東譯，2009:213)。因此，歐洲中心主義

具有了普遍意義，其發展模式成為了典範，後進者必須向它們看齊，想辦法追逐

歐洲所建構出來的文明形式。 

在上述討論中，可以看到「驚奇」與「震撼」原本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同意

涵，但是在資本主義體制日趨成熟與大眾媒體影響力擴大的情況下，以理性化創

造驚奇與震撼的機制已然成形，且將驚奇與震撼的經驗與情緒加以整合，吸引人

們的注意力，譬如在媒體上各種新聞與具誘惑性的廣告等符碼展現，讓人無法清

楚區分驚奇與震撼之間的差別，但能感受到被挑起的短暫亢奮與慾望，尤其是強

化了消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人們也就在日常生活的無數小驚奇中，享受

或想像著所謂的幸福滿足感。然而，在日常生活越趨被設計與符號化的過程中，

現代性中所在意的主體性的建構，在消費過程中為體制所牽引與控制，到晚期現

代則出現列斐伏爾(Lefebvre,1984)所稱的「受控消費的科層社會」(the bureau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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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主體的反身性難以被凸顯，逐漸地使「公民」

的身分滑向「消費者」的身分。 

 

第二節  初期消費社會的物質基礎 
 

    隨著人口、都市化和實際收入的增長，原本主要限於基本維持生活所需的糧

食和服裝等的大眾市場，到十九世紀後期開始主宰了生產日用必需品的工業。同

時工藝技術的革命發展和帝國主義協助大眾市場創造許多新奇的商品與服務，譬

如已在英國勞動階級廚房中出現的瓦斯爐，以及腳踏車、電影等。在這個消費轉

型的過程中，最明確的後果之一，便是開創了大眾媒介，這是有史以來出現了名

符其實的大眾媒介。1890 年代，英國一份報紙的銷售量已達一百萬份

(Hobsbawm,1987／賈士蘅等譯，2006:45-46)。消費社會與大眾媒介在大英帝國的

出現，預示著消費主義的成形，並向全世界拓展其版圖。 

    消費是一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行動，因此它不僅是經濟的與實用的過程，

還涉及文化符號與象徵的社會、文化過程(Bocock,1993／張君玫、黃鵬仁譯，

1995:10-11)。1920年代是首個較成熟的消費主義時代，它是經過 1880年代至 1930

年代間發展的產物。在這時期裡，出現製造業大量生產的體系，譬如鋼鐵、機械

與化學製品等笨重的資本性產品，開始被大規模地使用在消費產品的生產上，與

人們的日常生活更為貼近。消費文化在此時誕生，背後包含著一些相互關聯的發

展，譬如大量生產的製造業出現、市場在地域與社會上的廣布、生產組織模式的

理性化等，使得整體的消費文化得以成形，讓人難以逃脫。還有另一重要的是現

代規範(norm)也在本時期浮現，人們開始關切如何生產與銷售消費產品，且讓這

些產品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Slater,1997／林祐聖、葉欣怡譯，2003:20-21)。 

    在這樣的背景下，行銷變得愈趨重要，這包括標籤、包裝與廣告等，特別是

廣告業突飛猛進，製造商開始想盡辦法銷售其所生產的消費產品，而能夠接觸許

多社會大眾的報紙等新媒介，已漸發展成為大眾媒介，成為傳播與宣傳的重要管

道。英國的現代消費即將成形的社會氛圍，逐漸影響到新加坡這個殖民商貿港口，

也讓人民感受到富裕與「進步」所帶來的「幸福」，對未來有了更多想像的空間。     

    十九世紀初期的新加坡還是個人煙稀少的小島，然而在被殖民後的數十年間，

新加坡出現了很大變化，成為大英帝國介入亞洲殖民的前哨站與貿易的重要海港，

各地移民不斷湧入，經濟、社會與文化變化極大，徹底改變了新加坡的面貌，消

費文化也開始在此扎根。英國殖民者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中，將西方現代性的各種

性質迻譯至新加坡，在其統治的一百多年裡，西方現代性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

生活之中，這點在消費面向上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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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殖民地社會物質基礎的建立     

    大英帝國在新加坡殖民的一百多年裡，展開計畫性的、制度的和管理的治理

方式，且迻譯西方現代性至殖民地，主要是為了更有效開發殖民地的資源，以利

資本主義的擴張，其真正目的主要還是支配與剝削，使殖民地的人民成為從屬者。

為了有效統理新加坡，殖民政權運用日漸精進的現代治理技藝，奠定其對新加坡

的統治，且引用各種力量建立各項基礎措施，讓在地型態的經濟成長獲得實質進

展，啟動新加坡經濟的現代化，在殖民政府主導下，新加坡的社會型態出現了脫

胎換骨的面貌。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取得新加坡統治權後，英國商人在新加坡陸續成立多家商

行，以新的商業制度到殖民地進行商貿活動，譬如 1821 年的牙直利洋行(Guthric 

Company)、1828 年的莫實德洋行(Boustead & Co.)等，最初為倫敦或歐洲大商行

的代理商，但很快就發展轉口貿易，再擴展至其他業務。在新商業制度下，華族

商人不易與英商競爭，多只能扮演中間人的角色(顏清湟，2007:220)，使得買辦

這類職業在此時崛起，透過各種學習與人際互動，從中尋找拓展與累積自身事業

的機會。因此，在經濟制度上，外在環境的改變也逼迫華商必須在商貿經營上做

出很大的調整，從對「公司」一詞的使用，可管窺當中的轉換 145。「公司」146是

英文“Company”的中文用詞，然而這個詞彙在華人地區用法寬鬆。在二十世紀前

「公司」一詞主要指華人宗親團體、鄉親團體、秘密會社和一些半政治性組織等；

二十世紀後，以「公司」之名用在商貿組織的情形越來越普遍 (顏清湟，

2007:467-468)。 

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改變了華人原有的「公司」樣子，在殖民地的華人採

用了一些歐洲人做生意的方式，讓這些公司在取得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同時也

維持了一些它原來的樣子，並不是採用完全西方的方式經營「公司」。公司形式

的改變出現兩種趨勢，首先是股份似乎不可避免地會落入一至兩個投資者手中，

較大企業在十九世紀增加了很多；其次是出現社會分化與階層的形成，富裕商人

掌握大部分主要公司(Trocki,1997:68)。新加坡的華人富商越來越多，這個新階層

的生活方式多仍保有原來的中國傳統習慣，但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增加，且需和更

多西方人及其他地區商人打交道，使其生活方式增加了越來越多的不同元素，其

中特別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打開了更多消費的可能性。 

                                                     
145 早期大多數華人商行在名稱上多沒有加上特別的後綴詞，一般是用「號」、「棧」或「記」等

(顏清湟，2008:279)。 
146 「公司」發展出自身的法律身分，是為了供人在股票市場買賣，而法人公司的興起，意味著

真正的生產者已不被重視，公司名稱變得最重要，人們信任代表該公司的商標，這些現象成為現

代化的重要標誌(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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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葉後西方的「現代銀行」陸續進駐新加坡，這除了是國際資本市

場的擴張，也象徵著現代性中「去鑲嵌化」的具體展現。紀登思指出，在現代性

的「去鑲嵌化」這一重要動力來源中，貨幣是重要的象徵表徵。它能成為一種信

用工具，主要是由「國家」對貨幣提供了保證人的角色，在這樣的條件下，貨幣

允許時空的距離化，讓人們可和在時間與空間上有距離阻隔者進行交易，特別是

透過現代銀行的金融體系。 

現代銀行試圖介入與改變原來在亞洲地區的匯款等交易形式，其所施行的新

規範與新概念，在銀行不斷擴張下，讓更多人捲入這個新建構的體系之中，難以

逃離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在英殖民時期陸續有多家現代銀行到新加坡設立分行，

這包括1846年的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1856年的有利銀行(Mercantile Bank)、

1859 年的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1877 年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這些英資

銀行的業務種類相當多，包括發行貨幣、金融匯兌、信貸等。到了十九世紀末葉，

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設立貨幣局，統一發行「叻幣」，並使之與英鎊保持固定匯

率，讓新加坡的金融秩序更為穩定 147，也進一步鞏固新加坡的貿易地位(黃大志，

2005)。從以上新加坡金融體系的建構，可以看到「國家」積極的介入，在殖民

地發行當地貨幣這項信用工具，由「國家」對貨幣提供了保證人的角色，使得「去

鑲嵌化」的感知更清楚地展現，讓人們感受到「現代」的時間感與空間感。 

原本新加坡華人的信貸形式，主要是承襲中國舊式錢莊、當店鋪等形式。這

類企業不但資金有限，信貸額小，加上信貸基本上缺乏法律保障，債權人和債務

人之間的財務關係通常依靠信譽、非正式法律條文制約。因此，借貸物件局限於

可靠的氏族、鄉黨之間(黃大志，2005)。西方銀行形式的出現，讓他們開始向西

方銀行借貸；隨後還有「叻幣」的發行，整套講究「信任」的現代金融體系更為

完備，與世界金融體系進行更緊密的連結。 

然而，西方銀行和華商還是有隔閡，特別是買辦制度引起詬病，到了二十世

紀以後，華人資本家開始籌辦華資銀行，這些華人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是學習自

西方，且仍相當重視幫群關係，譬如 1903年出現由廣府人創辦的廣益銀行(Kwong 

Yik Bank)，這是華人最早創設的現代銀行，隨後在 1906 年則由潮州人創辦四海

通銀行(Sze Hai Tong Bank)。在 1930 年代前新馬兩地至少有三十家現代華資銀行

(顏清湟，2008:286)，華人的融資部分還是相當依賴幫群的網絡關係。 

    第二章的部分曾提及英東印度公司在接管新加坡後，在分而治之的思考下，

                                                     
147 英殖民者的現代性計畫未必皆能順利展開，它會遭遇在地社會的抗拒。譬如 1876 年英國擬在

新加坡設立郵政局(The Government Post Office)和匯兌局(Money Order Office)，卻引起多人死傷

的騷亂事件。隔年華民護衛司署發表對此事件的報告書，指此騷亂的主使者是經營匯兌業務的華

人頭家，因憂心生意受影響，試圖抗拒新機構的出現；而在發生衝突前，已有華社的頭人告知殖

民政府將會發生騷亂(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5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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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上進行大規模的重新規劃，以安置各族群與擘劃未來的發展，奠定了接下

來的發展格局。在發展的過程中，殖民政府必須仰賴各種力量與資源，譬如早期

的教會協助興辦各類學校，讓更多人有機會接受教育，協助提升本土居民的「文

明」狀態。 

    在引進現代性過程中，除了興辦學校，英殖民者也將公共事務與慈善、勳銜、

籠絡進行結合，讓更多被殖民者投入其中，特別是「衛生的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譬如醫療機構與供水系統的建設。1844 年興辦「陳篤生醫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管理委員會是由華人組成，政府僅提供醫藥和醫療護理，

病人膳食費用由社會各階層捐獻，且逐漸發展成組織完善的現代醫院，開始以現

代的管理方式來經營。1896 年市政府首次以科學方法舉辦全市的健康檢查，回

到新加坡行醫不久的林文慶也參與主持這項活動(李元瑾，2001:50)。 
1857 年福建幫的領袖陳金聲捐獻巨款，建立自來水供應系統，並要求政府

進行有效率的管理，以改善水供問題；雖然這項工程未實現，但殖民政府還是在

市中心建造一座噴水池以表彰陳金聲的慷慨捐輸，鼓勵更多人加入公共建設(柯

木林，2007:230-233)。殖民者透過各種誘因吸引華人的資本與資源投入公共建設，

在看似提升生活素質的同時，對居民的身體進行更全面的制度管理，建立「現代

人」的身分，強化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在這過程中，「慈善」成為富商建立行

銷自己的一種方式，從中建立聲望，強化其在社群中的地位，也讓富商與殖民者

有了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當社會越趨複雜，出現不斷增加的勞動分化，也影響了社會連帶，使社會結

構出現改變，也唯有人們開始定居，才可能出現人力分工的狀況(McLuhan,1962

／賴盈滿譯，2008:103)。新加坡在開發後，內部移動人口頗多，其中不斷移入

的華人人口呈現不穩定與不平衡的狀態，不過到了十九末葉後華人社會的穩定性

開始加強，特別是土生華人。在殖民政府政策與社會結構變化下，新加坡的勞動

分化開始出現，專業化的概念也浮現。 

189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專家從歐洲被招募到殖民地，從事各個領域的技

術工作，如醫藥、公共衛生、採礦、鐵路與建築等領域的專業人員，推動各地趨

向現代文明的專業化，這批人多成為中上層的官僚與階級，這時也需要在地的中

下層人員的補充，才能有效推動各種事業。政府大量僱用當地人為公務人員的意

外結果，是學校制度的建立，使得大量私立學校成立，有更多人有機會受教育，

掌握基本的識讀能力(Trocki,1992／王世錄等譯，2003:76-78)。新加坡華人社會

受到本土與中國影響，在殖民政府默許下開始陸續開辦新式學校，授課內容結合

中國與在地脈絡，且這些新設立的學校被各幫群視為進步的象徵，願意積極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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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殖民政府除招募各種專家，也培養少數被殖民者成為具專業知識與技

術的專家，譬如獲得女皇獎學金的學生，陸續到英國取得醫學和法學等學位後返

回殖民地，成為在地最早學有專精的專業人士，逐漸形成現代化的專家系統之成

員。這個以文憑為中心的專家系統，也形成新階層身分關係，它是以生產名校畢

業生為頂尖階層的知識分子等級體制，殖民者試圖以此新領導階層和原先的商紳

領導階層建立競爭關係，譬如在愛丁堡大學取得醫學學位的林文慶和在劍僑大學

取得法律學位的宋旺相( Ong-siang Song,1871-1941，又名宋鴻祥)。他們都是土生

華人的精英，是女皇獎學金的首兩名得獎者，從「先進」的宗主國「朝聖」後，

學習到專業知識與技術，1890 年代返回新加坡社會後將這些知識與專業運用出

來，成為被信賴的對象，快速成為新崛起的社會領袖，且他們的特質和過去的商

紳領袖不同。另外，隨著殖民政府官僚系統的膨脹，也讓更多在地人充任中低階

的基層官員，成為殖民政府間接統治下的執行者。 
鐵路被公認最能象徵現代性的出現，因為它使得貿易量大增、統一了時間與

標準化了大宗商品(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111)。1871 年華商

開始參與組織新加坡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其中三成股份，興建從市區到碼頭

的鐵路，這也是新加坡第三家有限公司 (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

1993:134)。1879 年至 1890 年間，從市區到港口的道路鋪設完成，提供更便利的

交通，而首部汽車在 1896 年引進新加坡；市區的電車也在 1905 年開始運作。 

在其他現代技術的引進上，1859 年首個在新加坡與巴達維亞的電報完成，

但整體而言，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公共設施與商業立法上都落後於私人領域的需要

(Tubnbull,1977:40)；到了 1871 年當新加坡與印度馬德拉斯(Madras)的海底電纜鋪

設完成後，使電報能連接上印度與更遙遠的英國。這些新技術的引進，讓華人有

機會快速地參與相關事業的經營與取得對新技術的認識，對西方的科學知識能力

更為欽佩。     

1867 年代英國直接殖民新加坡後，加速了現代化的進程，各個公共機構錄

續建設完成，譬如警察局、消防局、平民醫院、郵政局與博物館等。首個私人電

話服務開始於 1879 年；1882 年電話公司將服務延伸到柔佛；1904 年政府部門開

始裝設電風扇；1906 年後電燈與電風扇開始在家戶中取代油燈與布風扇

(punkahs)( Tubnbull,1977:92,116)。以上各種現代設備與技術的移入，讓新加坡逐

漸建立了現代社會的雛型，各種現代性元素的引進障礙越來越少，且被認為是進

步的象徵，未來的世界將越來越好，呈現直線進步的趨勢。 
1880 年代後殖民者在政治制度上進行調整，使其架構更為複雜，官僚組織

也開始膨脹，讓部分在地人有機會進入政府組織，特別是土生華人。在社會秩序

上也更為法制化，譬如 1877 年英政府開始設立華人護衛司署、1880 年代末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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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會社列為非法團體等，殖民政府以西方治理中的現代制度化方式，讓社會秩

序逐漸為西方模式所規範。 

上海文人李鍾珏 148(1853-1927)在考取舉人、等待官職其間，1887 年在左秉

隆的邀請下探訪新加坡，對其於新加坡居住兩個月所觀察到的景況，在《新嘉坡

風土記》(1947[1895])中對當地政經制度與社會狀況有相當詳細的描述。李鍾珏

指出，殖民政府有清楚的層級，從總督以下設立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 )、按

察司(Chief Justice)及參政司(Resident Councilor)等單位；在軍事力量上，設置各

種軍事單位，共計 1,357 人，比香港少三百餘人，且設有兩個軍營(李鍾珏，

1947[1895]:5)。李鍾珏指出，在社會秩序上是由巡理府(警察局)負責，日夜皆有

警察巡邏；他也贊揚監獄寬敞潔淨，犯人每日享有兩餐，葷素菜各一，生活甚至

比監獄外還好，所以有犯人寧願待在監獄(李鍾珏，1947[1895]:6-7)，顯示殖民者

的文明，對破壞秩序者還給予不錯的待遇。 

李鍾珏也讚揚英國殖民政府的自由貿易政策，僅對煙草與酒精課稅；胡椒與

甘蜜是新加坡最主要的貿易產品，而參與這兩項產品貿易的主要是華人，有些人

因此致富，至於原住民則最貧窮(李鍾珏，1947[1895]:7-10)。因此華人能適應西

方的自由貿易形式，能從中獲益致富，而無法調適的原住民僅能過著李鍾珏眼中

的貧窮生活，隱含著對「適者生存」概念的附和，並未意識到自由貿易為當地帶

來的問題。 

李鍾珏對有關監獄設施與管理、防火系統、供水系統、公路建設、醫院及博

物館等現代化設施頗為稱許，其中指新加坡道路和僑樑等的品質比上海租界更好。

這些設施有一些是民間出資興建，如上述提及陳篤生號召興辦醫院、陳金聲出資

興建供水系統和章芳琳創設消防隊等。在醫院部分，華商所設立的醫院也仿照西

方醫院的規制，且地方寬敞，病房乾淨透風，相較之下，中國各城市的醫療設施

乏善可陳(李鍾珏，1947[1895])。因此，李鍾珏對於新加坡較「進步」的現代管

理的肯定，也可看到其對中國本土「落後」的憂心，認為必須加速改善基礎設施，

才可能讓中國跟上「進步」的方向。 

李鍾珏認為，博物館 149的設立有助知識推廣，不過新加坡的博物館規模不

大，展示的物品不多，主要是各種珍禽異獸，還有所謂的「巨人」和各國古衣冠、

古戰具等(李鍾珏，1947[1895]:15-16)。按照李鍾珏的描述，新加坡博物館似乎乏

善可陳，然而這類機構的出現本已有其特殊意涵。 

班尼特(Tony Bennett)指出，博物館是十九世紀視覺藝術教化功能中重要的

                                                     
148 李鍾珏後來曾任上海城廂總工程局主席，負責計畫與監督上海所有的建築、交通與發展計畫

(梁元生，2005)。 
149 新加坡的萊佛士博物館創設於 1823 年，原本附設於新加坡學院；1849 年獨立出來，到了 1874
年由政府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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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治理手段。在前現代時期，博物館這類文化技術僅在精英之間交流，廣大下層

民眾被排斥在外，然而在啟蒙以後，藝術智性活動被逐漸認識到可以成為治理工

具，可用以建設人民的特殊精神和行為品性，成為培養公民計畫的一部分。博物

館提供了一種被規劃的體驗，讓參觀者繼承理想的、文明化的過去，扮演好一個

理想公民的角色。博物館不僅建構了一個文化區分的空間，也打造一套文化區分

實踐的場所，其目標是篩選出與公眾集會地方相聯繫的公共行為方式，因為建築

內在的改變，構成空間與視覺的新關係，讓參觀者在其中不僅看到為了審視而安

排的展覽物品，同時還看到自身，因而使建築限制任何容易粗魯化的原始傾向

(Bennett,2007／王杰等譯，2007)。透過這類機構的設立所展現的文化技術，讓參

觀者克制與糾正「原始」與「落後」行為，經此教化邁向更為「文明」的方向。

除了博物館，殖民政府也同時建設圖書館，且隨後不斷擴大博物館與圖書館的規

模，讓現代「文明」與「知識」所型塑的秩序進入殖民地，使其持續向「進步」

的方向前進，在西方建構的理路與邏輯中，對自身未來有了更多的期待。 

原本自許能擔任高官的李鍾珏，在這次短暫造訪新加坡的期間，仔細考察各

個面向，期盼日後能在中國本土有所發揮 150。李鍾珏在新加坡的短暫現代性體

驗，關注與凝視著當地華人的日常生活，他相當細致地描繪著其所觀察到的場景，

可以看到這位上海人對英殖民治理下新加坡的發展，特別是有關西方制度部分，

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與讚賞，對於西方的「進步」有了更明確地理解與想像。 

以上所述可見新加坡殖民政府透過各種觀念、活動與制度等，相當積極在這

殖民城市推行殖民現代性，讓殖民地的秩序能有所維繫，並以新加坡為基地向馬

來亞地區擴散現代性的各種要素，以利其殖民資本主義的擴張。殖民者在新加坡

已建立了一定的物質與經濟基礎，在制度上也有所著墨，讓來自各方的移居者在

新加坡可以感受到西方現代性的「優越性」與「進步性」。 

 
二、「閒暇」所型塑的消費文化 

    現代性所型塑的消費文化中，包括對時間的消費，即「閒暇」(leisure)151概

念的出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機制中，工作與閒暇被截然劃分，人們逐漸

把閒暇當成一種補償性的替代品，以暫時逃離工作中對人性的壓制。在新的生活

                                                     
150 李鍾珏後來曾任上海城厢總工程局主席，負責計畫與監督城市的建築、交通與發展計畫，推

行一系列的市政建設，其中不少是在《新嘉坡風土記》中所關注的議題(梁元生，2005:61)。 
151 皮博(Josef Pieper)在解析「閒暇」概念時，從拉丁文“acedia”(懶惰)一詞出發進行分析，其意

涵是「人放棄了隨著其自身尊嚴而來的責任，他不想成為上帝要他成為的樣子」，也就是一種「人」

與自己的不協調。至於「閒暇」是指「當一個人和自己成為一體，和自己互相協調一致之時」。

因此，懶惰與閒暇互為表裡，是一體兩面。然而，到了康德等人以後，「依循理性的原則，人只

有通過工作才能擁有財產」的論調逐漸成為主流，進而將休閒淪為工作的一環(Pieper,1952／劉

森堯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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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中，必須維持工作時間以外的社會秩序，譬如如何讓男性工人的休閒活動不

再僅是喝酒、玩樂與尋芳問柳(Slater,1997／林祐聖、葉欣怡譯，2003:23-24)。透

過這些休閒方式暫時逃逸勞力工作帶來的疲累與緊繃感受，在這樣的邏輯下，工

作的重要性更被凸顯。休閒活動也可用來填滿在現代城市中生活的空虛感，對自

身的人生觀也有所影響，更有利於對人們的整體監控。 

    史拉特(Don Slater)指出，人民長期被「監督」，不僅是要維繫社會秩序，同

時也是為了將人們馴化為勞動力，且是軍事能量和自我管理的政治主體，因此，

他們的需求經常被納入國家政策的需求框架，他們的消費則是用以符合社會秩序

的複製(Slater,1997／林祐聖、葉欣怡譯，2003:313)。因此，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前

提下，消費逐漸扮演更重要角色，透過滿足個體需求與欲望，以及去政治化的馴

化功能，使掌握權力者減少了反抗的壓力。 

    在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各種休閑娛樂在殖民初期開始引進新加坡，

1829 年撞球俱樂部成立；1834 年有賽艇；1837 年有首次板球比賽，各種休閒娛

樂開始帶入新加坡(Tubnbull,1977:65)。賽馬會在 1843 年由英籍商人瑞克 152 

(William Henry Read,1819-1909)組織舉行，且連續多年舉辦海上運動會；1850-60

年代歐洲人也成立一些俱樂部和表演場所。1867 年前新加坡的歐洲人不多，他

們的生活保守、體面與偏執，反映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部分態度與價值，

他們和在地社會其他社群的連結不多，也輕視亞洲人的生活(Turnbull,1972:24-31)。

這些外來的「他者」成為「有閒階級」，「示範」著西式休閒的態度與價值，透

過這些活動和底層階級進行區隔，以僅有少數人能進行和參與這些娛樂活動，將

其型塑為高尚與時髦的玩意。 

    時尚與模仿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具有差異、分層與階級的社會中，模

仿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齊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指出，模仿能有效地減

輕個人的社會壓力，且滿足個人對社會的依賴，把個體引向集體共同的軌道上，

這也是時尚在社會上不斷出現的原因。王儒年補充了齊美爾對時尚的詮釋，認為

時尚總是階級時尚，它是一種階層劃分的產物，因為一個階級或一個階層會以所

謂較高層次的時尚來代表和維護其社會群體與其等級的榮譽，所以製造出時尚與

大眾流行的差距，時尚是大眾流行的先導，而大眾流行則是滯後的時尚(王儒年，

2005:155)。因此，在新加坡這個差異、分層的社會中，歐洲商人把時尚帶入殖

民地，成為階層的頂端，而富裕起來的華商試圖模仿歐洲人的時尚玩意，尋找新

的身分認同，然而在這過程中，階層的劃分機制也隨之啟動。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地華商也開始參與和舉辦西式的活動，如 1861 年富商

                                                     
152 1841 年到新加坡；1865 年曾任新加坡商會主席；1867 年成為新加坡立法議會首個非官方成

員；1857-1885 年也擔任荷蘭領事(Turnbull，197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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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聲在賽馬周期間為歐洲人舉辦舞會，宋旺相認為這可能是華人開始對賽馬感

興趣。此後可看到更多富裕的華人參與這項活動，這些華商會凸顯自身的文化身

分，譬如在 1869 年的賽馬會上，華商贈送了一個獎杯，取名為「孔夫子獎杯」

(Confucius Cup)(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2,127-128)。在這個新崛

起的富裕階層中，「我們」與「他者」的身分會被刻意營造，特別是以文化來凸

顯彼此的差異，因此，「孔子」這個在西方人眼中代表「中華文化」意涵的象徵，

就在華商與西方商人聯誼活動中被挪用，至於「孔子」和「賽馬」有何關係，並

非他們關懷的重點。 
現代性中對「身體」的概念也被引入，特別強調對身體的鍛鍊，所以有各種

運動的引入，甚至成為一種時尚。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91:177-178)指出，

十九世紀初期以後，「身體」的概念在體制影響下有很大改變，開始和年輕、健

康和美麗等形象連結在一起，消費文化允許人們的身體可以毫不羞愧地展示，這

時衣服不再只是當做遮蔽身體的工具，而是具有更多地象徵意味。「身體」成為

不斷增加「工作」(飲食與運動等)的焦點，它與個體自我做了更好連結，且能隨

時被塑造，再透過攝影更具體地把個人形象展現出來。這過程中其實也是對身體

的存在進行秩序化與規訓的工程，使個人身體與社會秩序產生綿密的關連(黃金

齡，2001)。因此，在西方「身體」概念帶動下，本土華商也接受和參與了現代

身體的鍛鍊，趨之若鶩的參與時尚玩意。 

在十九世紀中葉，新加坡華人社會的階層形成過程中，曾出現試圖以身體服

飾進行階層身分識別的情況。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126)指出，

1869 年曾有些華人發出傳單，要求他們的朋友穿傳統襪，以區分上下階層。至

於李鍾珏(1947[1895])的觀察，當時華社「上流」階層對身體的重視，除了實質

的身體，也包括外在的服飾。當時不少富商願意付出金錢取得清廷的勳銜，在出

門時的衣著上，有時穿華服戴華帽，有時則著洋服帶洋帽，顯示他們不拘泥於中

式的服裝。因此，在十九世紀中期華人對身體外在服飾已開始重視，部分自認為

華人「上流」階層者試圖透過服飾建構自身認同；其後在西方更深刻影響下，這

些「上流」階層出現在穿著上出現中西服飾混雜交替的狀況。不過從一些留存的

新加坡過往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西方人在家居生活的「私領域」中，也會穿著

在地馬來人的「沙龍」(sarong)，因為在炎熱的新加坡這個穿著更為舒適，然而

當他們出現在「公領域」時，又會以西方人的「樣貌」與「他者」往來，展現殖

民者的姿態。 

    對於身體的察覺與理解涉及「我是誰」的認同(identity) 問題，因為這是處

於流動的新環境下把握自己以及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到了十九世紀末，「國家」

概念愈漸清晰時，可以看到林文慶等人發起除辮子與解纏足運動等，試圖展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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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嶄新的身體，這是對自己的身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有了更進一步理解，也代表

對於所謂文明社會新規範與價值的接受與追求，與落後的前現代做了清楚區隔，

使這個「新身體」與「我是誰」認同有了更密切的連結，並使除辮子與解纏足成

為一種潮流。 
除了身體與服飾的變化，「體育」這概念也開始被發展起來。1869 年 8 月

華人在華人劇院附近建了彈子房和滾球場，當時歐洲人對土生華人的打滾球技術

頗為讚賞(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42,129)。1870 年代網球成為時

尚的活動；1891 年有高爾夫球賽；1899 年有游泳俱樂部(Tubnbull,1977:116)。這

些西式體育活動所引進地不僅是身體的活動，還有各種西方的遊戲規則，透過不

同體育活動的規範，讓西式的法治觀念慢慢地滲入人們的休閒活動中，更自然地

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884 年海峽華人體育會(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成立，這是華人創立和首

個採納英國戶外活動的俱樂部，目的是讓海峽華人有機會打草地網球、板球和練

習英國的體育項目，如踢足球和打曲棍球，且獲得殖民政府熱烈鼓勵，並提供運

動場地；1896 年海峽華人體育會開始舉行華人新年運動會，鼓勵體育活動 (宋旺

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這個體育會的成立，可以看到「體育」的引

進，逐漸成為「上流」階層趨之若鶩的活動。時尚玩意引進新加坡，部分華商熱

衷參與，把它視為一種現代與進步的象徵，做為不同階層的區隔手段，代表個人

身分的特殊性。同時這些活動主要針對男性，可馴化男性的身體和展現理性，有

利殖民地的秩序，且也將女性排除在外，鞏固主流的父權體制。 

這些體育活動慢慢影響其他階層，成為一種大眾體育。這類大眾體育也是一

種公開的展示與表演，當中包含了壯觀、競爭等特質。這些球賽在觀眾聚集的場

地舉行，觀眾的喊叫、各種活動隨著賽事同時進行，也強化了競賽的戲劇性。每

個觀眾可透過比賽找到自身獨特的釋放途徑，可暫時切斷自己和原來社會的聯繫，

而和其他觀眾融為一體，讓觀眾有被徹底動員和充分調動的幻想，賽事場面也提

供現代性中多姿多彩的滿足感(Munford,1934／陳允明等譯，2009:268)。 

在物質基礎愈形改善的情況下，閒暇與消費觀念逐漸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現

代個體也愈被凸顯，然而，在文化現代性匱乏的狀況下，使得個體主體性的建構

受到阻礙，殖民意識型態則不斷滲入，造成個體趨向「消費者」而非「公民」的

方向發展。因此，在新加坡消費社會成形過程中，消費與休閒形式基本上是複製

與移植自西方模式，在主體反身性難以開展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樣子愈見清

晰。在 1900 年出版的第四期《海峽華人雜誌》裡，批評當地土生華人沉溺於享

樂主義(hedonism)，特別是富裕土生華人的奢侈與浪費，過度追求物質享受而忽

視提升精神層次的重要性(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1900: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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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描繪可以看到新加坡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已具一定物質基礎，而消費不

僅是經濟面向的行動，它隨著社會與文化氛圍的轉變，加入文化符號與象徵的社

會、文化過程，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越來越大的影響，成為整體社會發展的重

要部分。各種西方的事物與產品陸續引進新加坡，不斷的創造小驚奇與小震撼，

體驗西方消費文化的魅力，也試圖建構本土去政治化的氛圍。以下我們試圖透過

當時中文報刊的廣告，探究西方消費文化如何在新加坡社會中展現影響力。 

 

第三節 報紙廣告建構的視覺震撼與消費 
 

    歷史學家把十八世紀視為「消費社會的誕生」(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英國出版業在其間的轉變與發展特別清晰可見，且延伸至歐洲及其他地區(Briggs 

& Burke,2002／李明穎等譯，2004:72)。印刷資本主義在此過程中展現其內在動

力，特別是廣告等形式的出現，與消費進行有效結合，使消費社會與消費文化取

得更全面的開展。 

印刷讓歐洲經歷第一個消費時代，因為印刷不僅是消費媒介，它也教導人們

如何在系統化、直線化的基礎上組織所有活動(McLuhan,1962／賴盈滿譯，

2008:201)。麥克魯漢指出，印刷術的發明，是運用傳統技藝知識來解決特定視

覺的問題，從此以後，「想像力」愈來愈指稱視覺化的能力。印刷與攝影非常相

似，讀者閱讀鉛字就像電影投影機，用目光掃視眼前的印刷字，並以能夠理解作

者心思的速度瀏覽，因此，印刷術讓人將所有經驗都化約為視覺，這樣的衝擊不

僅發生在人類的感官上，也影響藝術與科學的發展(McLuhan,1962／賴盈滿譯，

2008:183-184)。廣告透過文字與圖像的視覺化導向，連接起人們的自我與欲望，

在現代性所引發的焦慮和躁動下，以小震撼和小驚奇讓人感受與接近到新時代的

脈動，且透過「擁有」各種商品舒緩快速變化下所引發的不安。在整體鼓勵消費

的體制下，各種消費新觀念與新形式開始被建構起來，讓許多亟需建構自我認同

者找到情感出口。 

    英國在殖民新加坡後，除了以上所述的各種經濟建設，殖民政府在文化治理

過程中，運用新式印刷媒介進行政治宣傳與傳遞現代性，也讓新媒介在促進消費

體制上建立積極作用。新加坡社會朝向消費社會的方向前進，各種有利其出現的

新制度、新知識等逐漸被移入此地，「消費者」正在緩慢塑造與成形，特別是印

刷媒介在十九世紀末葉向在地其他族群市場的擴張。新加坡早期中文報紙的出現，

能購買與閱讀者基本上也顯示著其身分，即主要是所謂高階層精英，而文化消費

的型塑也是一種差異與區分的展現，在報紙廣告上所售賣的商品，非一般人所能

消費，主要針對的是中上層階級，且從中慢慢塑造其消費品味。以下的討論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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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涵括本論文研究期限的《叻報》為主，其他中文報紙為輔，試圖捕抓消

費社會萌芽的初步面貌。 

 

一、現代性下華人審美的轉向 

現代西方主流社會思想裡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中，「個體性」這一概念內含

著自由是可能且是必要的，因此，是否具備著外控性的自由能力與機會，則又是

證成一個人是否足以做為自主個體的必要條件。不管是以所謂積極或消極方式界

定自由，其意涵指向一個人的外在控制能力與條件，而此一外控能力與條件又意

味著，一個人的自我必得是透過以「實有」為基礎的他我(alter)來對照才能經營

出來。西方世界這類以外控方式來界定人之存在價值的認知傳統，最後形塑出他

人導向(other-directed)的人格(葉啟政，2003:43；葉啟政，2005:128-129)。 

在自由主義中居主流的持具個人主義信念推動下，具外控性的進取、積極、

主導、自主、或自立等態度的特質，乃被西方人供奉為人之所以為「人」內涵的

根本要件，且同樣以「有」(having)做為基礎經營有關人之存有的哲學人類學預

設命題。而與自由主義具有相當親近性的資本主義，也在「有」的哲學人類學命

題，形成網路更加綿密與細緻的體系結構邏輯。在啟蒙以人本位之人文精神的召

喚下，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結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格局，使西方人(特別

是思想家們)更是把追求自主自發的生命，視為是人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意義(葉啟

政，2005:130-136)。 

消費中也強調「有」的概念，而「擁有」是十九世紀末布爾喬亞階級狂熱的

主要元素，到了二十世紀後變成了大眾的狂熱。透過物品的圖片或展示透過再現

方式後，會增加主體與客體物質之間的距離(Dant,1999／龔永慧譯，2009:174-178)。

這種二元對立的狀態，在「視覺化」下使個體的主體性更清楚地顯現，產生現代

性中一種淡漠的距離感，讓人在擁有物品的同時卻出現疏離的失落感，這種弔詭

的關係使得消費成為停不下來的追逐遊戲。 

前述提及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逐步細緻的進入人們的生活世界，尤其廣告公關

後來影響人們對「美」的理解與「品味」的塑造，使得消費與審美有了更密切的

扣連，對日常的消費有著重大影響，日後甚至出現費瑟斯通(Featherstone,2007)

所說的「日常生活的美學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過程。 

    然而，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傳統審美觀還是有著相當的差異。歐洲文明是

以「我」出發，關照外在世界；中華文明則是在人與萬物世界相互勾連的網絡中，

關照外在世界。因此，從歐洲傳統審美出發，其所見到的是一種主體積極參與的

「被改變」的時空，且在文藝復興後持續發展出一種科學化的時空觀。至於中華

傳統審美出發，其所感知的時空，則是一種「靈的時空」，譬如莊子在《齊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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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出的「竊喻」裡，人看似不在場，卻又「無孔不入」，時空因而靈動(劉悅

笛，2008:416-421)。 

    因此，劉悅笛(2008:425-426)認為，在中華傳統的審美意識裡，未出現歐洲

傳統文化中以視覺為主導的情況，而是融合了各種感官，形成綜合的審美感受。

因此，對時空感受的審美感官方面，中華文明是「綜合」的，歐洲文明是「分裂」

的；中華文明最終要「體味」153，歐洲文明則主要訴諸「觀看」。西方現代性進

入非西方殖民地後，將西方的時空觀與「觀看」審美觀帶入，且與消費進行結合，

特別是在報紙的廣告上展開其影響力，與傳統審美觀融合，逐漸改變了在地華人

的審美觀，逐漸由「體味」轉向「觀看」。然而，「觀看」有其視覺邏輯與方法，

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與適應才能理解，且是在相關體制建構下才能形成「觀看」

的文化。視覺化使人們朝向著重以視覺的理性思考來感知，在這個抽象過程中，

透過印刷文字與圖像使更開闊的想像成為可能，而各種展示也越來越重要。 

    在新加坡這個相當西化、且有越來越多中國移民的城市裡，在十九世紀中葉

已有一些西方攝影師看到新加坡的商業潛力而在此逗留，也把西方攝影技術與

「觀看」文化移入新加坡，成為建構現代「觀看」秩序的部分。 

相機在 1839 年問世後，這種「攝影之眼」的貪慾改變了我們世界的囚禁狀

態，攝影一面教導人們一種新的視覺符碼(visual code)，一面改變和擴大人們對

於「什麼是值得我們仔細看的」或是「什麼是我們有權利去觀察的」概念，它們

是一種「看」的文法，甚至更重要的是一種「看」的倫理(Sontag,1977／黃翰荻

譯，1997:1)。攝影術甫出現時，它複製後的「真」讓許多藝術家難以接受，認

為它破壞了「美」的鑑賞標準，是人類文明的墮落，波特萊爾直斥它已成為藝術

最不共戴天的敵人(Baudelaire,1859／顧錚編譯，2007:4)。班雅明則指出，攝影複

製特質的真正犧牲品不是風景畫而是微型肖像畫，且攝影將「創造力」原則委身

於時尚，其座右銘是：世界是美麗的，即使是最夢幻的題材，注重地也是其中的

商業化功能，因為攝影創造的真面目是廣告或交際(Benjamin,1980／倪洋譯，

2007:14-19)。生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班雅明已預見了當今商品泛濫的消費社會，

而攝影確實是其中推波助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它在商品廣告中的重要角色。 

伯格(Berger,2002:47-50)指出，所有照片都有兩種訊息，即關於被拍攝的事

件和與時間斷裂所造成的震驚。所有的照片都是曖昧含混，它們都是從連續的時

間(continuity)中擷取出來，若紀錄的是公眾事件，則這段連續時間就叫「歷史」。

照片的斷裂(discontinuity)會衍生曖昧含混，但經常並不明顯，因為在照片與文字

進行搭配後，運用這種文圖的共謀，產生一種確定感，甚至一種武斷的主張。照

                                                     
153 劉悅笛認為，在中華文化的審美意識起源中，最初注重的可能是「味覺美」，後來才向其他感

官拓展(劉悅笛，200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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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做為證據的地位，具有無可反駁的地位，但其蘊含的意義很薄弱，這需要文字

來處理。文字作為一種在一般化(generalization)層次上的符號，也藉著照片無可

反駁的存在感，而被賦予一種特殊的真實性。照片與文字結合後變成非常有力量，

也讓原本開放的問題出現完滿的回答。 

攝影這門技術也強化了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尤其它能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實

踐，讓人更有自信的掌握「真」，肯定「事實」與「價值」可以分開，有利於工

具理性思維的拓展。桑塔格(Sontag,1977／黃翰荻譯，1997:2)認為，照片事實上

是捕捉到的經驗，而相機是當「意識」想要獲得某種東西時的理想手臂。攝影是

將被拍攝的東西據為己有，它意味著將一個人置入「與世界的某種關係」，這種

關係令人覺得像是獲得一種知識─因此也像握有某種力量。這種據為己有成為自

身「財產」的特質，透過擁有強化證明自身的存在，無形中更開啟了人們無窮的

欲望，極為符合資本主義的基本特質。 

    十九世紀末葉除有西方人至新加坡開設照相館，一些華人也開始投入這個新

興行業，人物像是當時主要拍攝的部分(Liu,1999:158)。華人開設的照相館也會在

《叻報》刊登告白，吸引讀者前往照相，甚至使照相成為一種時尚，譬如光成映

相樓(《叻報》，1889.2.9:4；1893.4.6:4)、冠新影相樓(《叻報》，1902.2.1:6) 、華

芳影相樓(《叻報》，1901.7.12:4；1902.2.1:8)及華生影相(《叻報》，1909.6.12:3)

等。在光成映相樓在早期告白〈映相新法〉(《叻報》，1889.2.9:4)中，強調： 

     

    ……本號向得西人秘授映相之法，神妙異常，所映之人，不惟毫髮無訛，且 

能情形畢肖…… 

 

數年後光成映相樓在另一告白中，則強調「所映各相，莫不神情肖妙，栩栩

欲生」(《叻報》，1893.4.6:4)，以此招徠客人，讓華人對這新鮮玩意更感好奇。

華芳影相樓在新張的告白上指出，「所佈置精潔修飾裝璜，且由歐洲辦到上等藥

料，超等器具，所影山川人物男女芳容，小若分毫，大逾數尺，形神畢肖，九耐

留存，久不變色，並備中西時款衣裳、袍帽、戲服、華素，俱全以便」(《叻報》，

1901.7.3:4)。 

照相會攝取人的靈魂之傳言，在此時已不再為人所輕信。由以上的告白可見

當時人物像已成流行，也成為當時照相館的主要賣點。其實，人物像為成為一種

流行並非新加坡當時特殊的情況，而是最初一般人接受攝影的形式。班雅明

(Benjamin,1980／倪洋譯，2007:8-11)指出，攝影首先是以名片形式的肖像照占據

了市場，且他認為出現這種肖像藝術，是因為時事與照片尚未發生連繫。在消費

文化與照相技術廣泛流傳下，西方人對身體的理解與想像改變著殖民地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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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對自己的身體有了新的認識，也開啟了更多的想像。 

    攝影術出現與蓬勃後，使新加坡社會逐漸進入機械複製的時代，照片等圖像

使影像大規模入侵符號環境，這包括照片、印刷的圖案、招貼與廣告等。以照片

為先鋒的影像符號不僅是語言的補充，且它傾向於取代語言，成為建構與理解現

實的主要手段。到了十九世紀末，廣告商與報人已明瞭，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能為其帶來更多利益(Postman,1992／何道寬譯，2007:40)。攝影、廣告等新視覺

文化重塑了人們的記憶與經驗，不管是「視覺的狂熱」或「景象的堆積」，都使

得日常生活被「社會的影像增殖」改變了(Friedberg／黃濤譯，2003:328)。因此，

在機械複製時代裡，影像符號透過複製技術的「大量生產」，其所呈現或展示手

法是給觀看者帶來小震撼與小驚奇，使其體驗到現代性中的「求新」感，且為這

種新鮮感所魅惑，難以抵抗其吸引力。在這個逐漸轉向視覺的社會裡，人們對自

身的想像也和影像符號有了更多的扣連，譬如女性的同質化，在二十世紀因為相

片沖印技術達到完美而實現了，因為相片讓女人得以追求視覺的齊一和可重複，

正如印刷在男人身上產生的效果(McLuhan,1962／賴盈滿譯，2008:301)。 

    現代社會具有「觀看」的視覺化特質，印刷媒介是奠定此一特質的革命性工

具，《叻報》創刊後，讓這類「觀看」特質開始在新加坡紮根。除了文字，相較

於當時的英文報刊，新加坡中文報刊有著更多的圖片。《叻報》上的廣告是具體

的例子，它是在一種以西方為本的新生活方式上推銷新產品，且廣告上的圖像，

讓新產品能被看見，更容易說服消費者，除了大量的產品展示，也有不少是生產

公司的商標，強調產品的信任度，特別明顯的出現在酒類產品。這些廣告試圖創

造時尚，以區別傳統的落後，對照出新與舊的落差，讓人對未來的幸福圖景有更

多具體的想像。 

 

二、視覺震撼與消費的想像 

    在工業社會之前的農耕社會中，家庭、社區、族群與宗教是文化形式主要的

制度化中介者與創造者，它們的影響力在過渡為工業社會與消費社會中逐漸減弱，

而市場機能取代舊有的文化形式。有關產品的資訊滲透到公共領域，更加特別地，

「經由客體和關於客體的論述」(discourse through and about objects)已成為主導的

公共論述。這種論述運用報紙這項具效用的媒介，確定地傳達有關產品的資訊，

廣告工業在這段時期是個魅惑的組合，它透過文字來解釋視覺物，消費社會中的

人被教導如何閱讀商業訊息。廣告是「經由客體和關於客體的論述」的一部分，

因為它不只是告訴我們相關的事物，還連結到我們生活中的重要領域

(Jhally,2002)。 

    基本上廣告要告訴我們自身為個體與提出怎樣可以讓我們更愉悅，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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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都朝向市場，即透過對財貨與服務的取得。能夠讓人們快樂的條件，像是擁

有個人自主與控制個人生命、自我尊重、一個快樂的家庭生活、親密關係和良好

人際關係等，這些條件和財貨沒有基本的連繫，因此，在「社會」生活和「物質」

的生活中，似乎前者才能讓人獲得快樂，而商品和獲得滿足感也只有很微弱的相

關性(Jhally,2002:327-329)。 

若財貨自身在本質上無法讓人獲得快樂，那它就需要連結其他方式來達到這

目的，因此，廣告透過圖像向閱聽眾推銷一種「好生活」的想像：啤酒可以和任

何東西連結，從色情到兄弟情等；食物可以連結家庭關係或健康。市場不會直接

提及真的事情，但它可以提供與購買產品做出連結的幻想。廣告不從事創造價值

與態度的工作，但會利用和改變目標閱聽眾已共享的事情，一位廣告主管指出，

「廣告不是像鏡子般反映人們的行動，但卻呈現他們有何夢想。從某種意義上來

說，我們要做的是包裝你們的情緒和把它銷售回給你們。」廣告吸收與融合不同

的符號策略與論述，它是從無限定範圍的文化參照(cultural references)中加以挪用

和抽取，透過這種作法，財貨被結合到社會生活和文化意義的結構裡，因此，廣

告不是簡單的操作，廣告製作人史華士(Schwartz)稱為「參與操作」(partipulation)，

就是閱聽眾參與了廣告的操作(Jhally,2002)。 

一些社會思想家把當代場景稱為「無趣的經濟」(joyless economy)154或反映

出一種「富裕的悖論」(paradox of affluence)155，它不是廣告的虛假奉承所形成的

簡單「騙局」，問題是一個市場社會的制度性結構，透過商品／影像系統推動了

滿足的定義，在現代情境中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經驗，即萊思(Leiss)所形容的「一

個滿足與不滿足的綜合」，就是廣告的影像系統在中介商品時，導引了消費者的

不確定性與混淆。市場的影像系統反映了我們的期望與夢想，然而，我們擁有的

影像喜悅只有持續到真正取得財貨的經驗為止(Jhally,2002)。 

    波茲曼(Postman, 1985／蔡承志譯，2007:85)指出，美國在 1890 年以前，許

多人仍然認為廣告是文字的組合，且把廣告視為嚴肅、理性的事業，其目的是以

命題形式傳遞資訊和提出主張。然而，這種看法在 1890 年後出現很大轉折，首

先是圖解與照片為廣告大量使用，其次是受非命題性語言運用的影響，如標語的

使用。 

    和美國早期的狀況相近，創辦初期的《叻報》把廣告稱為「告白」，其想像

除了是來自西方報紙對廣告的看法，似乎也承接以往官府告示的方式，是要清楚

                                                     
154福利經濟學者 Scitovsky 在《無趣的經濟》(Joyless Economy,1976)一書中強調重複的物質滿足

與精神探索的豐愉間之差別，詳見 Jhally,1987／馮建三譯，1992:47-50。  
155 F.Hirsch 在《成長的社會限度》(Social limits to Growth,1976)中，論及了「富裕的悖論」的核

心議題，他從三個面向解釋社會整體的快樂程度為何停滯不前，詳見 Jhally,1987／馮建三譯，

1992: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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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他人一事，因此主要以文字敘述為主，呈現出單向的傳播過程。因此，《叻

報》的告白主要以字數來計算價格，至於廣告大小未成刊登費用的考量；不過，

《叻報》的部分告白不僅使用文字，還加上插圖，讓讀者對廣告商品產生更直觀

的印象，然而這些插圖的呈現並未計算在廣告價格上，似把插圖視為輔助文字和

美化告白的工具。 

    「觀看」除了包含具像部分，還要開發各種抽象的想像力，與人們的日常生

活產生聯繫。《叻報》早期告白中的插圖，大致可分成三類形式：一是實物插圖，

讓人能直接理解文字介紹中的物品實際樣貌，特別是那些新奇的商品；二是商標

插圖，試圖在人們熟悉的商品中，以公司形象與信譽來建立商品區隔，早期這類

插圖告白在洋酒部分特別明顯；三是情境插圖，主要凸顯商品使用的情境，試圖

與人們實踐的生活經驗進行聯繫。 

    在早期中文報紙的告白中，運用插圖者主要是外國公司與洋行，華人商家還

是著重文字進行敘述。以現存最早的《叻報》(1887 年 8 月 19 日)為例，當日共

有二十五則告白，可看到九則有插圖的告白 156，即約有三分之一的告白已運用

插圖來強化相關物品，以下整理此日告白的插圖內容： 

 

表 6-1：1887 年 8 月 19 日《叻報》上刊登有插圖的廣告 

版次 插圖內容 主要內容 

二版 機爐實物 緞來安公司製造、販售與修理各種機器 

二版 機械運作情境 侯活亞士堅公司製造與販售機器 

二版 蜜酒標頭 明嗎也洋行販售歐洲上等蜜酒 

三版 花露水實物 加剌安巴飄馬厘公司販售在英國製造的花露水 

三版 明嗎也公司招牌 明嗎也洋行販售歐洲三品酒被冒認，請消費者細認

其公司招牌，以免上當 

六版 帆船實物 巴越館主拍賣暹羅失水帆船 

六版 眼鏡實物 因剌沙剌士習眼科多年，以眼科之法製造眼鏡 

六版 上蘭酒商標 葛士兄弟洋行代售鷹標萬蘭池酒，請消費者細認其

公司招牌，以免上當 

七版 仁酒商標 然申洋行請消費者細認其公司招牌，以免上當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這些在告白上刊登插圖的公司主要是外國公司和洋行，產品也多是對本土讀

                                                     
156 其他沒有採用插圖的文字告白，包括保險公司(四則)、新到書籍、煤炭出售、鴉片公司緝私

販鴉片、手錶出售、藥房宣傳、馴鹿出售與報窮告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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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來說較為新奇的，因此，插圖能以具體的圖像展示這些新式物品，讓人感到小

驚奇與小震撼，再加上相關的介紹，讓讀者更加了解相關產品，同時也透過物質

文化的展現與想像，讓殖民地的人民感受到西方的進步。 

   商品廣告不能強制把象徵意涵灌輸給消費者，它們必須和潛在消費者的自我

生活方式產生共鳴，才能達到實際的影響力(Bocock,1993／張君玫、黃鵬仁譯，

1995:86)。因此，在一個開始不斷強調「進步」與追逐「幸福」的時代中，廣告

透過文字與插圖的配合，以既抽象又具體的方式將各種和「進步」聯繫上的商品

向讀者展示，也喚起其消費的欲望，促使「現代生活」得以形成。 

伯格(Berger,2002:50)指出，在照片與文字的關係裡，照片等待著被詮釋，文

字則能提供這個任務。照片可做為堅強的證據，然而在傳達意義上卻相當薄弱，

需要文字來補強；文字做為一種概括的符號，也需藉由照片來賦予一種特殊的本

真性(authenticity)。當照片與文字結合後，會產生強大力量，使圖像中開放的問

題，得到文字充分的回答。 

 

(一)實體插圖告白 

    在〈護眼神奇〉(《叻報》，1887.8.19:7)的告白(右圖)，

除有具體的眼鏡插圖做為展示，旁邊還有當地著名紳商領袖

陳金鐘以自身經驗的具名推薦這名西人神手的醫術。該告白

指出： 

     

啟者，余向習眼科有年，自信得其神奧因，以眼科之法

製造眼鏡，與尋常所沽者不同，用此眼鏡者，不惟使眼

光明，並可長護其眼，不至損壞……《叻報》

(1887.8.19:7) 。  

 

    這則廣告透過插圖的具體展示，再加上名人的背書，強

化其可信度，希望以此能引起更多的信心。其實這則廣告的

意涵上不僅於此，上一章提及Postman的說法「媒介即隱喻」，

對眼鏡來說也是如此。十二世紀眼鏡發明後，不僅使矯正視

力成為可能，且還暗示了人類不必把天賦或缺陷視為人生最終的命運

(Postman,1985／蔡承志譯，2007)。因此，對當時眼鏡尚不普遍的社會來說，報

紙上的眼鏡廣告，其實隱藏著人們不必迷信天命的觀念，人們是可以改善缺陷，

讓自己的身體更完善的，表達了現代性下對個體與身體的看法。 

    西方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相交之時，廣告商不再期待顧客的理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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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成了心理學與美學相混合的學問(Postman,1985／蔡承志譯，2007)。在這種

情況下，更仰賴「驚奇」與「震撼」對個體所造成的感覺，試圖觸動消費者的欲

望與衝動，形成追逐時尚與流行的氛圍。 

    在有關花露水的告白〈英國新出頂上花露水出售〉(《叻報》，

1887.8.19:7)(左圖)中，以相當直白的方式宣傳商品： 

  

    本公司所製之花露水及高浪水最為佳製，其香之清，而且久非 

    尋常可及。素已馳譽歐洲，用此水者，莫不嘖嘖稱為妙品，歷 

    經荷頒寶星七次，以獎其佳，然而妙處可知茲欲廣為通流，故 

    特佈告……。 

 

    上述告白的文字敘述中，對該公司花露水的味道等主要特性著

墨不多，而是把重點放在宣揚這項舶來品在歐洲受到歡迎，且以多

次獲獎來肯定其品質，顯示這款花露水是在歐洲受到品質肯定的時

尚與流行商品。這樣的敘述方式相當常見，似乎預設當時的人們崇

拜西方各種事物，因此在告白中會經常強調該產品乃西方製造，且

在當地受歡迎等。告白中的花露水實物插圖是一個具時尚感的瓶子，

其包裝文字皆是英文，清楚顯示這是一項舶來品，讓讀者在看告白

文字時因為有實物插圖的輔助，雖然在嗅覺上聞不到花露水的香氣，

但這香氣其實已不是重點，重要地是透過視覺感受到花露水所散發

的時尚感，進而對此產品建立了一個好印象。這種原本應透過嗅覺

來感受的經驗，此時卻透過媒介的轉介，改由視覺來感受，這過程

其實已是一種現代性的體驗，視覺逐漸主導了人們的感官經驗。 

    在〈機爐〉(《叻報》，1887.8.19:2)

告白(右圖)中，放上一個非常醒目的機爐實物插圖，

而此機爐應是該公司販售的其中一種產品，因為這插

圖可以抓住讀者的目光，在視覺上造成震撼。這對多

數非其目標顧客的讀者來說，這樣的插圖不是沒有意

義的，這個神秘與新奇的機器，隱喻著西方科學技術

的發達與進步，進一步的相關討論將在下一節進行。

至於〈暹羅失水帆船出投〉(《叻報》，1887.8.19:6)告

白中，僅出現小幅帆船插圖，而此帆船圖未必是要拍

賣的那艘帆船實物圖，卻透過這個美化動作相當程度

地強化視覺上的效用，抓住讀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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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實物插圖的廣告，在隨後的廣告中是主要的形式，且廣告中有插圖的廣

告在比例上越來越高。 

     

(二)商標插圖告白 

    早期《叻報》刊登不少洋酒的廣告，顯然這項產品在當時已相當受到上層階

級的歡迎。李鍾鈺在其遊記中曾提及新加坡的中式酒樓不多，提供的菜式是中西

兼有，光顧的上層階級華人在餐館多喝洋酒(如白蘭地、香檳等)為主，中式酒類

少，以此顯示其品味與身分地位 (李鍾珏，1947[1895])；當時在《叻報》的廣告，

相當程度印證李鍾珏的描述。 

    《叻報》出現不少洋酒的廣告，以 1887 年 8 月 19

日的《叻報》為例，當日共有九個有插圖的告白，其中

四個是洋酒的告白，且都是刊印其商標圖像或公司招牌，

其中一廣告(右圖)更宣稱有人假冒其商標販售「假酒」： 

 

啟者，茲本行由歐洲辦到上等蜜酒來叻發售，其酒 

甚佳，茲將標頭印出，諸君光顧祈為細認，免致有 

誤。倘有無恥之徒假冒本行鎖匙標者，本行定必嚴 

為控究……。 

 

    從上述描述可見因為洋酒受歡迎，才會出現仿冒的

情事，售賣洋酒的各洋行強打真洋酒的「商標」，建立消

費者對其信任感，同時希望消費者在消費時能細察洋酒

的「身分」，以此破解假酒仿冒的問題，且這種廣告與行

銷方式一直持續著。廣告中不斷強調「商標」，是廣告與

消費社會進一步結合地展現，且當中隱含了西方新觀念

的崛起。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後，有更多公司在報紙上刊

登廣告時，採用主打商標的模式，部分則加上代理的洋

行商標，如著名的莫實德洋行代理法國洋酒(《叻報》，

1907.11.23:24)。一些洋行代理銷售多個外國廠商的產品，

在刊登廣告時所使用的插圖，僅呈現不同廠商的商標(《叻報》，1907.11.23:25)，

相當程度上也預設了讀者已對這些商標有一定的認識。 

    另外有一些商品除了強打商標，也採用搭配的行銷方式，譬如強調生產的地

點與生產者的群體身分，以此連繫試圖強化其同胞對商品的認同。在〈孔雀標烟

枝發客〉中，英國捲烟公司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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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所售之烟枝以及各烟，乃在英國所製烟枝及烟，而孔雀標之烟 

枝，乃係英國捲烟公司所製造，而總廠設在上海，本公司廠中之工役皆用華 

人，因為本公司意欲華人辨別此種烟仔之故也(《叻報》，1905.11.21:7)。 

 

    資本家透過建立商標信譽的模式，在顧客心中逐漸取得信任，部分成為家喻

戶曉的品牌，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資本。彭慕蘭與托皮克(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275)指出，廣告與包裝技術是現代刺激消費的重要

手段，它們能促成較遠、甚至來自外國的東西，比本地的東西更為本地人所熟悉

與信賴，其中廣告的新奇且重要的一個角色是催生了「商標」。 

    商標是十九世紀以後才出現，甚至被認為它與法人公司的出現緊密相關。商

標會被信賴，一部分源自一項未明言的假定，即一公司若規模大到有能力做廣告，

必然也好到有能力生產珍貴的產品，而這一觀念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

觀念的進一步演譯結果(Pomeranz & Topik,2006／黃中憲譯，2007:275)。然而，

商標畢竟不是具體的商品，需要消費者運用身抽象的想像力，將商標、商品與自

身需求進行聯繫，才可能產生熟悉與信賴感。在「真假商品」越難區分、競爭對

手越來越多地情況下，商家試圖建構顧客對品牌的認同感，從長期角度來看有利

企業的經營，也使其經營手法更邁向「現代化」。 

 

(三)情境插圖告白 

    在〈侯活亞士堅公司告白〉(右圖)中，此

英國公司代售各種機器，強調： 

     

    該公司所製造之機器甚多，筆墨難以盡 

    述，更僕不可備數，非親至該公司目擊， 

    斷不能備詳所見……因篇幅太狹，不能 

    盡錄以備……。 

 

因為該公司販售的機器太多，無法一一展示機器實物，因此以情境插圖的方

式，把其中一項有關水戽、水筒皮的機器實物擺放在河邊的情境裡，嘗試將機器

實物與情境進行結合，吸引可能顧客的注意。對宣傳新產品來說，這類情境插圖

的形式吸引力較低，在當時的廣告中較少。 

    以上所述的視覺展示，讓新媒介的讀者學習與感受到了新的「觀看」方式，

成為認知外在世界的重要方式，這和傳統中國的「體味」審美方式已有明顯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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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知不覺中受到了現代性很大的影響，使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開始轉向視覺

化。 

 

第四節  廣告強化的個體身分與進步感 

    現代生活經歷的關鍵特徵是「求新」感，因此，現代社會製造出各種各樣的

商品、建築、時尚與文化活動等，且它們又注定被其他東西迅速取代，這些事實

也強化了現代性中時間的轉瞬即逝感(Featherstone,1995／楊渝東譯，2009:207)。

消費主義有效地結合「求新」感中所產生的短暫「驚奇」與「震撼」，使其成為

促成與刺激消費的重要成分，且融入現代日常生活之中，讓人們不易逃避的現代

性體驗。 

    消費這組含納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行動，可讓殖民地被統治者更全面、不經

意與輕鬆地感受現代性的內涵，透過這類「柔性」方式讓資本主義邏輯滲入人們

的日常生活。然而這個消費文化形成過程中，仍需要有接軌機制的作用，報紙這

項印刷資本主義在其中扮演重要的媒介角色，特別是廣告部分。 

    1890 年後新加坡陸續出現其他中文報紙，然而皆維持不久；《叻報》的地位

一直相當穩固，報份雖沒有太多增長，不過在廣告上卻一直有所突破。進入二十

世紀以後，《叻報》廣告量有明顯增加趨勢，其版面數雖經常變動，而版面的增

減主要由廣告多寡決定，約從 1905 年開始偶而出現擴張至二十餘個版的狀況，

廣告為其主要內容，且廣告與新聞經常會混在一起；廣告內容以西方產品為主。 

    《天南新報》在 1905 年停刊後，《叻報》在 1906 年後擴版的狀況更為明顯，

以 1906 年 1 月 3 日的《叻報》為例，共出版二十四個版，其中新聞與言論占四

個版、廣告與公告占十七個版、貨物行情與輪船開航時間表占三個版，此時廣告

與新聞已有較明顯的區分；再以 1906 年 9 月 5 日的《叻報》為例，共出版二十

二個版，其中廣告占十七點五個版、貨物行情占一點五個版，新聞與言論僅剩三

個版。這似乎顯示新加坡主要的華人社會在消費部分有明顯的強化，使得《叻報》

成為各種新興產品的展示窗。 

 
一、初期消費社會中的家庭觀念建構 

二十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視廣告為開拓市場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把報

紙這類新媒介當成展示商品的舞台，讓讀者透過報紙看見外在世界；廣告也成為

消費者發掘自身欲望投射的對象。因此，與其說廣告宣傳的是商品，毋寧說廣告

販賣的是一種「擁有此商品」就能滿足，達到某種情趣或境界的想像，尤其當廣

告宣傳的事物不是生活必需品，不是為了合乎日常的需求(need)，而是超乎基本

的生存條件，訴諸感性欲求(want)的時候(衣若芬，2008)。因此，消費不僅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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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日常需要為基礎，且逐漸建立在欲望之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經濟學家，

將社會商品分成三類：生活必需品、舒適品與奢侈品(Mumford,1934／陳允明等

譯，2009:348)。從當時爭取更多快樂的幸福觀來看，若在消費上能不斷追求越

來越好的商品，不僅是滿足自身欲望，且有越來越多人把它視為證成自身主體的

重要部分。 

除了日常需求與欲望，對於在新加坡的眾多移民來說，許多人未必有長期居

留的打算，然而也有越來越多在此定居者，開始有身分認同的需求，即如何在新

加坡這個快速變化的「現代」港市中建構「市民」認同，以取得歸宿感，當中包

括了「消費者」的新身分，需透過生活中的消費來完成。 

    廣告對於商品的宣傳，不僅是在商品的實用性上，它同時渲染商品能夠為消

費者帶來的感覺，除試圖滿足個人欲望，在擁有商品的過程中也展現個人品味。

在廣告宣傳中，無形的、流動的與不能量化的品味，與所消費商品的品質、價格、

品牌、產地、消費對象與受歡迎程度等聯繫在一起，因此，這過程包括不僅是商

品的使用價值，還有其符號價值(王儒年，2005:153)。生活必需品已不能滿足不

斷追求「進步」的顧客，舒適品與奢侈品所建構出來的「時尚」符號價值，讓顧

客願意付出更高代價來購買，以添增自我的價值。 

    然而，在推銷新產品時，其實必須是推銷新產品所根植的生活方式，若不更

積極地大肆主張產品值得嚮往的特性，就很難取得滿意的銷售效果，譬如要推銷

寢具用品，就會需要鋼製結構的床、放置床的臥室，以及包含臥室的空間規劃等。

從浴袍和床具，很容易就跳躍到宣揚核心家庭、婦女教育、储蓄計劃、育兒、牙

齒健康、西藥，甚至更多商品，儘管它們在邏輯上未必有清楚的聯繫(葉文心，

2007／王琴等譯，2010:101)。在資本主義體制的消費主義下，各種新商品與新

生活方式緊密聯繫，也讓當時的人們對所謂的「進步」與「幸福」有了更具體地

體驗，對未來也有更多的嚮往與想像，而「西貨」或「洋貨」象徵地就是一種「進

步」與「幸福」的具體想像，雖然這是一個被框限住的想像。 

    資本主義體制下的「進步」觀念是告訴人們：商業，在現代工業和技術的支

援下，做了高度迅速的發展，給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享受，帶來了大家夢

寐以求的「幸福人生」，而當時社會就是「幸福人生」的體現過程，因此要相信

它，也要對社會的「秩序」不質問、不分析，且要人遵從，於是遵從代替了自覺

(葉維廉，2007:131)。因此，這種對體制毫不質疑的接受，暗含著資本主義體制

中「進步」觀念的反智色彩，壓制個體主體性的開展，達到去政治化的效果。 

    對於西貨在新加坡的流通程度，《叻報》在 1888 年的論說〈論西貨近日消流

甚廣〉(1888.1.31:1)指出，當時的西貨已受到民間歡迎。葉文心所描繪的宣揚核

心家庭的情況，也出現在早期的新加坡社會，這可以從報紙廣告上可以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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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高士緬養齒擦牙香水〉告白(《叻報》，1900.5.5:3)中強調牙齒健康與潔白

的重要性；〈西醫生力打時英古便益時卑刺藥水〉告白(《叻報》，1900.5.5:3)則強

調此西藥在歐洲各國馳名已久，能治風濕腫痛等病痛。 

    在〈羅敏申公司平沽貨物〉

告白(《叻報》，1905.9.1:2)(右

圖)中，整個廣告版面放置了

精緻香水、精美小刀、各式皮

鞋、鐵床架、紗衫與時鏢實物

插圖，基本上皆屬新式家庭生

活所需，突出了以西貨來建構

核心家庭的日常生活。在有關

床具的廣告上，也有整版展示

各種西式床具的廣告，譬如

〈羅敏申公司英國製造鐵床

發售〉告白(《叻報》，

1906.6.29:7)。另外，同一天的

《叻報》上還有另一插圖告示

〈蚌標屋瓦發售〉(《叻報》，

1906.6.29:6)，強調此屋瓦在歐洲頗受歡迎，本地也有西人、華人與馬來人採買。 

    在其他洋貨的販售上，一些雜貨商行售賣罐頭、火腿、洋酒與銅燈雜貨等，

均由歐洲進口(《叻報》，1892.10.20:3)；也有公司進口歐洲各式洋糖，「糖色味俱

佳，欵式甚多，不能備錄。不惟可口，並且美觀，最合華人新年欵客之用」(《叻

報》，1889.2.20:7)。一些商行引進歐洲各式男裝洋鞋，譬如〈新到洋鞋出售〉告

白中指出： 

 

……本公司由歐洲辦到各式男裝洋鞋甚多，係英國著名鞋工武士敦所製，計 

有樹乳邊縛索之皮鞋、金漆皮縛索之鞋、宴會之鞋、行路之快鞋、遊獵之鞋 

及白帆布鞋等，計共三百四十箱，款式甚多，均屬當行出色者，且價甚相

宜……(《叻報》，1888.12.29:6)。 

 

    以告白所述，該商行進口數量頗大的洋鞋，應是估量當時市場已有一定需求，

且將鞋子的用途做了不同分類，顯現了西方的消費與生活模式，把西方的生活、

飲食等方式引進新加坡，在殖民地可能已有一定程度的被接受。後來的告白，更

清楚以插圖方式，讓更多人了解不同的洋鞋款式(《叻報》，1903.3.20:6)。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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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廠商也試圖力抗洋貨，強調自身產品的品質不遜於進口貨，譬如〈和和餅

干有限公司廣告〉，並將廣告刊登在費用最高的頭版： 

 

    ……本公司火絞機器所造之餅味香美，住處清潔，一塵不染，食之有益，誠 

    無殊於歐洲，實可與並駕齊驅。遠近久以馳名，今更認真選配上料，與他家 

    所造者，不啻天淵之別……(《叻報》，1905.7.3:1)。 

 

    此則廣告很有趣，它未刊登自身產品的插圖，純粹以文字來描述自身產品，

且其論述很明顯地展現了殖民地的西方現代性。餅乾乃西方的食物，如今本土欲

生產此項產品，其參照對象自然是西方的餅乾，且以西方製造的餅乾做為標竿，

因此，如何越接近歐洲生產的餅乾，成為這家公司宣傳自身產品的重點。和和餅

乾公司特別強調其餅乾乃機器製造，想要凸顯該公司的「進步」，且暗示著機器

所製造的餅乾味道更佳。在餅乾生產環境上講究衛生，以當時愈來愈強調衛生現

代性的敘述來看，也符合一些顧客對食物的期待，最重要的是，該公司很有自信

地認為自身產品已達到歐洲產品的水準。本土公司透過複製西方生產的方式與產

品，證明自身的「進步」，且把它視為產品宣傳的賣點，至於這樣的論述確實效

果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 

    在家庭器械方面，透過一些機器與工具的

引入，讓人們對家庭生活也有了不同的想像，

譬如縫衣機器的推廣。在〈縫衣手車腳車出售〉

(《叻報》，1892.9.9:7)的告白(左圖)中，除有兩

張插圖展示機器，在文宣中強調是從歐洲辦到

各種縫衣機器，「有以手攪其輪者，有用腳踏

其車者，各欵俱備，且均靈巧異常」，對當時

主要負責操持家務的女性來說，是一相當神奇

的機器，以其速度與效率提升傳統的縫衣技術，創造出更多的可支配時間。十餘

年後的手製縫衣車廣告(《叻報》，1906.3.29:4)中，刊登更新式機器的插圖，在文

宣用詞上仍強調靈巧無比，另外將重點放在速度與無响動部分。 

    至於室內使用的火酒燈與電機風扇等(《叻報》，1906.3.16:14)，經常也成為

全版廣告內容，這些家庭器械的引進與傳布，確實改善了許多家庭的日常生活素

質，且逐漸成為家庭的必備消費品。這些廣告多由外商所刊登，除了售賣商品，

也販售西方的生活方式與對幸福的想像。 

     

二、報紙廣告與身分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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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下對被殖民者的文化想像，基本上是殖民主義與在地歷史文化資源

碰撞後的結果，它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空裡，透過其中作用者

的論述接合，將其散放(disseminate)至不同的場域，型塑殖民與被殖民主體的想

像空間。因此，文化想像是指涉文化性自我對「異文化」他者的想像性認知，且

在和他者互動過程中認識自我(陳光興，2006:168)。 

對新加坡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來說，對彼此的文化想像呈現一個動態過程，

因此，在看待新加坡被殖民的歷史時，需要關注其間複雜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

互動，當中隱含許多角力與協商的張力，但也不應過度放大被殖民者的能動性，

特別是當意識型態透過各種政治、經濟與文化機制進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時，未必

能清楚地抵抗這些力量的入侵。以「西學東漸」的現象來說，在新加坡呈現的是

不同意義，當時一般中國人或華人移民對西學的理解不多，能夠接觸的管道也有

限，報刊上的廣告成為認識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要管道。 

    在西藥的宣傳上，從 1890 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後，也出現

不少突出西方人形象的廣告插圖，早期西藥廣告似直接引用西

方的廣告，插圖中呈現西方人生病的情境(《叻報》，

1895.3.27:4[右圖]；1895.7.16:4；1895.11.7:4；1896.3.18:4)，後

來在有關西醫(《叻報》，1907.11.23:8)和西藥(《叻報》，

1907.11.23:9)的廣告，似乎西方人的「科學」形象更能獲得讀

者的信任，這當中包含了各自的文化想像。 

    隨後在一個長期刊登的西藥廣告中，描繪

不同個案的經歷與該藥如何有效讓病人痊癒，

文字旁則附上藥品插圖，以及各種不同形象的

中國男女生病較陰鬱的插圖 (《叻報》，

1910.11.3:18[左圖]；1910.11.28:4；

1911.1.13:10)，似乎暗示著「東亞病夫」的形

象，和西藥廣告中的外國人形象明顯不同；至

於調經丸的插圖部分，則放上傳統中國家庭和

樂的圖像(《叻報》，1910.3.28:19)。除了日常生活所需，也有強

調品味的舒適品與奢侈品廣告，如販售各種吸烟器具，以插圖介紹木製包銀烟嘴、

捲烟盒、琥珀包銀烟嘴等(《叻報》，1909.6.12:13)，展現出個人品味；同一日出

現宣傳各種品牌的上品香水廣告(《叻報》，1909.6.12:17)。這些商品的外觀越來

越精美，對消費者的吸引力越來越高，也使其成為具說服力的舒適品與奢侈品。 

    在時間的觀念部分，在十八世紀中葉，從瑞士日內瓦到美國，開始生產便宜

的標準化鐘錶，讓守時的觀念逐漸獲得普及，這是生產與運輸能進行有機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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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Mumford,1934／陳允明等譯，2009:17)。對於早期新加坡社會來說，鐘

錶到十九世紀末時可能尚未普及，李鍾珏在 1887 年到新加坡參訪時，殖民政府

每日正午十二點鐘會在兩座升旗山上鳴炮，讓民眾校正鐘錶時間，到了周日則在

下午一點鳴炮；另外，每日黎明五點與晚上九點也會鳴炮，以畫分晝夜(李鍾珏，

1947[1895]:12)。至 1896 年這項按時鳴炮的作法取消，很可能代表這項工作已不

需要，人們已有更多管道可以知道和校正鐘錶時間。另外，做為一個國際航運商

港，報紙上大篇幅刊登輪船與火車開航時間，其實也是把「世界時間」帶入，必

須接受這一套遊戲規則，強化了「現代」時間觀。此時相當部分人的生活，已開

始有了新的規律性。 

    在《叻報》早期鐘錶廣告中，除了實際上對時間掌握的需要，已加上了其他

附加價值，譬如開始強調「時尚」，在〈美國峇打妙厘號新欵時鏢出售〉的鐘錶

告白中強調： 

     

由歐洲辦到峇打妙厘號之新式奇巧時表……不惟適用，並且美觀，令人見之 

    愛不釋手……此表在美國係用機器製造，計每日可成表二千枚，固其料美價 

    廉……復製有表鍊甚多，各欵俱備，且其欵最新，其工最巧，較諸近來行 

    用者又勝一籌……(《叻報》，1887.9.19:3)。 

 

因此，這時的手錶不僅強調其在時間計算上的精準，也強調「新」和「不同」

款式，成為富裕階層的隨身裝飾品，透過手錶來展現自我身分，這是一種時尚的

象徵表現，使手錶具有的不僅是一種使用價值。 

到了 1909 年洋行有關鐘錶的全版廣告中(《叻報》，

1909.1.27)，出現各款鐘錶的圖示，在說明文上指出「買

者姓氏刻在表內，不另取值」，象徵著手錶已和買者

連成一體，當然也代表了其身分。在部分鐘錶的圖示

中，也強調是「特別製造婦女之時表」，是專為女性

打造的手錶，因此這時的鐘錶已不特別強調時間的準

確與否，而是強調其款式的新穎與獨特性，代表了一

種時尚。 

    在販售金飾的廣告中，清楚指明「諸商富客光顧」

(《叻報》，1905.1.18:4)，針對的是上層顧客，一般人

尚非其銷售目標。 

    至於〈鐵櫥出售〉(左圖)( 《叻報》，1890.5.20:4)

的廣告，更清楚設定其目讀者為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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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所售之鐵櫥在本坡馳名已久，素蒙諸君購用無不盛稱其妙計，此櫥之大 

    小共有五等，而價資最少亦在九十五元以上。而此鐵櫥乃歐洲著名工師所 

    製， 極為美善，本坡所有西人齊智人以及椒密生理諸華商，多向本行購買， 

    以為貯銀之用。因本行所沽者，均用上等物料製造而成，不惟能壯觀瞻，並 

    且異常堅固，無論火燒盜劫，均保無虞，貨美價廉，莫此為甚。 

 

    此廣告將鐵櫥與做生意連結，強調是做生意的必備安全設備，且以實圖供參

考，以強化顧客對這項來自西方的產品之信心。 

除了實質的商品廣告，新加坡中文報刊也出現大量有關中國大陸的賑災告示

與廣告。王儒年指出，賑災告示與廣告可以讓彼此建立更深的連結，甚至成為有

資產、有身分者為其政治與經濟的利益所進行的投資，是為其聲譽和美名而進行

的符號消費(王儒年，2005:156)。這類告示與廣告除可以讓身在海外華人與家鄉

建立聯繫，也成為有資產、有身分者為其聲譽和美名而進行的符號消費。 

賑災與捐贈等帶有慈善性質的行為，其實和商業社會的消費行為有著共同的

本質。當人們在消費行為中不僅注重商品的使用價值，更多地消費商品的符號價

值時，且利用商品的符號價值來建立身分認同，這樣的行為相當近似於賑災與捐

贈等行為，因而也可以被納入消費行為。而這一非純粹的消費行為中，賑災與捐

贈的廣告建構著這類時尚，因為廣告的宣傳會為人帶來美名，提高做善事者的聲

名為期待來自豪感，因此，在二十世紀的上海，不管富豪或妓女乞丐，無不參與

這一時尚的追逐(王儒年，2005:155-156)。王儒年(2005:156)指出，這些賑災與捐

贈行為，主要是一些有資產與有身分者為其政治的、經濟的利益所進行的投資，

是為其聲譽和美名進行的符號消費。確實的賑災與捐贈情況很可能有以上目的，

但也更為複雜，如取得符號象徵的功能，可強化道德上的地位，有助頭人們維持

其在華人社會的領導地位。 

《叻報》曾刊載〈賑捐論〉(1892.10.12:1)指出： 

 

    ……夫義賑之所以爭先恐後者，無非迫於好善之忱耳，若既有賑飢之美譽， 

    又有虛銜封典，以償其義，而榮其身，則好善之士，其有不益加奮勉者哉， 

    是可喜也。 

 

    第三章曾提及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慈善」成為新加坡富商建立行銷自己

的一種方式，從中建立聲望，強化其在社群中的地位，也讓富商與殖民者有了更

緊密的共構關係。到了十九紀末，有財力者已增加，紛紛效法過去富商建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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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同時因為清廷祭出封典職銜的手段，對積極想要晉身商紳者頗具吸引力，

也使「慈善」成為一種時尚。 

《叻報》長期出現各種賑捐的告白或廣告，其中相當部分是以中國各省政府

名義勸捐，也有在地華社領袖聯名勸捐，譬如 1889 年 2 月 20 日的《叻報》即出

現兩則勸捐告白，一是在頭版的〈勸捐憲示〉，是以兩江總督威毅伯名義發出，

為鼓勵捐款，還承諾「捐銀兩照章給予獎敘，倘有捐助鉅欵者，並當隨時奏請優

獎，以示鼓勵」，即捐款多者將獲得封典職銜。至於第七版〈勸捐賑欵〉中，則

是以「英國駐劄三州府督憲之諭」救濟中國北方江蘇及安徽等省分的乾旱災情，

列名勸捐董事者，包括多名西人、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以及在地華社領袖

陳金鐘、佘連城、陳從熙、陳若錦與章芳林等人。 

在中文報紙上也會刊出捐款者名字或商號，如〈新嘉坡商號捐賑安徽各處旱

災第二次清單〉(《叻報》，1889.1.21:2)，是以中國駐叻領事府名義公告，由官方

確認其捐款，且賑濟地區不僅是多數新加坡華人的祖籍地福建省與廣東省，尚包

括其他省分，甚至一些華人居留的地區，若發生天災也成為賑濟的對象，譬如以

同濟醫院名義發起的〈奉勸本坡華商亟賑舊金山被災華旅啟〉，即針對在舊金山

地震中受影響的華人災民發起賑濟行動(《叻報》，1906.5.1:1)。 

    另外，葉文心在研究二十世紀初期的上海時指出，作為訴諸誘惑力和說服力

的商業參與者，二十世紀初的上海廣告人探索出多種策略。一種是利用已存在的

傳播類型製造新意義，另一種則是使用新媒介來傳達舊思想。不可否認，兩種策

略使用的手段都是「現代」的，但內容所需的文化要素卻是不同時空出處的混合

體。儘管技術和組織上都已「現代化」， 「現代」廣告業不會去阻止廣告人傳播

老掉牙的思想，相反地與世上很多地方一樣，推廣新形象最有效的辦法是為其注

入舊思想(葉文心，2007／王琴等譯，2010:90)。 

    這種狀況也出現在新加坡，意即商品廣告要吸引人們的注意，不能完全脫離

人們的過去經驗，僅表達在不僅是現在與未來，而是需和過去有一定的連結，而

不是在經驗上的完全斷裂，呈現出一種完全「現代」的狀況。因此，可以看到各

種宣傳傳統商品的廣告，譬如各種中藥(《叻報》，1902.11.14:5；1911.7.17:11)、

茶葉(《叻報》，1891.10.15:6)等廣告，甚至出現〈靈符告白〉(《叻報》，1891.11.15:5)： 

 

    龍坑郭大臣祖傳靈符全備，一治紅白事靈符，一治心火痛靈符，一治夫妻不 

和能和合靈符，一治婦人產後 X 靈符，一治動土靈符，一治保身靈符，一 

治男女眼生白瘼靈符，一治外科雜症靈符，一治男女大小便不通靈符……。 

 

    一些廟宇在辦理法會時，除在報紙上公告，也將各種符咒樣式刊登在報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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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報》，1910.11.3:12)，讓原本展現現代性的報紙，也含納了傳統信仰，甚至

被認為迷信的部分，呈現「現代」與「傳統」相互混雜，而不是二元對立的狀態。 

    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西方在行銷其生活方式時，是透過整體的消費形式

來推動，營造出西方生活方式的「進步」，讓人體驗其中所散發的幸福感，且在

對西方的文化想像中建構對自身認同。 

 

第五章  廣告建構的幸福生活想像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或稱效益主義）在十九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型態，許多英國人認為幸福是人類生活的真正目的，幸福本質

是尋求快樂，避免苦痛，而取得最大量與最好的商品，成為獲取幸福的重要來源。

因此，商品不僅是必需品，也成了值得嚮往與尊敬的物品。在整體外在環境改變

下，新消費觀的出現與推廣，相當依賴新媒介的各種表達形式「教育」大眾，與

整體外在制度與生活方式結合，打造消費社會的雛型。透別是透過廣告，商品與

年輕、美麗、奢侈與富裕(opulence)等的形像建立了聯繫，喚起長期被壓抑的欲

望，也提醒個體需自我提升與改善其生命(Featherstone,1991:172)。 

部分已有「閒暇」的「有閒階級」，開始有錢也有閒參與各種需要付費的休

閒活動，一些新奇與有趣的玩意兒陸續進入新加坡，讓許多人見識到這些文娛活

動的魅力，甚至使其成為高尚與時髦的休閒活動，且透過這些活動和底層階級進

行區隔。《叻報》的讀者應主要為中上階層，成為這些「高級」文娛活動的目標

消費者。至於機器這類非消費商品，也長期在《叻報》上進行展示，和文娛活動

一樣，針對的主要也是中上階層讀者。這些人雖然多不會買這些機器，然而，在

展示與介紹機器的過程中，也將西方科學技術的進步帶到新加坡，讓人見識和肯

認西方的「進步」與其所可能建構的未來幸福生活。 

    在《叻報》營運初期的廣告中，已有一些大型機具廣告，展示著西方最新的

科技發展，也可看到西方社會不斷的向前推進。早期《叻報》曾在社論上議論機

器，認為西方各種機器的發明帶來了許多好處，最後則附和當時在中國的一個流

行說法，即機器其實始於中國，並以清末著名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 1916）的看法做為背書，指丁韙良也贊成這種說法(《叻報》，

1891.10.26)，而這就是「西學中源」說的典型說法。當時另一報紙《星報》也刊

出論說〈論機器之學始於中國〉(1892.12.20:1)，同樣承襲「西學中源」的說法，

顯見這一看法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主張。在這樣的背景下，報紙廣告成為建構西

方定義的幸福之重要場域，透過大量的文字與插圖，讓讀者可以更具體地進行想

像，對現代生活有了更多的嚮往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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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閒暇生活中的新奇與震撼 

    在市場等力量驅動下，新加坡出現各種西方文化、藝術及娛樂活動，其中基

本上包括新奇、刺激與有趣等內涵。1793 年大英國首次派遣大使馬戛爾尼率領

使節團來到大清國，希望與清朝建交通商。馬戛爾尼等人預見將面對一個自我感

覺良好的大清國，因此在出發前特別準備了一個巨大的熱氣球，他們相信「只要

能讓熱氣球漂浮在北京城的上空，全中國就會知道西方的優越性」。然而，因為

和珅的阻止，馬戛爾尼無法在北京施放熱氣球，使得當時的中國人錯過了一個當

場領略到「他們」是何等優越的機會(雷祥麟，2010)。 

    事隔近百年後，大英帝國已成殖民大國，在新加坡這個殖民地宣傳「進階版」

的熱氣球，即加上在新器材輔助下的跳傘活動，讓在地人有機會像飛隼一樣在空

中飛翔時，使身體突破物理世界的障礙與限制，完成人們對於飛行的長期想像，

更加領略到西方世界的進步與優越，對殖民者更是心悅誠服。然而，如何在不經

意之間，甚至是在很輕鬆地情況下，展現西方的科技進步，熱氣球這項西方科技

成果，在消費主義與新媒介的推波助瀾下，已不僅是一種展示，且已成一項時髦

的玩意兒，讓人透過消費購買驚奇與震撼，以及冒險與愉悅的現代性體驗，領略

西方科技的進步與優越性，對殖民宗主國更感敬佩，承認自身的落後與不足。 

    在 1890 年 5 月 5 日的《叻報》，刊登了一則附上插圖的〈演放乘坐氣球從空

飛升墮告白〉，其重點文字如下： 

 

    ……余在英京精研氣學，而於氣球一道所詣尤深，前在印度業已演試氣球昇 

    於空中，始由雲端跳下，已蒙印督及觀看諸君所加贊賞。今來叻地，特為演 

    放，以備諸君觀看，且余之技不僅能乘氣球上昇，幷可於昇至絕頂之時，從 

    空跳下，恍如飛隼毫無傷損，其跳下之法，乃持一機器約離球一百英尺之遠， 

    始開其機器，略如傘形，然後徐徐而下，能令觀者眼界一新……另設有女位， 

    俾得垂簾而看，不至相為混雜……(《叻報》，1890.5.5:6)。 

 

    此時的熱氣球已被塑造為一種新興的時尚玩意兒，只要付費就能體驗翱翔在

天際中的感受。熱氣球從英國流傳至印度時，曾獲當地總督與觀眾的讚賞，如今

終於來到新加坡，且不僅是能感受身體不斷向上提升，還能更進一步，運用降落

傘這另一新鮮玩意，從高空中緩緩地向地面落下，感受西方科技帶來的驚奇與喜

悅。對於更多不能親身體驗，卻能觀賞這項活動的人來說，也是在欣賞一項奇觀

(spectacle)，一項透過科技所創造出來的奇觀場景，讓人看到西方文明所展示的

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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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再看看隔了數年後在另一則〈歐洲新到奇妙

氣球開演告白〉(左下圖)，以相當大的一幅情境插圖

抓住讀者目光，這個插圖描繪一個西方情境，讓人感

到新奇的氣球冉冉升空，在其底下則是冒著濃煙的工

廠與巍峨建築，空地上則是身著正式服裝在等待乘坐

氣球或觀賞氣球升空者。在告白的文字部分，也更具

體描繪氣球升空後的神奇景觀，讓人深深被吸引，期

待能體驗新科技為人體帶來突破的震撼感受： 

 

……此氣球騰空之際，可至距地一千英尺之高， 

能升能降，隨意自如，諸君有欲乘坐氣球昇於空 

中以覽風景者，該球師可親領之乘坐起至空中， 

觀覽畢後再行降落，計乘球上昇之際，可以四覽 

山川風景，即一百英里一遠亦在目前，不惟本坡 

境內一覽無遺，即附近叻地各埠，如柔佛、寥內 

等處亦可以瞭然在目，是誠曠古未聞之異，千秋 

                        難遇之機也……(《叻報》，1897.3.15:6) 。 

 

    上述兩則演放乘坐熱氣球的告白，不僅是宣傳西方新科技已成為消費社會的

新奇玩意兒，還有著其他豐富的意涵。對於無法參與這項活動者來說，這些告白

所呈現的不同符號開啟了其想像，強化對現代性的認知與理解。 

    熱氣球這類新奇活動不僅是成年人的活動，它所引發的飛

行意象也延伸到小孩的玩意兒上頭，譬如〈葛士兄弟洋行新到

奇巧玩物〉(《叻報》，1892.10.19:6)中，主打降落傘的玩具(右

圖)，「係作乘球飛墮之形，玩之者能使其飛至空中，而後開傘

從容而降，與球師演球之狀無異」，把飛行的意象與觀念也帶

給幼童，因此，西方科技所打開的想像空間在人們生活裡不斷

拓展，科技的不斷進步也持續地豐富著對幸福的理解與想像，

也讓人難以抗拒現代性的魅力。 

    經常在報紙上出現的馬戲團告白，特別強調其新奇處，

1890 年 5 月 20 日第七版上的〈馬戲開演〉告白，就以三隻馬

立起為插圖，吸引讀者的注意，在文字上也大肆誇張的宣傳： 

 

夫以蠢然無知之物，而能使之操技，而戲變幻絕倫，觀之者莫不以為得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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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嘆為極天下之奇觀……本班馬戲技藝絕倫，天工巧奪，已蒙中西人士極 

口贊嘆，深蒙過譽。本行且此次來叻開演，係由美國新金山及歐洲等處均加 

意揀選，且無論男優女伶，皆能馬上飛跑，不事按轡而馳，前曾到日本開演， 

並由該處招選男女名優，聲藝俱妙……能令觀者神為之飛色，為之舞洵奇觀 

也……(《叻報》，1890.5.20:7)。 

 

    其後的馬戲班告白經常以讓人震撼的插圖吸引讀者目光，譬如〈咸士頓天下

第一班馬戲告白〉中，即以一張活靈活現的巨幅獅頭插圖讓人感到驚豔，讓人能

馬上能聯想到馬戲團(《叻報》，1905.5.13:6)。 

    《叻報》廣告也經常刊登有關各式西式新奇物與映戲奇觀的廣告(《叻報》，

1892.10.20:6；1892.10.25:6)，刺激與開發人們對視覺的理解，且對外在世界與新

事物添加好奇心，也強化對知識的渴望。其實這背後也展現資本主義的求新邏輯，

所以講究時尚和時髦，這也是時間感的展現。譬如在〈映戲奇觀〉告白中： 

 

    本班不惜資本，精求攝影之法，能將天下名勝收於尺幅，更用電火放大以快 

    奇觀，所有景物無不栩栩欲生，情狀逼真，幾令人莫由辨其真幻，所有五大 

    洲之洞天福地市鎮都城， 莫不具列其中(《叻報》，1892.10.20:6)。 

     

    幾乎同時有另一〈奇巧影戲〉告白(《叻報》，1892.10.25:6)中強調： 

 

    本班所演電燈影戲異常超妙，所有山水人物一切景色均屬纖毫畢肖，明朗異 

    常。今再大演奇觀，如英、德、俄、法、意、美、印度、新金山、埃及、日 

    本、中國等處所有巨鎮名區。 

 

    在另一類西方戲班中，也引用同樣的模式宣傳。歐洲戲班的告白「奇巧戲術」

(《叻報》，1892.3.5:5)中，仍強調是歐洲人的把戲，且變幻無窮，提供各種驚奇

與震撼的現代「奇觀」： 

 

    ……所演戲法係由歐洲名師所授出，奇呈幻百變不窮，其奇處有令人可喜可 

    駭，有不可思議之……(《叻報》，1892.3.5:5)。 

 

    除了英國的影戲等，還有各國的影戲來叻表演，譬如法國影戲，在〈大法國

新奇影戲〉(《叻報》，1906.3.29:2) 告白中，強調： 
 
    本公司不惜貲本，特聘正大法國新造電氣影戲，能唱曲，能講話，句句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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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君欲新眼界，幸祈早臨……。 

 
    電影這項新媒介在 1890 年代出現後，迅速的向世界各地擴散，其市場當然

也包括西方的殖民地。電影更強調視覺，且是其最吸引人之處，這對殖民地的許

多人來說，更是新奇的經驗，必須先引起人們的好奇，以接近這項新媒介，譬如

在〈英京馳名大班電影戲告白〉中： 

     

    本班新由英京到叻，所有本班日俄戰事之形圖，乃是當年兩軍爭戰之秋，在 

    于戰場影就，此乃真情真景，非由得其影響而來，其餘如中國之北京、漢口、 

    上海及各地方之形圖，並皆佳妙。又如中國皇帝之御像及已故李文忠公各名 

    人之遺像，無不俱備。本班創設最早，所影各圖皆居他班之上……(《叻報》， 

    1906.5.25:7)。 

 

    此外，還有日本電影戲(《叻報》，1906.6.15:8)，可說當時的影戲來源已相當

豐富，不僅是來自宗主國。除了西洋的馬戲與電影等，由華人所組的馬來戲班也

在《叻報》刊登廣告〈穆拉油 157名班演劇〉(《叻報》，1904.10.25:6)。 

    在藝術與文化類別的廣告中，也出現了西洋樂器的廣告，譬如〈西國頂上樂

器發售〉(《叻報》，1891.12.4:6)告白中置放了鋼琴的插圖，廣告主指其在 1842

年已設立，專製各種西方樂器，強調其樂器品質優越，且有各種西文曲譜出售。

在〈新出歌曲(書)出售〉告白中，強調此書是「西字串成穆拉油音，此書新艷異

常，共有三百九十七調，其中言情寫艷以及一切嬉笑怒罵，均無不有，曲盡兒女

之情」(《叻報》，1890.6.25:6)。對有閒暇且又對音樂有興趣者來說，此時的樂器

學習與音樂欣賞類別，相較以前是更多樣化，讓生活也變得更加豐富。 

現代生活經歷的關鍵特徵是「求新」感，《叻報》在 1880 年至 1890 年代的

告白中經常出現「新奇」和「奇巧」等詞彙，連推廣外國進口的小刀、刀石廣告，

也會用上「新奇」，譬如〈新奇小刀刀石發售〉(《叻報》，1892.10.20:6)；連書籍

的販售也強調是「新奇」，譬如《叻報》自身刊登的告白〈本館新到各種奇書發

售〉: 

 

……由上海姑蘇等處採買各種奇異新書及地輿圖誌等來叻發售，其書或銅 

板、木板、鉛板、石板，均無不有，且字畫詩書等項尤繁多，有叻地未常經 

見者，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叻報》，1889.10.4:1)。 

 

                                                     
157穆拉油是 Melayu 的音譯，意即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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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持續從上海進口各種書籍，不僅有中文書籍，也包括英文書籍(譬如

《叻報》，1891.4.4:4 的〈華英書籍減價出售〉)，因此，當地華人在知識的傳播

與吸收上受到上海相當大的影響，特別是一些對西方知識的取得，是輾轉從上海

翻譯和吸收後再轉往新加坡。1890 年創刊的《星報》，創辦人林衡南的主業是古

友軒印刷所，他也從上海進口各種書籍，且把書名直接刊登在《星報》(1890.4.25:2)

上，且積極提供新書到新加坡的訊息。在廣告中販售的書籍，華英字典是相當重

要的一類工具書，也顯示當時的華人讀者對學習英語與跨越語際的需要，也有一

些人學習馬來語。 

邱菽園等人所辦的《天南新報》也販售許多來自上海的書籍，但較不強調是

販售「奇書」。邱菽園也在《天南新報》刊登廣告宣傳自身的出版品(《天南新報》，

1899.6.15:1)，且會有意識地推廣與主事者想法接近的書籍，譬如宣傳赫胥黎的

《天演論》及儒學相關書籍(《天南新報》，1899.8.25:1)，推出八折的優惠，希望

能吸引更多人購買與閱讀此書。 

 

二、西方技術推進的幸福生活 

    西方人透過科技上的突破與發展，不斷減少時空對人們的限制。十九世紀的

運輸工具取得很大突破與進展，在巨型的運輸工具上，輪船與火車者兩項重要的

海陸運輸工具，其速度與運量讓人們在移動上更為可能，使得當時人們的移動更

為頻繁。根據李鍾珏的描述，新加坡交通建設在 1887 年時已頗為可觀，「坡中道

途寬坦，修治之工，終年不輟。僑梁多以精鐵為之，較之上海租界各僑，更形堅

固。馬車路四通八達，無往不利。」(李鍾珏，1947[1895]:15) 

    在新型的交通工具中，除了現代性中最具代表性的火車引入新加坡，建構公

共運輸系統，同時也可以看到不斷改進的私人交通工具陸續上市。在新加坡市區

的公共交通上，1905 年 7 月 24 日有軌電車開始公共服務 158，鋪設多條軌道川行

多個地區，《叻報》僅在隔日的 1905 年 7 月 25 日二版上刊登簡短的訊息〈電車

開行〉，內文是「探問本坡電車定於今晨，由實籠岡開行至禮佛路云。」(《叻報》，

1905.7.25:2)其後相關訊息不多，至隔年新加坡電車有限公司(The Singapore 

Tramways Co.)開始在報紙上長期刊登電車開行修訂的時刻表(《叻報》，

1906.6.22:7)；後來還有〈電車票冊發售告白〉(《叻報》，1907.2.23:20)，以優惠

方式吸引市民搭乘電車。除了原本已有的輪船開航時間告白，這些電車通行的地

區更貼近一般人，且其價格合理，有許多人搭乘，其時間表更具體影響了人們的

日常生活作息，有利新時間觀的建立。 

                                                     
158 此一時期美國因通過排華法令，引發各地華人抵制美國貨。新加坡電車剛開始通行時，華人

誤以為乃美國人所辦，都拒絕乘搭電車(宋旺相，1967[1923]／葉書德譯，199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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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它陸上交通工具上，英國殖民後開始引入馬車。1880 年代後新加坡引

入「東洋手車」─人力車後，人力車漸發展成為新加坡市區地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逐漸取代馬車，到了 1891 年新加坡共發出人力車牌照近四千張(《叻報》，

1892.9.30:1)，且人力車還不斷增加，至二十世紀初期才逐漸沒落。李鍾珏在其

遊記中提及人力車伕的生活，「彼拉手車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繳租四角，可餘

六角，苟無煙癖，度日有餘，乃十人中無煙癮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蠅

頭，盡入煙斗，殊可憐已(矣)。」(李鍾珏，1947[1895]:13) 

    腳踏車引入後，其特點受到相當關注，在〈腳踏快車出售〉的告白中，展示

一部三輪腳踏車插圖，其介紹重點如下: 

 

    ……其車輕巧利便，最能耐久且快捷異常，無論雙輪三輪，各式俱備，前於 

    西七月六號及九號時，曾有人以本公司所售之車與他號之車相賽，而諸車中 

    無有能若本公司所售快車之捷者，洵稱第一妙製此等車欵，最合於東方各埠 

    所用，而且價甚相宜……(《叻報》，1892.7.30:5)。 

 

    這時的人們對時間感與空間感已有新體驗與理解，使得廣告主在販售腳踏車

這項新交通工具時，其速度成為主要賣點，可讓人們可以更快捷與省力的抵達目

的地。腳踏車可能相當受到歡迎，《叻報》經常出現有關腳踏車的告白，有時一

日內會出現多則腳踏車的告白，譬如 1892 年 12 月 13 日的《叻報》三版與四版

就有三個皆附上插圖的告白，在宣傳自身特點上大同小異，都強打「快」的速度

感特質，不過其中兩個公司還強調車輪是以樹乳製造，這對當時尚未開展橡膠事

業的許多讀者來說，開始認識橡膠所生產的樹乳竟有此妙用，也彷彿看到它未來

在市場的美麗前景。 

    到了二十世紀來臨前幾年，汽車開始

在新加坡市面上出現。1907 年 1 月 2 日的

《叻報》第二十版，出現一則附上摩打車

(汽車)插圖的廣告，此則廣告未放上中文

標題，而是直接使用英文標題

〈ARROL-JOHNST(O)N〉159(左圖)，在文

字部分相當詳細地解說這項極新科技特點

與使用方法，讓人能更了解其魅力： 

 

本公司特將此款摩打車之利益佈眾週知，此車乃是翳羅閏申製車有限公司新 

                                                     
159 Arrol-Johnston(1896-1931)是英國首個汽車製造公司，從 1896 年開始生產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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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製成，實由翳羅閏申專利，此車款有如日用通行之馬車，一樣可以租賃、 

可以遊玩、可以周流各處，無論若何天色及道路平陂，無不利便，又無繞亂， 

無論御者抑或何人如解駕馬者，只須練習半點鐘，便能自行駕駛。此車人皆 

名為士葛蘭通行之車，又屬精明之機器師所製造，每落油一次可以馳驅二百 

英里，不必停止，而且沿途不必時常視察其中器具均已磨光……(《叻報》， 

1907.1.2:20)。 

 

    這樣的廣告也打開許多人的想像力，看到私人交通工具從馬車、腳踏車到棄

車的大躍進，再一次見識西方的科學力量，「進步」的世界觀與史觀讓更多人所

信服，且這些科學技術更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 

    早期新加坡中文報刊廣告除了大量展示日常生活的消費面向，在生產面向上

也透過各類生產器械的介紹和展示，讓人們對西方科學技術有了更具體的認識與

理解。《叻報》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上，主要是表現在其刊登大量的西方各類機

器廣告。在十九世紀末的《叻報》廣告上，可以看到一些販售製造業的各種大型

機械，相較日常消費性用品的廣告來說，數量上不是很多；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以

後，《叻報》廣告版位逐漸增加，出現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廣告，各類展示西方

科學技術的產品逐漸增加。西方各種用品開始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帶來了

日常的現代性經驗，對自身傳統產生了一定的衝擊，尤其西方「進步」技術的引

入，讓人見識到西方的富強並非虛名。 

    中文報紙不斷展示各種機具，感受到西方的不斷精進，各種新奇的科技持續

出現。在〈機爐〉(《叻報》，1887.8.19:2)告白中，以大幅插圖形式展示巨型的機

爐實物，告白文字中指出，該公司在新加坡直落亞逸設廠，專門製造各種機器與

輪船汽機鍋爐等，讓人了解西方引進的機器已在新加坡受到越來越廣泛運用，新

加坡的工業化開始萌芽，未來將越來越進步的願景更被確立。 

    二十世紀以後，《叻報》上的機器告白才增加更多一些，譬如〈頂上抽水機

器發售〉(《叻報》，1900.12.13:5)告白中，出現兩張清晰插圖展示抽水機器的構

造，強調該廠所生產的新奇機器曾獲獎項的肯定，「此等機器乃英京牙力製造廠

所製，此次在於巴梨賽珍會內演賽，曾經獲賞金牌，可知與會之抽水機器實無有

能出其右者」。在〈各式機車發客〉(《叻報》，1904.11.11:8)告白中，以較簡單文

字介紹廣告主所售賣的各種機器，重點還是展示具代表性的機器，宣傳該公司技

術之高超，機器做工之精良，以樹立公司的形象與信譽；〈禮里夏吃力有限公司

告白〉(Riley Hargreaves & C0.)(《叻報》，1904.10.19:6；1905.9.1:26)也採用類似

的宣傳方式，展示具代表性的航運機器，並以公司名稱為題公司，強化公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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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從大型機器轉向小型機器或器械

的廣告，主要是因應外在環境的需求，如英

國殖民者在二十世紀初更積極推動橡膠的

生產 160，使得相關生產器械的廣告增加不少，

這些多是一些小型的器械，如樹乳刀、不同

型號的樹乳車等 (《叻報》，1909.8.14:7[左

圖];1910.3.26:6)，介紹了最新的器械，對越

來越多從事橡膠生產業的人來說，這些廣告

內容都是重要的訊息，讓他們跟進不斷改良

的生產工具，有助提升生產效率。有多家公

司投入樹乳機器的販售競爭，爭相在報紙上

刊登廣告爭取顧客的青睞(《叻報》，1910.10.27:5,14,20)，讓讀者可看到不同款式

與功能的相關器械。《叻報》的小型器械廣告以最直接與最具體方式，將各種器

械具體展示在讀者面前，了解各種器械的功能，也讓有意購買者有多些的選擇空

間，甚至不斷向更複雜的專業化方向前進。 

    在現代社會裡，人們若要經營其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價值，就現實角度來看，

透過消費面向來證成，可以說是最基本的社會機制，甚至是必然條件(葉啟政，

2008:53)。但是消費主義的本質是尋求刺激，強調驚奇與震撼的短暫「契機」，

為無聊、重複的日常生活不斷添加新意。在消費社會中吸引力在其誕生的那一刻

即開始衰退，而它們剛出現的剎那最具有誘惑性和享受價值的吸引力會迅速消失，

直到新的吸引力出現，因此，消費者生活就是一系列無止境追逐的新開端。 

為了維持這樣的消費特徵，資本主義需要不同的社會機制相互配合，而媒體

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機制。與媒體有相當互賴關係的廣告逐漸成為制度化的文化力

量，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操弄符號來牟利，讓人們不易察覺，甚至理所當然的接受

了這個體制，且還自以為已掌握了個體的主體性。 

 
 
 

 

 

 

 

 

                                                     
160 1896 年陳齊賢等人開始在新加坡試種橡膠，其後向馬來亞等地擴散，使馬來亞地區逐漸成為

當時最重要的橡膠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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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新加坡華人年輕知識精英創辦的英文雜誌《海峽華人雜誌》，在二十世紀初

期的一篇社論〈需要一份亞洲的報紙〉(The Need for an Asiatic Daily)中，認為辦

一份屬於亞洲報紙的時機已成熟，因為有足夠讀者可以支撐跨越亞洲各個種族

(races)的報紙，且可吸引不僅是亞洲人，也包括在亞洲的歐洲人。文中指出，像

新加坡這樣一個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地方，一份獨立的報紙將可忠實表達亞洲

人的觀點，但又能考量到為政府服務。此文指歐洲人與亞洲人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很不一樣，且批評歐洲人辦的報紙主要關心自身的事，忽略新加坡這個熱帶城市

的廣大群眾(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1905:41-42)。 

    創辦與主導這份雜誌的土生華人知識精英，多在殖民者的栽培下到宗主國接

受教育，返鄉後以專業(如醫學與法律)身分成為社會新貴，快速累積聲望與財富。

然而，他們對於殖民者的歧視耿耿於懷，亟欲展現建立主體性的企圖，揮別長期

被歧視的日子。因此，建構「亞洲性」(Asianess)成為集體認同的可能途徑，只

是亞洲內部異常複雜，必須跨越語言、空間與文化等的障礙，而此時可能的條件

使興辦一份「亞洲人」的報紙，成為實踐這個想望的方案之一。然而，此文未明

確提及這份亞洲的報紙要採用何種語言，似乎「自然」地以英文做為跨越語際與

文化的媒介。 

    這個辦報構想的具體作為雖然仍不清楚，然而它或可視為新加坡新崛起的知

識精英，譬如林文慶、宋旺相與邱菽園等不同背景者在《海峽華人雜誌》與「華

人好學會」等組織的合作、交流與協商數年後之擴大實踐方案，因此，這構想具

有一定的實踐基礎，不是知識分子不著邊際的空想。他們企圖把多種文明匯集的

新加坡當做中心點，將亞洲各種元素交混在一起，突破林文慶等人原本在《海峽

華人雜誌》內部著重儒家文化的框限，呈現出亞洲的複雜性，似乎也召喚亞際

(inter-Asia)的可能性，且不僅是在「內部」溝通，還有一個重要的對話者是歐洲

這個「他者」，然而卻也因此陷入歐洲／亞洲或東／西二元論的框架之中。 

    這個實踐方案的提出，是在西方現代性迻譯至此一段時間以後出現，且是印

刷資本主義日趨蓬勃的時代。在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過程中，這批知識精英多體

驗過現代性的「進步」，部分人更是到宗主國「朝聖」一段時日，具體感受到現

代性中承諾人們去冒險、取得權力、愉悅與成長，還能改變自己與世界的經驗。

這樣的經歷對殖民地的知識精英極為重要，在不同地區體驗過現代性的年輕知識

精英試圖在殖民地「成為現代」中找到自己，使得個體與集體認同成為問題，然

而，認同問題錯綜複雜，使得他們焦慮地不斷探尋可能出路，這也展現了現代性

的另一特點，即把人們都置入一個長期不能整合與更新的漩渦，一個充滿鬥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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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曖昧與痛苦的漩渦，感受到西方科學難以解決的問題。 

    因此，對這些知識精英來說，「亞洲」不僅是一個地理範疇，也是一種文明

的形式，然而，這個「亞洲」的想像主要建立在西方所建構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知識架構之上，「亞洲」並不是一個亞洲的概念，而是一個歐洲的概

念(汪暉，2008)。知識精英們試圖以「亞洲」對抗「歐洲」，提升自身文明來強

化集體認同與個體主體性，並非站在抗拒殖民者的角度出發，對西方知識與權力

未展開更具批判性的反思與自省，且在接受進化論的認知基礎上，又有現實利益

的糾葛與協商，使其難以超克西方政經權力與知識框架的限制，更有意識地建構

自身主體性。雖然對於一個剛接受現代性洗禮的知識精英來說，對自身與結構限

制未必有深刻自覺與反思，我們不宜以太過苛刻的標準來看待與評價，然而還是

有必要提出這樣的困境與矛盾，才能理解為何去殖民問題在此地不易展開。 

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新加坡，因為自身的特

殊地理位置與歷史機遇等因素，在亞洲與世界經濟中持續扮演著多樣且多邊的功

能，特別是在其剛開始發展時，恰好是近代西方經濟、政治與文化力量衝撞亞洲

區域的時期，在這種特殊的客觀環境下，讓新加坡成為這些力量交匯的所在，迸

發出其獨特與豐富的歷史與文化意涵。多種文明在此地相遇，形成殖民性、本土

性與現代性的交混、協商與辯證，創造出此地的特點，甚至連動影響亞洲部分地

區，譬如華人跨域參與中國本土革命與國家建構，展現複雜的遠距民族主義，特

別是在報紙這項新媒介所形成的場域，各種力量在此相互競爭與抗衡，其塑造的

媒體環境讓許多華人難以逃脫它的影響。以下將回顧與總結本文對新加坡華人在

迻譯西方現代性過程中，印刷資本主義的邏輯與印刷媒介的媒介力如何產生動能，

在跨域的遠距傳播中驅動遠距中國民族主義，並與大英國及大清國展開複雜地互

動，進而影響此區域的社會發展。 

 

第一節、現代性迻譯的效果 
 

    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新加坡的治理權後，將西方治理的概念帶來殖民地，未

採取完全壓制被殖民者的手段，其中與各族群的頭人建立共構關係，以較少資源

維持社會的秩序。殖民者經常透過各種掠奪與剝削爭取最大利益，對於新加坡這

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商港，成為大英帝國建構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重要節點，必須

以更理性化的方式進行管理與開發，這些考量使得英殖民者有系統地移入現代化，

這包括在政經制度、基礎建設與物質基礎等，更有效率地為大英帝國與世界資本

主義體制的運轉服務。 

    1870年代後英殖民者擴大在馬來半島的控制，逐漸收緊在政經領域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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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各種制度的管理，削弱地方頭人的勢力，同時更有意識地運用文化治理，讓

看似自由放任的文化機制更有效地為體制服務。為強化對各族群的治理，殖民政

府支持各族群創辦不同文字的新媒介，以此建構與加強各族群的集體認同，持續

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 

    對於因勞力需求及商貿活動而引進與移居至此的大批新客，大英帝國認為他

們多屬暫時寓居的「僑民」，終究會回到中國原鄉，因此，亟欲把中國推進世界

資本主義體制的大英帝國，希望這批見過「進步」世界的中國人返鄉後，能加速

傳統中國的現代化。至於土生華人則被歸類為被殖民的次等永久居民，部分精英

被接納為協助治理的底層官員。各種文化機制除有助強化各族群的集體認同，也

能有效協助迻譯現代性的價值與觀念，特別是印刷資本主義的精神邏輯與作用力，

透過媒介環境的建構，讓人難以逃脫媒介的影響。 

    紀登思指出，現代性的抽象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現代秩序所缺乏

的安全(Giddens,1990)。對於身處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人們來說，如何處理這

過程帶來的各種焦慮是重要的事，新媒介技術所創造出來的抽象體系提供了部分

安全感。新媒介技術在時間與空間上，協助日常生活的抽象系統不斷地增長，影

響人們對自身的理解與外在的認知。印刷術促成一種封閉(closer)空間的感覺，讓

人們相信印刷文本表示作者的語詞已定稿，這種強加的封閉或完結的感覺，有時

是一種清楚的物理感覺，這是一種無意間產生的微妙且真實感覺(Ong，2002／何

道寬譯，2008:100-101)。因此可以說像報紙這類新媒介的出現，延伸了人們日常

的行動範圍，讓意義的傳遞與溝通增加更多可能性，使人與人的互動產生了很大

變化。媒介這種既隔離又連結的特性，讓人從中感受到個體與集體的存在，這也

是現代性打破傳統社會的連結方式，讓個體慢慢被凸顯出來，但又同時建構一種

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新集體性，當然這得經過長時間的作用才可能出現。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下，殖民者引入現代性中的消費文化，透過消費社會

的建構，將新加坡更緊密地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持續擴大市場的開發，向亞洲

其他市場進軍。透過「閒暇」觀念的建構，讓人更能接受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

費機制中，工作與閒暇的截然劃分，閒暇可暫時逃逸勞力工作帶來的疲累與緊繃

感受，且西方定義下的「工作」之重要性更被凸顯。休閒活動也可用來填滿在現

代城市中生活的空虛感，對自身的人生觀與生活觀也有所影響，更有利於對群眾

的整體監控。 

    新加坡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已具一定物質基礎，而消費不僅是經濟面向的行動，

它隨著社會與文化氛圍的轉變，加入文化符號與象徵的社會、文化過程，對人們

的日常生活進行越來越大的影響，成為整體社會發展的重要部分。各種西方的事

物與產品陸續引進新加坡，不斷的創造小驚奇與小震撼，讓人們在日趨平凡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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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孤單又乏味的世俗日常生活上，體會到一點點的非凡與例外經驗，以填補心

靈上的空虛與寂寥。從中也感受到西方消費文化的魅力，在去政治化的氛圍下，

不斷追逐由消費商品所建構的幸福感，媒介文化環境是其中重要機制，這些效應

與影響在報刊的各種商品廣告中一一顯現。閒暇與消費文化的成形，使其成為中

上階層的欲望與情感之寄託與出口，使得人文現代性的建構更受到忽視與壓抑。 

    殖民者在新加坡建構各種理性化機制，卻對文化現代性機制予以忽略，使得

「人文性」(humanity)處於匱乏狀態，工具理性成為主導的意識，實質理性得不

到更好地發展，扭曲了啟蒙的理性意涵，主體對自身的反身性不易展開，個體能

動性也受到一定限制。現代性不僅是強調理性的反思，也強調情感的反思。在強

調理性的現代化過程中，情感領域一部分可透過消費與閒暇找到出口，然而，對

於新加坡絕大部分中下階層來說，消費能力有限，強烈的鄉愁與現代性所帶來的

焦慮、矛盾與衝突等，讓這些群眾更需處理情感的面向，民族主義這類兼具現代

與前現代特質的道德論述，有效吸引中下階層的理性與情感面向。 

    對相當部分的華人來說，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出現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提供了

在情感上的歸屬與認同，從中展現了相當程度對自身與集體的反思，讓流離新加

坡的華人出現主體認同的張力，進而產生在地現代性的特殊效果，也讓在地主體

性的建構顯得更為複雜。因此，有關對於新加坡早期在地「人」與社會的理解，

不宜完全以西方對主體性的建構來審視，而是透過具體歷史社會脈絡的分析與批

判，對本土現狀與未來的理解與想像才可能跳脫西方現代性的典範，也使現代性

成為分析而非規範的概念，有助於開展對本土與本區域的反思與批判。 

 

第二節、各種力量型塑的媒介環境 
 

    對「現代人」而言，如何具有運用抽象符號的能力，從中建構自覺與自主，

是展現其主體能動性的重要部分，才可能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反思與批判外在結構

的各種限制，培養科學、道德與美學的能力與態度，推進自身與集體的進步，在

這樣的學習過程中，承載各種抽象符號的新媒介，成為現代性中不可或缺的關鍵

中介。 

    媒介是人們置身的生態環境，足以形塑人們的現代時間觀念與空間型態。印

刷媒介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在生活中的主導感官能力，麥克魯漢指出，新媒介所引

發的革命其實發生在其後漫長的「適應」階段，無論是在個人或社會層面皆如此，

亦即是適應新科技所帶來的新認知模式。在印刷媒介所形成的感知─符號環境中，

印刷造成視覺成分獨大，以至於感官均衡互動變得極為困難(McLuhan,1962／賴

盈滿譯，2008:48-54)。在印刷媒介環境中，人們的互動與交流方式和以口語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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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有所不同，視覺成為現代的主導感官，對人們之間的關係造成一定影響，

也讓人們對自我的理解和以往有所差異，對於「世界觀」出現不同以往的感知與

想像。 

    在以《叻報》為中心的討論中，可以看到身兼買辦且具英國籍的創辦人薛有

禮，有著複雜的人際網絡，他讓中文的印刷資本主義在 1880 年代引入新加坡，

成為現代化的文化機制，殖民者能以間接的方式，透過文化買辦在殖民地推進現

代化的觀念，這樣的氛圍建構了初步的媒介環境，當中也可看到殖民政經力量對

媒體的介入與影響。在此借用梁元生(2008)對「中間」與「之間」的詮釋，「媒

介」毋寧的是指向「之間」，其間包含著許多的「線」，而不僅是「中間」的「線」。

其實媒介所形成的「之間」是一個環境，不僅有各種「線」，還有各種「點」，且

形成互動狀態，環繞媒介的各造主體間會往復來回的言說與調整，甚至形成動態

的各種力量之較量，如吉見俊哉所說媒介是社會實踐交錯、對抗、結合的場域環

境。若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可看到新媒介在一個社會出現時，其效應如何在「之

間」產生，如何出現「傳播的偏向」，主導建構出新的知識觀(如進化論)與世界

觀(如民族主義)，進而影響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 

    從《叻報》創刊至二十世紀初期薛有禮逝世為止，《叻報》的經營大致相當

清晰，在薛有禮主導對外業務與葉季允負責報紙內容上，讓報紙這項新形式的媒

介扮演文化仲介角色，將廣告、跨界訊息及文化等連結起來，讓前現代與現代、

清廷與殖民政府的訊息等皆能混雜地在《叻報》上出現，在矛盾、衝突與曖昧中

逐漸影響新加坡華人社會。葉季允這位傳統中國讀書人在日常的實踐上，不僅是

報人，關注時事發展與迻譯西方知識，同時積極參與在地文化與教育事業，涉入

現實的政治，且也是中華商務總會發起人，介入在地社會的發展。在薛有禮逝世

後，葉季允在 1907 年重返《叻報》，更加強傳統中華文化的宣揚，對當時展開的

中國文化民族主義有推波助瀾作用。 

    《叻報》能創刊及長期維持，殖民當局與外商力量的支撐是主要因素，當中

除有一些情誼因素，但現實利害關係恐怕才是主要關鍵，即讓西方人的政治、經

濟與文化要素能獲得保障與強化，這也是《叻報》這項文化機制的重要功能。對

於薛有禮來說，商人、買辦與報館創辦者成為相互幫襯、混雜的身分，也使《叻

報》成為東西方文化調和、接合與轉介的機制。 

    蘇碩斌(2011) 指出，在媒介的社會實踐場域中，印刷資本主義作為媒介的

力量，重點是造成一種「使人想像神聖的特殊文化」，而不是工廠的生產形式。

因此，印刷資本主義塑造了媒介文化環境，當中的各種媒介緊密相關且相互滲透，

影響在其中生活與行動的人們如何看待自身與周遭環境。從前述的各項分析可以

看到，《叻報》在薛有禮與葉季允主導下對報紙這項新媒介的工具式想像下，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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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身強化國家與社會整合的中介功能。 

傳統中國地方社會運作中，「權力的文化網絡」的文化象徵與規範是重要基

本機制，這套機制相當程度上也被運用在早期的新加坡華人社會，早期的頭人基

本上也能掌握這個權力機制，使其能相當有效地維持社群內秩序，成為殖民統治

共構機制的其中一環。當英殖民者逐漸強化治理策略後，原本華社內部的「權力

的文化網絡」，開始被更制度化的納入文化治理中，新的文化機制漸成為文化網

絡的重要部分。能夠承載各種抽象符號的印刷媒介，成為文化象徵與規範的流動

載體，形成新的「權力文化網絡」之部分，因此掌握這項媒介者有機會成為文化

網絡的權力領導人，且新媒介所塑造的媒介文化環境，相當程度改變了社會內部

的文化氛圍，影響社會的感知結構。 

在十九世紀末葉跨域中華感受到的救亡圖存氛圍下，最急迫的工作是強國富

民，這成了報館的重要任務與報紙內容的重要成分。在建構遠距中國民族主義過

程中，刺激了書報、書報社與各種群眾大會等議論空間的出現，但尚未達致哈伯

瑪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狀況。此時新加坡尚未出現明顯對抗國家的市民社會，即國

家與社會並非處於「分離且對立」的緊張關係，而主要是「分離但非對抗」的關

係，且這裡的「國家」更加複雜，並不僅是指向在地的大英國這個殖民者，還包

括了跨域的「中國」。華人在有關公共事務的討論上幾乎限於跨域的「中國」事

務，如中文報紙出現的各派筆戰與討論，關注的是中國的未來，很少涉及本土問

題，呈現本土的去政治化現象。 

新媒介技術與資本主義所促成的「傳播偏向」中，逐漸而緩慢地摧毀傳統知

識，形成一種新的知識壟斷：《叻報》等新媒介的出現，在辦報者盤算中，原本

是要透過這項「工具」，協助中國走上自強之路。然而，隨著印刷媒介越趨複雜

的「技術」發展與經營資本的擴大，它已不是人們可完全掌控的工具，即從波茲

曼所說的「工具使用文化」逐漸成為「技術統治文化」，且其「偏向」逐漸撞擊

與摧毀了傳統知識與文化，改變了物質與心理環境。在新加坡早期的華人社會中，

新媒介技術所產生的能量使傳統文化逐漸過渡與「適應」現代文化，而在現代性

下引進的新知識系統與世界觀，影響其後的社會發展。 

在「現代性敘述」的世界脈絡下，「現代知識」被積極的吸收與傳播，在翻

譯的「轉化的創造」下，使得既定文化出現「創造性轉化」。因此，在《叻報》

長期的迻譯過程中，使現代知識與在地歷史、文化等在遭遇時，出現協商、混合

的總體「效果」，試圖在新加坡建構出在地的新知識與新文化。然而，在逐漸興

起的中國遠距民族主義論述中，民族主義這套道德論述的建構經常擠壓到個體的

主體性建構，轉移與迴避了文化現代性所提出的各種提問。另一方面，殖民政府

很少提供資源與建立制度進行文化現代性的建構，使文化現代性需由社會成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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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擔。然而，知識菁英對於「殖民現代性」的建構未必有很清楚的認知，也未

必有意識地建構自身具反身性的主體，對於絕大部分的個體來說，主體性的建構

更為艱困。 

     

第三節、新媒介推進的中國遠距民族主義 
 

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亞洲籠罩在大英帝國「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

控制下，使得亞洲原本海上貿易的一些網絡也相應改變，且擴大運作的規模和範

圍。至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上半葉，帝國主義開始被民族主義所支配，為了

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展開有效競爭，出現搶奪資源、市場並滿足資本主義國家的

軍事需求。因此，在帝國主義國家和其試圖納入到其版圖中的殖民地、附屬國之

間形成複雜關係(Duara,2010)。此地區長期運作的朝貢體系秩序，在西方資本主

義的市場機制進入亞洲後，與朝貢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融合，且逐漸將其主導位

置讓予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並以此地區民族國家的建立強化了這一體制，因

此，民族國家在亞洲地區的出現並非一個「自然」的結果。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

大英帝國為更深刻影響覬覦已久的中國大陸，以各種管道試圖將傳統中國更全面

的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版圖中，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港市成為重要節點，特別是以

民族主義改造傳統中國，使得大英帝國、殖民地與中國產生更複雜的關係。 

    本文重點檢視的時期是中國民族主義萌芽期，在嘗試從不同面向的分析中可

以看出，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並不僅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所衍生的產物，它還包

括殖民主義者、在地不同華人群體內部的各種力量與新科技等元素之匯集，使得

這股遠距民族主義迸發出相當強大的動力，甚至影響中國大陸的革命。在空間移

動的過程中，空間的距離感讓人們與原鄉產生更深刻的情感連帶，使得在離開故

土之後自然出現的鄉愁，這種情感是內在於比較後的結果。流離海外的華人透過

各種比較，顯現出群體的同一與差異，使得「中國」的形象慢慢顯現，在各種力

量操作下中國的遠距民族主義也得以在新加坡出現。 

    民族主義是以「現代」為形式，卻以「前現代」為實質的道德論述，「現代」

指向西方的進步性；「前現代」則指本土傳統的落後性，兩者經常糾結在一起，

透過各種論述被展示出來，其所產生的動力才能將民族主義建構起來。根據安德

森的說法，印刷資本主義是民族主義得以出現的重要條件，且在印刷媒介上也可

以看到「現代」與「前現代」的矛盾與衝突。海外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所以可能

成形，印刷資本主義所塑造的媒介環境與媒介力之施展是其中關鍵要素，讓更多

人(特別是中下階層)在各種場域中透過口語與文字的溝通中產生共鳴，同時建構

對中國的想像，進而產生動力參與跨域的行動，成了後來眾人所宣稱的「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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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在現代性的發展下，結合印刷資本主義的成型，使得民族主義得以興起。隨

著資本主義愈趨成熟與科技愈來愈進步，長距離的流離遷移者越來越多，他們所

產生的陌生流寓感，經過日常生活中的不斷比較，使得遠距民族主義的出現成為

可能。新媒介的運用，更是創造了無休止的比較可能性，讓他們能同時想像眾多

同胞的存在，協助建構集體意識。十九世紀末中國民族主義開始崛起，它不是僅

在中國本土進行，而是一個跨越地域的實踐行動，不管是清廷、維新派與革命派

等，均在海外華人地區活動，除宣揚自身版本的民族主義，也試圖將中國本土與

海外華人社會連結起來，希望爭取更多資源進行「國家」的改造。  

    對於新加坡這個被殖民的港口城市來說，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這個宗主國在

治理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已不斷滲入，它不僅是政治與經濟的，同時也是

文化的，使得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等問題開始浮現，對部分人來說，原本華人特

性被不斷強調的同時，也開始出現現代「中國」的觀念，且其想像和中國本土逐

漸萌芽的民族主義不太一樣。在新加坡出現的中國遠距民族主義，除了是由孫中

山、康有為和梁啟超及其支持者等少數人所喚起，在地社會和宗主國互動時「國

家」的概念早已浮現，譬如「入籍」一事就是民族國家概念下的產物。隨著殖民

政府欲強化族群分類與從中國引進更多勞動者，使得華人的畛域觀念被削弱，有

利於建構一個更大的集體想像。而殖民者在文化機制等面向的放任，使得主張各

種改革中國者在新加坡有一定的活動空間，讓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這些想法與理

念，使遠距中國民族主義成為可能，從中使西方民族主義觀念能進入非西方人的

生活裡，並推進了現代化的觀念。 

    印刷媒介不是傳散工具，而是人們置身的生態環境，足以形塑了當世人的時

間觀念與空間型態，其作用力有助形成遠距民族主義，讓人們在逐漸脫離傳統社

會形成個體時，也同時建構集體的認同，想像自身同胞的存在。此時新式教育的

開展，也使得越來越多原本是潛在的讀者成為實際的讀者，民族主義更有可能不

斷蔓延，至二十世紀中期前，新加坡華人社會瀰漫相當濃厚的中國民族主義，隨

後因為整體環境的改變才出現認同的轉向，遠距中國民族主義才逐漸淡薄。 

    此時期在新加坡的士人和知識分子，大致上確實是承接了中國知識分子對

「現代性」的看法，但實際情況可能更複雜，譬如接受英國殖民者栽培的土生華

人精英，其所關懷的不僅是中國，也包括本土，然而對於殖民現代性中的帝國主

義與暴力等較為忽視。從林文慶的例子可以看到更複雜的實踐，他不是完全地移

植西方或中國，而是還有在地的關懷，試圖在理念層次、情感面向，以及現實利

益和權力掌握的糾結中尋找可能出路，也展現在地華人的異質性；在媒介操作與

運用上更多豐富，與跨語際的不同群體溝通與交流。林文慶以豐沛的活動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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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媒體進行各種跨界的交流，如語言的界線、文化的界線與地域的界線等，讓

各群體能夠溝通與交流，其實已違背在地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等策略，其特殊身分

與所擁有的資源 161讓這些反叛的實踐成為可能。 

「民族國家」(nation-state) 內含兩元素，「國家」是一個理性的制度模式，

而「民族」中的民族主義卻是一種新建構的集體情緒。基本上來說，在林文慶從

英國學成歸來至 1911 年為止，「民族國家」的認同出現分裂狀態，這個「國家」

指向培養與重用他的大英國，當然還有他的英籍身分；至於「民族」部分，則指

向土生華人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群體情感意識。當中「國家」與「民族」認同是

矛盾與衝突的，他對「民族」身分的反思與認同，主要來自他的「東方」身分在

英國「國家」之下被歧視的經驗有關，而儒家文化主義讓他找到出路，然而，他

也和許多清末民初知識菁英一樣，對於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擴張行徑的正當性較少

質疑。在「中體西用」與「進化論」的理論指導下，只有在族力改善才可能強化

「民族」(華族)身分面對「國家」(英國)的歧視，然而，當林文慶嘗試要處理自

身與所屬群體的問題時，是以西方現代性為進步或落後的指標，且視為必須追求

的目標，這使他難以形成批判態度檢視現代性，使現代性成為具有規範的性質，

不易在更有意識的批判與反思態度下展開本土的現代性。 

總體來說，在新加坡的殖民現代性中展現了殖民主義、遠距民族主義與現代

性之間的辯證關連，文化機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新媒介所建構的環境，

讓這些元素逐漸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與傳統、自身需求等產生交混與協商。

然而，在整體結構過度強調理性化的情況下，對文化現代性造成壓抑，難以提供

更多資源發展個體在主體性的建構，特別在自我反身性部分，使得不易開展對殖

民體制的批判與反思，這些局限都抑制了個體的能動性，影響了其後本土現代性

的開展。 

 
 

 

 

 

 

 

 

 

 

                                                     
161 林文慶除活躍政壇，很早就開始展開有關商業的經營，曾擔任多家公司的董事，讓其有一定

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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