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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播學理中，族群媒介一方面被認為是從少數族群的主體位置來打造或定義

該族群身份認同的有效工具，具有抵抗主流社會文化霸權的意義；另一方面也被

認為有幫助少數族群成員融入當地社會的機能。在馬來西亞，族群差異政治一直

是非馬來人不滿的根源。那麼以維護、弘揚華人文化，並以反對種族霸權為辦報

精神與理念的中文報業，是如何在報導中再現出象徵並保障馬來特權的統治者？

而在閱聽人看來，又有著什麼樣的意義？為此，本研究採論述分析方法，以《星

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及《東方日報》五家中文

報近年一系列針對柔佛王室的新聞再現報導為分析對象來予以詮釋，並以訪談法

來探求閱聽人對相關報導的回應。 

研究發現中文報除了呈現出柔佛王室對時下公共議題的關懷外，也多以王室

同華社間友好情誼的歷史事蹟，或王室對各族節慶的參與等為論述機制，並以族

群認同中的食物、血緣關係等符號為報導主題，將原來象徵馬來特權的王室與華

人社群之間的緊密關係進行串聯。以此不單型塑出柔佛蘇丹對各族群或弱勢團體

關懷的慈善形象、亦是對種族主義零容忍、提倡並促進族群和諧的開明形象，建

構出柔佛州子民在開明王室庇護下多族群和諧共存的多元文化意象，展現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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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對各族文化的承認，這樣的再現報導同時也反映了華裔族群對政治時局的不

滿與族群平等的期望。而從對閱聽人的訪談結果看來，儘管許多受訪者對中文報

的論述方式抱有質疑，卻普遍對中文報所再現的王室事蹟給予肯定，部分閱聽人

更認為王室的一系列舉措將能夠為族群關係帶來正面的效果。 

關鍵字：族群媒介、中文報、媒介再現、柔佛王室、馬來西亞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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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media is a media for a particular ethnic community, and normally for the 

ethnic which is minority in its country. Not only it can be seemed as a tool for develop 

identity to the ethnic that it serves, but also help the minority to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Malaysia,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s the source of non-Malay 

dissatisfaction. In this case, why and how the Malaysian Chinese medias represent the 

Malay Rulers who are also the symbol and protectors of the Malay privilege, and 

meanwhile claim to mainta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oppose the racial hegemony? And 

how would the audiences react to these representation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five of the mainstream Chinese 

newspapers in Malaysia, this study found that besides showing the Sultan of Johor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public issues, the medias would report the history of good 

ties between the Johor roya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dditionally, the medias 

would publish the news about the royal participate in all ethnic or religious group’s 

festival, or using the symbol of ethnic identity such as food or consanguinity as themes 

of news, to tighten or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yal and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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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n these account, the newspapers not merely have fabricated the kindly 

image of Johor Sultan for all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for those vulnerable groups, but 

rather an enlightened monarch who intolerance to racism. As a result, the medias had 

display a harmoniously multicultural phenomenon under the shelter from the Sultan. 

Furthermore, it brings out the message that the Sultan, a leader of nation, had recognize 

the equal rights of all ethnic. And to most of the audiences, who were interviewed in 

this dissertation, were highly appreciate for the jobs that the Sultan had done and 

supposed it may br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Overall, it may say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in medias had satisfy and reflect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their expectation of ethnic equality. 

Key words: Ethnic media、Chinese press、media representation、Royal of Johor、

Malaysia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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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在許多馬來西亞族群關係的相關討論中，因受歷史因素與憲法的影響，該國

統治者一直被當作是馬來人特權及馬來民族的象徵符號。而馬來人特權背後所代

表的族群差別待遇體制，即是非馬來人對現實政治不滿的根源。此外，長年以來

各州王室成員亦因濫權問題而常為人所詬病。然而近年以來，馬來西亞中文報章

對尤其柔佛王室的大肆報導，卻似乎建構出了一種相對於以往，王室更為親民、

對各族群一視同仁的形象。在馬來西亞，中文報章往往自我宣稱是捍衛當地華人

權益、反對種族霸權與維護族群和諧的發聲公器。那麼這些中文媒體對馬來統治

者近年來形象的再現，是否達到了上述所言之辦報理念，是為促進社會團結，並

推動多元文化的發展？還是這樣的報導結果帶來的依舊只是族群的分化？而閱聽

眾又是如何對王室在媒介中的形象再現進行詮釋？ 

    黃錦樹（2014）在〈我們的民國〉一文中提到，馬來西亞民主制背後的實質是

封建制的操作。由統治者議會選出的最高元首，其權力的掌握主要是由馬來人組

成的軍隊警察支撐，基本目的是維持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優勢。而所

謂的馬來人至上，陳貞榮（2011）在其碩士論文中論證出，凸顯的即是一種文化霸

權的存在，是一種對非馬來人進行支配與宰制的論述。可是這種維持馬來至上的

觀點，在馬來左派學者 Syed Husin Ali（2013）的眼中，卻又是另外一種光景。Ali

在其作品中以「倒退或改革」（regression or reform）為書名副標題，進行了對步入

現代化國家後，馬來統治者為人所詬病的行為大加批評。在一個與其他國家間的

君主體制進行比較的章節中，Ali 以警告的口吻告誡馬來統治者，人民擁有推翻腐

敗王權與體制的力量和決心。這樣的觀點與英國學者 C. W. Watson（2005）的論點

若符合節。Watson（2005）在其多元文化主義的著作討論中樂觀地認為，隨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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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文化正不斷地被重構與更新，因此原來作為民族認同中典型特徵的馬來

君主制正日益遭到排斥。Watson 依據的是，成功的現代經濟與市民文化的導入正

逐步消弭族群間的隔閡。 

    就黃錦樹與 Watson 的觀點而言，都顯示了馬來統治者的角色似乎並不利於產

生平等的族群關係或相斥於公民社會。但這樣的觀點受到其他學者的挑戰。Anthony 

Milner（2012）從統治者的社會文化角色（sociocultural role）作分析並結論到，對

於現今一個日益分化的國家而言，馬來西亞君主立憲的體制提供了凝聚社會的一

種可能。換句話說，馬來統治者的社會文化角色還是屹立不搖，特別是在當馬來

西亞的政治、文化、族群與宗教越發分化的情況下，更凸顯了統治者在凝聚社會

文化上的重要功能。  

    除了學者間的觀點討論外，馬來統治者的意象是如何被傳達到社會各個階

層、群體之中呢？除教科書外，近年各媒體也有著關於王室的大幅報導，並顯現

了人們對王室的討論、支持與推崇，而這樣的現象卻又與上述來自輿論或學界的

批評有所差異。顯見透過媒體的報導不但使當今的馬來統治者更為各族群所熟

悉，媒體對王室新聞報導的意義亦是值得探求的議題。  

一般而言，族群媒介的核心意義被認為是為國家內的少數族群在建構/彰顯主

體性、或作為反抗文化霸權時的工具（林福岳，2011）。然而，族群媒介除了有著

文化保存與團結族群的積極意義，也有幫助少數族群融入當地社會的目標與功能

（Karim，2010）。那麼本研究想要處理的問題是：通過對馬來王室的新聞再現案

例作分析，中文報在馬來西亞的國族建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一種角色？即如何在

維持族群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同時展開公民平等權利的追求？而當馬來西亞的中

文媒體以「華社三寶」之姿（另兩個為中文學校和華人社團），以維護、弘揚華

人文化，反對表現在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種族霸權，並以此為辦報精

神與理念時，又是如何以華裔族群為最主要讀者群的眼前再現與論述象徵馬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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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統治者？這樣的再現是社會團結的契機，還是持續了族群差異與不平等？而

在媒體的再現下，閱聽人對報導的詮釋能動性又是如何？ 

第二節、研究目的 

一、社會整合與認同：大馬華人與國家認同 

媒介對社會整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是使個體降低社會參與度的離

心元兇，抑或是凝聚社會的推手？傳播理論學者 McQuail（2010）認為，如果

依個人樂觀或悲觀的觀點來審視，則無論媒介產生出對社會的是離心或向心

力量，都會帶有正面與負面的結果。例如從向心效果來看，樂觀的觀點將認

為媒介具整合與團結社會的力量；反之，悲觀的觀點則認為媒介對社會的離

心效果將導致認同的喪失。 

在馬來西亞，族群政治一直是項熱門議題。而「在長期深受種族主義政

治霸權斫害」下（許德發，2015），被視為外來者（pendatang）的華人如何彰

顯自身對在地、對國家的認同就是值得被關注的議題。中文報紙對作為馬來

民族象徵的王室的報導是否型塑了華人對「馬來人支配」（Malay dominance）

的承認，亦成為本研究探索的目標。 

二、閱聽人態度與角色 

在馬來西亞，中文報紙被視為是代表該國華人的喉舌與工具。然而這樣的指

稱卻似乎將華裔閱聽人置於被動的角色，因為這一指稱預設了報紙的報導即是華

社的意見。也就是說，這樣的指稱似乎忽略了族群內部各成員間的差異性。而當

馬國四份發行量最多的中文報紙《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及《光

明日報》均同屬報業鉅子張曉卿旗下時，這種幾乎形成對中文報業的壟斷格局更

進一步排除了華人社會中多元的聲音。（莊迪澎，2013）因此，閱聽人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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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的詮釋或對這些族群媒介（ethnic media）的認同態度為何，就成為本研究探

尋的目標。 

第三節、文獻探討 

    本節首先對何謂「再現」作出明確的定義，以解釋媒介是社會的中性反映，

抑或是通過選擇、加工來對特定觀點進行強調。接著從族群媒介（ethnic media）的

概念來檢視大馬中文報如何實踐族群媒介的角色與功能，並提出相關疑問。再者，

因為媒介過程不僅僅是從產製者到閱聽人之間的單向流動，因此接下來除個別針

對馬來王室、中文媒體與華人社會進行梳理分析外，也將帶出三者間的關係，並

從這些討論中提出問提意識。 

一、媒體再現   

   「媒介在反映社會的同時，亦是影響社會的建構者」這一當今普遍被接受的觀

點，並非不證自明。在上世紀 70 年代末媒體效應（media effect）的討論中，基特

林（Todd Gitlin）與霍爾（Stuart Hall）等學者先後對原先作為主流典範的皮下注射

模型（hypodermic model）與兩階段流程（two-step flow）理論的批評，讓人們理解

媒體在訊息傳播時，也對內容進行了的高度性選擇與呈現方式，也就是本節所討

論的媒體再現問題。 

    持皮下注射模型的觀點認為受眾無法抗拒媒體的影響力；而以商品廣告與選

舉為研究對象，提出兩階段流程的拉薩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則進一步指出，受

眾的觀點其實更是受到社區中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對媒介訊息詮釋的影

響。對此，基特林對拉薩菲爾德的批評是，這種只對短期態度與行為改變做狹隘

的效應測量，忽略了媒體在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上的力量。即是說，受到國

家或資本的支配，媒體在傳遞、報導某個議題的同時，在對議題內容的選擇上——



 

5 

 

認為什麼應該是焦點而什麼又該被邊緣化或不那麼重要，也決定了閱聽眾能夠或

只能夠接觸到與理解到哪些內容。（引自 Smith, 2004） 

    霍爾同樣對拉薩菲爾德等人的經驗研究展開批評。簡單地說，以拉薩菲爾德

為代表的此派學者樂觀的認為美國社會與當時受意識形態支配的歐洲社會不同，

其多元社會的維持依靠的是「共識」的達成。因為研究的結果宣稱了「媒體效果

並不直接，而是被其他的社會過程所中介」。霍爾指出，這樣的立場忽略了媒介

對意識形態的承載，以及媒體在通過看似不偏不倚地反映輿論的報導中所促進或

達成所謂的社會「共識」——實則在表意的政治中維持了特定團體的利益——這

一假象的影響力。因此在反對「媒體只是將事物呈現出來」這一觀念的討論中，

霍爾指出： 

…媒體不只是再生產「現實」（reality），它定義了什麼是「現實」。

籍著所有的語言實踐，經由選擇定義，再現「真實 」的做法，現實的

定義就被保存與生產出來了。但是再現（representation）是一個非常不

同於反映（reflection）的概念。它意味著結構化與形塑，揀擇與呈現的

積極運用，不只是傳送既存的意義，而且是使事物產生意義（make things 

mean）的積極勞動。它是意義的實踐與生產…媒體是表意的作用者。

（Hall，2001：84） 

    這裡也就解釋了媒體的再現：它不單是對事實的簡單呈現，媒介同時也傳達

了傳播者的意向、成見，進而建構受眾的認知。許多學者也認為，再現是選擇過

程的結果，這端視乎媒體的議題設定。也因此所有的再現都是以不完整且狹隘的

方式「再呈現」（re-present）了外在世界，也建立了閱聽人對那些事實的詮釋框架。

（Croteau & Hoynes，2001；Devereux，2010； Hodkinson，2013）那麼行文至此，

或許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對王室的報導，呈現在閱聽眾之前的王室成員形

象與特質也是媒體形塑下的結果。那又是哪些條件決定了媒體對報導的呈現樣



 

6 

 

貌？全球化下，儘管許多當代的媒體集團是跨國經營，但毫不意外它們仍受到所

在國家設定的各項審查制度所控制與約束。霍爾（1982）就引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稱呼媒體。此外，以盈利為其目標的媒體集團對新聞

的再現就如同產品設計，其目的即是為滿足作為消費者的閱聽人之期望，因此我

們也可說新聞再現的內容同時包含著閱聽人間接的作用。但這樣的設計並非是虛

構的，它更是與事實息息相關，是與所在社會互為文本的。由 Jeff Lewis（2012）

以英國已故戴安娜王妃作為媒體對文化形構的討論例子可說是最鮮明例證，當中

也可看見媒介如何根據商品、消費、權力和利益的意識形態被操控著。 

    Lewis 認為，戴安娜現象之所以能夠引起大眾的共鳴與接受，是媒體根據民眾

的興趣與消費實踐所建構出來的，這也決定了這種建構的成功與否。戴安娜的形

象是建立在人們對皇室光輝、美貌與慈悲的想像之中的。媒體運用人們在童話、

通俗文本中對皇室想像的經驗，讓戴安娜的故事與生活變得更豐富、活力與充滿

情感。這樣的形象建構的脈絡是商品化的，它成功強化了資本主義及媒體與皇室

的地位和正當性。因為在另一方面，媒體再現出的戴安娜—優雅、母性、女性廉

潔，成功將這「世襲特權的不公與專制的統治，經由大眾的想像、戴安娜慈善的

展現與民主的態度調和了」。 戴安娜的善舉掩蓋了她所擁有的特殊社會地位，而

這些善舉正是構成戴安娜特權與威望正當性的基礎。（Lewis，2011） 

二、族群媒介 

族群媒介，依日籍學者白水繁彥的定義，是指服務在族群識別上位居少數的

特定閱聽人之媒體。（白水繁彥，引自邱琡雯，2003：74）那麼族群媒介有著什麼

樣的特徵？從離散族群來看，族群媒介是離散族群與原籍國之間的連接

（Hodkinson，2013），而在大眾媒介往往都服務於多數族群的利益情況下，族群

媒介的創設與使用就成為服務少數族群、保存他們重要文化遺產，並從主體位置

來打造、定義身份認同的有效工具（Karim，2010；林福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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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所述看來，族群媒介所彰顯的意義就是對主流社會文化霸權的抵抗、

一種對自身主體性的證成。（林福岳，2011）因為主流媒體對少數族群的再現，往

往充斥著偏見與刻板印象，進而導致了歧視或敵意產生的可能。換句話說，這樣

的再現也隱含了主流社會對少數群體在權力關係中從屬的再生產（Hodkinson，

2013）。因此如果說大眾媒介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機制，那麼就必須保障的是各族群

的傳播權力。因為保障各族群傳播權的邏輯，是建立在對核心價值為「保障、實

現及尊重有可讓人選擇參與的文化活動或文化表現的存在」的文化多元性的肯定

之中，這是唯有如此，個人或群體也才能擁有自我決定與實現的展現（徐揮彥，

2009）。 

那麼就以上概念來看，大馬的主流中文報是否可算是族群媒介？答案大致是

肯定的，以號稱銷售量居冠的大馬中文報《星洲日報》為例，該報社長張曉卿常

年論述的「文化中國」不但強調了大馬華社與中國在情感與文化上的跨國離散連

接（莊迪澎，2013），在 2008 年該社所出版的《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

上》一書中也不難發現其對於保存、傳承文化的宣稱與實踐。1「傳播權」方面，

書中也多次以維護中文讀者的「知情權」，來伸張其辦報的權利。 

除以上所述的文化保存與族群團結的目標外，Husband 認為族群媒介也有著幫

助少數族群成員融入當地社會的機能（Husband，引自 Karim，2010）。也就是說，

族群媒介一方面有著維持少數族群在主流社會之外自我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也

有著推動少數族群融入主流社會之意義。因此如研究早期美國移民媒體的都市社

會學家 Robert E. Park 即關心：「移民報刊的存在到底是促進移民快速同化於美國

社會、抑或是加速遠離？」。（Park，引自邱琡雯，2003：74）這種看似雙向的功

                                                 
1 例如第一章〈傳承、紮根〉中寫到「…在馬來西亞，華文報不僅只是華族文化的結晶，更是華裔族群的喉舌，既傳達國

情，也反映民情；既傳承華族傳統文化，也詮釋中華文化開枝散葉的壯麗進程。」（頁 20）而在實踐上，則祭出了《花蹤》

文學獎，以社長張曉卿的話來說，其目的即是：「…喚起整體華社對自己文化的熱愛和省思…希望在文化精神的傾注下，

永遠散發出民族的活力」。（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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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時反映在了 McQuail 於媒介在社會功能上的討論之中。在媒介與社會流動關係

的議題上，McQuail 認為媒介或能能從中「以另類的價值體系，潛在地削弱傳統價

值」，或是透過「提供一套共同價值與資訊，將新來者整合進入都市社群中，並

型塑他們的認同」。這即是指，媒介原則上能夠同時起著支持與破壞社會凝聚力

的作用。而這兩種作用則分別強調了人們對社會參與、融入的向心（centripetal）

與離心（centrifugal）情況。（McQuail，2010）那麼大馬中文報是否發揮了幫助華

社融入社會的機能呢？在帶有族群差異，甚至是不平等關係的國度中，大馬中文

報如何在維護、弘揚族群文化的同時，推動華人社會與主流的馬來社會之間的正

面互動、推動多元文化的發展，而帶來的效果又是為何，就成為了本研究的關懷。 

在馬來西亞，關於族群互動的媒介內容題材選擇自然有很多。然本研究選擇

中文報對柔佛州馬來王室的再現為觀察對象，是因在族群關係一直說不上融洽的

環境下，作為馬來民族主義象徵符號的王室卻獲得了各中文報不斷的正面報導，

對於本研究在本論文中的議題關懷，即媒介在社會整合中的角色，顯得相當契合。

接下來，將探討學界對媒體與王室之間還作了其他哪些面向的討論。因為通過接

下來的案例討論，將更能理解媒體與王室的關係與兩者的互動對社會所產生了哪

些影響。 

三、媒體與王室 

    歷史學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其《製作路易十四》（2005）一書中，通

過自 17 世紀留存下來的油畫、雕像、文字與其他媒介，分析了法國路易十四公眾

形象的製作、傳播方式與接受過程，同時反映了藝術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關係。書

中亦呈現路易十四「形象再現的危機」，這樣的危機產生於當時特定的時空中：

君主神話與啟蒙思想間觀念的衝突。另外，對比於展現王權中靜態的油畫、雕像

等物，彼得伯克也引用人類學家格爾茲「劇場國家」這一動態概念，與社會人類

學家高夫曼所強調的日常生活中「自我表演」的重要性，來分析路易十四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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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所帶出的意義。史學家 J.M. Gullick（2008）亦以 The Making of a Monarch 一文，

對馬來西亞雪蘭莪第五任蘇丹蘇萊曼（Sulaiman）從孩提時代至繼承王位前夕的生

平做描述，呈現蘇萊曼如何在邁向王位繼承過程中，通過在各項事務的參與與表

現，而得到英國殖民官員與馬來政治圈內的認肯。但這一形象的建構所要面對的

最主要「受眾」是當時的殖民者。 

    由上可知，無論是 17 世紀的歐洲王室或 19 世紀的馬來王室，其政權合法性除

了源自血脈的繼承，一方面也透過各種文化表徵如儀式、器物、表演等媒介來確

定人們對其身份的認同。在當代，王室的特權與地位固然來自世襲，然而正如前

文引述 Syed Husin Ali（2013）的話，至今王室的合法性已有很大部分依賴於國民

的意向。Donna J. Amoroso（2014）甚至將馬哈迪對王室的挑戰視為是平民對特權

階級的挑戰。那麼對於現今的王室，其合法性又是如何從國民的承認中取得？在

當代，媒體對社會與文化的決定性影響已毋庸置疑，至少就歐洲的情形來看，王

室的合法性即是通過擁有著無遠弗屆的傳播能力的媒介對王室形象的建構與再

現。以後現代的視域，Neil Blain 與 Hugh O’Donnell（2003）探討了自 1980 年代

以來西歐五國王室如何在經歷社會變遷的過程下，從政治、歷史與經濟層次上所

謂的深層文化維度，轉變到當代由媒體所建構出的消費文化之中，並同時維持其

君主立憲體制及其霸權地位。 

    首先就時間點來說，後現代性是現代社會的延續與超越。然各國之間會因不

均等的發展進程而處在不同的階段。當西班牙的卡洛斯（Juan Carlos I）結束了象

徵前現代的佛朗哥政權時，2000 年由現任國王，當時的王儲費利佩六世（Felipe VI）

與挪威籍內衣女模的戀情所形成的媒體事件則將波旁王朝帶向了新的歷史進程

中。因為在 1981 年的卡洛斯拒絕了軍事政變的同時，波旁王室也因卡洛斯締造的

民主守護神話而受到社會的尊重，這樣的尊重體現在媒體對王室事務報導的忌諱

之中，然而隨著西班牙政治邁向自由化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跨國的商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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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國家控制，媒體在王室報導上顯得較之前更為肆無忌

憚；而在歐洲另一角的挪威王室為了應付共和制的呼聲而表現得愈加平民化時，

一份挪威報刊評論為這是挪威君主制轉向現代化的開始，但同時也是結束的開始

（Blain & Donnell，2003）。  

    接著 Blain 與 Donnell 以 Charles Jencks 的雙重編碼（double-coding）來解釋處在

混雜的符碼意義之中的歐洲王室：他們似乎已無所作為，然而在政治上仍是重要

的。作者舉例，探究戴安娜或威廉王子相關的新聞報導背後的意義已無關緊要，

因為這些現象純粹是經濟關係的，是媒體塑造的產品；但同時難以否定的是，王

室在政治上對民主制度的維持依然重要。深入地說，當現代的生產模式已從福特

主義式的大規模生產轉變到大衛哈維所標識的彈性累積（flexible accommodation）

之中時，生產者所產製的即是為了滿足消費者需求。因此在媒體工業中，王室成

員的形象與事件均被媒介化（mediatization），提供並滿足人們對王室私生活的好

奇與想像。正如媒體產業對明星的製作與消費一般，英國的戴安娜母子亦成為了

人們眼中的王室名媛。同時隨著後現代中美學品味改變，高、低階文化的界限趨

向模糊，媒體對流行文化的打造迎合的是大眾品味。因此相對於其他王室成員—

作者在保守的伊麗莎白母親與威爾斯王妃的比較中，後者成為了「人民的王妃」。

傳統上充滿政治意義與文化符碼的王室婚禮更開始伴隨著各種商業活動的蓬勃發

展而成為消費品。在英國查爾斯 1981 年的婚禮中，各啤酒廠商以慶祝之名大量生

產並銷售產品；保險套製造商與博彩業也趕上了 2001 年荷蘭王儲、現任國王威廉

亞歷山大的婚禮（Blain & Donnell，2003）。 

    無論如何，隨著 1980 年代以降人們對政治的失望、歐盟的形成所帶來的國家

去中心化等趨勢的發生，各國王室面臨了再現的危機。當他們已難以在多元文化

的社會中能夠指稱代表任何團體時，通過媒體對意識形態的重塑就成為了王室維

持霸權的重要工程。Blain 與 Donnell 從英國以外的媒體就 1997 年王妃喪禮報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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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中，指出了官方媒體如何通過合法性、統一、分裂與物化等機制，來實踐意

識形態的操作2。然而就這種自媒體的意識形態建構，作者引用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的批判觀點認為，是虛假的，且是與現實面不存在實際關係的。例如

在出席王妃喪禮的民眾中，有者只是純粹娛樂性質的參與，而不是媒體所宣稱帶

著悼念的心情，更不是媒體宣稱的，國家已再次於這場王室喪禮中團結起來；再

例如，人們相信並同情媒體所宣傳的，溫莎成員因王室的身份而失去了像平民般

的個人自由，因而即使處在貧窮線下的人們也情願滿足於自身潦困但自由的現

況。因此可以說這種虛假的建構成功地掩蓋了在英國愈加不平等的社會階級關係

中，包括媒體、王室、土地貴族、政客、倫敦新貴等利益團體對霸權的掌握（Blain 

& Donnell，2003）。 

    另一方面，大陸歐洲的王室也開始了其政治現代性工程。如比利時在 1999 年

的皇室婚禮中已不見傳統的形式或歷史的元素。無論是婚禮中團結國民的主題，

或是婚禮過程中給予的商業利益，都是對當時的國民訴求與比利時一系列社會危

機的回應。 在面對上世紀末的一系列社會危機—布拉班特屠殺事件、戴奧辛污染

農畜用飼料事件、國王私生女傳聞等事件的同時，比利時還長期被不同語言區的

地方分裂問題所擾，王室合法性受到質疑。因此希冀通過王室婚姻來達致國民團

結的共識，王室在此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另外則是重塑人們對王室的認同。在

媒體的報導下，這場慶典再現了平凡而又普天同慶的貴族婚禮、親民而又童話般

浪漫的新人，同時還強調了王室屬於人民並服務於人民。但終究這場婚禮是否能

拯救困境中的比利時仍遭到了質疑（Blain & Donnell，2003）。 

                                                 
2 這幾項意識形態的操作機制由 John B Thompson 提出，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如在媒體上不斷播放象徵傳統的王室

典儀；統一(unification)，像是 BBC 在戴安娜喪禮中呼喚人們的集體身份認同；物化（reification）：王權被自然化，使之被

認為是永恆的、自然的；分裂（fragmentation）:將潛在對手如反對王室的共和主義貼上負面標籤。（Blain & Donnell，2003：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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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個別歐洲王室通過媒體所呈現出的舉措，除了出於維持其合法性的考

慮因素之外，也是對當時的國內政治趨勢與社會問題所作出的回應。將這樣的視

野投放在本次的個案研究之中，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們該怎麼理解馬來王室

與媒體近年來積極的互動關係？而媒介對柔佛王室的再現又因應了什麼樣的社會

需求？或許正如媒體工作者廖珮雯（2016）所指，雖然目前在中文報章已有被相當

多篇幅的報導，但卻未有相關馬來統治者形象建構的研究。那麼接下來的討論，

本研究將另闢蹊徑，嘗試從歷史的脈絡去理解馬來王室在當代社會中、在政治上、

在族群關係上處境，以尋求解答上述問題的背景。 

四、馬來王室 

    就馬來西亞統治者的相關研究，學界大多以政治或歷史學的視角做討論。議

題或圍繞在前殖民時期統治者在政治文化中的角色，或殖民至獨立期間統治者權

力的轉變；當代的談論則圍繞在馬哈迪政府執政時期，兩度與統治者的衝突所導

致的憲政危機之中。底下本研究就從這兩類文章作為討論的起點。 

    Kobkua Suwannathat-Pian (2009) 的文章呈現了馬來王權在 19 世紀末至 1948 年

間歷經英、日殖民統治後的轉變。她認為馬來王權最根本的改變當從英殖民所推

行的參政司體系（Residential System）始。這時期的學者型殖民官僚視馬來王權為

東方專制，因此認為有必要在英國的指導下建立一個理性、有效並利民的行政體

系。參政司制度下，邦內行政事務除宗教與馬來習俗外，需在英國參政司的同意

下才以蘇丹之名施行。這表示雖然統治者王位得到保存，卻也喪失了實際的行政

與財政權力。1896 年馬來聯邦成立，吉隆坡成為英國進行管控的行政中心後更加

速了各邦統治者權力的萎縮。但在英國大幅維持著各邦傳統行政組織與政治結

構，並有計劃地打造與維持王室形象的情況下，對馬來群眾看來，傳統秩序依然

在被維持著。英國以此有效進行著非直接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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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日本的到來不僅迫使英國暫時的撤離，也改變了統治者與馬來人之間被認

為是唇齒相依的緊密關係。縱觀整個日治時期馬來統治者權力已被幾近架空。此

時各邦蘇丹在日本殖民者設立的議會淪為徒有虛位的諮詢委員會副主席一職，且

隨著津貼的減少而更失去了傳統的禮遇。對比統治者無力提供人民保護且讓人失

望的表現，此時的非王室馬來精英得到了在英國人離開後所留下的公共職務的補

缺和歷練，並在日本為取得支持而實施的伊斯蘭政策與為了鞏固統治而實施的教

育政策下，強化了馬來共同體及戰後民族自決的意識（Suwannathat-Pian，2009）。  

    戰後各州王室原預期英國的折返將使他們回到戰前狀態，但重返的英殖民為

能更直接統治而推出了馬來亞聯邦計劃（Malayan Union）。在此計劃下，各州主權，

包括伊斯蘭事務與馬來習俗方面的決定權都將交予聯邦總督、非馬來人亦將獲公

民權，馬來精英因而覺得主權喪失而展開了戰後的反殖民鬥爭。經此往後，領導

馬來人鬥爭的已非這些繼承傳統的王室成員，而是從官僚體制或宗教中產生的各

馬來精英（Suwannathat-Pian，2009）。自此，原來傳統的馬來王權在馬來亞建立後，

即轉變為馬來民族主權的象徵，行政權力已交由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政府

所行使。 

    Amoroso（2014）以當代馬來人的困境為問題意識，解構了統治階級如何借用

英國帶來的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為己用，從殖民主義的風暴中倖存，並在戰

後搭上民族主義的順風車，於獨立後以民族守護者的巫統此一政黨之姿掌控了馬

來西亞的政治霸權，但這樣的歷史進程卻也使得當代馬來人在邁向進步與保留傳

統以維繫族群認同之間舉步維艱。首先作者指出英國在為馬來半島帶來西方行政

體系改造時，卻又認為馬來人無法被文明化，因此需保留傳統以作為馬來族群存

留在世界之林的唯一手段。這樣的認識不單是帶偏見的，所推行的傳統主義表面

雖是維持原來的社會結構與權力架構，但另一方面也為保證其殖民合法性而對被

殖民者做了觀念上的改造。例如在傳統主義的兩個面向中，其一類似安德森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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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想像的共同體，即在對傳統的想像中，人們須「已遺忘」（already forgotten）

傳統的海盜行為、抽食鴉片的統治者與剝削剩餘的長官。以此，在類似去蕪存菁

的概念，將負面的傳統遺忘，只記得正面的傳統。其二則類似於霍布斯邦「被發

明的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即加入許多新元素到對統治階級的改造之中，

如表現王室權威、加入西方元素的儀式與慶典、官僚化下對蘇丹、王室與官員的

職權劃分、國界的確立等。面對殖民者帶來的改變，馬來統治階層迎合了時局的

變化而倖存下來。因為明確的職權、領土劃分使王位繼承避免了先前的挑戰，英

政府給予的賠償與津貼也增加了統治者財富，王室公開、炫富式的慶典與儀式宣

示了馬來人仍然掌握著權力，但這些舉措實則遮蓋了殖民統治的事實；而在地方

行政上，因地方事務的運行仍需依靠人脈的關係而使得部分馬來貴族與長官在官

僚化過程中被保留下來，並在接受西式教育與文化熏陶的同時，逐漸在後來取代

了王室的政治領導地位。 

    1920 至 30 年代，當城市的馬來平民體驗了各種現代化生活與思想，並在戰後

民族主義的影響下，開始了對統治者權威的質疑與挑戰，此時的馬來貴族與官員

已是掌握權貴位置的技術官僚。以維護馬來傳統、伊斯蘭與統治者之名，新一輪

的傳統主義被這些貴族官僚而非王室家族所掌握。以拿督翁為代表，他有效的以

民族主義為號召進行政治動員，所創建的政黨巫統（UMNO）不單攫取了其他馬來

民族主義政黨的反殖民果實，也成功保存了馬來貴族精英的政治資源，直到遭遇

以平民出身的馬哈迪挑戰（Amoroso，2014）。 

    以上兩位學者都呈現了馬來王權在經歷殖民與二戰後的式微，政治權力由殖

民者轉向現代由巫統代表的代議制政府。然而馬來王室仍然被視為在維繫民族認

同與政治組織上是重要的，這或可從馬來人的觀念來考察。Anthony Milner(1991，

2011)從馬來語 kerajaan 一詞的精闢分析中指出，對馬來人而言，蘇丹不單是國家或

政府存在的條件，也是馬來人身份認同的象徵。因此可想而知，巫統在國家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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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時，以王室作為族群號召旗幟的重要意義了。那麼王室與巫統在建國後的關

係又是如何？Hari Singh（1995）以 1993 年的憲政危機為背景，呈現獨立後統治者

與巫統領袖的關係。他認為國家獨立後，傳統權威和憲法所賦予的角色的結合，

使統治者處在與巫統領導幾乎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兩者作為政治上的同盟，存在

著利益交換的考量。如訴諸效忠君主這一傳統，巫統領袖得以對抗來自伊斯蘭黨

的競爭，並維持其在國家與黨的地位。州統治者也能以此抵消伊斯蘭黨對馬來世

俗民族主義的拒絕以及社會主義團體反封建主義的壓力。但巫統與統治者仍產生

摩擦。除多年的王室醜聞為中央政府帶來困擾，1969 年族群衝突後終於浮現的馬

來人困境問題與馬哈迪和統治者間交惡的關係，最終推引了統治者與巫統關係的

生變。3  

    1969 年後，政府急欲帶領馬來人步入現代化發展。然而現代化趨勢擾亂了馬

來人附著於封建體系中的傳統價值。統治者的傳統權威已不及由馬來中產階級、

非馬來人與外來移民盤踞的城市。此時效忠的口號已不能保證巫統的城市選票，

甚至在新經濟政策下，王室與馬來中產階級還產生爭利情況。1980 年代，進入金

錢政治後的巫統已不能忍受王室的競爭。且經過與中央政府密切合作的官聯公司

的設置與公務員體系的改變，國家逐漸步入中央集權化，以國家為效忠對象的新

馬來人身份認同減低了各州蘇丹在這認同的核心位置。當巫統面對 1990 年慘勝的

選舉4與黨內分裂5時，試圖修改統治者權力不但能提升政府民主的形象，也回應了

                                                 
3 關於馬哈迪與王室的衝突，或能從早期代表馬哈迪民族主義思想的《馬來人困境》（The Malay Dilemma）（1996）一書窺

探。馬哈迪在書中關於馬來人的核心倫理與價值體系的討論中認為，馬來人接受生活在由王室、貴族領導的封建體制中。

因為儘管不平等，但有序的社會讓人適得其所，但卻也是現代馬來人進步的阻礙。因此這些拉惹就須像從前領導子民改變

宗教信仰般做出自身的改變。Anthony Milner（1991）就認為 1983 年的憲政危機是一次馬來民族主義與地方封建的鬥爭。 

4 在 1990 年的選舉中，反對黨獲得 44.8%的得票率，贏得 52 席國會席次。然而後有 15 名反對黨議員跳槽轉入國陣。（陳

鴻瑜，2012：428） 

5 在 1987 年的巫統黨主席競選中，馬哈迪遭到時任貿工部長東姑拉沙里的挑戰。儘管馬哈迪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卻也造成

了巫統的分裂。選舉後的兩個月，馬哈迪遭到了拉沙里挑戰選舉結果的合法性，結果巫統以選舉中有 30 個支部未登記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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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平等與正義的關注。但最後執政還是採取了妥協，這不單是因為統治者

得到部分人士的同情與權力制衡的考量，部分馬來人亦認為取消代表馬來主權的

統治者特權意味著馬來人特殊地位的同時喪失（Hari Singh，1995）。 

    值得玩味的是，Singh 在結論中認為州統治者權力的沒落，預示著地方自治權

力的變弱，且強化了巫統「寡頭政治」的權力運作。當統治者無法保障他們自身

的威權權位時，在憲法上作為馬來人與非馬來人權利保護者之姿也隨之崩潰。6連

帶的影響是非馬來人的利益變得愈加需依賴巫統領袖的默許。由此可知，巫統一

方面允許馬來統治者繼續其在憲法上的象徵地位，即保護整體馬來人的特殊地

位；另一方面則試圖剝除他們傳統上作為馬來子民身份認同的政治象徵資本，並

將這些資本收編為巫統的財產，讓巫統成為馬來人的代理。此時的馬來統治者就

成為名副其實的象徵性君主或虛位的元首。當然，我們看到的是 2008 年選舉結果

是對這一結論的部分修正：反對黨陣營在國會的崛起與統治者對政局關鍵性的影

響已使巫統在政治上已不再享有絕對的優勢。如若依 Watson（2005）的分析，或

許市民社會的形成不但擺脫了對各州王室的依賴，至少就城市而言，還更進一步

的打破了巫統的種族論述。此時，也為原本孱弱的統治者權位打開了一個扳回一

城的新局。 

    延續前述提到巫統在面對 1990 年慘勝的選舉與黨內分裂，因而向統治者的權

位開刀，試圖挽回其江河日下的頹勢，Mark R. Gillen (1994) 亦以 93 年的憲政危機

做討論。他指出雖然作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但來自王室對政治的干預、增加的王

室費用等問題一直困擾著執政的巫統政府。當挺過 1987 年來自黨內的挑戰與 1990

年艱難的選舉後，馬哈迪政府的執政地位得到鞏固時，1992 年柔佛已故蘇丹毆打

                                                                                                                                               

而被高等法院判以巫統為非法政黨。然 1988 年，在獲最高元首、國陣國、州議會議員等的支持下，馬哈迪成立新巫統

（UMNO-Baru）。東姑拉沙里隨後也創立了“46 精神黨”，建立反對黨聯盟（陳鴻瑜，2012：426-428） 

6 憲法第 153 條文申明了由各州統治者輪番擔任的最高元首一職被賦予保護土著特別地位的義務，同時也保障其他族群的合

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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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棍球教練事件提供了馬哈迪政府尋求限縮王權的有力支持。7同時與上述 Singh

的觀點相同，Gillen 認為馬來人在文化上對統治者絕對忠誠的觀念，已隨著現代教

育的普及與新經濟政策而產生了轉變。統治者作為保護馬來人在政治上優越地位

象徵方面的重要性已降低。  

    上述關於統治者無論是就政治、文化或歷史的討論中，指涉的對象包括統治

者、殖民者、巫統與馬來人之間在不同時期關係的變化，並顯示了傳統王室的重

要性已日漸式微。因此，當時代的巨輪轉向對巫統不利時，當代馬來王室要如何

像前述歐洲王室的案例中所顯示般，透過媒介來向國民傳達自身的仍然重要，則

成為了維持王室地位的關鍵機制。而媒體所要彰顯出王室的重要性，那麼即是要

對應到人們/消費者的普遍關懷，即生活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各族群關係。那麼媒

介如何再現王室，如何建構出王室作為維持多元族群文化的力量的形象，則成為

了本研究的關懷。循此，還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多族群的國家，或許不難發

現非馬來人卻在上述討論中的缺席或只是被輕描淡寫。這當然牽涉了各族群間不

同的歷史記憶和論述。至少從地方史的視角當中，本研究發現仍有不少關於統治

者與華人間關係的討論與著作，並以柔佛王室居多。這或許也解釋了中文媒體對

柔佛王室的獨厚，以及柔佛王室在所有統治者歷史中的獨特性。 

五、馬來王室與華人社會 

    關於統治者與華人間關係，學者多著力於 19 世紀統治者天猛公依布拉欣

(Temenggong Ibrahim)及其繼任者蘇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鼓勵華人移工的到

來，開拓新山等地的關係上。例如，舒慶祥（2003）描繪了自 1890 年英殖民官員

下令解散新加坡的華人會黨義興公司，兩任柔佛蘇丹對義興公司的辯護就已彰顯

出統治者與華人「相互扶持」的精神。 

                                                 
7 早在 1991 年，馬哈迪即公開批評州統治者，認為他們不但從事商業活動，還干涉政府合約，認為統治者已將個人利益置

於國家之上。1992 年曲棍球事件後，隔年國會即通過了對各州統治者的法律豁免權的取消。（陳鴻瑜，20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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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如此的相挺，乃是因為華人對 19 世紀柔佛的開發有貢獻，Carl A. Trocki

（1979）認為，1840 年代由天猛公在柔佛創建的新政治形態，是以控制商業農業

與移植華人為基礎。此時大規模海上貿易的持續蓬勃，使傳統上以土著或海人

（orang laut）為主的經濟模式黯然失色。當海峽殖民地的馬來人人口與影響力逐漸

減少時，天猛公參與了日漸擴大的華人種植經濟。在取得經濟資源以維持政府的

運作中，蘇丹更援用大量新加坡義興公司成員，推行港主制度8，以對這些移墾的

華人移民進行控制和秩序的維持。 

     安煥然（2013）則分析了阿布巴卡政府之所以「獨尊」義興公司的原因。19

世紀，與義興公司有關係的華人胡椒與甘蜜種植業者大舉從新加坡進入柔佛發

展。與此同時，正積極推動西化改革的柔佛王朝不單在行政與典章制度上大刀闊

斧，也找出自己的發展道路。在大量引進華人拓墾之際，「獨尊」義興成為了柔

佛政府「理華」政策的創舉。安煥然指出這樣的策略「…表明柔佛統治者對華人

會黨的態度，既是認可，同時又是禁壓的。」（p29） 

    由此可知，這樣的討論是建立在華人史與地方史的書寫脈絡之中。加之所討

論的時間點落在 18 世紀柔佛王國新政權建立之時，或許對華工的引進更可說明的

是，統治者與這一時期華人之間的關係僅建立在經濟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關係之

中。但這一時期的蘇丹與華人關係發展也就在後來，尤其是在本次研究中將使用

到的報章裡頭所呈現的，成為了柔佛王室與當地華社念茲在茲的密切關係的憑

據。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今中文媒體的報導所引用的會是柔佛王室的例子而非

其他馬來王室。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討論無非是社會精英的寫作，在不否認

                                                 
8 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普遍的說法是由當時在新加坡的天猛公依布拉欣所創立。當依布拉欣成功取得對柔佛的執政

權力之後，便招引新加坡的華人，授其港契與委任狀為港主，前往各河岸、支流進行開埠。港主或進行甘蜜與胡椒為主的

經濟種植，或行採礦、伐木、菸酒專賣、賭館經營等，而當中大部分為潮州人，且為義興公司成員。港主不受俸祿，需每

年繳納金額給天猛公，但在區內享有司法權力。（許雲樵，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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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相關的史實部分下，我們也有理由去質疑這些文章或報導是否就能代表一般

華人群眾對王室的看法？ 

六、華人研究-族群關係的面向 

    在馬來西亞，因歷史記憶與現實政治的因素，族群政治一直是被熱絡討論的

主題。「公民是否可以差異而平等？」這一大哉問，顯示的不單是現實國情中不

同族群在政治權利上的差異，也隱含不同族群間對正義觀的認知差異及不同的歷

史與國族論述。縱觀發生在獨立建國至今的族群課題，其背景可溯至英殖民時期

引進大量華人與印度移民，導致馬來半島人口結構的改變而形成今日的多族群社

會。而一系列的族群課題，如時時被「提醒」的 1969 年族群衝突、當代穆斯林極

右派的興起、華人被標籤為外來者的歷史論述等，則引起了華人社會的普遍焦慮。 

    黃進發（2015）認為在 1946 年邁向解殖與建國的主張上，主體族群馬來人對

國族定位的看法與期待是最終各族群的文化同質。但當時的華、印移民因人數及

文化優越感而拒絕被同化。然而後來 1948 年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的成立卻表示了上述馬來人期待的勝利，並由此確立巫統的政治主導權。但隨著

冷戰的爆發，主流馬來人的看法亦從「純馬來人國家」轉變到「馬來人主導的國

家」，即把馬來族群變成馬來亞國族的核心，由巫統為代表並掌握支配性權力。

這樣的轉變來自邁向國家獨立的目標，其條件與前提即是避免人口眾多的華人轉

投共產黨而發生赤化的可能。因此 1957 年國家獨立憲法即涵蓋了各族間的「獨立

妥協」（Merdeka Compromises），也就是後來官方論述的「社會契約」，即對非馬

來人而言公民權得到擴大與經濟、宗教得以自由發展；馬來人則在教育、公職與

商業營運等方面享有保障性配額的特殊待遇、象徵馬來人身份的伊斯蘭教為聯邦

宗教、馬來語為國語。 然這些交換顯示的不只帶有差異性的公民權待遇，且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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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的結果面上還是馬來人對其他族群的慢性同化。9這種以族群駕馭國家的形

勢依靠的是馬來人政治勢力的集中，因此巫統成了馬來人支配（Malay dominance）

的實際代理，其結果則是巫統以捍衛馬來民族權益之姿來進行族群課題的操作以

維持對政治霸權的掌控。 

    可以說公民的差別待遇因憲政體制的設計而得到確認。其背後觸及的更是各

族群於平等、公平、公正等正義觀的理解與詮釋。許德發（2015）闡釋到， 對華

人來說，其不平等意識源自他們作為「外來者」（pendatang）的這一身份標籤，相

對此的是操作原地主義、標榜自身為「土地之子」（son of the soil）的馬來人。具

體而論，持原地主義的馬來民族主義者認為馬來人是這片土地的主人而必然在國

家佔支配的主體位置，因此政府對馬來人於政經文教上的保護與扶持是必要的。

且從種族角度來談論貧困與機會，馬來人均處在相對弱勢的位置。而這種相對弱

勢的狀態導因於殖民主義的迫害，因此憲法上的特權安排亦是對民族長期遭受殖

民壓迫的補償。101970 年代推出的新經濟政策不止是一次「分配式平等」的實踐，

它同時強調了馬來人於「公正」（keadilan）這一注重社會內部成員間的平衡而帶

分配性質的正義觀，其實際運行則是國家側重予馬來人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然而

這一以經濟為考量的社會重組對華人而言卻是不平等的，且在最根本上，憲法亦

否認了各族平等的文化權利。對比馬來人的分配式平等，華人的平等訴求訴諸在

文化與政治權利等各方面的全面機會平等。這樣的平等觀念確是出於自身族群不

                                                 
9 舉例而言，當馬來人自出生即被規定是穆斯林時，法律同時也規定非穆斯林不得向馬來人宣傳其他宗教，且與穆斯林通

婚須改信伊斯蘭，這確保了穆斯林人口的只增不減；另外在承認其他語言源流的學校教育時，也以馬來語作為教學媒介語

的最終目標。（黃進發，2015） 

10 蔡源林（2011）以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論述了這一特權安排如何被賦予合理性。他指出，獨立後的馬來精英統治階級與華

人都對原殖民者予馬來人懶惰土著的意識予以繼承與接受，從而造成了族群間的矛盾與歧視，並使得統治者更有利於去分

化與操弄。如馬哈迪即認為，是歷史的不正義導致了馬來人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弱勢，故應通過政治手段來加以矯正；親官

方的學者 Zainal Kliang 則以文化與特定時空連接的概念來支持在國家文化原則上應以馬來文化為主。Zainal 認為外來的大馬

華人文化是殖民統治庇護下的經濟寄生，且已和母體文化脫節，因而須向所遷入環境裡的主流文化尋求依靠，因此儘管憲

法予以其他族群在宗教、習俗上的自由，實踐上亦需以象徵馬來文化的伊斯蘭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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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反應，但卻也同時忽略了不同族群間的條件落差。這種長期的忽略，使得

華人社會即使常以否定外來者身份，並以揭示自身的貢獻為理據，卻也終究往往

因論述無力並產生得以支撐其訴求的理論基礎，而在權利的追求中至今仍步履蹣

跚。自 1983 年始各華人團體聯合向政府展開卻均失敗的平等權利訴求或可作為最

好的寫照。 

    1983 年，隨著國家政治邁向更為自由化，橫跨政、商與文教界的華人團體在

捍衛族群文化主體性的訴求下，向國家提呈了《國家文化備忘錄》，並在接下來

數年分別提呈了類似的《華團宣言》（1985）、《華團總綱領》（1998）等。這些

訴求均強調各族群文化一律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觀點，其反對的目標即是 1969 年

族群衝突後，於 1971 年所實施的《國家文化政策》。11就蔡源林（2011）的後殖民

觀點看來，政府此一文化政策是殖民主義下受挫的民族主義透過文化建構來重獲

民族自我肯定的產物，與同年確立的新經濟政策都是具排他性的馬來民族主義的

具體落實。無論如何，儘管有著先前的馬哈迪在 1991 以國族優先為口號的「2020

宏願」(Wawasan 2020)，華團的各項訴求最終卻還是隨著第十屆國家選舉前提呈的

《1999 年馬來西亞華人社團大選訴求》不被政府接納而宣告失敗。值得注意的是，

馬哈迪之外，官方亦有著其他多元文化主義的論述，如 2003 年時任首相阿都拉的

「文明伊斯蘭」（Islam Hadhari）與 2008 年納吉首相提倡各族平等的「一個馬來西

亞」（Satu Malaysia）口號。那麼官方與華團的多元文化主義觀點出現了怎麼樣的

落差，造成華社訴求的失敗？黃美冰（2013）分析到，政府的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

種策略，在打造全民平等形象的同時，也成為動員與團結全民的力量，然而實際

卻未有相應的施行政策；在華社，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本位的自覺與捍衛，因此

                                                 
11 此項政策的三項原則為：（一）國家文化以本地區原住民文化為核心；（二）其他文化有適合、恰當的成分可被接受為

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三）伊斯蘭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具體內容為：在各級教育體系中強化馬來語教育、伊斯蘭

為國民道德與價值觀的中心要素、尊重其他族群傳統宗教與文化、以國家資源資助以上三項要素的藝文活動等。總之，這

項政策的目的是以透過馬來文化要素為主體的融合方式來凝聚民族統一，因而引發華人的文化危機與不滿。（蔡源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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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公平、平等是毋庸置疑的實踐，但政治的打壓與無可作為也決定了華社無法

在公共政策上的發聲。而當中最棘手的「障礙」，則莫過於那不容置疑、保障馬

來人在充滿競爭的現代世界生存下來的憲法。 

    由此可知，上述的討論皆將族群不平等的根本因素指向了 1957 年的憲法，尤

其是當中不斷被提及的第 153 條文：最高元首被賦予保障土著（包括馬來人）特別

地位的義務。誠然，由各州統治者每五年輪番擔任的最高元首一職與各州蘇丹在

國家與地方層級上有著不同的象徵意義，但從一般媒體報導中的用語來看，都將

州統治者稱為「馬來統治者」這一值得玩味的指稱，對本研究而言，隱含了華人

對王室的一般觀念：他們是特定族群的統治者。這樣的觀念往往更因這些王室家

長在實際情況中所展現出對馬來族群的偏重而得以佐證。12因此無論就實際情況或

對華人本身而言，最高元首與蘇丹都是保護馬來人特權的象徵。那麼，宣稱反對

種族霸權的馬來西亞中文報業，又是如何在這權威體制國度中再現馬來王室，就

成為了本研究此次的研究旨趣。在此之前，則有必要對當代中文媒體如何建構出

自身與華社唇齒相依且能夠代表大馬華社利益的意象來進行討論。  

七、中文媒體及其與大馬華人社會關係  

    在馬來西亞，中文媒體一般被視為是代表當地華社的發聲工具。因此也可以

說它掌握了相當的論述權力，即使馬國的華人社會內部可能因階級、代際或人口

分佈等因素而在現實面上存在著相當多元的聲音。但不可否認的是，報紙對一個

族群的建構、認同與動員的重要性可算是不言而喻的。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

                                                 
12 此舉三例：2009 年霹靂蘇丹阿茲蘭莎在一場活動上宣稱，對馬來人獎學金與優惠的質疑即是等同於對元首主權的挑戰（當

今大馬，2009 年 6 月 11 日）；而在此前一年，雪蘭莪蘇丹建議以族群比例來進行行政議員的人士安排，中文報章在引述王

室發言人談話時更寫道：「…即委任較多巫裔擔任行政議員」，似乎強調了當中的族群利害關係（光明日報，2008 年 3 月

21 日）；2010 年，柔佛蘇丹在提倡馬來統治權（Kedaulatan Melayu）時提到：「…在英國來大馬之前，以及其他的民族來

到這個國家之前，馬來統治者和他的子民，已經是這個土地上的主人」。（星洲網，2010 年 12 月 9 日）這一持原地主義的

談話使得巫統難得、但卻毫不意外地在其官方網頁中同時間與中文媒體轉載了柔佛蘇丹的這份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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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han，2011）就將印刷詞稱為是「民族主義的工程師」。他解釋，印刷排版

的準確性與同一性讓人們產生了空間是統一與連續的心理幻覺。此外，印刷術與

後續變得有能力快速大量產製與銷售的商業活動結合，使帶同質性的印刷品通過

教學等過程，不但讓知識傳播成為可能，在「粉碎束縛部落人的枷鎖，使之爆炸

成為具有個性的個體」（p198）同時，也讓「任何群體實現無限的拓展」（p201），

使不同地區逐漸實現同質化。更在印刷術將方言變成地域廣闊的大眾媒介下，實

現政治統一。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2012）則在其關於一個民族是如何被想像、動員、

建構起來的論著中亦提出類似觀點，說明印刷-資本主義的結合如何將讀者與眾多

不相識的人們關聯起來。他指出 16 世紀印刷資本主義在歐洲大量生產的成功創造

了一群群單一語言的閱讀大眾，並最終奠下民族意識的基礎。因為通過市場擴散

的印刷語言（print languages），將原來各地的方言進行了組合，使各方言群在這個

特殊的語言場域裡能夠互相理解 。另外，相較於先前個人化的手抄本，印刷技術

也賦予了語言一種固定性格（fixity），塑造出對「主觀的民族理念」而言極為關

鍵的古老形象，進而形成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的胚胎。再者，報紙一天即作廢的

特性也創造了這麼樣的一種群眾儀式，即人們知道他們在閱讀的同時，在不同地

區也有著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正在和他進行同時（同一天）的消費。這樣的「同時

性」（simultaneity）就安德森看來，即是對民族想像的其中要素。  

那馬來西亞中文報刊又是如何建構出當地華人的族群認同，並將自身與華社

進行連接？從一起 1987 年馬國政府委派不愔華語的教員擔任華文小學副校長一職

而引起華人各界公開反對的事件研究中，學者黃國富（2005）分析了《星洲日報》

與《南洋商報》這兩份當時國內銷售量最大的中文報紙（後來均被收購到報業大

亨張曉卿旗下）如何透過語言機制來建構出一個相互對立的分類架構，區分出「我

群」與「他群」來凝聚族群認同並動員抗爭。在黃國富看來，事件的一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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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通過「華人」、「華教」、「龍的傳人」等文化符號來強調每位中文讀者是

民族的命運共同體。在提供「我群」的具體概念下，透過集體記憶的召喚來強調

過去華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凸顯自身的弱勢位置與政府的強勢壓力，以此提升

族群文化危殆的意識。媒體同時也找出「他者」的位置以凸顯「我族」的輪廓，

但在 1969 族群衝突的陰影下，為避免族群間的鴻溝與誤解，報導所針對的污名化

對象指向的是少數個人或團體如時任教長安華、巫統青年團等「政治野心家」與

「族群極端分子」，以強調華社反對行動的正當性。這樣的報導除了是回應華社

的主流意識，同時也含有對華人消費群體的經濟利益考量。黃國富還認為，報導

中充滿仇恨與歧視的語言機制至今仍常出現，實際上排斥了多元的價值。  

    這起帶有族群關係色彩的事件最終也導致了 1987 年 10 月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13的發生，其中《星洲日報》遭到了執照的被吊銷。惟兩年後復刊且易主

的《星洲日報》卻依舊打著為華社發聲、與華社「唇亡齒寒」的旗幟出發。從文

化商品化這一視角出發，或能理解媒體產業何以在族群因素下遭政府吊銷執照

後，仍以華社公器來進行自我定位。就黃招勤（2011）從報業巨亨張曉卿在其旗下

媒體14的一系列公開言論分析來看可發現，張氏的行銷策略是通過重複強調旗下媒

體同華社的親密關係和所肩負的弘揚、維護華人文化與教育的民族使命，來將中

文報業與華社進行連接。此外，在佔有馬國中文市場及發聲平台的優勢下，在透

過呼喚華人族群情感的同時，排除華人社會內部原來多元而異議的聲音，以此形

構出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想像。這樣的想像更延伸到早在國家獨立之時已然終止

的、作為海外華人族群認同的中國，然而其實際目的即是對全球化下中國經濟市

                                                 
13 華人社團的反對活動招致了巫統青年團的譴責與抗議，而後政府以事件導致族群關係緊張為由展開逮捕行動。除了各有

一份馬來文、中文與英文報刊被勒令停刊外，一些政黨領袖與華教人士遭到逮捕。 

14 1989 年收購《星洲日報》後，張氏後來也逐步收購了馬國國內原來發行量最大的《南洋商報》、《光明日報》、《中國

報》等而幾乎形成了對中文媒體的壟斷格局。另外，包含香港《明報》、雜誌《亞洲周刊》等在內，總計其創辦的世華媒

體旗下有 45 家跨國平面與網路媒體。（黃招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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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競逐。15對此黃國富認為，張氏在行銷策略上對異議噤聲的負面結果，不只是

消除了馬來西亞華裔族群的多元想像—他告訴了華裔讀者華人是什麼、需要什麼

而他領導下的媒體將能予以提供與捍衛，且在將中國作為大馬華人想像與記憶歷

史的空間下，除去了大馬華人獨特的在地記憶。 

    張氏以上訴諸「道德-文化」的行銷方案—將旗下報刊打造為維護華社正義的

喉舌（以此在《星洲日報》復刊後第二年提出了「正義至上」的口號），及將大

馬華人文化認同導向中國的「文化中國」策略，在另一學者莊迪澎（2013）看來，

無不含有「虛構」與「巧合」 的成分，同時充滿矛盾與張力。首先「正義至上」

利用 1987 年停刊的遭遇來將自身包裝成是一份最為族群利益鬥爭、且是中文報界

中最為仗義執言的報紙，以此「…利用華人讀者對此印象而產生的同仇敵愾情緒」

來爭取華社同情，更以《星洲日報》當年是為華社利益而敢怒敢言所以被禁，反

之其他沒被查禁的報紙即是不敢仗義執言的證明這一邏輯來打擊對手。然而實際

上，《星洲日報》並非是 1987 年事件中唯一流露出強烈族群意識的媒體，被查禁

更因為它只是政府殺雞儆猴的犧牲品而已。16 且諷刺的是，星洲集團一方面打著

對抗來自政府不公的「正義至上」口號，卻在另一方面表現了它被執政黨收編的

事實：它在復刊獻詞中承認了政府茅草行動的必要性，這間接等於承認了《星洲

日報》之前確實犯下錯誤，且在復刊後改以更多的娛樂性質新聞來淡化尖銳的政

治課題。而「正義至上」背後暗喻的華巫對立關係與華人反抗的道德勇氣，卻強

化了種族間的敵我意識。另一「文化中國」的策略更是和「正義至上」不謀而合，

除了與黃招勤觀點相同，均認為是對中國市場利益的追求，且結果上是對「馬來

                                                 
15 張曉卿此一將海外華人與中國進行情感與認同的鏈接策略帶出的形象是成功的，這一點可從他被其他學者認為是與中國

保持著密切貿易關係的離散中國人時看出。（Karim H. Karim，2010） 

16 莊迪澎引述時任《星洲日報》業務總經理的話認為，《星洲》之所以被選擇為殺雞儆猴的對象除了是因為它在言論上為

華社的發言，也是因為當時它已陷入財政困境，政府對付經營欠佳的報關可減少外界指責。莊迪澎亦提出了這一看法：當

時最主要的對手且是發行量最大的《南洋商報》股東是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官聯公司，馬哈迪沒有讓國營/黨營企業造成經濟

損失的理由（莊迪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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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華人」與公民身份的自我放逐外，莊迪澎對此進一步分析認為，「文化中國」

的提出搭上的是與馬哈迪政府在 1990 年代以經濟為考量的親中政策列車。伴隨此

一外交政策的是政府對各族平等融洽發展景象的打造與中文報刊緊隨其後的報

導，而政府得到的回報則是 1999 年華人選票的大量回流。因此，媒體對中國的擁

抱不只在經濟上符合了官方利益，還在政治上消弭了原來華人對不平等現況的不

滿聲音，在延續巫統執政霸權地位的同時，也沒讓不平等政策得到實質上的改變。  

    但是如果從中文媒體近年對柔佛蘇丹的報導來看，不但難以將這一系列的新

聞與上述莊迪澎所謂中文報「強化種族間敵我意識」的「正義至上」進行連接，

更妄論與「文化中國」的行銷策略有所關聯。那麼要如何詮釋媒體對王室的報導，

就成為本研究的目標。 

八、小 結  

從西歐五個君主立憲制國家中王室與媒體互動經驗可知，媒體不單協助維持

了王室日益遭到質疑的階級地位，媒體對王室形象的塑造，因應的也是當時代下

如族群分裂等的社會議題。而在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的九個馬來王室在歷經殖

民主義與民族主義後，只保留了在宗教上與馬來習俗上的權力，除了在保障各族

群的公民權益外，實際上更是族群差異體制下的馬來人特權象徵。另一方面，卻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且日益中央集權化的政治歷程，相較於傳統上以蘇丹-州屬

為中心的身份認同，馬來人在國家現代化發展下，更逐漸傾向投入於由歷屆中央

政府所積極打造的國族認同之中。除此之外，被認為超越法律的馬來蘇丹，也在

馬哈迪執政時期以王室成員具爭議的各項事件為由而遭到了部分權力的被剝奪；

而許多學者亦將統治者視為是公民社會建立的阻礙。 

因此在王室合法性遭受質疑下，透過媒體對其進行形象的再現，無疑地將正

如歐洲的例子般成為王室維持其特權位置的重要機制。而媒體對王室的形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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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對應的無疑會是大馬國民或閱聽人所一直關懷的，不斷困擾著馬來西亞的族

群關係。因為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作為該國華社的族群媒介，在維護華人文化的同

時，也有著團結社會的目的。那麼本論文所要探究的，即是這些族群媒介如何將

馬來王室再現為族群團結的重要粘著劑之角色，其帶來的結果或影響又為何？ 

再者，當黃國富（2005）、莊迪澎（2013）等學者揭示了當代的大馬中文媒體

同時也是資本主義下利益追逐的商業機構，報導的內容滿足的是閱聽人的需求

時，似乎華社孜孜以求的「多元文化」已淪為推銷文化商品的口號。此時的「多

元文化」又是否還存在著族群平等的意涵？ 

第四節、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文以馬來西亞中文報中關於柔佛蘇丹的報導為分析目標。具體而論，之所

以選擇柔佛王室，不僅是因本研究對柔佛州相對熟悉，柔佛蘇丹及其王室的相關

事蹟，在近年來無論是從私人、家庭生活層面，到王室對政治的批評，都得到了

中文報大量的報導，且該王室普遍上也被認為與華人關係密切。以此，訪談範圍

也就自然聚焦在柔佛州首府新山及其邊城古來兩地的華人社會。新山不單華人人

口眾多，且是王宮所在地，柔佛州華社與王室之間的情誼事蹟多發生在此。而古

來再也的選擇則是因其高華人人口比例。17研究年限設在 2010 年至 2016 年。因為

現任柔佛蘇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繼位於 2010 年，在 2015 年完成了登基大

典後，於 2016 年成為首位出席新山華人游神活動的馬來統治者而凸顯了他與當地

                                                 
17 新山與古來再也的選擇離不開新聞與閱聽人之間地理上的親近性（proximity）。這樣的親近性建立在「人們對離家近的

事務比較感興趣，因此相關事務更有新聞價值」這一預設之中。（Devereux，2010）然而考慮到第一、柔佛王室的相關新聞

時常刊登在全國版；第二、網路媒體讓新聞跨越地理限制；第三、流動的人口與模糊的城市邊界；第四、閱聽人個人對相

關議題的關懷等因素，使得筆者對特定地區的華人住民是否就能代表特定新聞的價值持保留的態度。但受限於修學的時間

限制以及個人能力，劃定特定地理範圍卻無不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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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關係。在這六年間，社會與國家局勢也因兩次選舉結果而產生了許多的變化。

媒體、王室與華社對時局變化的反應也譜出了本文所指中文報對馬來王室再現的

現象。 

二、資料收集與使用  

    本文所分析文本是在全馬中文報界中銷售量最高且普及全國的五家報紙：《星

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及《東方日報》。五家媒

體均以維護華人文化和權益為行銷口號，且前四者無獨有偶均為世華媒體董事張

曉卿爵士旗下報章，更在馬來西亞中文報業銷售量中幾乎形成壟斷格局。因此無

論就銷售量或編務方針上來看，本研究認為以上五份報紙已可以和大馬華社所宣

稱的「華社三寶」之一的中文報等同起來。 

    而在新聞資料的收集過程中，本研究原來是將紙本與網路版新聞並行收集。

但在經過對照後發現紙本與網路版本新聞內容完全相同，因此為求搜尋與整理上

的方便，本研究最終統一使用網路版新聞。這樣的便利性也建立在本研究能夠在

相關媒體所架設的網頁中，通過關鍵字的搜尋如「柔蘇丹」、「柔王室」等，來

收集更多本研究在紙本中遺漏的部分。18各中文報官網外，本研究也利用搜索引擎

谷歌（Google）來擴大中文報有關柔佛蘇丹及其王室成員新聞的收集。因為筆者發

現，其一，或許是目前搜尋功能的限制或不全面，即使從報紙官網使用關鍵字搜

尋，一些來自該報自身所發布的新聞並沒有出現在關鍵字搜尋的結果上，卻能從

谷歌的搜索中找到更多該報自身先前所發布的新聞，並連結到該報官網中進行閱

讀；其二，除《星洲日報》擁有較完整的柔佛蘇丹歷年新聞報導之外，其他報紙

如《光明日報》的官網並沒有關鍵字搜尋功能；《東方日報》只有 40 則從 2017

                                                 
18 誠然一些持技術決定論如麥克盧漢、波斯曼（Neil Postman）等學者認為報紙、電視等媒介對社會的決定性影響來自其硬

體形式的功能與特徵，但 Hodkinson（2013）卻認為尚需注意的是負責開發與使用這些媒體背後的機構與群體，及這些媒體

所處在的不平等權力關係的社會。因此在並非否定媒介作用的情形下，且筆者更為關注的是文本如何通過文字論述，來再

現馬來王室並傳達宰制的意識形態情況下，在勘對紙本與網路版內容無誤後，決定使用較為方便收集的電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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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至同年 7 月間的王室新聞，即該報官網只保留了最新的 40 則相關新聞；《中

國報》則以日期混亂的編排形式，只保留 100 則新近的王室新聞。是故，通過全球

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的幫助，則使得本研究能夠更有效地收集到更多有關柔佛王

室在各中文報中的新聞。 

三、論述分析法： 

    從前述的再現概念中可知，至少就建構論的觀點來看，媒介的再現是一種意

義的建構。為解析中文報透過什麼樣的語言機制，來再現王室，並傳達其中意義，

本研究採論述分析法來檢視大馬中文報如何對柔佛蘇丹進行再現報導，並針對這

樣再現是否產生了族群團結的積極意義做一討論。因為論述分析法所處理的，即

是如新聞報紙等集結大量如文字等符號，「藉此在某個以習俗常規為基礎的體系

中形成潛在意義」的文本（Hughes，2010）。 

文本無論是從產製、流通與意義建構過程都是在複雜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進

行。（Hughes，2010）這種對產製背後的社會脈絡所進行的理解與強調，使我們

能夠在對文本內容的語境進行分析時避免犯上斷章取義或是自說自話的缺點，適

切地詮釋文本的社會意涵。（游美惠，2000） 

本文分析方法依循的是范狄克（van Dijk）在《作為話語的新聞》（News as 

Discourse，2003，曾慶香譯）一書中所提供的論述分析範式。范狄克認為，這一

分析方法的運用不單只是從文本視角來對論述作描寫，也是對語境的「各種特徵

如認知過程、再現、社會文化因素等聯繫起來」（p26）的考察。而就范狄克所指

新聞圖式範疇，則包括了（一）用來概括新聞文本內容的標題和導語、（二）交

代新聞事件背景或評價的情節，及（三）邀請顯要人物等作口頭反應或評論的後

果。范狄克也將新聞文本的組織結構分成「宏觀結構」與「微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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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結構」關注新聞主題的配置，包括新聞標題的如何被產生，或新聞內

容的編排原則等。首先來看，新聞具有命題（proposition）的特徵。而命題則是通

過對新聞內容的刪略（deletion）、概括（generalilation）與組構（constrution）等機

制所產生出來。再者，在含有幾個主題情形的新聞論述中，每一序列的宏觀命題

可歸屬於另一更高的宏觀命題之中而使新聞的整個宏觀組織結構具等級特徵，也

以此推導出新聞的主題，並以標題的形式被提示出來。 

「微觀結構」則是對新聞進行局部的分析，包括新聞標題的語法結構、新聞

內容中句子與句子間的關係、新聞的寫作風格、修辭等的分析，以「理解說話人

或撰稿人如何表達、補充細節或深入闡述」（p45）新聞主題。范狄克指出，命題

是由一個謂語和多個中間項組成，而各個命題的複雜程度不同，有的命題會以句

子間的序列方式被呈現出來。在此，句子間則須有局部一致性（local coherence）

的特徵，即兩個所敘述的事實之間具有條件關係或功能聯繫。 

在微觀結構中還需探析的是文本的寫作風格與修辭的運用。文本的風格凸顯

了說話人的位置，或是文本背後的社會、文化氛圍，並決定於事先設定的意識形

態背景。而新聞論述的修辭則涉及了如何表達的問題。修辭的運用取決於傳播目

標和預期的傳播效果。報章或以排比、比較、暗語、諷刺等手法來達到說服的目

的，或以目擊報導的形式、引述消息來源的直接參與者的說話或數據等來達成勸

服的效果。 

以此，本研究從新聞的標題來將所收集到針對柔佛王室的一系列報導，分為

（一）王室與華人關係的歷史論述、（二）王室飲食的相關報導、（三）王室對

不同族群與宗教團體的節慶參與，及（四）王室與民眾親密互動的報導四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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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析報紙如何再現蘇丹。19在從巨觀與微觀的視角來對文本進行分析的同時，也

觀照新聞的發生背景，以適切地對文本進行詮釋。 

四、訪談法 ：  

    除了指涉實體訊息本身外，文本也是「內容與讀者相互交會時所激發的有意

義結果」，因為「由讀者所產生的文本，並不限於生產所設定的意義」（Denis 

McQuail，引自 Fiske，2010）。也就是說，儘管中文報宣稱其立場代表了華人社會

的意見，但這樣的指稱是否在不考慮文本的意義也產生於文本與讀者間的互動結

果這一前提下，實則掩蓋了華社內部多元的聲音？另外，人們如何看待媒體一系

列王室報導，也是本研究的關懷。因此關於閱聽人對新聞報導的接收與消費的探

究，本研究採對話式訪談（conversational interview）來理解閱聽人如何對這些新聞

進行解碼。根據 W. Lawrence Neuman 的定義，對話式訪談是一種以合作的邂逅模

式（collaborative encounter model）為基礎而具彈性的訪談技術。訪談者在過程中以

受訪者的情況來時刻對問題進行調整，但仍維持問題設計時的意圖或目的

（Neuman，2014）。 

在訪談的問題設計上，本研究提出了（一）有關閱聽人的中文報消費經驗，

以了解中文報對閱聽人個人或對其族群而言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意義為何；（二）

如何從日常經驗中型塑出對柔佛蘇丹的認知，以理解受訪者日常中多元的媒介經

驗；（三）中文報消費經驗中對蘇丹報導的印象為何。此外，為實地理解閱聽人

如何詮釋閱報章，本研究隨機抽取了根據中文報所宣稱的有關柔佛王室受歡迎的

因素的四篇新聞，來讓受訪者對此進行解讀。 

                                                 
19 就范狄克所述，新聞主題以標題的形式被呈現出來，且依讀者閱讀習慣，報紙會在新聞結構的組織上，讓讀者能輕易從

新聞標題的閱讀中理解新聞主旨。因此本研究所劃出的四個主題是建立在：如果說柔蘇丹及其王室成員肯定是標題的句子

結構中的主詞，則四個主題的分類依據的是標題中出現的動詞與受詞，如分類在「王室與民眾親密互動的報導」此一主題

中的新聞關鍵字就包括了：慰問、親民、救濟、援助、合照、親善、與民同樂、探訪村落、貧戶、村民等。（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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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筆者在新山成長，故從此地為起點，從兩位中學同窗開始，以滾雪球方

式採集了 20 餘位受訪者，但在其中幾位受訪者沒有閱讀中文報的習慣，而只採納

了當中的 18 位受訪者所提供的信息。這一數目的結果除受限於本研究個人財政、

時間等因素外，也考慮到在威權體制下的馬來西亞，人們普遍對尤其馬來王室等

政治人物抱有高度敏感度與談話禁忌。也因此在對受訪者個人背景的調查如年

齡、性別、工作之外，一律不顯示受訪者的真實姓名，而採以個別編碼的匿名方

式呈現。 

而 18 位受訪者為年齡均介於 24 歲至 28 歲之間，來自各行各業的青年男女，

其中女性佔 5 名，男性則佔了 13 名。當中的 8 位受訪者來自古來，10 位則來自新

山。在閱報習慣中，除了 1 位受訪者只以紙本報刊為閱讀媒介外，其他 17 位受訪

者則都有從網路社交媒體上訂閱大馬中文媒體在網絡上所架設的電子新聞網站。

這 17 位受訪者當中有 10 位還兼有閱讀紙本報刊的習慣。另外，18 位受訪者所閱

讀報紙涵括了本次研究中的五大中文報，即《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東

方日報》、《光明日報》及《中國報》，其他媒介尚有《光華日報》及網路新聞

《當今大馬》等，當中的《星洲日報》為最多受訪者所閱讀之報紙。受訪者資料

整理後，以表 1-1 表示： 

表 1-1 受訪對象 

代

號 
姓名 

年

齡 

性

別 
職業 戶籍 中文報名稱 

閱讀類型 

紙本 網絡 

M1 黃 O 凱 28 男 審計師 新山 光華日報    ✓ 

M2 潘 O 聰 28 男 估價師 古來 星洲日報、中國報    ✓ 

M3 黎 O 平 27 男 集裝箱操作員 古來 中國報、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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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謝 O 校 27 男 銀行業務員 新山 星洲日報、中國報、東方日報、南洋商報  ✓  ✓ 

M5 陳 O 仙 27 女 中學教師 新山 星洲日報、其他    ✓ 

M6 陳 O 皓 27 男 設計師 新山 東方日報  ✓  ✓ 

M7 許 O 惠 27 女 會計師 新山 星洲日報、中國報  ✓  ✓ 

M8 莫 O 進 27 男 工程師 新山 星洲日報、當今大馬  ✓  ✓ 

M9 周 O 君 27 女 大學行政人員 新山 星洲日報、光華日報、其他    ✓ 

M10 李 O 泳 27 男 審計師 新山 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光華日報    ✓ 

M11 李 O 灝 27 男 電腦維修員 古來 星洲日報、東方日報  ✓  ✓ 

M12 吳 O 志 27 男 小販 古來 星洲日報  ✓   

M13 陳 O 鉅 27 男 會計師 新山 星洲日報  ✓  ✓ 

M14 曾 O 富 26 男 會計助理 古來 東方日報  ✓  ✓ 

M15 廖 O 豪 26 男 批發商 新山 星洲日報、中國報、東方日報  ✓  ✓ 

M16 謝 O 瑩 25 女 補習老師 古來 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    ✓ 

M17 黃 O 貞 24 女 大學生 古來 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    ✓ 

M18 陳 O 銜 24 男 建築相關 古來 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東方日報  ✓  ✓ 

資料來源：受訪者提供資料，表格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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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限制 

一、在資料的使用上，受制於主題的框限與本研究個人的語言能力，因此相較於

中文報紙，並無法顯示出其他語言如馬來語、英語、淡米爾語等媒介如何對

王室進行再現； 

二、受訪者族群的限制：由於受訪對象年紀均在 24 歲至 28 歲之間之青年男女，這

意味了訪談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只能反應部分年齡層的觀點，因此受訪所得觀

點並不能代表其他年齡層之看法，且男女比例為 2：1，同時這也意味了相較

於男性，女性的聲音並不能從這次的研究結果中得到足夠的表達。 

三、在空間範圍上，口訪的場域設在柔佛南部城市新山及古來再也，對象為當地

華人，因此研究結果將無法評估柔佛州內其他族群對媒體的接受程度外，其

他地區的華人態度也無法被納入； 

四、由於各州的歷史與社會發展、際遇的不同，例如在柔佛王室與當地華社關係

的特殊情境下，本次個案研究並不能概括成是全國各州的普遍情況。 

且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本論文作為一項知識生產與討論的媒介，在對所謂的

事實進行再現的同時，也終因受本研究個人學識的局限而必然是選擇性的、不全

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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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文報論述分析 

2015 年，隨著柔佛蘇丹依布拉欣登基典禮的舉行，以及對當時充滿爭議的電

子煙課題的介入與裁示、對中央政府的批評、一系列針對族群課題的發言與舉措

等，蘇丹及其王室成員成為了媒體寵兒。以《星洲日報》為例，該報在那一年有

關柔佛王室的報導就有 167 篇，平均每 2 天一則。20當中 81 篇報導來自王室社交網

站（包括蘇丹、蘇丹后）21、86 篇來自記者採訪或轉述自其他馬來文或英文報章。

再者，有關王室的報導絕大部分也排版在全國版之中（參附錄一），而這也意味

了報紙所要通過王室再現所傳達出的訊息，不僅僅是面向地方（柔佛）的，且更

是面向全國中文讀者群。 

而本研究涉及的是中文報在族群政治上的操作，以及中文報對王室再現的分

析。為聚焦相關主題，因此在有關王室同中央政府互動關係的報導，或例行、儀

式性的如蘇丹華誕封賜、特赦等報導都不予採納。同時將收集到的新聞分類為「強

調華人貢獻與忠誠的歷史論述」、「象徵族群、階級界限消弭的同桌共食」、「宗

教交流與節慶參與」，及「與民眾的親密互動及王室個人形象的再現」四個主題。

22並以泰勒（Charles Taylor，1994）承認政治（recognition politics）為視角，來對中

文報的再現報導做詮釋。 

                                                 
20 這一數量尚不包括本研究在《星洲》官網之外所搜尋到的，同樣出自該報有關柔佛王室的新聞。 

21 需指出的是，2015 年《星洲日報》轉引自王室社交媒體（如臉書、Instagram 等）的新聞是在該年 6 月份開始，原因是—

以蘇丹依布拉欣的臉書為例，蘇丹的官方臉書才於 2015 年 6 月開通。因此本研究認為，這不單方便了中文報對王室新聞的

採集，也進而增加了王室在報紙上的曝光率；另外，即使有近乎一半的新聞題材採自王室臉書，但本研究認為這並不能表

示中文報的報導完全地受到了王室的操作影響。因為中文報在轉載王室消息時並不是完全複製，而是經修改後再發布。以

〈柔佛蘇丹后臉書分享華人傳統美食：腸粉〉（《星洲日報》，2017 年 6 月 29 日）為例，從標題可知，新聞消息源自蘇丹

后的社交網站，或許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標題將原來蘇丹后寫到的「chee(豬) chong（腸） fan（粉）」中的「豬」字

給刪除，並加上原來蘇丹后帖文中完全沒提及的，與族群有關的「華人傳統美食」。在此，或許更能確定的是，即使有著

黃春梅所說「王室已成功地利用了網絡社交媒體」的情形（<王室面子書成功記>，《中國報》，2016 年 7 月 31 日），但在

這一例子中顯示的是，對王室的再現報導反而是中文報積極、主動操作族群政治的方式之一。 

22 有關分類方式，請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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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中指出，一個族群（無論是種族的或是性別等的

群體）認同的型塑有賴於關鍵他者（significant others）對此一族群包括在身份、權

利上的平等承認（equal recognition）。反觀錯誤承認（misrecognition）不僅是對他

者的缺乏尊重，更會帶來對他者的曲解與傷害，甚至構成扭曲與壓迫。這種承認

關係是建立在雙方平等的對話基礎之上，因此平等承認也就是民主社會的本質。

而平等承認隨後也延伸出了普遍主義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與差異政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兩種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論述。前者認為所有公民享有平等

尊嚴，故在權利與資格等方面必須都是平等，因此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並要求

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後者則認為，每個人都須承認自身獨特的認同，倘若這

樣的獨特性被佔多數的認同所忽視、掩蓋或同化，則將會是對真實性的一種扼殺。

因此差異政治認為，需就各團體間不同的特殊性與差異而有不同的待遇。但就普

遍主義政治看來，這樣的論述卻會造成對特定團體不當的偏袒。但差異政治卻也

反過來指責普遍主義的政治將人們強行納入一個對他們而言，不真實的同質性模

式（homogenous mold）之中，否定他們的認同與差異，而無視差異的平等尊嚴則

更是一種霸權文化的反映。 

這兩種政治論述也反映在了大馬華人與馬來人的族群關係之中。長年由馬來

民族主義政黨巫統所控制的國家機器，推行的是對他族而言充滿文化霸權的差異

政治。在獨立至今已 60 年的馬來西亞，非馬來人仍常被錯誤承認為外來者。其帶

來的傷害是即使擁有與馬來人相同的國民身份，卻在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權利有

著不同待遇。故許德發（2008）指出，這一外來身份使得華人對國家的效忠不斷受

質疑，並迫使華人需不斷進行所謂「承認的鬥爭」，如在各公開場合強調自身對

國家的貢獻與忠誠，以反轉這種錯誤的承認，並要求承認各族相同、平等的權利。 

這樣的概述或就解釋了何以本研究會採以承認政治的視角。如果說作為族群

媒介的中文報具有幫助保存、傳播該國華族文化以型塑或維持華社的族群身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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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意義，那麼中文報對蘇丹的再現報導，或就能以「隱含了尋求向國家，或向

作為優勢族群的馬來人這一關鍵他者，以馬來王室為象徵代表的，對華族文化予

以承認的動機」，來對報紙中一系列的王室再現報導，做出符合族群媒介本身對

所服務族群而言所具有的功能，及其所承載的意義以合理的詮釋。再者，如果說

中文報還有著推動華社與馬來社會間正面互動、推動國家多元文化發展的目的，

那麼中文報裡對種族主義的反對，則可說是一種對平等承認的追求，如果說種族

歧視是根源於對他者的錯誤認識。因此，下述的分析也就反映出了中文報在推動

各族群間的團結與權利平等上的各種嘗試。 

第一節、強調華人貢獻與忠誠的歷史論述 

在一篇分析臺灣的印刷媒介如何對懷舊主題進行再現的文章中，李依倩（2006）

指出，得力於有著強大處理與傳遞能力的傳播科技，常民的記憶能夠不斷地被循

環再製並廣為傳佈，且在為當代提供撫慰與娛樂的同時，成為大眾獲取歷史感的

主要來源。職事之故，大眾媒介近年來也就肩負起了再現歷史的任務，以此成為

建構當代記憶的關鍵。同時李依倩也指出，「…個人記憶為其賴以生存之社會所

架構，其對過去的看法常立基於當下需要。同理，媒介懷舊所呈現的過去亦是根

據當下社會情境而將過去素材透過媒介邏輯加以篩選、編排而成。與其強調這些

選擇性重構的懷舊既不完美亦不完整，不如視之為某種看待過去的特殊觀點…」

（p54）也就是說，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歷史知識有時確是隨著現實的需要而被

建構起來的。這裡所謂的「歷史」，用歷史學家 Assmann（2016）的話說，指的即

是一種「被回憶的過去」，歷史在這種形式中，成為定義或型塑自我認同的重要

政治動員力量。這也正如 Silverstone(2003)在媒介與記憶之間的關係的討論中所提

醒到的：「記憶現在也已成為一個競逐認同與過往歷史所有權的場域」。（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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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而言，由於身份認同長期地受到質疑，因此不難發現，

以華社喉舌自詡的中文報業除了不時刊登有關華社、華團代表或華裔政治人物在

公開場合上不斷複述著華人的建國貢獻與認同的報導之外，近年來也通過對馬來

王室的再現報導，以歷史的論述形式來證明華人對馬來西亞的忠誠與貢獻，以此

試圖證明華人在對這一國家的忠誠與認同的宣稱中，同時也得到了作為國家主權

象徵的馬來王室的承認（recognition）。 

例一 

各族共同發展柔州-蘇丹：華人非外來者(節錄) 

…柔佛州蘇丹依布拉欣強調，華人並非外來者，而是與各族共同發展柔佛州的柔

州子民。殿下昨晚在「柔佛州蘇丹慈善晚宴」上，追述柔州王室與華族的密切關

係時認為，華人並非叛徒（Pengkhianat），而是效忠於統治者的柔州子民。殿下也

形容華人並非極端主義者，而是「願意犧牲，並與各族分享知識的柔佛州子民」。

這項晚宴由新山中華公會聯合各華團舉辦…殿下說，華人在 1840 年大批地來到柔

州，並在柔州從事甘蜜與胡椒種植的工作，迄今已有 170 年。殿下指出，當年，柔

州蘇丹阿布巴卡認同義興公司，並委任華族領袖一同管理柔州。「1862 年至 1895

年，蘇丹阿布巴卡推行各族融合的政策。」殿下指出，當時，華人獲得柔州王室

的庇佑，而在蘇丹阿布巴卡推行的港主制度下，華人不與本地居民混合居住。「當

時的華人自由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報導來源：《星洲網》，2012 年 11 月 21 日 

這篇報導源自柔佛蘇丹在一場由華人社團所主辦的晚宴中的演講。因此可以

想見的是，無論是當時在場的聽眾或者是後來閱讀這份報導的讀者，絕大部分都

是華裔受眾。從標題上來看，這份演講給大馬華社帶來的重要性可以說是：作為

國家主權的重要像徵，蘇丹強調了華人並非外來者這一被錯誤承認的身份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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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來自蘇丹的強調，其作用自然比華社自身不斷地宣稱對國家的忠誠與貢獻證

明來得更為直接有力。 

然而，如果單就報導內文而非現場完整的演講稿來看，蘇丹並沒有直接點明

如標題所示般華人為「非外來者」。甚至在內文中亦可見到如「華人不與本地居

民混合居住。『當時的華人自由地過著自己的生活。』」這一看似與標題相矛盾

的句子的出現。那麼標題中的「華人非外來者」或可被理解為是撰稿人對蘇丹演

講的詮釋，因為演講中就幾次提及了華人作為「效忠於統治者」或是「願意犧牲、

並與各族分享」的「柔佛州子民」。無論是「效忠」、或是表現作為一種貢獻表

現的「犧牲」、「分享」，都是多年來大馬華社在尋求承認時，一種慣常使用的

論述機制。也就是說，撰稿人所賦予「非外來者」這一意符的意指是：因為華人

的效忠與貢獻，所以是非外來者。而這也就是本篇報導所要表達的主題，並以標

題的方式簡扼地呈現了出來。就命題序列中的條件一致性來看，標題的前後句就

可被理解為：（因為）各族共同發展柔州，（所以）蘇丹（說）華人非外來者。 

進一步來看，在這一來自蘇丹的親自口述，承認華人作為國家一份子所展示

出的貢獻與效忠，是來自華社長期以來津津樂道的，早期對柔佛這一土地，包括

經濟作物的種植、港口開發等開埠貢獻的歷史論述。在華人看來，這一早期對柔

佛新山的開埠對當時剛改朝換代的柔佛王國的貢獻是巨大的。23所以諸如「甘蜜」、

「胡椒」與「港主制」等，都成為了這一歷史論述中不可或缺的符號。24而此類與

王室親密、對土地貢獻的歷史論述也不斷地在各大中文報章中被提及、報導。例

如在另一篇標題為〈200 多年來唇齒相依 柔王朝華族情誼深厚〉（《中國報》，

                                                 
23 如收錄在《柔佛新山華文史料彙編》（吳華等編選，2008）的一篇文章中就寫到：「…柔佛統治者的經濟來源（原來）

是靠杜仲膠的專利買賣…（後來）眼看就要斷絕…（於是）聯合種植胡椒和甘蜜的華人，共同發展這兩種經濟作物…總而

言之…華族種植變成了天猛公不可或缺的經濟來源…華人是柔佛開發的大工程，是一點也不過分的。」（pp152-153） 

24 作為華人對國家發展貢獻的符號，「甘蜜」、「胡椒」與「港主制度」也在華社自行編撰的高中歷史課本中不斷出現，

甚至在新山，靠近王宮的華人文化街，其街燈亦有甘蜜圖騰做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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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7 日）的報導中，就從對各方學者與華社代表的訪談中，闡述了華人

對柔佛的開發貢獻，以及隨之而產生的、與王室「唇齒相依」的友好情誼。這份

華人與馬來王室情誼的歷史論述不單只建立在對經濟貢獻上的強調，也包括在了

彼此間無法分割的血緣關係之中。以下，則繼續予以說明。 

例二 

身上流著華人血 柔二王子厭惡種族主義(節錄) 

…在柔佛蘇丹依布拉欣殿下諭令種族主義與煽動仇恨者離開柔佛后，二王子東姑

依德利斯也強調本身擁有巫裔、華裔及英國人的混血血統，對于種族主義者感到

厭惡。…（二王子）上載一則寫著「令人厭惡，種族主義者以及充滿憎恨意味的

談話，在社會裡沒有容身之地。」字眼的圖片，表達本身對種族主義者的反感…

二王子在貼圖下也留言指：「我身上流著巫裔、華裔及英國人的血。」同時在留

言后附上「柔佛民族」的標籤，似在表達其支持父王的立場…早前，柔佛蘇丹依

布拉欣殿下曾聲明，華、巫、印各族即已生活在柔佛這片土地上，柔佛就是各族

的家園，柔佛子民無論種族背景都屬「柔佛民族」。 

…二王子的分享獲得廣大網民的熱烈附和…很多網民也分享本身的混血血

統，強調對身為大馬人尤其是柔佛人感到驕傲，因為大家都是大馬子民，絕不支

持種族主義。 

…柔州王室百多年前就與華裔關係密切，柔州王室的華裔血統可追溯至已故

華裔柔佛王后法蒂瑪…當時深受華社愛戴的柔佛蘇丹阿布峇卡迎娶了廣東籍的華

裔女子黃亞嬌，黃亞嬌祖籍廣東，在改信伊斯蘭教后改名成法蒂瑪。… 

報導來源：《東方日報》，2015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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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種族主義所帶來的歧視源自於對他者的錯誤承認，那麼對種族主義的

譴責，或也就意味著了對錯誤承認的反轉。因此當作為馬來穆斯林象徵的馬來王

室提出對種族主義的厭惡時，也就得到了中文報大肆的報導。不單二王子，報導

中也提及了蘇丹早先對種族主義的譴責。25而二王子的這一舉措更「獲得廣大網民

的熱烈附和」。而報導對網路中網民對譴責種族主義的附和情況的呈現，實則是

強調了人們普遍對於平等承認的期盼。 

另一個在這則報導中還不斷被提到的主題，是對二王子「身上流著華人血」

的強調。儘管內容中亦指出現任蘇丹的親生母親為英國人，但新聞還是直接地將

王室成員有華人祖先（黃亞嬌）的事蹟配置在作為主題的標題之中。這種對華人

王后黃亞嬌的強調自然是有著族群政治下的現實考量，因為「黃亞嬌」這一漢人

名字無論在這篇新聞文本或是在當地華社看來，都是王室與華裔之間關係密切的

歷史證明與象徵。而當王室成員亦宣稱有著華人血統的同時，或也就同時意味著

了對華人作為國家成員之一的承認。26 

例三 

由華商進貢 掛漢字賀聯 柔王宮有座華人禮堂（節錄） 

在柔佛大王宮，有一座充滿華族色彩、掛上多幅賀聯，並被稱為「華人禮堂」

的王宮禮堂。這座極具華族特色的禮堂，位于鄰近新山海邊路的範圍，平日大門

緊鎖，並有御林軍看守。 

                                                 
25與內文所提及的相關報導有 <柔蘇丹：華印裔已紮根-「柔州不容種族歧視」>（《星洲日報》，2015 年 9 月 14 日）、<這

是諭令！柔蘇丹譴責種族主義「馬上離開柔佛」>（《星洲日報》，2015 年 9 月 16 日）、<蘇丹囑子民包容各族宗教差異-

「分化族群者別住柔佛」>（《星洲日報》，2015 年 9 月 29 日）、<柔王儲：青年應正面求變-向種族主義說「不」>（《星

洲日報》，2015 年 9 月 22 日）等。 

26 這種通過與王室同血緣的歷史論述，來進行對華人地位的平等承認的追求，同時也反映在了其他報導之中。如《中國報》

記者吳菊君在一篇概述黃亞嬌歷史的報導中就寫道：「…珍惜希望州政府和華社…收集及撰寫一本柔州王室歷史書籍…相

信有助華裔後代，加深對州內歷史的了解，同時加強身份認同感。」（《中國報》，<黃亞嬌>，2016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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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柔州王室理事會主席拿督阿都拉欣所著作的《柔佛王室禮儀歷史》記載，

這座禮堂是由當時的華商送給蘇丹阿布峇卡的禮物，感恩殿下讓他們參與柔州的

發展。阿都拉欣說，華人是在 1840 年開始遷移至柔州，因新加坡的甘蜜及胡椒種

植地段已越來越少…「蘇丹阿布峇卡接著在 1858 年開始，鼓勵華人前來耕種，因

此于 1892 年 12 月在新加坡獲中國皇帝封賜，不過有史料提及殿下是在當年訪廣州

時獲封。」當時的華社領袖是僑領拿督陳旭年，其助理是甲必丹佘泰興，正是由

這兩人主導興建王宮禮堂的計劃，並由富商黃亞福負責建造。該禮堂于 1875 年建

竣，並有 26 支柱子充當室內裝飾，每根柱子都嵌上以漢字書寫的對聯，並在禮堂

開幕禮后的第二天，由華商進貢給殿下，一直高掛至今。阿都拉欣說，當時禮堂

的開幕禮依足王室禮儀進行，足見殿下對之重視與喜愛… 

柔佛王室由始至今，皆無種族思想，不管是什么族群，只要能協助柔州發展

得更好，統治者都張開雙臂歡迎，且不吝于給予機會。鄭良樹特在文章末提到，

從黃亞福及其他先賢的事跡觀察，可以發現不管是天猛公依布拉欣或蘇丹阿布峇

卡，他們根本沒華巫界限，大家只有通力合作發展新山。「天猛公依布拉欣是位

拓荒者，並鼓勵華族到柔佛來開發，而蘇丹阿布峇卡則是新山的奠基者，他和陳

旭年義結盟兄弟，而且還娶華族女子為妃，又讓妃子和黃亞福結為義姐弟，這都

可證明兩族關係的和諧友善。」「在陳旭年等人安排和陪伴下，殿下還到中國廣

州訪問，接受光緒皇帝的封賞，更是華裔兩大民族和諧共處的佳話。」「在重溫

這段歷史時，我們更應該吸取其意義和教訓，讓柔佛和新山更加繁榮昌盛。」柔

佛現任蘇丹依布拉欣，同樣不時強調各族必須團結一致，並設立蘇丹后法蒂瑪基

金，作為華社慈善基金會… 

報導來源：《中國報》，2015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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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建築與歷史記憶、認同關係的討論中，學者多認為歷史性建築有著「助

於歷史論述的主體建構，強化自我認同與提升內在素質」的意義。（吳秉聲，2014）

從這一篇報導來看，華人禮堂可以說是華人與馬來王室友誼的見證，27同時也是華

社對地方發展貢獻的證明。因此通篇報導在簡單描繪禮堂的佈置是如何充滿了華

族特色後，大部分的內容也就焦距在建造禮堂背後的華人先賢對柔佛開發的參與

建設，以及同柔佛王室的密切關係。 

內文來看可知，標題只概括了部分的信息，即導語中有關禮堂的所在位置及

其外觀描述。因此可說通篇報導實則是以華人禮堂這一棟歷史建築為中心，來展

開旨在表明這一建築背後所代表的華人耕耘地方、並與馬來王室關係密切之意義

的歷史論述。報導以一名馬來裔的王室理事會主席及一名華裔歷史學者來進行闡

述，加強了這一歷史論述的可信度。明顯可見的是，報導在前段文字之後就脫離

了純粹對華人禮堂外觀的描述，並從早期馬來王室與華人關係的歷史論述延伸至

柔佛王室歷來對於族群關係的態度，即「無種族思想」，也「沒華巫界限」，更

「不時強調各族必須團結一致」等。報導亦指出華人的貢獻是得到王室承認的，

因為「只要能協助柔州發展得更好，統治者都張開雙臂歡迎」，而內文中所引述

的黃亞福、陳旭年事蹟便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節、象徵族群、階級界限消弭的同桌共食 

進食不單是人們生存的重要機制，從文化的觀點來看，食物還被賦予了界定

人群關係的意義。Warren Belasco（曾亞雯等譯，2014）指出，無論是吃什麼、在哪

兒吃，以及如何吃，對食物的操作皆影響了人們於文化上的認同與型塑。在馬來

西亞，人類學者 Chee Kiong Tong（2010）以「是否同桌用餐」（sama makan tak sama 

makan）的觀察來提喻華人與馬來人的日常互動：因為清真食品的宗教因素，以豬

                                                 
27 在另一篇標題為<王者之堂漢字嵌柱 柔王宮華族禮堂聯繫百年情誼>（《星洲日報》，2016 年 9 月 6 日）的報導中，則更

為直接地從標題中得知這座禮堂所被賦予的，柔佛王室與當地華人社會之間情誼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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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為重要食物來源的華人鮮少和馬來同胞同桌共食。因此與宗教和血緣等文化符

碼在作為標明族群認同時的作用一樣，食物在作為特定族群的標識的同時，也成

為了與他者劃界的標記。那麼反過來同理的是，共食或也就意味了族群界限的跨

越與對他者文化的接受。羅雯（2012）在苗栗縣內田野寫就的碩論即呈現了食物如

何一方面在客家人與夏賽族間的族際互動中發揮了維持族群界限機制的同時，卻

也在另一方面緩和了彼此間的族群張力，並拓展了雙方的社會關係。當然，食物

帶來的跨越或劃界關係不但只是族群面向的，人們對食物的消費方式同時也涉及

了一個地方或社會內的階級關係。Jack Goody（1982）以「高級料理」與「低級料

理」來描繪了早期歐亞地區人們對食物的消費方式如何區隔並凸顯了一個社會內

的階級差異。 

表 2-1 為收集自 2015 迄至 2017 年間與食物相關之新聞報導。從標題分析來看

不難發現，在眾多關於柔佛蘇丹與非馬來族群、或是與伊斯蘭教之外的其他宗教

團體互動的相關報導中，食物是連接或深化蘇丹與各族群間關係的重要機制，成

為了媒體在塑造華人文化被統治者積極承認下的重要標記與意涵。另一方面，透

過對蘇丹依布拉欣的樸實飲食習慣的外顯，則消弭了王室與人民之間至少在財富

上的階級差異。 

一、 主題-標題分析 

表 2-1 柔佛王室飲食相關報導 

日期 標題 媒介 版次 

20150909 柔蘇丹勸子民量力消費 勿增加負擔  東方網  

20150913 「每餐僅一兩道菜」-柔蘇丹：也到快餐店食攤用餐 星洲網 國內 

20151111 陪兒澳就醫缺席屠妖節活動-柔蘇丹向子民致歉 星洲網 地方 

20151111 身在國外未能歡慶屠妖節 柔蘇丹承諾回國與民共享美食 東方網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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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8 到平民餐館用餐 柔蘇丹吃印度煎餅 星洲網 國內 

20160104 訪昔加末救災中心慰問-柔蘇丹為災民炒飯 星洲網 國內 

20160104 柔蘇丹大秀廚藝 為災民送暖意 中國報 大版 

20160324 握手拍照 熱情交流 5 千民眾與蘇丹喝下午茶 南洋網  

20160608 逛開齋市集 柔蘇丹親民買美食 星洲網 地方 

20160716 駕越野車學生巧遇 蘇丹請吃 150 份炸雞 星洲網 地方 

20160726 邀各族留英生同慶開齋節 柔蘇丹后倫敦辦團結宴 星洲網 國內 

20160728 柔佛蘇丹突訪州移民局 與逾百官員共享開齋美食 星洲網 國內 

20160916 意義非凡 柔蘇丹請吃飯 10 縣華社領袖受邀進宮  中國報  

20160918 闊別 65 年再赴御茶宴 50 領袖冀反映地方課題 中國報  

20160920 新山五幫美食 茶會上讓蘇丹品嚐 東方網 國內 

20160922 新山華社指御茶宴深化關係 東方網 國內 

20160922 鄭修強：御茶宴還原歷史 華社續效忠柔王室 南洋網 地方 

20160922 御茶宴 65 年後重啟 柔蘇丹與華社譜寫新篇章 星洲網 地方 

20170102 柔蘇丹老街海南茶室用早餐 老闆親自下單 中國報 官方 

20170106 柔佛蘇丹與華美茶餐室 星洲網  

20170629 柔佛蘇丹后臉書分享華人傳統美食：腸粉 星洲網 國內 

資料來源：星洲網、東方網、中國報、南洋網，表格作者自製 

2016 年 9 月 21 日，柔佛州內各縣市的華人社團領袖受邀進入新山王宮，參與

由華裔行政議員鄭修強所提議，蘇丹依布拉欣舉辦的御茶宴。相關新聞報導也在

隨後幾天被大肆地報導，各媒體分別在標題中以「深化關係」、「譜寫新篇章」

等詞句，來肯定這場帶有使得華社與蘇丹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親密之意義的宴

會。甚至在御茶宴舉辦前，報紙亦已經以「意義非凡」來預示此次宴會將給華社

帶來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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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作為與民眾的互動媒介不單只發揮在以上正式的、官方的宴席中。〈駕

越野車學生巧遇 蘇丹請吃 150 份炸雞〉、〈訪昔加末救災中心慰問-柔蘇丹為災民

炒飯〉等新聞標題都再現了蘇丹不論社會地位高低而親民的特質。因為不同於前

述各縣市的華人顯要代表，「學生」、「災民」等詞彙都顯示了蘇丹此時親近的

對象也包含尋常人家而非只是政治精英或社會名流。再者，如果說「高/低級料理」

區分了社會階級的話，那麼〈「每餐僅一兩道菜」 柔蘇丹：也到快餐店食攤用餐〉

這一新聞標題所提示的，則是王室與人民至少在日常飲食上的沒有差異。首先「僅

一兩道菜」就否定了人們對王室餐桌上奢華宴席的想像，標題中的「也」字釋出，

或強調了王室與平民相同的生活方式這一訊息，因為「快餐店」、「食攤」已是

常民再熟悉不過的飲食場所。此時於這篇對蘇丹的再現報導來看的話或可這麼認

為：至少在日常飲食上，階級的界限被取消了。而這樣的報導形式無獨有偶，同

一年，報章還刊登了〈到平民餐館用餐 柔蘇丹吃印度煎餅〉一文。這裡，餐館的

性質被「平民」一詞給強調了出來，「印度煎餅」作為大眾化而又廉價的美食則

又再一次地顯示了蘇丹的平民化作風。從這兩則標題看來，都是以蘇丹的親自口

述來證明這些報導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對蘇丹到餐館用餐的報導在 2015 年之後已從強調「平民（的）」

餐館，轉變成對「族群（的）」強調。如在〈柔蘇丹老街海南茶室用早餐〉、〈柔

佛蘇丹與華美茶餐室〉等新聞標題中，無論是「海南」或是「華美」，都可說是

充滿華人性（Chineseness）的文字符號，告訴了讀者蘇丹所到的是華人經營或充滿

華人特色的餐館。這樣的轉變，自然有著現實的考量。因為如果說「平民餐館」

預示的是階級界限的消弭，那麼此時對「華人餐館」的刻意強調所應對的則是發

生在日常的族群不平等關係，甚或是一種對平等承認的追求策略。從以下新聞內

容的分析，即可知中文媒體如何通過對蘇丹的論述報導，來進行對追求族群平等

策略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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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述分析 

柔蘇丹老街海南茶室用早餐 老闆親自下單 

（新山 2 日訊）柔佛蘇丹今早到新山老街購物，一時興起踏入具有 70 年歷史的「海

南」茶餐室，品嚐海南奶茶！ 

蘇丹依布拉欣告知華美茶餐室老板張聲超（62 歲），非常愛吃該茶室的牛扒

和海南奶茶，殿下也支付一筆款項，大方請所有顧客免費用餐。 

殿下今早 10 時，前往新山市區的華美茶餐室附近購物后，再到茶室坐下用餐

半小時，張聲超更親自為殿下點餐。 

蘇丹依布拉欣造訪老街，也引起眾人圍觀和拍照；殿下臨走前還打包了牛扒、

雞扒、羊扒、炒飯和炒麵等美食。 

張聲超接受《中國報》訪問時說，蘇丹並非首次到訪茶室用餐，多年前，殿

下還是柔佛王儲時，也經常到訪喝茶。 

他透露，蘇丹今早突然到訪，讓他毫無準備和緊張，所幸殿下非常親切，來

到店裡就坐在底層座位，並點了一杯海南奶茶。 

「我與殿下閑聊時，殿下表明愛吃華美茶餐室的牛扒和海南奶茶，這讓我深

感榮幸」。 

張氏指出，兩週前，前首相敦阿都拉與家人也曾到訪茶室用餐，而平時也有

不少政府高官到訪。 

由于殿下付了一筆費用，截至下午 2 時，張聲超一一告知在場顧客關于蘇丹

請客，大家可免費用餐，與顧客分享喜悅。 

這家 1946 年營業的老店，由海南籍張氏家族經營，已傳至第三代，是新山非

常有名的茶餐室，可說見證新山市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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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店顧客群包括各大種族，許多政府官員都常到此處用餐，去年 8 月份，青

年及體育部長凱里也到此嚐道地美食，因此在這裡常可看見三大種族同桌的和諧

景象。 

報導來源：《中國報》，2017 年 1 月 2 日 

這則新聞報導了蘇丹突然造訪一間華人經營的茶室用餐一事。依刪略原則，

可知這則新聞報導帶出的幾個命題： 

1. 柔佛蘇丹一時興起踏入海南茶餐室用餐, 老闆親自為殿下點餐； 

2. 蘇丹依布拉欣愛吃該茶室的牛扒和海南奶茶； 

3. 殿下支付一筆款項，大方請所有顧客免費用餐； 

4. 蘇丹並非首次到訪茶室用餐，多年前也常到訪喝茶； 

5. 此店顧客群包括各大種族，許多政府官員都常到此處用餐，因此在這裡常可看

見三大種族同桌的和諧景象。 

以上來看，第一點至第四點都與蘇丹此次到店消費一事直接相關，第五點則

敘述該茶室之日常客群特色。第一點為主題，說明新聞發生的具體事件，因此也

出現在標題與第一至第三段文字之中。第二、三、四點都是報章寫作圖式中常見

的，對頂置主題的補充說明，第二點指出了蘇丹對此間茶室所銷售之飲食的喜好

選擇；第三點則凸顯蘇丹大方、親民的性格；第四點則說明蘇丹早年經常光顧此

店，只是何以此次的前來消費卻會成為一則新聞被報導出來？或者說，我們能對

此一新聞賦予什麼樣的意義？本研究先從第五點的主題來進行分析，再回過頭來

對第四點做對照與推敲。 

第五點看似與此次蘇丹到茶室消費沒有任何關係，但何以會被寫入報導之

中？又何以不同族群同桌消費此一稀鬆平常之事卻會以「和諧」一詞來對此進行

描繪？以互文的觀點來看，本研究以為，此一新聞的報導或與較早前就速食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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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拒絕非清真食品被帶入麥當勞店內消費一事有關。在蘇丹到華美茶室用餐的

前幾天，麥當勞首先公告了禁止不被清真認證的食品被帶入到店內，接著其他連

鎖速食業者也做出了相同的聲明。由於禁止的條件涉及宗教與族群因素，因此事

件被認為是對非穆斯林的限制與歧視，並被認為惡化了原來就被非穆斯林所深感

不公的族群關係。是故，兩起事件的互文對照下，讀者也就不難發現兩則新聞間

的對比關係：原來的跨國企業成為了族群分化的場域，而在地的傳統茶室則被凸

顯成彰顯族群和諧的場址。因此無論是否是湊巧，蘇丹到華美茶室一事也就讓代

表華人社會的中文報能夠就速食業者所發出的禁令背後所帶出的族群不平等一

事，隱晦地發出華社的不滿與反對。28 

在此意義下，新聞文本中的蘇丹成為了到華人茶室飲食的馬來人代表，到華

人茶室一事也就成為承認並體現多元文化的證明或象徵符號。這也同時對第四點

間接地進行了解釋，即何以蘇丹多年前也常到該茶室用餐卻只在此時得到報導。

或許可說，相較於標題所示的蘇丹到海南茶室用餐一事，此篇報導的醉翁之意更

顯於此。 

第三節、宗教交流與節慶參與 

作為馬來西亞的官方宗教，伊斯蘭在憲法與政治權利上都享有特殊地位，其

部分價值也成為公共政策、國家文化或政治價值的核心。然而也正因這樣的特殊

地位，魏月萍（2013）認為，導致了非穆斯林與穆斯林之間缺乏了在一個可理解、

批評與普遍價值的基礎上，「…把訴諸於神聖教義的信念轉化為具公共理性的價

值意義」，並使之成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生活準則」（p16）。尤有甚者，當

被賦予了優越地位的伊斯蘭教同種族主義掛鉤、並成為政治動員的一種原則時，

                                                 
28 另一家中文報紙也進行了相同的報導，甚至在報導中寫到：「…店內除了售賣傳統烤麵包及茶水等，也售賣獲清真認證

的食品，因此常獲得三大民眾光顧，真正體現大馬多元文化及柔佛民族共識精神」。（〈柔蘇丹光顧海南咖啡店〉，《東

方日報》，2017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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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引發了一連串如宗教局與死者家屬搶奪改宗者遺體、天主教徒被禁用阿拉一

詞等的宗教衝突事件。（p8-10）因此魏月萍提出，唯有在保持並尊重各群體間文

化差異的情況下，通過跨宗教的交流與對話，在相互理解的同時，找尋出各方可

接受的共識，方能「…進一步建立影響眾人公共生活的公共理性原則」。（p12） 

2016 年，柔佛蘇丹接見了各宗教團體並進行了一場交流對話，接著一個月後

首次參與了馬國最盛大的華人地方節慶：柔佛古廟游神。在此之前，蘇丹及其王

室成員也都各別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州內各個族群與宗教組織的節慶。表 2-2 為所

收集自 2012年迄至 2016年間柔佛王室所主辦的宗教對話活動及所參與的各族節慶

之相關新聞報導。不難發現，在長期受到國內族群傾軋問題侵擾的情況下，當王

室積極地參與了各族群、宗教的節慶，並在交流、對話的同時發出各族團結的呼

籲時，相關的活動也就自然地成為了中文報紙大肆報導的主題。 

一、 主題-標題分析 

表 2-2 王室參與不同族群與宗教團體的節慶之相關報導 

日期 標題 報別 版次 

20120201 柔蘇丹后：應接受彼此‧跨文化對話須坦承討論 星洲網  

20120810 孤兒退休警等獲禮金．蘇丹與柔警方齊開齋 星洲網 地方 

20151107 柔蘇丹屠妖節賀詞 「團結促柔佛進步」 東方網 國內 

20151111 身在國外未能歡慶屠妖節 柔蘇丹承諾回國與民共享美食 東方網 國內 

20151111 陪兒澳就醫缺席屠妖節活動-柔蘇丹向子民致歉 星洲網 地方 

20151225 柔王儲：向基督徒說聖誕快樂，是種美德 星洲網 國內 

20151226 賀基督徒聖誕節快樂無損信仰 柔王室：互相尊重怕什麼 南洋網  

20160114 柔佛民族團結不分宗教 東方網  

20160114 接見 16 宗教團體 柔蘇丹強調和諧 東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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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4 柔蘇丹首次晤非穆斯林宗教組織「子民不應分宗教種族」 中國報  

20160114 柔州蘇丹打破傳統．晤非伊斯蘭組織領袖 星洲網 國內 

20160115 柔蘇丹歷史性破例約見 16 非回教團體領袖 南洋網  

20160120 柔蘇丹出席古廟游神意義深長 星洲網 觀點 

20160123 笨珍開埠百年盛事．柔蘇丹與民慶元宵 星洲網 地方 

20160209 攜王室成員到鄭修強家做客．柔蘇丹秀華語賀年 星洲網 國內 

20160223 蘇丹藉「圓滿」節慶勸勉子民 「團結就是力量」 中國報  

20160225 蘇丹與民共慶 柔州宗教和諧 東方網 國內 

20160226 鄭修強：初一到十五與民共慶．柔蘇丹認同各族節日 星洲網 地方 

20160227 柔苏丹赠送教会圣母塑像 星洲網 觀點 

20160228 柔佛古廟眾神夜遊．萬歲聲不斷．柔蘇丹感動 星洲網  

20160228 柔蘇丹公告參與遊神盛會 「我只要求子民們團結一致」 中國報 大版 

20160229 柔佛古廟游神每項表演都提問 鄭修強贊蘇丹好學 星洲網 地方 

20160327 柔蘇丹后祝基督徒 復活節快樂 星洲網  

20160515 柔蘇丹親自駕車抵居鑾軍營開齋 星洲網 國內 

20160623 可蘭經傳遞和平-柔蘇丹盼子民團結 星洲網 地方 

20160726 邀各族留英生同慶開齋節．柔蘇丹後倫敦辦團結宴 星洲網 國內 

20160728 柔佛蘇丹突訪州移民局．與逾百官員共享開齋美食 星洲網 國內 

20160804 「歡迎牽線」 宗教領袖：讓柔州更和諧 中國報  

資料來源：星洲網、東方網、中國報、南洋網，表格作者自製 

新山為柔佛州首府，是王宮所在之地，也是 19 世紀華工落腳、開埠與定居的

地方。隨著漢人在新山超過一世紀的生息與經營，此地至今保留了三個被視為華

社重要的文化資產，即一山、一廟、一校。山指的是安葬著早期漢人移民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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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山；校指的是當地的民辦學校寬柔學校；廟指的則是柔佛古廟。古廟供奉著分

別像徵五個漢人籍貫的五位神祗，除了象徵五個漢人籍貫的合作精神外，也是華

人在此落地生根的見證。對新山華社而言，最重要的地方節慶莫過於每年農曆正

月廿一的古廟游神活動。由於遊神活動背後蘊涵的是華人在馬來半島上對此一方

土地開埠、紮根的歷史記憶，因此這一節慶的得以蓬勃發展，不只是執政者向人

們證明大馬多元文化的有力展示，對華人而言，統治者的參與更是華人文化被承

認、被認同的實際證明。2012 年，古廟游神慶典被列為國家文化遺產。 

2016 年，甫登基的蘇丹伊斯干達出席了該年的游神慶典。與前一年在屠妖節

中的聲明相同，「族群團結」的呼籲成為了此次節慶參與的報導主題之一。因此

在游神相關的新聞系列報導中也就出現了如〈蘇丹藉「圓滿」節慶勸勉子民 「團

結就是力量」〉、〈柔蘇丹公告參與遊神盛會 「我只要求子民們團結一致」〉等

的新聞主題。「只要求」三字向讀者釋放了這樣的訊息：人民團結是蘇丹的孜孜

以求，甚至是最在乎的願望。 

華社之外，蘇丹參與的其他宗教與族群之節慶活動也得到了相應的報導，並

在展現出王室親民特質的同時，帶出王室力促族群間團結之意義。例如在 2016 的

開齋節相關報導中，《星洲日報》便以〈逛開齋市集 柔蘇丹親民買美食〉為題，

在「柔蘇丹買美食」中間加上「親民」作修辭，再現蘇丹于穆斯林節慶時出現在

路邊市集，與民眾一同購買食物一事所展現出的作風。而蘇丹后則在此期間於英

國倫敦開設午宴，邀請遊學當地的各族同胞共慶馬來-穆斯林的重要節慶開齋節。

此時報導則以標題「團結宴」來定調此次宴席，明示這場午宴帶有團結族群的意

義。 

此前一年，在對印度-興都教徒而言相當重要的屠妖節中，由於蘇丹置身國外

而未能出席相關活動一事，《星洲日報》與《東方日報》即各別以〈陪兒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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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屠妖節活動 柔蘇丹向子民致歉〉及〈身在國外未能歡慶屠妖節 柔蘇丹承諾

回國與民共享美食〉為題報導此事。就范狄克所指出的，兩個具有局部一致性（local 

coherence）關係特質的句子不需要使用連接詞就能讓讀者理解，那麼顯然的這兩則

新聞標題所要展現即是通過「（因為）缺席…（所以）致歉」、「（雖然）未能

歡慶…（但是）承諾」等具因果關係的句子或轉折句子來暗示出蘇丹的謙卑特質。

當中的「共享美食」可被當成是節慶參與的代指。這一特質也同樣展現在蘇丹參

與的古廟游神活動之中，如〈柔佛古廟游神每項表演都提問 鄭修強贊蘇丹好學〉，

也展現了蘇丹對華人文化的興趣與學習。這樣提問行為所揭示的重點在於，它符

合了魏月萍（2013）所引用 John Rawls 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原則。即簡單

來說，因為在民主社會中，人們都抱持著不同的全面性學說與觀念而有相異的價

值及立場，因此需要通過對話等交流方式，來尋求對彼此的認識及共識，解決彼

此間的衝突。因此不難發現，以節慶為主題的新聞報導除了有助於說服人們蘇丹

在多元文化主義上的積極實踐，也再現了蘇丹依布拉欣的能夠為人稱道的個人特

質。  

二、論述分析 

柔蘇丹贈送教會聖母塑像 

也許你曾被人問起，身為某宗教信徒，可以走進其他膜拜偶像的宗教場所，

或者食用他們用來祭拜的祭品嗎？又或者有親人過世，有人會特別在意某些宗教

信徒用民間的方式為亡者送行，認為這樣不符合教義。 

不必我重提，大家經歷了在這個多元社會曾發生的各種所謂「宗教敏感」，

宗教互信，信徒自信心和信仰觀堅定與否的爭議和風波，都會覺得這樣的擔憂和

多慮，展現在任何宗教信仰者的言行上，令人看到的不是信仰帶給人的堅強心智，

反而是弱化。 



 

54 

 

最近柔佛州蘇丹依布拉欣殿下頻頻成為焦點，首先今年開年，殿下與州內的

16 個非穆斯林宗教組織代表會面，接著殿下宣布將出席今年度的柔佛古廟游神慶

典，這是 144 年來首次有蘇丹出席游神慶典。在古廟游神慶典展開之前，殿下更是

首次出席參與州內的大寶森節慶典。 

身在多元社會，各個民族和宗教應該多走入彼此的圈子，這樣才能加深彼此

的認識，減少猜疑，尤其不會再對本身不熟悉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及內涵，作出似

是而非，道聽途說的誤解。歷史證明各宗教的關係和信任，只有更堅強，而沒有

比現在更顯得脆弱。 

我曾經在本欄以柔佛王室向來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密切，來說明身為州伊斯蘭

首領的蘇丹向來包容非伊斯蘭宗教。唯有關的資料並不多，我從有限的文字資料

中，找到了以下證明柔王室與教會的友好關係：這必須從天主教在柔佛新山開教

談起，來柔建立天主教會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沙神父（Fr.Jean Casimir Saleilles）

在 1883 年建立了新山第一間天主教堂：露德聖母堂。根據教會的歷史資料，教堂

的土地是當時的柔佛蘇丹阿布峇卡所捐獻。 

（略） 

必須一提的是，柔蘇丹和天主教會的情誼的實物證明可以在新山聖母無染原

罪天主堂找到，教堂裡頭有置放兩塊大理石紀念碑，碑文分別以華文和英文書寫，

是已故蘇丹依布拉欣為了紀念殿下的好友沙神父而置放的。除了這兩塊特別的紀

念碑，教堂前廣場有一尊聖母像，同樣是已故蘇丹所捐獻。蘇丹當時一共捐獻 5

尊大理石聖母像，除了新山教堂這一尊外，其餘的分別置放在新山和居鑾的教會

學校，還有一尊在新加坡後港的聖母聖誕堂。蘇丹捐獻天主教會聖母像，特別有

意思，對伊斯蘭和天主教有一定了解的人士肯定知道個中深層的意義，以及這樣

的特別互動對目前國內的宗教關係有著什麼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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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來源：《星洲網》，2016 年 2 月 27 日 

此篇為一則評論報導，為《星洲日報》主筆張立德撰寫，因此可將此視為《星

洲日報》立場的一種反映。通篇以提問的方式起始，試圖勾起讀者在日常中所經

歷過的宗教敏感議題之共鳴。緊接著在第二段中，新聞便單刀直入地以「不必我

重提」，直接預設了讀者與主筆間已是心照不宣，明白本篇所要提出的「宗教敏

感 」課題為何。從文中提及「…對宗教互信、信徒自信心的擔憂與多慮」一句看

來不難發現，此篇報導之項莊舞劍處，是旨在對此前發生的一起「十字架風波」

進行苛責的批判。 

這起風波發生於 2015 年 4 月。當時雪蘭莪州一個住宅區內的基督教堂遭到了

一群穆斯林的抗議，並被要求拆除樹立在教堂外的十字架。這群穆斯林抗議的理

由是，佇立在這一教堂外的十字架引起了住區內穆斯林的不適與恐慌，並認為十

字架的存在會影響到穆斯林群體對伊斯蘭的信仰忠誠與信心。爾後這一宗教事件

及事件當中抗議者的說辭經過媒體的報導，自然也就引起了舉國的嘩然。也因此

在這篇報導中，新聞主筆就以「令人看到的不是信仰帶給人的堅強心智，反而是

弱化」來對這起風波提出批評。 

如果說主筆是以什麼樣的論述方式對風波進行批評，那麼顯然的，我們看見

了文字間許多與風波相對立的符號。首先，報導在第三段引出、列舉了蘇丹在當

時所積極參與的各項跨宗教與種族的節慶：接見各非穆斯林宗教團體、參加新山

華社的游神慶典、參與印度-興都教徒的大寶森節等活動。這些舉措顯然是符合公

共理性原則的。故與前二段所暗示的，令人不安與困擾的抗議事件對比起來，這

段文字對蘇丹所採取的跨文化交流的舉措自然是給予了正面的評價與肯定。再從

第五段至最後一段來看，主筆引述了柔佛王室與基督教之間友好、正面交流與相

互包容的歷史。在這一歷史論述中，蘇丹作為馬來-穆斯林的符徵，彰顯的是穆斯

林與基督徒之間友好情誼，因此也就與此次抗議風波中所造成的族群隔閡與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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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反差；而最後，如果說「贈送」這一舉動象徵著友好，那麼「拆除」或就可

被視為雙方間的不信任關係與嫌隙的產生。因此，文中才會出現勸勉各宗教或族

群間「…多走入彼此的圈子，這樣才能加深彼此的認識…不會再對本身不熟悉的

信仰和文化作出誤解。…各宗教的關係和信任，只有更堅強，而沒有比現在更顯

得脆弱」一句。 

范迪克指出，當「某信息涉及到更大新聞事件的通常發生條件或是這一事件

的組成部分，那麼這一信息可以歸屬到這一更大新聞事件的宏觀命題中。這種歸

屬是建立在我們…常識性了解的基礎上」。（2003：39）因此，我們亦可以將此篇

報導與其他相關的新聞，歸類為是「十字架風波」的其中次主題。比如同樣源自

《星洲日報》，一篇題為〈柔王儲：向基督徒說聖誕快樂，是種美德〉的新聞就

無不帶有王儲對引發十字架風波的示威者的嘲諷意味；而另一篇來自《南洋商報》

的〈賀基督徒聖誕節快樂無損信仰 柔王室：互相尊重怕什麼〉，也以王室提出的

反問方式來暗諷此次煽動宗教課題的人士。另外，在以王室的行為來對宗教衝突

進行批判的方式上，這幾篇報導也實則同時再現了柔佛王室宗教寬容的正面形象。 

第四節、與民眾的親密互動及王室個人形象的再現 

正如 Brian 與 Donnell（2003）以歐洲五國王室為例所述，王室個人良好形象的

打造是當代各國王室因應社會與政治局勢改變的策略之一。倪炎元（2014）則直截

了當的說，透過對媒體的控制，如形象的包裝、議題的操縱等來行銷自我，現代

政治已邁入公關政治的時代。無疑的，網際網絡的普及與發達成為了王室與人民

之間方便有效的互動性電子媒介。現任《中國報》新山辦事處的高級記者黃春梅

就曾撰文指出，時常提出符合人民意願的時局看法，並時而穿插為形象加分的溫

馨短片等，柔佛王室已成功地利用了網絡社交媒體，在拉近與人民距離的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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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人民王室」的形象。29本研究認為，通過傳統紙媒如中文報的轉載，王室

消息亦得以快速地傳播至不同地方或語言群體之中，對王室的加分效果同網絡媒

體相得益彰。因為就中文報紙轉載的內容來看，原本就都是以英語或馬來語寫就，

中文報的轉載也就間接地擴大了王室正面形象的傳播範圍。 

表 2-3 為收集自 2015 年至 2016 年間，有關柔佛王室於各場所與人民親密互動，

以及各別王室成員個人形象再現的相關報導。當中絕大部分的報導都轉載自王室

的社交媒體。 

一、 主題-標題分析： 

表 2-3 王室與民眾親密互動之相關報導 

日期 標題 媒體 版面 

20150621 「孩子遺傳愛護動物基因」 柔蘇丹分享公主愛貓照 中國報  

20150628 臉書專頁互動頻密-柔蘇丹上網更親民 星洲網  

20150707 親歷親為監督工作-柔蘇丹參與王宮維修 星洲網 國內 

20150717 柔蘇丹接見華裔榴蓮販-雙方親切互動 星洲網 國內 

20150803 柔蘇丹舊照風度翩翩-網民驚呼與王儲一個樣 星洲網 地方 

20150913 網上分享童年小故事-柔蘇丹收廢料買腳車 星洲網 國內 

20150913 少時不敢向父王要錢 柔蘇丹撿破銅鐵買腳車 南洋網  

20151009 柔蘇丹「出得廳堂，入得廚房」 東方網 國內 

20151016 柔蘇丹購獲超級大卡車-與民分享喜悅 星洲網 國內 

20151023 柔蘇丹向子民示愛-年輕馬來領袖須自強 星洲網 國內 

20151030 柔蘇丹上載舊照英姿-濃眉大眼迷倒網民 星洲網 地方 

                                                 
29 <王室面子書成功記>，《中國報》（2016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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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8 柔蘇丹照料王子展父愛 東方網  

20160104 柔蘇丹大秀廚藝 為災民送暖意 中國報 大版 

20160112 柔蘇丹駕大卡車出遊-民眾把握機會合照 星洲網 國內 

20160114 與宗教交流會領袖合照-柔蘇丹化身人形立牌 星洲網 國內 

20160119 結束「火車駕駛之旅」-柔蘇丹完成挑戰 星洲網 地方 

20160121 柔蘇丹抒發出訪各縣心情 為探民情聽民意 東方網 國內 

20160216 真正親民的柔蘇丹 東方網  

20160221 常隨性出發-柔蘇丹騎摩哆探村民 星洲網 國內 

20160322 加冕一周年 柔蘇丹更親民 東方網 地方 

20160529 柔蘇丹探訪恩師 師生開心話當年 中國報  

資料來源：星洲網、東方網、中國報、南洋網，表格作者自製 

依上述標題看，柔佛蘇丹依布拉欣的作用對象多是「子民」、 「網民」、 「村

民」、「民眾」等一般大眾。也就是說，王室親民的事蹟不單只表露在城市，也

發生在鄉村，甚至是網絡空間等。從諸標題中也可見到，蘇丹的行為是以「分享」、 

「親自」 、「共享」、「親歷親為」等詞語被呈現出來。這些動詞當然並非只是

對蘇丹行為的中性描述，而是隱含對蘇丹行為的褒揚與讚頌。因為這些詞彙、這

些符旨轉喻的是蘇丹對人民的奉獻，因此可說是媒體對蘇丹良好形象的再現。且

即便在〈柔蘇丹購獲超級大卡車〉一事上看來，媒體在對標題的處理中並沒有將

焦點放在這輛作為世界上最為昂貴的卡車30，而是以副標題「與民分享喜悅」來再

現蘇丹的親民作風。 

                                                 
30 相對於此的是，網絡媒體《當今大馬》則在同一天以<柔蘇丹接收全球最貴卡車 霸氣奢華金光閃閃>（2015 年 10 月 16

日）來為此事定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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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蘇丹的親民作風也被引申到對族群的友好關係之中。如在標題〈柔蘇

丹接見華裔榴蓮販 雙方親切互動〉中就顯示，攤販的身份被「華裔」這一族群性

身份標誌給定義了起來。 

親民的表現外，正如影視產業等媒體對大眾明星的製造一般，報紙也從王室

社交網站中轉載並廣布其貼文。報紙不但以「風度翩翩，網民驚呼」、「英姿迷

倒網民」等修辭來描繪蘇丹在網絡族群的受落情況，也時而報導蘇丹為人的修行

舉止。如以〈少時不敢向父王要錢 柔蘇丹撿破銅鐵買腳車〉來敘述童年事蹟，再

現蘇丹自幼即勤樸克儉的形象；以〈照料王子展父愛〉再現蘇丹慈父形象；以〈孩

子遺傳愛護動物基因〉為題，在展現公主愛心的同時暗示蘇丹同為充滿愛心之人；

也以〈柔蘇丹探訪恩師 師生開心話當年〉來再現蘇丹尊師重道的風範，及蘇丹與

老師間親密的師生情誼。 

二、論述分析 

例一 

常隨性出發-柔蘇丹騎摩哆探村民 

    童話故事中的王子會騎著白馬出現，柔佛蘇丹依布拉欣殿下則是會騎著摩哆

車出現！ 

    柔佛州的子民，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在住家門外看到柔佛蘇丹，不要以為你眼

花看錯，蘇丹真的會騎著摩哆車出現在民宅前。 

    蘇丹的個人臉書專頁，今早發佈了數張蘇丹於 2 月 6 日隨性到哥打丁宜甘榜

樂寶（Kampung Lepau）探訪的照片。 

    根據照片說明，蘇丹事前並沒有發出通知，而是隨性地騎著摩哆車，停在數

戶村民的住家和雜貨店，而當地居民據說早已對這樣的情景習以為常，因為蘇丹

經常會趁週末到附近度假時到該甘榜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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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丹更表示，他很喜歡到甘榜進行探訪，並跟村民閒話家常，因為這樣能讓

他更清楚子民的生活，並從中學習良多。 

報導來源：《星洲網》2016 年 2 月 22 日    

 首先從新聞標題來看，「常隨性出發」即讓讀者感覺到了蘇丹在坊間與人民的互

動是慣常的、自然的。換句話說，這裡強調了蘇丹的探視是不含目的的、作勢的。

「摩哆」（motorbike）作為一種廉價、普遍的交通工具，則與概念中、或人們認知

中蘇丹的尊貴形象形成了對比。「村民」凸顯的則是與蘇丹在身份地位上的落差，

因而也就襯托出蘇丹的平民化作風。第四段所描繪居民對蘇丹探訪的「習以為

常」，則與標題中蘇丹的「常隨性出發」相呼應，有加強對讀者關於蘇丹關懷人

民的說服作用。 

    從第三段文字可知，這項新聞取材自蘇丹的個人社交媒體。在本研究所收集

到的中文報對王室之新聞報導中，實則絕大部分也同樣來自蘇丹的個人社交網

頁。這也就是說，中文報讓蘇丹所要傳達的訊息在網絡空間之外，至少在中文讀

者社群之中得到了拓展。 

    再者，標題之後的第一段文字將「王子-蘇丹」與「白馬-摩哆」進行了類比，

引起了讀者彷彿遇見童話故事中白馬王子英雄般出現時的驚喜之感。而認為讀者

會有「驚喜」的這種想像，記者則在第二段文字中以「不要以為你眼花看錯」表

示出來。顯然報導使用白馬王子來類比蘇丹是很容易使讀者產生共鳴的，因為白

馬王子儘管來自西方童話，但文化全球化下，其英雄式的形象至今已人盡皆知。

報紙將作為童話故事中正義與騎士精神的象徵符號套用在蘇丹的形象再現上，無

疑是肯定並讚譽了蘇丹對人民的探訪與關懷。 

最後，末段文字中的「很喜歡到甘榜進行探訪…從中學習良多」則再現了蘇

丹的謙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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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加冕一周年 柔蘇丹更親民 

（新山 22 日訊）柔州蘇丹依布拉欣殿下加冕大典邁入一週年，柔州華團與商界領

袖讚揚蘇丹作風親民，也兌現去年加冕大典致詞時許下的承諾，照顧各族子民的

利益，也為柔州經濟帶來蓬勃發展商機。 

柔州蘇丹依布拉欣殿下的加冕大典於去年 3 月 23 日，在新山大王宮盛大舉行，

當天的加冕盛況可說是萬人空巷，許多民眾都擁到大王宮附近，共同歡慶柔州王

室重要的慶典。 

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拓展中心顧問鄭己勝在接受《東方日報》詢問時指出，

柔州蘇丹依布拉欣殿下是首個選擇騎摩哆及駕駛火車，主動下鄉走入人群，與人

民進行互動且願意聆聽人民訴求的領袖，許多民眾也近距離見證了蘇丹的親民作

風。 

他認為，柔州的商業活動也在柔州蘇丹積極參與下被帶動起來，中央或是柔

州政府所擬定的政策，都因為獲得柔州蘇丹的重視，開始做出一些調整。 

他舉例，近年在柔佛海峽的填海工程以及中國發展商的爭相湧入，加上柔州

蘇丹與首相拿督斯里納吉共同推介的森林城市計劃，都大大加速了柔州的經濟發

展，也讓更多人看到柔州的發展潛能。 

他認為，若是柔州蘇丹繼續保持這樣的親民作風，更積極參與商業活動，相

信接下來的一年，即便全球經濟都陷入不樂觀的情況，柔州的經濟也不會受到太

大影響。 

他也說，柔州王室成員也很懂得如何善用社交媒體與人民建立友好關係，像

是柔佛王后拉惹查麗蘇菲雅就懂得利用社交媒體與人民交流，從而了解人民面對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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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柔佛王儲東姑依斯邁也積極的推動柔州的足球運動，藉由足球運動

來凝聚柔州子民的團結之情，使各族之間更明白包容的重要性。」 

新山中華公會會長拿督斯里鄭金財受詢時則指出，蘇丹殿下在過去一年裡，

所倡導的柔佛民族（Bangsa Johor）以及種族和諧的精神，皆獲得了人民的大力支

持與響應，成功讓柔州子民不分種族的團結在一起。 

他續說，殿下樂意參與各種族的文化慶典，像是該會先前舉辦的柔佛古廟游

神活動，邀請蘇丹殿下蒞臨，從而破除了古廟游神即是宗教活動的既定印象。 

他希望，殿下繼續扮演促進各族團結的角色外，他也希望殿下重新考慮將星

期六及星期日列為周假。 

報導來源：《東方日報》，2016 年 2 月 23 日 

這則報導以訪問兩位華團與商團領袖的形式，來呈現蘇丹的親民作為，並同

時反映華社對蘇丹親民作風的認同與稱道。而報導之所以會引用華團與商團領袖

的說話，是因為兩者往往都被視為是大馬華社的權益代表。 

報導結構以頂向下（top-down）的形式呈現。也就是說，報導的第一段就直接

指出了新聞的幾則重點：（一）加冕一年以後，蘇丹仍維持著其親民的作風；（二）

有照顧到各種族的利益，及；（三）為柔佛州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其餘段落則

可視為是對此三項重點的補充說明。 

從第一點關於蘇丹的親民作風來看，標題以「更」字強調蘇丹在皇冠加冕一

年後，表示其親民的舉動較過往是有過之而不及。而其親民之表現，則以「主動

下鄉」、「走入人群」、「進行互動」、「聆聽訴求」等文字符號來表示，並通

過商團領袖的談話來實證。「摩哆與火車」則凸顯蘇丹的平民化作風。 

第二點，蘇丹照顧了各族群的利益一事由新山中華公會會長的言論所確認。

族群利益反映在蘇丹所提出的柔佛民族概念，已成功地使各族群團結在一起、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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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出席了由華團所舉辦的古廟游神活動、王后善用社交網絡與人民建立關係、王

儲利用運動項目凝聚大眾等等。 

第三，有關蘇丹積極參與商業行為而為柔佛州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這樣的

論調明顯的與過往學者或政客批評王室此舉無異於「與民爭利」的觀點不同，也

與網絡媒體《當今大馬》在王室經商的報導系列中所側重的觀點不同。在本篇報

導所報導蘇丹進行的一系列房地產開發項目如填海工程與森林城市開發計劃，於

《當今大馬》看來，其焦點卻是側重在關乎海洋保育、環保、王室背後的利益關

係，甚至是當地原來住民的權益等議題，並多以負面的方式報導之。31然而在此篇

報導中，蘇丹所參與的商業活動，則正向地被描述為加速了柔佛州經濟發展。 

第五節、小結 

本章分別從有關華人和柔佛王室之間的歷史事蹟的報導、蘇丹飲食的相關報

導、柔佛王室參與各族群或宗教團體慶典的報導，以及表現出王室與民互動的報

導，探析了中文報對柔佛王室的再現情形，並詮釋了在不平等的族群關係以及當

代馬來王權合法性遭受質疑的背景下，這些報導所象徵的意涵。首先就華人與王

室歷史事蹟的報導來看，通觀三篇新聞，均強調了華裔族群對國家或地方的發展

貢獻，以及對象徵國家主權的馬來王室的忠誠。這樣的報導除了表達大馬華社對

種族主義的反對之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華社對族群間平等承認的追求。 

再者，通過對蘇丹在外飲食、或日常飲食習慣、或與華社領袖、平民百姓同

桌共食的報導，不但呈現出華人文化、身份認同被統治者積極承認的圖像，另一

方面也遮蔽，甚至是消弭了王室與人民之間至少在財富上的階級差異。其三，王

                                                 
31 《當今大馬》中關於森林城開發案中的生態保育議題的報導有<森林城計劃毀儒艮棲地 環評報告與蘇丹不同調>（2015

年 3 月 26 日）；王室於開發案中背後的利益關係報導有<柔「森林城」背後的王室利益>（2014 年 7 月 14 日）；森林城開

發案中受影響的住民課題則有<森林城陰影下的人文生態>（2014 年 8 月 5 日）等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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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參與各族群或宗教團體慶典的相關報導，再現了柔佛王室作為積極促成各族群

間對話的重要角色，族群關係在王室的推動下得到了和諧共生與正面的發展。其

四，與民互動的報導則再現了柔佛王室親民與謙遜的特質。 

另一方面，可發現中文報對王室的報導來源多來自王室網絡社交媒體。部分

的報導也是對當時所發生各項社會議題如族群衝突等事件的回應。此外，或是受

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安排的影響，在與其他媒介如網路媒體的對比下，可發

現中文報在對柔佛王室的報導中，會將顯得較為負面的觀點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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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閱聽人分析 

正如盧嵐蘭（2007）所指出的，人們對於媒介文本的接收與解讀是多樣而變動

的，且其使用狀態更是發生在一定社會情境條件之中。那麼，中文報對生活在不

同情境中的閱聽人而言，其意義是否就如其自身所宣稱的，是屬於族群的、為華

社發聲的公器？再者，日常中多元的媒介經驗如何影響著閱聽人對蘇丹的認識，

而中文報又如何建構出閱聽人對柔佛蘇丹的認知？反過來，閱聽人又是如何對中

文報的再現進行解讀？以此，本章分為四個小節，即「閱聽人的中文報消費經驗」、

「報紙之外：日常經驗中對柔佛蘇丹的認知」、「中文報消費經驗中對蘇丹報導

的印象」，及「閱聽人的報紙解讀」，通過對閱聽人的訪談，來對有關問題進行

解答。 

第一節、閱聽人的中文報消費經驗 

儘管中文報業一直以捍衛華裔族群文化自詡，然而對於不同的讀者而言，中

文報不盡然只是文化傳播的工具。讀者或因喜好、職業等因素，而對中文報採不

一樣的使用與看待方式。那麼首先來看，中文報是如何發揮著文化傳播或保存的

功能，並被讀者所認可。其中一名受訪者就以能夠被人們確實掌握的族群文化資

產來形容中文報： 

一種文化吧，就好像各個節日啊，端午節啊，它就有報導關於端午節的一些來

源啊等等的…就是一個實物，你手上可以握得到的東西…一個類似像…對我來

說一個文化遺產這樣子咯。（M16） 

對傳統節日的系列報導除了彰顯中文報作為族群文化的傳播與保存的重要媒

介之外，中文報業無論是在每日被販售的報紙上或是在隨時發刊於網路上的新聞

中所使用的文字—漢字，在作為華人族群文化重要載體而一直被使用的情況下，

形成了對文化的一種日常實踐，一位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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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一種文化咯。它算是華人應該要看的一種報導（紙）咯。就你華

人應該看華文報之類的啦，就一個傳統這樣咯。至少可以給你的後代知道：

哦，華語。（M2） 

它是一種散播文化跟思想的東西來的。好像你有中文報、英文報、馬來文

報、淡米爾文報啦，這個東西是代表一個語言。如果你少了中文報來講啦，

表示你這個中文在這個國家其實是不被重視。分分鐘你這各族群，你這個

民族意識就這樣子消失掉。（M15） 

從文化實踐這一角度來看，對讀者而言，中文的繼續被使用意味著文化的延

續。反之，則表示了一個族群文化消逝的可能與危機。其中一位受訪者就以印度

尼西亞在上世紀六零年代的同化政策中對中文的禁止使用、關閉大部分的中文報

館為例，指出中文得以繼續被使用的重要性：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母語來的嘛，如果有一天忽然消失掉的話，對我們來講

可能是對我們種族一個很大的危險吧！為什麼？因為一個語言的那個文章

不能被刊登出來，可能要通過…很像以前印尼的事件那樣子，他們不讓那

些華人讀報紙。（M10） 

上述受訪者所給予的回饋，顯示的是閱聽人具因應性的媒介消費實踐，即閱

聽人會以各種「操弄方式」來跳脫出結構上的限制（王宜燕，2012)。身在多族群

的國度中，政府以優勢的馬來文化作為制定國家文化政策的依歸。那麼依此來看，

閱聽人對族群媒介的持續使用也就意味著了對來自國家層級所賦予的文化霸權予

以反制與抵抗。 

盧嵐蘭（2007）也指出，人們會在消費物品的同時也詮釋該物品的象徵意義，

並由此建構自我與認同，對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做出確認與宣誓。從以上讀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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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消費經驗來看，當閱聽人以「它算是華人應該要看的一種報導（紙）」或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母語」來詮釋對報紙的消費意義時，一方面符合了中文報對

本身作為一種服務該國華社的族群媒介的定位與期待，一方面也通過對中文報的

使用，而建構出了自身對華裔族群的身份認同。 

當然，也並不是每一位讀者都將中文報的消費或其使用的文字當作是一種文

化傳承的載具。實際上許多閱聽人對於報紙的使用往往更是建立在為了獲取資訊

時，因應對文字的掌握能力的考慮而選擇之： 

因為本身馬來文不好，語言不好就不會讀馬來文、英文報嘛，所以至少華

文報可以讓我們知道…比較容易吸收啦。（M4） 

因為是華語的嘛…我們是華人嘛，所以如果報紙是用華語的話，我們會比

較知道啦..instead of 英文或馬來文那些，我們可以直接讀出來，我們可

以直接知道那個報紙在講些什麼。（M8） 

如果是跟英文報、馬來報…感覺就是，因為有些年紀比較大的，他們可能

語言方面沒有那麼精通，英文、馬來文，so他們中文報可以更深入了解時

事咯。（M1） 

雖然受訪閱聽人都以中文報為資訊接收的其中來源，但卻並非對新聞的報導

內容照單全收。也就是說，一方面閱聽人或會採信報紙的報導內容，但亦會對新

聞的報導方式產生質疑，甚至是批評，而這也就反映了主動閱聽人的一面。 

光華、星洲也是有、中國也是有。哦，不是光華，是光明，是光明…這三

個最 accurate它的那個新聞。（M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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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那些標題很不切實際咯，很多誤導性的標題…而且這樣子只會給讀

者錯誤的思想，而且我覺得這個年代，很多人都是不太會去想要去思考東

西了的。反而他們會直接相信他們寫什麼，很多人沒有自己的想法，沒有

自己的主見。（M6） 

有些很假咯，題目出到很大，可是裡面其實是很小的一件事…開始變得有

點點沒有什麼意義。它原本是報到很時事的，但是因為我們的政治出現了

一點問題，然後報章又不是很敢報導，所以有時我們看的又不是真的，then

有時那個小道新聞還真過那個大報。（M9） 

…就是你不能完全信到完，但是你就是可以再去深入地去思考。（M8） 

無論如何，儘管對報紙的撰寫方式進行了批評，但讀者還是認為中文報無論

是從硬體或者是在資訊傳播上對人們仍存有其重要性，尤其當人們受限於語言能

力、習慣或網絡使用狀態等條件限制下而使中文報成為唯一的資訊來源時。上述

同一位對報紙書寫進行批評的讀者就認為接著就說到： 

老一輩的還是需要啊，他們不是很常去外面和人家吹水、聽消息？…他們

看報紙來得到消息啊，所以報紙還是很重要一下的。（M9） 

我就覺得，就現在來講並不是每個家庭都有網路，所以其實中文報對整個

華社來講還是有用的，就是至少讓大家知道哦，現在發生什麼事情咯。（M5） 

第二節、報紙之外：日常經驗中對柔佛蘇丹的認知 

在探析閱聽人如何看待或詮釋中文報對蘇丹系列報導之前，本研究認為還需

對受訪者如何從日常生活之中建構出對蘇丹及其王室的認識做一番理解。因為閱

聽人的日常媒介經驗是多元的，並隨著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歷史、文化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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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對文本的詮釋產生一定的影響。（張文強，1997）而這一訪談提問所導出的

結果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呈現了媒介對閱聽人有限的影響程度。 

首先以兩名受訪者的經歷為例。一名身為補習教師、家族經營飲食業的受訪

者對柔佛蘇丹的理解除了來自報紙閱讀之外，也來自學生與食肆間食客的談話之

中；而另一名受訪者對王室的理解則來自坊間的傳聞： 

就覺得還蠻不錯咯，蠻好啦，就好像我學生他們都講柔佛蘇丹很好，我也不懂

哪裡好啦，就覺得 ok，都有聽到啊，很像我媽媽她是賣雲吞面的，然後他們就

會有講…很像那些 uncle哦，他們不是飲 teh的咯，他們就每天講啦，一講到

柔佛蘇丹的話他們就講：哇，這個好啊，什麼好啊，哇，他其實不是有一張那

個報紙有登，柔佛蘇丹不是有比一個 love，那些 uncle就是一直在講：哇他很

有愛啊，然後很好啊，然後他們講重要的是他的樣子看得順眼之類的啦,我是

聽到是這樣子咯，形象好然後也比較…他有常出來走動啦，他們大多數人都有

看過。好像我的學生他們是南華的舞獅的，有去蘇丹的家啊還是什麼之類，他

們就講：啊不錯，還會笑啊，還會什麼這樣子，就這樣咯。（M16） 

聽以前他的爸爸那一代開始其實也不是很好。只是到這一代因為他…外面謠傳

啦，是因為他的三兒子生病了過後，他是有開始把他的脾氣跟態度放低，而且

有開始偏向去佛教的東西。（M6） 

再者，因與其他君主立憲國家不同，馬來西亞 13 個州屬中共有 9 個世襲的馬

來王室家族，另外四個州屬（檳城、馬六甲、沙巴、砂拉越）的元首(Yang di-Pertua 

Negeri)則由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Agong )委任。在一個國家有著複數以上的王室

存在的情況下，人民對各自州屬王室的認識也就自然來自與其他州屬蘇丹的比較

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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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幫助華人嘛。他講我們是一家人嘛（你覺得實際上有幫助到嗎？）有，因

為你去到別的州的時候有些馬來人會歧視華人，Johor就不會。（是因為他？）

啊。（M11） 

感覺上柔佛蘇丹給我的印像是他更有一個領導人的風範，跟其他州屬的蘇丹比

起來，感覺上他們就給我的印象就是只是一個名義然後可能沒有什麼做事啦，

可能是報章上看不到，這個我也不知道。（M1） 

從以上的比較看來，柔佛蘇丹給人們的印像是積極正面的。但也有受訪者以

親身的經歷對蘇丹享有的王室特權進行較負面的批評；或是以自身和王室的沒有

切身關係而對蘇丹印象不置可否： 

印象就是滿親民罷了，負面的話他人其實滿霸道的人這樣，就比如講他去到新

加坡，他是沒有停車的，他是 all the way別人 guard住他進去的，我自己都

親眼看過幾次，好像在公路都是人家在幫他開路的…（M3） 

感覺報章好像都是在稱讚他。之前的話我留意到他們是對…都還蠻滿意這個蘇

丹這樣。就是以前有些人…兩極化啦，有些人對蘇丹的看法是很不滿他，因為

他們生來就是王室了嘛，王室就享有特權咯，所以都是他講了算啦。我們不能

夠得罪他這樣子。可是最近這樣看來報章好像都是在表揚他的感覺，就覺得很

像他做到不錯，可是其實整體來講也沒有太大的…可能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到

啦，所以我們感受不到。可能有些他有幫助過的人 maybe會留意些。（M10） 

第三節、中文報消費經驗中對蘇丹報導的印象 

當然也有的受訪者指出，對蘇丹的印象是來自所閱讀的報紙。原因或是在離

開作為基礎知識來源的中、小學校後，報紙就成為了訊息接收的重要來源，又或

者是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機會能夠接觸到王室。Silverstone（2003）在討論媒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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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關係時就指出了在沒有其他資源的情況下，媒體也就掌握了定義過去的權

力與權威。這裡，「過去」與「知識」或可說是得以互換的詞彙： 

（所以你對蘇丹的印像是來自這三份報紙？）啊，因為我讀書的時候都不是他

啊。（M17） 

報導上的他看起來是和藹可親的人，真實性不知道有多高。（所以你的印象就

是從新聞來？）對，因為我們沒有機會正真接觸到他。（M9） 

那麼從中文報的消費經驗中，閱聽人又是如何產生出對柔佛王室的印象？有

的閱聽人是以蘇丹同自身有著切身關係—同是柔佛州人而對此予以關注。而從大

部分受訪的閱聽人看來，中文報對蘇丹的再現則更是無疑地充斥著親民等事蹟的

正面形象報導： 

M4：有啊，一定會看，因為都是 Johor嘛。看他幾有錢，看他…好像最近又買

什麼飛機啊，類似這樣子啦。都有啦，以前都比較負面的新聞，現在比較正面。 

就很親民咯，你看那個新聞，他之前不是有拿他的那個 lorry去繞我們的那

個…(親民之旅)…對對對，就滿親民的啦，就有時候我們會在外面看到他…不

是我們拉，就是外面的人啦，請大家吃飯，請大家合照,比較 friendly這樣子

啦。（M18） 

就是正面咯，他的報導沒有幾個是負面的。沒有負面，不是沒有幾個，都是正

面！（M8） 

也因為報紙一面倒對王室形象進行正面的再現，因此就可見如上述受訪者就

以較誇張的表達來陳述這一現象；也有的受訪者則以較隱晦的方式來闡述中文報

對柔佛蘇丹大量正面新聞報導的疑慮：「我只能講哦，只要你是人，你不可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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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樣只有好的一面，所以咯。」（M5）；也有的受訪者則以直接的表達方式，

認為報紙的報導確是誇大其詞： 

多在吹捧咯，就我覺得…有時刻意放大他做的一些好的東西比如你看他就講一

些很有權威的話，可是你是看不大到任何實際行動的東西，可是報章卻把他講

到就是很有東西，然後每個人也很相信會有這個東西…（M6） 

第四節、閱聽人的報紙解讀 

從學理上來看，隨著文本具有多義性（polysemic）觀點的釋出，閱聽人賦權

(audience empowerment)的概念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大行其道，即閱聽人能夠

以自身多元的方式來對文本進行詮釋，而這也彰顯了閱聽人積極的能動性。然而

至今更多的學者已同意並認為，對意義的闡釋已不單只來自閱聽人對文本的解

碼，且同樣來自於媒介製作者對於意義的產製，閱聽人並不能違背或任意地對文

本進行詮釋。（Jane Stokes，2016） 

那麼，是否本次研究中受訪的閱聽人也同樣呈現了這種有限的能動性？在中

文報的議題設定下，閱聽人對王室報導的反應為何？首先以報紙本身對讀者的分

析來看，2015 年歲末，《東方日報》於一篇題為<話題家族 柔王室媒體寵兒>（2015

年 12 月 28 日）的報導中，指出柔佛王室因過去一年的各項言論與舉措而成為國人

關注並讚賞的家族，並成為被媒體多方報導的焦點；《中國報》則在隔年年中一

篇題為<王室面子書成功記>（2016 年 8 月 1 日）的報導中，指出柔佛王室如何透

過社交媒體來讓人民認識、追捧。兩篇報導歸結王室之所以成功贏得人民支持的

原因，除了一系列溫馨的家庭生活報導外，在公共議題上，無外乎是投民所好，

對時局甚至政府政策進行針砭、拒絕種族主義、與民眾近距離接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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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報導所闡述的事實是否就是閱聽人的真實反應？在對閱聽人的訪談

中，為實地理解閱聽人如何詮釋報章，本研究從收集到有關柔佛蘇丹的新聞中，

隨機抽取出了以上述報導所歸結柔佛王室受歡迎的因素的四篇新聞，分別為與種

族主義相關的<柔蘇丹：華印裔已紮根.柔州不容種族歧視>；展現親民作風的<訪昔

加末救災中心慰問.柔蘇丹為災民炒飯>、<柔蘇丹向子民示愛.年輕馬來領袖須自強

>；及對政府進行針砭與提醒的<解決當前經濟危機 柔蘇丹提醒政府勿愚弄人民

>，來讓受訪者對此進行詮釋。 

一、對時局或中央政府政策的針砭報導 

例一： 

解決當前經濟危機 柔蘇丹提醒政府勿愚弄人民 

（新山 25日訊）柔佛蘇丹依布拉欣殿下今日促請政府馬上解決當前的國家經濟危

機，特別是令吉貶值的問題，同時也提醒政府不要試圖愚弄人民，以「糖衣」來

掩蓋當今局勢的訊息與新聞。殿下指出，雖然身為統治者不能干政，但作為柔佛

州蘇丹的他，有責任確保柔州子民生活安康。殿下也提醒現任的領導人，要履行

自己的義務和責任，為民眾謀福利，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為考量。 「我要提醒人

民所選出的政府領袖，他們必須肩負責任，照顧公眾利益，而不是注重自己的利

益。」依布拉欣殿下是於今早在豐盛港出席陸軍特種部隊 50週年金禧慶檢閱禮時，

在致詞中發表上述談話。出席者包括國防部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 「現今的人民

都受過教育，也是有智慧的一群，他們懂得分辨資訊，不要企圖愚弄人民，若政

府不解決國家現今所面對的問題，人民將對政府失去信心。」殿下也說，本身已

體會人民的不滿與心聲，當前國家經濟和政治都處在不穩定的時刻，政府有責任

優先處理這些重要的課題。 「因此，我促請政府馬上解決當前的問題，包括非常

嚴重的令吉貶值問題。」此外，殿下也表示，其祖父為了團結柔佛州子民，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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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柔佛民族」（Bangsa Johor），此概念並非新鮮事，州歌也命名為《柔佛民

族歌》。殿下勸請對柔佛州歷史不了解的外人，不要干預柔佛州的事務。同時希

望柔佛州各族子民應該團結一致，和睦相處及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針對柔佛

州水供問題，殿下也促請州政府制定長遠的水供計劃，確保水供不受影響。 

    這則新聞發自 2015 年。從篇幅或標題來看，蘇丹對中央政府的提醒是本篇報

導的主題。該年，由馬國中央政府完全控有的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簡稱「一馬公司」）爆發了負債 420 億元的消息，更接續引

發了相關的政界貪污醜聞等事件；同年，馬來西亞貨幣令吉（Ringgit）創下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大的貶值跌幅。這樣的背景構成了此篇報導中柔佛蘇丹所

謂的「當前國家經濟和政治都處在不穩定的時刻 」。新聞報導刊出後的一個星期，

馬來西亞國內首都吉隆坡等地也爆發了非政府組織領導下的多場示威集會。因此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蘇丹對中央政府提醒也就得到了閱聽人的認可： 

講到算是沒有錯咯，你要有廉潔的政府，你的人民才可以過得比較舒適，

不用擔心所面對的問題啦。at least 可以喚起一些人民開始注意到政府會

有一些這樣子的人，讓他們提醒自己不要做出太多貪污的問題。（M12） 

令吉貶值的問題啊，so他也算是叫政府不要去愚弄人民啦。可以講算有領

導能力嗎？算吧，因為他有幫我們提醒政府嘛，就是把我們的經濟搞好來

啦。（M18） 

內文同時還報導了兩項次主題：在提醒政府關注經濟問題之後，蘇丹還提及

了旨在推動各族人民團結的「柔佛民族」概念及促請政府關注水供問題。此時可

發現的是同一則報導中，在中央政府導致國家陷入財政困境、貪污與人民不滿等

問題，與蘇丹促請政府為人民謀福利、推動各族團結等言論的兩廂比較之下，無

疑地在閱聽人看來，也就形成了一個正、負兩面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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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樹立一個好形象，因為剛好當時我們的政府可能有一些…我們的當

政者比較軟弱，然後又出現一些醜聞吧！他出來的時候就是很明顯的看

到…對比到他跟我們的當政者的差別在哪裡，然後讓大家感覺到他很關懷

所有的人民，不分種族的感覺啦。然後最近其實我覺得這個蠻有直接的，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因為他們足球隊也在新山越來越…贏了國家杯吧應該

是，然後變成每個人就很 support他，然後就會覺得自己是柔佛子民，因

為就很驕傲這樣啦。（M10） 

黃東治（2006）指出，體育是認同產生的重要媒介之一，在國家的推動下，人

們從體育中產生出了想像的共同體。在柔佛州，州級別的足球隊向來由該州王室

直接領導。時任柔佛州主球隊會長的王儲東姑伊斯邁（Tunku Ismail）曾不諱言地

表示是將足球隊當作政治工具以團結人民。（《光明日報》，2015 年 10 月 16 日）

因此這也就可理解上述受訪者所表示的，人們的認同已因體育項目的勝利而跨越

了族群的界限，「覺得自己是柔佛子民」。 

例二： 

柔蘇丹向子民示愛.年輕馬來領袖須自強 

（柔佛．新山 23日訊）殿下今日上午在官方臉書專頁，貼出柔佛巫青團前副團長

拿督凱魯的經驗分享，即殿下在舉行登基典禮前給他的一番勸誡。殿下說：「我

愛我的子民，他們常在我心。你們是我們未來的希望，一定要堅毅地持續提升知

識和勇敢地面對任何挑戰。成為一位好領袖，真心誠意地為人民而奮鬥，照顧好

馬來人的權益，不要淪為只為私利的領袖。」這則貼文也配了多張殿下與子民互

動時的照片，並且提到殿下在上述對話過程中，一如既往地第一人稱不用「朕

（beta）」，而是用「我（saya）」。凱魯透露，當時殿下與全柔的巫青區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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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見面時，沒有選擇正式的午餐會，而是建議大夥在王宮範圍內燒烤，這令見面

會的氣氛變得輕鬆。 

與上篇報導相同，本篇新聞同樣轉自王室社交媒體。報導呈現了兩則訊息，

其一，凸顯蘇丹的親民特質，如標題中的「向子民示愛」，或是內文中所述與子

民互動照片，或「一如既往地第一人稱不用『朕』，而是用『我』」等句子，後

者除了顯現蘇丹政治公關的操作外，「一如既往」四字顯示了報紙對統治者平常

就有的謙遜特質的肯定；其二，蘇丹在與巫統青年團會面時呼籲該團成員為人民

奉獻。由於巫青團為種族性政黨巫統旗下附屬團體，歷來許多政治人物多出身於

此，因此報章在表示蘇丹呼籲該團成員自強的標題中，以「年輕馬來領袖」表示

之。但這種似乎有意強調蘇丹指示的是單一族群領袖的代稱，卻讓閱聽人抱以了

自身族群優越感的姿態來看待這起新聞事件： 

這個想法就是他可能，我自己覺得啦，可能是因為…你都懂啦，可能華人在經

濟上面什麼（的）啊，都比較有優勢嘛，在馬來西亞，可能他就覺得馬來人就

需要有一點…就是要自己變強咯。這樣子咯。（M4） 

是好事啊，因為他們的觀念還屬於很保守的階段，所以如果有一個更能幹、很

有能力的來領導他們的族群，可能他們就可以發展到另外一個 level咯。（M12） 

有的閱聽人對於蘇丹的奉勸予以支持。但也有閱聽人認為，這樣的勸告顯示

的卻是王室對不同族群的差別待遇，而這樣的差別來自內文中蘇丹所提照顧馬來

人利益一事： 

蘇丹就跟子民講要自愛，要求年輕的馬來人來做一個自強的領袖來照顧一個子

民，我覺得他好啊，因為至少他會去跟新任馬來人領袖講不要像之前那些領袖

那些只為自己利益著想，沒有為人民。（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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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他這裡面強調的好像都只是我們的馬來同胞咯，就是講要照顧好馬來人

的權益啊，不要變成一個自私的領袖，可是同時間他沒有想到我們還有其他的

種族比如說華人，或者是印度的同胞，這個可能他就好像沒有…可能他是剛好

出席一個馬來活動吧。是咯，巫青團咯。我覺得整體來看，他最後還是蠻保護

他們自己的種族啦。其他種族他可能也是有給一些幫助可是還是有差別啦，我

們還是會看到那個差別在哪裡咯。（M10） 

由上看來，雖然報導再現了蘇丹正面的形象，但至少在標題的設置或在引用

蘇丹的談話上，這篇報導似乎已「弄巧反拙」地讓閱聽人導出了族群優越感的姿

態，也產生出了蘇丹帶有對各族群的差別待遇的觀點。 

二、拒絕種族主義的報導 

柔蘇丹：華印裔已紮根 「柔州不容種族歧視」 

（柔佛．新山 13日訊）柔佛州蘇丹依布拉欣殿下表示，雖然巫裔擁有特別優待，

但華裔和印裔也有身為柔佛人的權利，所以他不會容忍柔佛州出現仇恨和種族歧

視。「我們是柔佛子民。柔佛是屬於人民的，屬於巫裔、印裔和華裔的。他們的

祖先或許來自中國或印度，但他們已在此紮根，柔州就是他們的家。」蘇丹今日

在臉書專頁發表貼文時，附上數張出席各族群活動的照片，並強調，柔州並沒有

滋長仇恨與種族歧視的空間。蘇丹也勸諭人民改變思維，不要「各人自掃門前雪」。 

「如果我們要和鄰國比肩，我們就必須做出改變。不要貪一時之便而亂丟垃圾，

造成他人的不便；不要隨意地將車子停放在路邊，造成不必要的交通阻塞；這些

不顧及他人感受的習慣，只會對他人帶來不必要的問題。」此外，蘇丹也同意，

地方政府確實也需要再努力，確保柔州的基礎設施都良好地運作，認為當大家都

將各自的角色扮演好，就能帶來正面的改變。「你保持屋子的整潔，因為那是屬

於你的。柔州，也是屬於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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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則新聞由《星洲日報》採自王室網路社交媒體。另外隨報導轉載的是一

張蘇丹在周圍有著隨行警察及不同族群人士簇擁下，手持馬克筆正要為象徵華人

文化的舞獅點睛或簽名的照片，因此或可說明照片要傳達的是各族和諧共生之

意，也具有向讀者傳達蘇丹積極團結各族群意象的強化效果。從標題與前段內文

來看，此篇主題是柔佛蘇丹對種族歧視的反對。而這樣的發言也確實得到了閱聽

人的認可，並認為以統治者的身份所發表的言論能夠帶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種種族歧視的，他發表言論的話我就覺得是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影響力的。因

為他就是一個有身份地位的人，如果由他來講出不要煽動種族主義的話，他就

有辦法做得到這個東西，他就有辦法可以在某個特定的方面，就好像只要在他

身邊的人大概都會去實行，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對人民…當然 Johor來講，至少

讓 Johor整個氣氛不會這樣緊張。這種發言我認為可以。很正面，這種是散播

正能量的發言。（M6） 

報導主題除了是反對種族歧視之外，次主題則是蘇丹要求人民履行公共責

任，並認為地方政府需確保基礎建設的良好運作，內文中所有的勸諭都旨在推動

柔佛州的繁榮發展。在不同主題的內容被放置於同一則新聞的情況下，有的受訪

者會將蘇丹為社會發聲或貢獻的事蹟與族群關係產生聯繫： 

其實講真的，從以前我讀書，就柔佛新山來講，這個柔佛蘇丹的形象我對他的

形象一直是好評的啦。因為不管他做什麼東西，簡單來講，真的，你看華人，

像寬柔中學，他一直很照顧寬柔中學所有的一切，然後他也很照顧…他也開放

一些措施像最近的只要一塊錢登記就能買一間屋子了，這個新聞是有利於所有

種族，不只是有利於馬來人而已。所以我就覺得他不錯啦。沒有太大的種族歧

視啦。（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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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種族歧視，不要門前自掃雪，就有困難的時候應該要互相幫忙。我覺得他

講的都是對的。就我們不應該要只顧自己，如果異族需要幫忙還是要幫忙，就

不要覺得大家都不好這樣啦，不要看樣子下定論。（M2） 

三、親民的報導 

訪昔加末救災中心慰問 柔蘇丹為災民炒飯 

（柔佛．新山 4日訊）柔佛蘇丹依布拉欣殿下今日特地探訪昔加末的水災災民，

而除了慰問和勉勵災民，向來親民的殿下更親自炒飯給災民享用。殿下的官方臉

書今午發布了相關的照片，透露殿下到設於格美律多元用途禮堂的救災中心，探

訪了來自 5個家庭的 25名災民。據悉，殿下在救災中心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期

間也派發了乾糧和日常用品給災民。除了出巡昔縣，殿下近日來周遊各縣，這 2

天先後到了豐盛港和麻坡，並在當地的餐廳享用餐點。平易近人的殿下不只走入

人群用餐，甚至不介意與子民「並桌」，讓子民有機會和他交流。對於子民的合

照要求，殿下也來者不拒，讓巧遇殿下本尊的民眾開心不已。殿下在平民餐廳用

餐，不只讓親睹殿下本人的子民驚喜不已，而相關照片和消息在臉書傳開之後，

也讓不少自稱「柔州子民」的網民留言，對柔州有這麼一位親切的蘇丹感到驕傲。 

本篇報導採自王室社交媒體，並由中文報轉載。從標題來看，主題旨在闡述

蘇丹到災區為災民服務一事，然內文後半段則更大篇幅地以「平易近人」、「來

者不拒」等來敘述蘇丹親自為災民炒飯、用餐時與子民並桌等事蹟，以此再現了

蘇丹的親民特質。文末則以「網民感到驕傲」來表示蘇丹的親切作風得到民間正

面的肯定。對受訪閱聽人看來，大多認為這是一場帶目的性質的「表演」，其中

一位閱聽人從日常經驗予以較不滿的批評，但卻不否定蘇丹在這起事件中對災民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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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己的形象嘛，要走親民路線，不知道要怎麼樣講…他很愛炫咯，他

這樣子出去也是大批人馬這樣子嘛，也沒有講很親民啦，也是開什麼名車

啊，也是要封路，弄到我們人民都比較幸苦，還塞車…其實也是好啦，至

少他有幫到那些災民啦。（M14） 

正如上述閱聽人所言，以提升形象為目的的親民作風是大多數閱聽人閱讀後

所給予的回饋。有者就認為，站在一個政治人物來看，這樣的操作無可厚非，但

依舊不能否定的是蘇丹的奉獻精神，並從往常對蘇丹的認知對此予以正面評價： 

我覺得首先要講一下柔佛蘇丹我自己對他的印象。他是一個很親和，然後

也不會是太過於種族主義的一個蘇丹，他不管對哪一個同胞都很好。這個

是我站在他的形像上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統治者啦。然後他一些概念、一些

理念，還有一些做法來講的話，其實都有利於三大種族的一些福利這些。

所以對於這篇為災民炒飯這篇來講的話，這個舉動其實站在一個政治人物

來講，其實我覺得是一種手段啦，可是不可以漠視的是他的心。他最起碼

肯賦予他的這個愛心。（M7） 

蘇丹親民的表現得到閱聽人的肯定，除了如上述閱聽人所述來自往常對蘇丹

親民表現的記憶之外，也來自同其他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與前任蘇丹的比較當中產

生： 

這一任的比較多正面。然後這一任也比較親民路線，at least至少他發生

災難的時候太還是會親自下去看什麼需要幫忙，去幫助。然後也不介意跟

人民一起吃飯。不像以前的會…以前的領袖都會有分階級，就會講：誒，

我的身份這樣高，不會跟你一起吃飯這樣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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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的報導就比較明顯的看得出它是一直在讚揚我們的蘇丹，說因為他不

會因為是一個執政者，然後就與人民疏遠這樣，感覺這個記者是蠻喜歡、

滿滿意這個蘇丹看起來。因為他講說他不介意人民並桌，然後子民怎樣。

然後我發現到其實以前的蘇丹，可能他父親的話，因為他們王族，然後我

記得一些事件，然後他們會刑事案啊，或者是他打人啊，然後這個蘇丹表

現出來的就是他不會做這些事情，大家都可以跟他親近，然後跟他有一些

交談啊，然後他對人民…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差別咯。（M10） 

第五節、小結 

本章分析了閱聽人對中文報的消費經驗、日常經驗下或中文報消費經驗中對

柔佛蘇丹的認知，以及有關蘇丹新聞報導的現場解讀。可以發現對部分閱聽人而

言，中文報確實有著媒體自身所宣稱保存與傳播華裔族群文化的象徵意義與功

能；也有的閱聽人只單純視中文報為日常接收資訊的眾多消費媒介之一；此外，

部分閱聽人對中文報的選擇則來自於自身語言能力掌握下的限制或考量。 

而受訪者在日常經驗中對蘇丹的認知一方面除了來自於各種無法證實的小道

消息或傳言，一方面也來自受訪者的親身經驗。而在有著複數以上的王室的現實

情形下，部分受訪者對柔佛蘇丹的感官或認知也來自於同其州屬的王室的比較之

中。再者，對柔佛王室歷來事蹟的認識也影響或構成了受訪者對現任蘇丹及其王

室的印象，因為部分受訪者對現任蘇丹的印象恰是來自於將後者置於同前任蘇丹

的對比之中。 

部分閱聽人指出，對蘇丹的印象是來自所閱讀的報紙。原因或是因為在現實

生活中並沒有機會能夠實際接觸到王室，又或者是在離開作為基礎知識來源的校

園以後，報紙成為了認識柔佛王室的重要來源。而有的閱聽人表示會因為本身作

為柔佛州人而去對王室消息多加留意。無論如何，從大部分受訪的閱聽人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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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王室在中文報裡得到的都是正面報導，因此也對報章這樣的再現方式，如果

說不是因此而對王室產生了正面的印象，那麼就是對中文報的報導形式產生了質

疑。 

而在閱聽人的報紙解讀中可發現，閱聽人會隨著新聞的論述方式而採以不同

的姿態來閱讀報紙，例如當媒體在一篇報導中以蘇丹奉勸年輕馬來領袖須自強為

題時，這種似乎有意強調蘇丹只是指示單一族群領袖的論述，卻讓閱聽人抱以了

自身族群優越感的姿態來看待這起新聞事件。這樣的結果也呼應了學者所指出

的，文本的意義是閱聽人與媒介產製者間作用的結果。（Jane Stoke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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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就本研究來看，可說中文報近年來對柔佛王室的報導實際上是鑲嵌在這場「承

認的鬥爭」的脈絡之中的。作為重要他者-馬來穆斯林重要像徵的柔佛蘇丹依布拉

欣自 2010 年即位以來，其大力推動族群團結的一系列舉措似乎給大馬的族群政治

帶來了新的氣象。中文報也以此展開了一系列針對王室的再現報導，如華人與柔

佛王室親密友好關係的歷史事蹟，或王室與民同桌共食的事蹟，也報導了展現馬

來王室對各族群與宗教多元接納的佳節共慶的新聞，以此試圖證明同時作為國家

主權象徵的蘇丹，亦承認著華人同馬來人一樣在這一國度中有著平等的身份認同

與權利。由此可發現，許多關於王室事蹟的報導就是對當下馬國國內一系列族群

衝突事件的回應。 

另一方面，當代馬來王室的傳統權威在經歷直至上世紀中葉前的殖民主義洗

禮，及馬來人身份認同在國家建立後政經結構的轉變中已從傳統上由蘇丹為主

體、以州為單位的地方認同，轉向了對後來組成的馬來西亞為認同對象，再加上

來自包括巫統在內的各政黨挑戰等因素而式微，其合法性亦受到許多學者的質

疑。以柔佛王室來看，前任蘇丹伊斯干達（Sultan Iskandar）以其所涉及的多起刑事

案件而為人所詬病。那麼或可以此推斷，2010 年蘇丹依布拉欣繼位後，該如何凸

顯王室的重要性與價值則成為了其維持王室合法性的當務之急。從這點看，中文

報一系列針對蘇丹個人或其王室成員同民眾親密互動的新聞再現即是此一親民正

面形象的打造工程。自然這樣的打造工程並非是虛構的，因為可發現的是中文報

報導絕大多恰恰是來自皇室自身所發布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的帖文。另外也可發現

在與其他媒介如網路媒體《當今大馬》的對比下，這些主流的中文報在對柔佛王

室的報導中已將顯得較為負面的觀點予以迴避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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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方面，儘管許多受訪者對中文報的論述方式抱有質疑，卻普遍對中文

報所再現的王室事蹟給予了肯定，部分閱聽人更認為王室的一系列舉措將能夠為

族群關係帶來正面的效果。但無論如何，這也難以表示閱聽人對柔佛王室的正面

印象或對王室改善族群關係的舉措所給予的肯定是完全來自中文報的報導。因為

閱聽人日常的媒介經驗即是多元的，對柔佛蘇丹及其王室的認知也來自日常生活

中的各種傳言或小道消息，或是來自於將此一家族置於同前任蘇丹或其他馬來王

室的比較之中。部分閱聽人對蘇丹的評價也來自於同中央政府的對比。因為可發

現中文報對蘇丹的再現報導不單只有對當時一系列族群衝突事件作回應，蘇丹對

時事或對政府政策批評的報導也讓閱聽人對二者產生了正負兩面的比較。另外可

發現，或是受媒介論述方式的影響，部分閱聽人會抱以自身族群優越感的姿態來

解讀新聞。那麼依最後一點看來，中文報對促進族群團結的努力或許就會因自身

報導中的用字遣詞結果而讓效果適得其反。 

回過頭來看，在中文報的再現報導中，柔佛王室作為種族主義的積極反對者，

承認了華人作為非外來者身份，但這是否就表示王室實踐的即是華人所要求的普

遍主義政治中的平等觀？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以下列舉兩例。2010 年，在為一項

伊斯蘭學者大會主持開幕時，蘇丹依布拉欣即提出了「馬來統治權」（Kedaulatan 

Melayu）取代「馬來主權」（Ketuanan）的提議，並指出「馬來統治權」的概念「…

涵蓋馬來統治者的地位、伊斯蘭教是聯邦宗教、馬來語是國語、馬來民族的特權

及其他權利，以及不曾視其他種族為外人」。32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聲明中，即

使蘇丹「不曾視其他種族為外人」這一點在華社看來或許立意為善，符合華人在

承認政治中他者對自身國家身份的肯認，但「馬來民族的特權及其他權利」卻讓

當中對非馬來人而言不平等的差異政治立竿見影；再者，於 2016 年廣邀華社的御

茶宴中，蘇丹以使各族團結與增強人民競爭力為由，而建議以英語為單一教學源

                                                 
32 <柔蘇丹：會更適當 馬來統治權取代馬來主權>(《星洲日報》，201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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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33雖然同樣立意為善，卻也似乎忽略華社對中文教育的堅持。因為對大馬華社

而言，中文教育是族群文化及認同得以延續的重要機制。但反過來說，雖然大馬

華社所追求的普遍主義的平等觀確是出於自身族群不平等的反應，那麼這是否又

同時忽略了，誠如許德發（2015）所言的，不同族群間的條件或現實差異呢？無論

如何，至少在中文報中的王室再現報導看來——也正如部分閱聽人所言的，難以

否定的是柔佛王室在這難解的族群政治中所呈現的變革動機，及以此帶給人們的

希望。 

 

 

 

 

 

 

 

 

 

 

 

                                                 
33 <柔蘇丹當面提單源流學校 華團緩頰僅選項並非強迫>(《當今大馬》，2016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35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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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2010-2016 年《星洲日報》有關柔佛王室報導的數量統計與分類說明 

附表 1-1 2010-2016 年《星洲日報》有關柔佛王室報導的數量統計與分類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國內 地方 國內 地方 國內 地方 國內 地方 國內 地方 國內 地方 國內 地方 觀點 

親民 2 2       3   3 1 6 6 7 6     

食物                     4 6   1   

節慶                     2   13 4 2 

政治         2   5 1 4 1 22 4 1     

宗教             1       4 3 6 3   

族群 1                   12 3 7 1   

其他 11 3 3 1   1 4 11 8 4 70 21 48 23   

財經版                 2   3         

體育版                 1             

總計 14 5 3 1 2 4 10 15 16 11 123 44 81 32 2 

資料來源：《星洲網》，表格筆者自製 

 

1. 表中統計數目來自對《星洲日報》官網《星洲網》關鍵字「柔蘇丹」的搜尋結

果。而之所以選擇「柔蘇丹」為關鍵字，是因為以「柔王室」為關鍵字搜索而

出現的 29 篇 2010 年至 2016 年間新聞標題，部分可在「柔蘇丹」的新聞搜索中

找到，且前者的搜尋結果在數量上較後者為多。 

2. 在以「柔蘇丹」為關鍵字搜尋時，本研究也排除了本身與柔佛蘇丹無關的新聞

如：「柔蘇丹杯（運動項目）」、「柔蘇丹（醫院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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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中分類所依據之關鍵字： 

a. 親民：（恩惠施加對象如）漁民、貧戶、災民、村民、民眾、原住民；（親民

舉措如）關注、關愛、體驗、探訪、互動、援助、親善、幫助、救濟、賑災、

慰問、合照、巡視、合照、分享、與民同樂、記錄民生、了解風土民情、親民

之旅、探訪村落 

b. 食物：茶敘、共進午餐、喝下午茶、平民餐館、御茶宴 

c. 節慶：屠妖節、游神、大寶森慶典、慶元宵、賀年、開齋節、聖誕（節） 

d. 宗教：祈禱室、伊斯蘭、伊（斯蘭）教義、可蘭經、聖訓、宗教老師 

e. 族群：說華語、團結、和諧、一個大馬精神、國民、柔民族、種族歧視、互相

尊重、和諧、社群、各族、多元社會 

f. 政治：中央、政府、政治利益、政客、行政、議員、政界、諭令、領袖、當局、

水供課題、禁電子煙、房屋發展、政客、首相、納吉 

g. 其他：王室家庭生活相關；（儀式性的、例行性的如）登基、華誕冊封、封賜

與特赦、門戶開放、開幕；（從事嗜好或經濟活動如）投資、設基金會、收購、

購買或競標（各項交通工具與特殊車牌等）。 

4. 被分類的新聞項目不盡然是絕對壁壘分明的，例如：在標題〈行政議會須有華

印代表〉（《星洲日報》，2013 年 5 月 14 日）這一新聞中，即涉及了政治議

題及族群議題。但參照相關事件所引發在報紙社論版中的討論，都是圍繞在有

關君主權力行使的觀點之中，因此就將相關新聞給放置在了「政治」的分類一

欄中。然而，為了避免在分析上的混餚，於筆者而言分類不清的新聞均不會放

在第二章的新聞論述分析之中。而這樣的情況確也反映了筆者自身在報紙閱讀

時的主觀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