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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古以來，中國與南洋交流不輟，各朝各代都有移民或僑居，到了清朝更頻
繁。雖然有這樣的交流，但中國對南洋的研究卻遲至晚近才出現。南洋研究的展
開先是從中國知識界開始，再由來自中國的學人帶到東南亞繼續發展。
在東南亞第一個由中國人所組織的南洋研究團體，就是「南洋學會」，所發
行的《南洋學報》，在七十五年的歷史中，其內容或人員均變遷甚大。在當代南
洋研究或稱東南亞研究的領域中，南洋學會是一個具有歷史性與指標性的研究機
構。
研究《南洋學報》七十五年來的期刊內容，對之進行分類、整理並統計期刊
文章屬性的變化，再對照南洋學會的歷史開展與人事傳承，有助於理解南洋研究
的起伏及所反映的研究偏好，且可借此追蹤南洋華人認同的轉變，尤其是對中國
認同的式微。

關鍵字：南洋學會、南洋學報、南洋研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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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a has been communicating with Nanyang. Every dynasty
had immigrant and expatriate, especially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studies of
Nanyang in China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ies of Nanyang began from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n developed in Southeast Aisa.
In Southeast Asia, the first research group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Nanyang, is the "South Seas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75 years, the Journal of South
Sea Society had great change in contents and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South Seas
Society is a historic and indicative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is field.
Study the content of 75 years of the Journal of South Sea Society, and then,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al the change of the contents, it i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ups
and downs and research of the preference of Nanyang Studies. Moreover, we can use
these to track the Nanyang Chinese’s change of identity, especially the decline of
Chinese identity.

Keyword ：South Seas Society, Journal of South Sea Society, Nanyang Studie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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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今日新馬的華人數目甚多，新加坡的華人比例甚至高達七成以上。東南亞研
究也以新馬為目前的重鎮，許多的學術期刊都在此發行。早先的南洋地區是中國
人選擇移居的地區，往南洋地區發展的中國人因為各種因素在清末有越來越多的
趨勢，但因為清朝國力不振，就算有心也無力進行管理，更別說研究。孫中山先
生率領革命軍推翻了滿清政府，革命軍受南洋華僑幫助不少，也理解南洋華僑愛
國情懷，但苦於政權掌握在軍閥手上，南洋政策與有關研究的推行依然受阻。南
洋研究並非一個新的學科，以南洋為名的研究最早至少可以從 1921 年在北京創辦
1

的「僑務旬刊」算起， 但顧名思義，它主要觸及的是南洋僑務方面，其他的南洋
問題如社會、歷史或生物等並不是主要的。本文的所設定研究的年代是自 1940 年
南洋學會成立開始，但是從《南洋學報》的內容與文章質量可以發現它在當時就
已經有一定的品質，若是一個從零開始的研究領域，有這樣的成果是難以置信
的，雖然南洋地區的華文南洋研究是以 1940 年《南洋學報》的成立開始，但從事
研究的這些人卻都是在中國受過中國的教育而往南洋地區移動，故中國對於南洋
研究的部分雖然不是本文的主軸，但它卻是一個前提且不能忽略。
二戰結束後殖民地紛紛獨立，1955 年南洋大學成立，這都是對新馬的南洋研
究十分重要的事件。1958 年南洋學會進行了第一次的改組，進行了本土化。但緊
接而來馬新分家與 1980 年代南洋大學的關閉，華文教育的凋零都直接與間接的影
響了《南洋學報》的運作與發展。新加坡在 1966 年實施的語言政策，使得學生只

1

顏清湟，2012，〈南洋學會與南洋研究：回顧與前瞻〉，《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李
志賢主編，新加坡：八方，頁 4。
1

精通英語，自己本身的母語都變得生疏，華語之於華人也不例外，雖然在 1979 年
李光耀開始實施「講華語運動」，但是三十年過去，政策的效果有限。這項政策
主要鎖定的族群還是華人區塊，在原本方言眾多的新加坡華人圈試圖透過「講華
語運動」，讓「華語」成為華人間共通的語言。李光耀在 2011 年的新書發表會上
2

說到：「不諳漢語，會後悔莫及。」 如今的中國崛起更進一步帶動新加坡的華語
發展，因為中文在未來的商業或文化的交流上是有益處的。新加坡政府一貫以來
的務實態度可見一斑。
中國人自十七世紀便開始往東南亞移民，移民的原因各不相同。莊國土教授
認為前前後後共有四次的移民潮，原因雖然有些許不同，但主要都是為了生計。3
王賡武教授則認為，從 1800 年到往後的 200 年間，中國出現了四類海外移民，分
別為華商、華工、華僑與華裔，華商型是指出國貿易的商人、工匠、代理人等
等。華工型則是指出賣勞力的工人、農民、貧民，一般這種移民是過渡性的，合
約期滿便回到中國。華僑則泛指所有的海外華人，它具備了政治與法律的意涵，
所以除了包含有華商與華工，還包含了教師或記者與視宣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
人。華裔或稱再移民的類型是指出生在國外，已經擁有外國的國籍。4王賡武教授
的分類是泛指所有的華人，南洋在當時的移民情況也是如此，加上南洋各地物產
豐饒，所以對於南洋各地的研究，就不僅僅是只有歷史、地理，甚至水果、礦
物，非常豐富。在南洋研究的中期從原本以中國為中心出發的角度有了改變，這
個轉變可以從《南洋學報》的作品中發現，是一個從具有豐富項目的研究議程轉
變為新加坡本土化議程的改變。早期的《南洋學報》的內容猶如雜誌一般，各類
的文章都有，許雲樵在創刊時的發展旨趣就有提到：

2

李光耀，2011，〈李光耀：不諳漢語會後悔莫及〉，央視網：http：
//news.cntv.cn/program/C21248/20110918/103244.shtml，檢索日期 2014 年 10 月 1 號。

3

莊國土，2008，〈論中國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 (1)：69-81。

4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印出版社，頁 3-25。
2

凡是關於南洋的一切學術，不論其為史地，為語文，為生物，為人種，為藝術，為民
5

俗，為經濟，為宗教，⋯⋯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

本文的動機是在追蹤《南洋研究》的活力消長與研究範疇，如何隨著研究者
以及研究對象所處的時空，及彼等對自身的認識，因應其間的演進而演化。就南
洋研究而言，這立即所涉及的，就是研究者以及研究對象自身或其祖輩來自中國
的身分,使得所屬在地的政治經濟脈絡與中國的關係，研究者與中國社會之間的交
往，不但是研究的課題，也是研究的前提，導致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均不能擺脫對
中國的認識、同中國的交往及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本文透過《南洋學報》下的
南洋研究，探究其知識過程，以再現南洋研究做為研究者處理中國身分的媒介作
用。

二、研究目的
我認為一個學會的主要活動，表現在他的刊物中，如果沒有自己的學報，就沒有作用
和地位，甚至沒有前途和生命。中國南洋學會的成立，是劃時代的創舉，遐邇之聞，
6

是與它的《南洋學報》分不開的。

《南洋學報》1940 年成立，是目前東南亞發行最久的學術性刊物，主要語言

為華文。《南洋學報》在南洋研究或稱東南亞研究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學刊。在
長達七十年的歲月當中，《南洋學報》在不同時代中，對於刊登內容以及各自對
其背後時代所代表的意義，都有著明顯差異，這些改變及轉折相當有趣。本篇論
文的主軸就是研究及介紹《南洋學報》的歷史沿革以及各卷所刊登的內容，就此
學報從 1940 年到 2010 年中各卷所刊登的文章，進行歸類並且分析，本文也將整
理學報自行分類出來的不同主題，以及相同的主題在各個時代所呈現的差異，從
中理解《南洋學報》的轉變以及南洋研究子題的改變與消長。本論文同時會選擇

5

許雲樵，1940，〈發刊旨趣〉，《南洋學報》，1(1)，頁 2。

6

朱傑勤，1983，〈許雲樵與東南亞研究〉，《南洋學報》，38(1、2)，頁 71-72。
3

性的針對會長與編輯等進行背景的分析，借此對照《南洋學報》之於南洋研究社
群的改變。其中尤其是當有相同的課題在不同年代出現了不一樣的關懷角度，特
別可以體現南洋研究的轉變。
對於「南洋學會」或是《南洋學報》的研究目前相當少。但屬於「南洋研
究」這個領域中的刊物甚多，例如 1932 年《星洲日報·南洋研究》副刊、1946 年
出版的《南洋雜誌》、1930 年代上海暨南大學的《南洋研究》、後起之秀如廈門
大學的《南洋問題研究》等等。但是筆者挑選《南洋學報》的原因是，《南洋學
報》可以說是一個長期性的指標。有些刊物雖然是研究相同的領域，但發行的時
間有如曇花一現，隨即就消失了；而有些則是較為後進的新興刊物，早期的發展
並沒有參與到。不過，值得肯定的是，這些關於南洋研究的刊物都是在實踐或記
錄著「南洋研究」的點點滴滴。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南洋學報》是新馬南洋研究的起點，早從 1940 年南洋學會創會以來發展

至今，其間雖然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本的入侵而不得不暫時休刊，戰後還是
篳路藍縷努力的復刊了。南洋研究的興衰與轉型，學報首當其衝地參與其中。經
過這七十年的淬鍊，可以發現《南洋學報》在其出版品上的內涵上改變甚大，這
包括了從過去有殖民眼光的歷史性研究，到現在偏向新馬華人與在地化的關注；
也包括了從過去篇目較為豐富的題材選用，到現今較為單一主題的華人研究。而
到底《南洋學報》能不能代表南洋研究的轉折呢？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了華人研
究在新時期的崛起？而這樣的改變對於《南洋學報》的未來發展會是如何影響？

第三節 文獻回顧

4

研究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專書或文章甚少，很多也只是介紹性的文
章。然而南洋研究議程包羅萬象，因此又更需要在各個層面都有所涉獵，如果微
觀的研究個人，就無法把整個時代背景的脈絡放入其中。一方面南洋所包含的範
圍甚大，要以幾個人物來代表有其難度，或幾乎不可能完成；但若透過宏觀來研
究，卻會忽略「人」在創造歷史的重要性。所以著重在某一方面的文獻回顧必然
顧此失彼，故要採取一些對於南洋研究較為宏觀的文獻，也納入南洋學會或是
《南洋學報》內重要人物的研究文章，兼顧比較微觀的層次。透過不同層面的文

獻來揣摩完整的南洋研究。

一、有關於「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相關文獻
以研究《南洋學報》的學位論文有兩篇，第一篇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榮譽學士
論文，楊光熙著，〈從《南洋學報》和《亞洲文化》看東南亞華人史的研究〉。
此篇論文著重在對於東南亞華人史的研究，分別從從《南洋學報》和《亞洲文
化》這兩本期刊進行分析。在對於《南洋學報》的分析中，利用不同時期與不同
類別的研究如教育、法律、宗教等類別發生轉向，來進行分析。楊光熙認為整個
世界以及東南亞從 1940 年代以來的轉變，影響了東南亞華人社會的變化，社會
的變化也影響了這兩本期刊在對東南亞華人史的研究方向。在研究東南亞華人史
的路程上，兩本學刊都有著碩大的貢獻。7此篇論文雖然為研究南洋學會，但所注
重的是華人史的部分。也提供了兩個期刊的比較。在南洋研究的範圍中，東南亞
華人史固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範疇，且本篇論文透過不同的層次去研究華人史。
不過南洋研究還包含了許多層面，更宏觀可能包含歷史、地理、經濟；更微觀的
就可以對重要學者進行研究。此篇論文與本研究較不同在於，本文將重點放在

7

楊光熙，1998，〈《從《南洋學報》和《亞洲文化》看東南亞華人史的研究》〉，新加坡國立
大學榮譽學士學位論文，頁 63。
5

《南洋學報》，雖然一樣對學報內容做分類，但是更加深的是在作者、編輯與會

長方面，針對人物本身的思考脈絡做研究。
另一篇有提到南洋學會的是碩士論文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所的 SEAH
TZE LING, LEANDER 著，題目為“Historicizing hybridity and globalization : The
South Seas Society in Singapore, 1940 - 2000.”8此篇論文目的是運用南洋學會做為案
例，處理離散華人的問題──歷史化下的雜匯與全球化的新馬華人問題。論文涵蓋
的範圍是 1940 年到 2000 年，論文的每一章談論不同年代，作者把南洋學會分為
四個階段分別是 1940 年至 1945 年，1946 年至 1958 年，1958 年至 1971 年 1971 年
至 2000 年，論文中針對不同的事件與人物做例子，如內文提到了許雲樵與陳育崧
的嫌隙、王賡武對學報往國際化發展的希冀、魏維賢的獨斷風格，透過許多的訪
談解釋當時學會爭端。但與本論文不同的是，這篇論文處理的是華人身份演變的
因素，而本文則是透過對《南洋學報》到 2014 年的內容歸類，來探究南洋研究的
改變與研究者在認同上的轉變。
在談論《南洋學報》的文章幾乎也都會談論到「南洋學會」，南归仁一篇名
〈中國南洋學會的創立與發展〉9，文章提到了創史與發展、宗旨與組織、會員與
其著作、學報與叢書、其他活動、與對祖國的影響。對於學報的沿革敘述的詳
細，該作者認為南洋學會對於中國的意義就在於促進中國對於東南亞研究，他認
為以資本主義階級為主的南洋學會，在發展的過程中，有過派系鬥爭，這不利發
展，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卻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他們可以經過協商，群策
群力。此篇文章雖然對於《南洋學報》的歷史如實的陳述，但到最後依然呈現出
宣傳中國社會主義的味道，這也是與本論文最大不同之處。

8

SEAH TZE LING, LEANDER.2006. “Historicizing hybridity and globalization : The South Seas
Society in Singapore, 1940 - 2000.”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9

南归仁，1989，〈中國南洋學會的創立與發展〉，《华侨、华人问题学朮讨论暨姚楠教授从事
东南亚研究六十周年纪念会专辑》，上海市歷史華僑學會編，上海：上海市華僑歷史學會，
頁 48-67。
6

沈立新在談論姚楠的研究成果一文〈成果豐碩，飲譽史壇〉10中，也提到了
《南洋學報》。他認為「南洋學會」在近半世紀的發展，已經是世界上知名度非

常高的學術團體。會員人數比起創立時期已經有了成長，許多的榮譽會員都是學
術界的翹楚。
11

廖文輝在他的博士論文〈馬新的中英文源流東南亞研究及其比較〉 中認
為，許雲樵在《南洋學報》中雖然不斷透過想要以文化來重建南洋華人的地位，
這不免有沾惹政治議程，但在做法上卻是學術的。許雲樵曾言：「換句話說，
《南洋學報》是補缺憾的，而不是趕時髦，湊熱鬧的。」12廖文輝認為，
創刊以來所刊載的文章都極高的學術水平，備受國內外學界的推崇，使之成為馬新華
文源流華文史研究的泰山白眉，也因此奠定它在學術研究上的地位。

姚楠在《南天餘墨》13與《世界歷史》14中都敘述了南洋學會早期的情況與部
份創會人員的簡介，兩篇文章大同小異。《南天餘墨》中的時間較《世界歷史》
的晚。兩篇文章主要偏重在創立的原因與學會創立初期到日本入侵新加坡學會遷
址重慶的階段，《南天餘墨》則增加了簡述劉土木、張禮千與李長傅，這三位創
會元老。他認為南洋學會創立的原因有一部分迫於無奈，姚楠在前往星洲之後在
《星洲日報》擔任編輯，但卻因為報社內部的意見不一，所以被解雇，在這迫於
無奈又想要有這樣研究的團體的想法之下，他說服另外四位，關、郁、張、許的
同意，合組了南洋學會。除了因為南洋有眾多華人，故有朝一日一定會有以華人
所組織的研究團體出現的根本原因外，這個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因素也需
要被記錄。這對本論文在南洋學會的創立的原因上有了更充足的認識。

10

沈立新，1989，〈中國南洋學會的創立與發展〉，《華僑、華人問題學術討論暨姚楠教授從事
東南亞研究六十周年紀念會專輯》，上海：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頁 218-220。

11

廖文輝，2009，〈馬新的中英文源流東南亞研究及其比較〉，廈門大學博士論文，頁 188。

12

同註 5，頁 6。

13

姚楠，1995，《南天餘墨》，中國：遼寧大學出版社，頁 33-40。

14

姚楠，1984，〈中國南洋學會的創立與發展〉，《世界歷史》，03 期，頁 71-72。
7

《南洋學報》的歷史雖然至今有 75 年，但它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在今日的

學術界，關於專文研究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文章甚少，專書甚至沒有，這
是相當可惜的。本文利用《南洋學報》來探討南洋研究的演變與消長，雖然主軸
是南洋研究，但也是另一種研究《南洋學報》的角度。

二、有關於研究《南洋學報》中學者的相關文獻
(一)關於學者許雲樵方面
對於南洋學會中的重要人物許雲樵，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教授廖文輝有著許
多篇的研究，包括〈試論許雲樵在馬新學術上的貢獻〉、〈試論許雲樵的乾嘉朴
學傳統〉、〈試論許雲樵在馬新史學的地位與局限〉等等與專書《許雲樵評
傳》。廖文輝在研究許雲樵上甚為詳實，對於許雲樵的研究興趣與成果都有相當
程度的考察與分析。

碩士學位論文則有國立成功大學的邱彩韻所著的《馬新漢學家許雲樵研
究》。此篇論文對於許雲樵的生平與作品做了整理，文中詳述了許雲樵各個階段
所經歷的事物，一生創作的作品整理，許雲樵在本身的作品數量上是相當豐富
的，在作品的類別上也相當多元。而本論文旨不在研究許雲樵個人，但是許雲樵
在這整段的歷史脈絡中確實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許雲樵又是南洋學會的創始
人之一，故作為一個時代重要人物的代表，許雲樵是當之無愧且有研究之必要
的，透過此篇論文更加補足本文對於許雲樵的再呈現。
對於單一個人的研究是需要的，這些人物有些是南洋研究的先驅，有些正積
極地繼續推動著南洋研究。南洋研究因這群人而起，故值得研究。微觀層次在南
洋研究中也是需要的。學術作品的產出與作者是息息相關的，或許環境因素也有
著影響，透過了解作者的背景、學思歷程，對於掌握整體南洋學領域的開展是會
有關連的。

8

在《南洋學報》這些作者與編輯中，不僅有中國學者，譬如許雲樵，也有東
南亞本地的學者，譬如王賡武。兩者的研究興趣與學術關懷有所不同。另外，由
於本土化也是主導《南洋學報》相當重要的發展過程，因此有必要從學報中的作
者或是編輯等人的生長背景、學習經歷中歸納，進一步說。雖然中國在南洋研究
中是重要的，但也不能忽略東南亞本地學人的視角，兩方權衡、並重，試圖擁有
一個較為完整的解讀。
許雲樵是新馬南洋研究的先驅，但是他並非新加坡土生土長的人，在南洋學
會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身為中國人卻從事南洋研究，這與當前的新馬南洋研究者
肯定有著不同的學術關懷，在分析南洋研究的轉折中是一個必然要考慮的因素。

三、關於南洋研究的相關文獻
南洋一詞的歷史相當悠久，根據李今生的研究，南洋一詞最早出現於宋朝，
但所指涉的跟今日並不相同，當時的南洋所代表的是江南岸海域或泛指南邊海洋
之名。15學者顏敏也提到，直到晚清之後，南洋一詞才是地理疆域上與東南亞接
近，並且具有專指東南亞的意義。16
(一)早期的南洋研究方面
許雲樵在〈五十年來的南洋研究〉所給予的定義：
其實所謂南洋研究，包含一切學術在內，不論哲學、宗教、社會、經濟、教育、語
17

文、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文學、藝術、歷史、地理都可以作為專門的研究。

根據上述，在許雲樵所定義的南洋研究是涵蓋相當大的範圍，這個定義根據
《南洋學報》早期的內容可以得到證明，該時代的學報內容確實有這樣的趨勢。

15

李金生，2006，〈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30，頁
113-123 。

16

顏敏，2011，〈民國南洋學的幾種話語〉，《東南亞研究》，2011(1)，頁 90。

17

許雲樵，1960，〈五十年來的南洋研究〉，《這半個世紀（1910-1960）：光華日報金禧紀念增
刊》，劉問渠主編，檳城：光華日報，頁 133。
9

王賡武教授認為，中國在 19 世紀英國人確立他們在印度的勢力與對中國的
市場興趣增強之前，中國才體認到這是海上一個新威脅的來源，在此之前，中國
根本不把東南亞視為一個地區，更沒有把東南亞當作一個地區來進行研究。因為
在中國的傳統觀點上認為，一個地區從來沒有對中國的邊界造成威脅，故不必給
予高度的關注。中國所定義「南洋」的地理概念是比其他詞彙更加接近今日的
「東南亞」。至此，中國對於東南亞的研究是以 1928 年的上海暨南大學文化事業
部，這批學者在十年的努力之後，有了一些論著與《南洋研究》雜誌。這些學者
還與一些從上海、廈門、廣州、汕頭、海南等地來到東南亞，他們在這時主要在
華人學校與華人報社工作，在這基礎上，南洋學會 1940 年成立，成為新加坡東
南亞研究的一部分，中國的南洋研究成為了新加坡早期東南亞研究的起點。1955
年南洋大學成立，它也延續了這項研究事業，許雲樵與陳育崧繼承了這項事業，
而他們的接班人就是 1950 年代南洋大學的第一代學生。18
學者廖文輝對於南洋研究有著諸多見解。他認為，廣義定義下的南洋研究，
就是上述許雲樵在〈五十年來的南洋研究〉所給予的定義。但是若把範圍縮小，
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外，只側重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這樣就比較契合新馬南洋
研究的範圍，或許這可視之為狹義的定義。19另外他也認為，1930 年代是南洋研
究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代，當時南洋研究的基地是報章，期刊雜誌並非南洋研究的
陣地，這種情況，直到 1940 年《南洋學報》的出現，整個情況才開始轉變，期
刊雜誌乃逐漸取代報章，成為推動南洋研究的主力。20

18

薛學了譯，王賡武原著，2004，〈新加坡和中國關於東南亞研究的兩種不同觀點〉，《南洋問
題研究》，2004(2)，頁 3-7。

19

廖文輝，2011，《馬新史學 80 年 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上海，三聯，頁 1819。

20

同註 19，頁 93。
10

梁元生借由李鐘鈺《新加坡風土記》與李清輝的《東遊記略》為例，闡述他
對於二十世紀以前的南洋研究的觀察心得，他認為當時的作品的產出都是從作者
個人的觀感出發。並不是出於客觀的學術設想，而是以家族或商務作為研究主軸
的。21梁元生認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南洋研究已有雛形，並非清末時期那些
遊記或雜談可以比擬。
顏敏認為，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後，局勢相對穩定，南洋研究便有新的發
展，這時期的關於南洋研究的譯作或是專門領域，包含了史地人文、經濟政治、
自然科學等各個專們領域。民國南洋學的研究豐碩，若依顏敏之見分為五類。第
一類也是最早出現的南洋殖民話語，1904 年梁啓超提出殖民南洋論後被不少的
學者所接受並發揚。第二類是關於革命，也是較早期流行，1916 年孫中山先生
在《致海外革命同志書》中提到，「華僑者革命之母也」為起點。第三類是關於
南洋的教育，黃炎培認為南洋華僑因為語言地域而出現分裂分歧命題，就應該儘
早實施南洋國語教育，以「能操國語，方為愛國」的普遍觀念，加深對於國家認
同與民族認同。第四類為經濟層面，一般的南洋史地著作都會涉及南洋貿易情況
與對當地的貢獻，不過專門的經濟研究出現在 1930 年之後，絕大多數都是為了
現實的需要所做的考察性研究。最後一類為南洋的奇觀，民國南洋學的動力除了
求知慾和建設慾還有觀看慾，在許多學術著述都會夾雜好奇心與美感的風景元素
在其中。22根據上述也可以說明，早期的「南洋研究」之所以豐富的原因。
(二)戰後的南洋研究
廖文輝先生認為，戰後的南洋研究有幾個趨勢。一是南洋研究的本土化—早
期 1930 年代由中國南來學人推動，經過十年醞釀，而有了《南洋學報》。另一
批則是南大歷史系的畢業生。1960 年代主流還是南洋研究，但到 1970 年代則出
現了「華人研究」的新方向，而且 1970 年代之後，南洋研究的傳統也逐漸式

21

梁元生，2012，〈從孖李、兩會、二陳到雙王：談本地與中國的南洋研究的軌跡〉，載於《南
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李志賢主編，新加坡：八方，頁 21-32。

22

顏敏，2011，〈民國南洋學的幾種話語〉，《東南亞研究》，2011(1)，頁 91-94。
11

微。1980 年代在新馬有所謂「華人文化的復興運動」，華人研究也取代了南洋研
23

究，這種情況持續至今，未曾改變。

「南洋研究」的源頭是中國，在對南洋進行研究時會運用中國的視角、文化
與情感等等來看待事物，而華人在面對當地文化與如何調適中國文化的問題，王
賡武提出了「離群族裔文化」的概念，
「散居族裔文化」指的是那些深受華人僑居和傳統的影響又適應了散居族裔難以控制
的現實 情境的文化。它們能否存活下來，取決於社群的規模、宗教習俗和文化自豪感
24

而相互聯繫並與祖國保持聯繫。

故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否除了需要個人選擇，也需要注意到該國的
民族政策與該國占主導地位的多數民族的態度。除了從《南洋學報》歸納中
獲得資訊，對於新加坡的政策的變化也是需要注意的。
(三)現代的「南洋研究」
在當代，南洋研就漸漸式微，而取而代之的是華人研究，黃賢強認為新加坡
的華人研究還有許多改善空間，他提出三點，其一是史料的整理與出版有待加
強。其二為缺乏以宏觀角度或方法來討論問題。其三為缺乏專屬的研究學會與學
25

報。

廖建裕認為「南洋研究」這個名詞存在它的侷限性，除非未來能讓西方學者
把「南洋」與「東南亞」一詞視為同義詞，而不是華僑華人所專用的名詞，不然
南洋研究要成為更大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困難的。26

小結：

23

同註 19，頁 113。

24

王賡武，2013， 《華人與中國：王賡武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頁 102。

25

黃賢強，2015，《跨界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台北：龍視界，頁 124125。

26

廖建裕，2012，〈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一位新加坡學者的反思〉，《南洋研究回顧、現
狀與展望》，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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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研究的層次而言，南洋研究包含了《南洋學報》與人物研究，所以可以
在這個領域算是最為宏觀的角度。所以不僅僅要對人物有所了解，也要對這些人
物的知識產出有所研究，加上大環境的改變，缺一不可。如此一來才能更加通透
的理解不同時代的南洋研究的意義。根據上文可得知，二十世紀初期之前的南洋
研究文章多是屬於遊記，往往不是以客觀的學術態度出發。直至 1930 年代，南
洋研究才正式發展，不過主要是從中國地區向南洋地區做研究。而且型態都是以
報章居多。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南洋地區殖民地的獨立也影響了南洋研究。本土
化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研究的內容也從所有的南洋區域慢慢聚焦於新馬兩
地華人的研究。根據上文指出，1970 年代之後的「華人研究」的研究方向是為主
流，而南洋研究慢慢式微。
不同時代的研究關懷，往往有所轉變，這是可想而知的，在目前南洋研究較
為著重在關於新馬華人的社會、經濟、制度等等類別，已經跟當初創刊的方向也
所不同，對於未來南洋研究的走向，便需要靠這一代學人來進行定位與發揚。

第四節 研究背景

一、南洋研究與新加坡華人的關係
新加坡本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國內種族眾多。自 1819 年新加坡開埠以來，
對於新移民的招募相當熱烈，隨著貿易的熱絡，人口增長的速度也相當快，主要
都是外來移民，有馬來人、中國華南一帶的移民與印度人。華人在新加坡的比例
也一直都是最多的。華人的遷入可以分為自由移民與契約勞工。華人的分類上也
有峇峇與「新客」的分別。這時的華人沒有什麼國家或民族概念，當 1840 年鴉
片戰爭英國所派出的遠征軍在新加坡稍做休息時，駐紮在新加坡南岸，華人都沒
有任何敵我意識。另一則是 1856 年的英法聯軍，英國遠征軍領袖經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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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華商的歡迎。27當時的移民很多教育程度都相當低，文盲不在少數，沒有
國家概念，只有家族跟鄉土的意識，故不同宗族間的械鬥也非常多。帶著一種來
外地打工，幾年後要衣錦還鄉的想法，本身的認同還是向著中國的。這點可以從
中華商務總會的成立看出，雖然並非政治團體，但是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的生
日，總是會通報各商會，張燈結彩，慶祝一番。28後來的中國革命，在華人社會
的上層階級沒有得到太多支持的，因為他們與清政府之間的經濟與政治關係都是
密切的，所以只要清政府的統治還能維持，他們便沒有去支持革命的動機。但這
對於華人社會中的中層或底層階級毋寧是有影響力的，他們希望有一個強大中
國，不會被外國所欺負的中國可以保護在海外的華僑，其中新加坡在革命行動中
的捐款也是不容小覷的。對於抗日運動，新加坡華人的反應相當大，在「五三慘
案」後便實施對日的經濟抵制運動，隨後新加坡也組成了「山東慘禍籌賑會」，
進行募款。
從 1819 年新加坡建立之後，由中國南遷的華人便在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生
活，但是他們始終對於中國有著深刻認同，從革命到抗日都可見一斑。早期的中
國學者是南洋的研究的先驅，早期研究者的動機當然可以從大量的人口遷移與後
來這些事件華人的反應得知。許雲樵在《南洋學報》的發刊旨趣就曾經提到，
南洋所受的中華文化的熏陶已有千餘年歷史了，可是因為宗主權的喪失而使僑民地位一
蹶不振。這固然是和祖國國勢的凌夷有密切的關係，但祖國的積弱並不是因為文化太
低，卻是因為後人故步自封，不肯再接再厲的發揚光大它，以致這數世紀來，步步落
後，著著吃虧！如果要挽救殘局，復興國勢，便需先促進文化；要促進文化，必須先從
29

事研究探討。而我們南洋的華僑，欲求本身地位的提高非埋頭苦幹不可！

當這些第一代從中國來的中國人在南洋地區生活，有些帶了家庭過來，
有些組了家庭，後來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當國家認同隨著東南亞各國的

27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五南出版社，臺北：五南，頁 268。

28

同註 27，頁 296。

29

同註 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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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與中國確立了對這些海外華僑的身分政策之後，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在
身份上就不再模糊，但在情感上、文化上依然是重疊的。新加坡，目前是東
南亞華人研究的主要核心，作為華人比例最高的國家，對於華人事物的研究
自然較為熱絡，這方面可以從《南洋學報》中期之後的作品發現。故若以
《南洋學報》作為南洋研究的起點，新加坡在歷史、地理、人口等等因素之

上無不具有重要的位置。

第五節 《南洋學報》在台灣的收錄現況

《南洋學報》在南洋研究的領域算是相當重要的一本學刊，但是在台灣目前

的收錄狀況卻是相當的殘破，目前全台灣有完整從 1940 年第一卷到 2013 年的
第 67 卷收錄《南洋學報》的學術研究單位只有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國立台灣大
學圖書館缺少共 10 卷，但這也算是相當豐富了。剩下的如國家圖書館、私立東
吳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國立清華
大學圖書館、私立元智大學圖書館、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
館、私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這些學校從收錄某一卷到某二十卷不等，以
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是相當匱乏的。上述收錄不完整的原因有幾項，第一，因為
南洋學會是一個非正式的學術性團體，沒有正規的編制，所有的人員都是以對於
南洋研究的熱情去奉獻的立場進入南洋學會，所以也沒有什麼專業的行銷部門。
第二，早期的南洋學會在資金上都不算充裕，到今日依然相同，應付每年一期
《南洋學報》的出版以及偶爾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就已經相當的拮据。在這樣

非正式且資金較不充裕的情形之下，早期的《南洋學報》幾乎都是學會裡隨便找
個印刷廠印出，之後分送給朋友或學者。故在早前的原版台灣幾乎看不到，目前
看的到的都是在 1985 年成文出版社在台灣所出版的，十冊共前二十卷居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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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台灣學術圈中，對於南洋或稱東南亞的研究並非主流，沒有這麼多人有興
趣的情況下，書籍的完整度以及添購最新出版的需要有限也可想而知。

第六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南洋學報」之各期的知識產出進行分析研究，並進一步
檢視此學報中，南洋一詞對於華人的意義及其改變又有何作用，因此，在研究上
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文本分析法為主，深入訪談為輔。文獻研究做為方法有幾個目
的，首先，透過文獻了解當時人的想法與動機。再者是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每
個階段的影響。最後，了解當時涉入事件的過程中有那些人物，這些人物的背景
又是如何。在文獻分析法與文本分析法的搜集與分析則透過各期出刊的《南洋學
報》為主，從中整理，探究其知識的脈絡，分析學會所關注的焦點及領域。深入
訪談則是透過與南洋學會的理事做深入訪談以補足文獻上的不足之處。採用之研
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檔案分析法
南洋研究是一個有歷史的學門，早期對於南洋研究的文章相當多，類別也相
當豐富。本文所採用檔案分析法則是把相關的文獻進行蒐集、歸納，分析，並進
行解釋。以這些資料來幫助本研究，期望能夠藉此對於論文中提出的問題提出解
答。在這方面會著重在對於南洋研究、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有關文獻，重
點擺在南洋學會與學報，但是南洋研究作為核心議題自然也不能忽略。

二、文本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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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部分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整理及歸納南洋學會所出版的《南洋學
報》，對此刊物進行數量上的統計分析，從分析之中探索出版品的研究取向與作
品數量較多的作者的知識背景。
第二個則是透過閱讀與歸納《南洋學報》1940 年至今所出版的刊物，對內容
採取分類，再對相同類別中的文章進行分析。對於其中的知識產出所代表的意涵
與外在結構的關聯性與改變，了解其是否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研究趨勢與取向上
的改變。

三、深入訪談法
筆者前往新加坡，與幾位資深的南洋研究學者或是與《南洋學報》有淵源的
前輩們進行訪談，其中包含目前南洋學會的會長陳榮照先生，會長在學會長達 40
年的時間，對於學會的事務與過往的發展自然非常熟悉，是一個非常好的訪談對
象。第二位則是現任南洋學會副會長李志賢先生，李副會長現在也是新加坡國大
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南洋大學史地系被關閉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國大，其
中的中文系可以說是近年來《南洋學報》的或是從事華人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領
域，中文系擁有新馬最豐富的華文文獻。李副會長對於未來的學會走向有著願
景，也期望能夠達到，在他擔任編輯時，開闢了培育年輕學者的投稿園地，且開
始和八方出版社的合作，這都是近期來挺重大的決策。第三位則是學會現任的主
編黃賢強先生，同時他也是新加坡國大中文系的教授，對於未來學報出版的走
向，絕對與主編有關係。不僅如此，他也曾擔任過學會的理事，故以現階段的職
位與過往經驗，黃主編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最後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黃堅
立教授，黃教授華人問題與歷史方面都相當專業，他所指導的兩位學生，一位是
以《南洋學報》為例，做新馬華人問題的探討，另一位是則是比較《南洋學報》
與《亞洲文化》，故他對《南洋學報》也有一定的認識。透過與學者與前輩們的
訪談內容補足文獻資料上的不足，使筆者能夠更加準確的作出判斷。且反省在當
17

時所處年代、生活背景、研究領域與專業素養對於研究者、編輯者與整個《南洋
學報》的影響。

第七節 研究範圍與貢獻

本論文對於南洋學會的歷史沿革、《南洋學報》的內容進行分析、解釋。因
為是一個長達七十年之久的學會，出版項目也不只有《南洋學報》一種刊物，筆
者能力所及只能在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中著墨，其他學會所出版的刊物將不
深入研究。再者，南洋範圍廣大，所以本文的範圍設定在新加坡為主，語文方面
則處理中文與英文為限。
在南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一詞的使用上，兩者所研究的範圍及內容相去不
遠，更多的只是不同時代的用詞，所以在這兩個用詞上，本文會根據所研究的文
獻使用而決定是否採取東南亞研究一詞。
在華僑、華人這兩詞的定義上，華僑的英文為 The Overseas Chinese 或 The
Chinese Abroad，意旨旅居在國外的中國人，故也可以稱之海外華人。但是在
1955 年之前兩者是沒有區別的，直到 1955 年中國取消了雙重國籍之後，華僑與
華人才有了明確的區分。30
目前台灣並沒有針對《南洋學報》的研究文章，針對《南洋學報》的發展的
研究也只有新加坡的一篇學位論文。筆者作為一個整理學會歷史沿革與學報內容
性質改變的角色，對於學術的貢獻固然渺小，但是利用《南洋學報》在 75 年時間
中的改變，也可以做為華人在身分與國家認同改變的體現。在「華僑」變成「華
人」，「南洋研究」變成「東南亞研究」，在現在更可以說「東南亞研究」或許
已經變成「華人研究」。本文將原本已經有的概念「華僑」變成「華人」、「南
洋研究」變成「東南亞研究」以《南洋學報》的改變做為證據來詮釋這樣一個變

30

彭伟步，2005，《東南亞華文報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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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加開展的是，如今華人研究又如火如荼的成為了風潮，這過去時代所代表
的意義應該加以記錄，且進一步的做更深入研究。

第八節 研究安排

一、本論文的第壹章為「緒論」
第一章講述的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動機。研究者認為《南洋學報》在創立之初
與今日的出版刊物已經有了內容本質上的很大轉變，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這不
乏大環境的本土化、主編興趣的改變、新加坡當局的政策、投稿者的不同等等因
素。本章的其他部分則是對於相關文獻的回顧、研究背景的描述、針對台灣目前
對於《南洋學報》的收錄情形做統整，並且解釋本文的三種研究方法，以及達到
研究目的與其他相關資料的解析。

二、第貳章則是「《南洋學報》的沿革與內容分類」
《南洋學報》的歷史沿革對於研究《南洋學報》是相當重要的資訊，加上各

期內容中重要文章的分析，對於《南洋學報》的轉變都是相當重要的依據。故本
章將會分別探討，第一是《南洋學報》的沿革。針對《南洋學報》從 1940 年創辦
以來的沿革與制度的改變。對於這些改變的原因以及影響。
其二主要內容的分析與分類。對於內容加入分類，譬如歷史、地理、華人
史、經濟等等。有些項目在某一些時期是不曾出現的，有一些卻始終都有，雖然
分類上是歸在同一個範疇，但是所觸及以及面對的角度卻又有所不同，透過分類
與分析呈現《南洋學報》在內容上的改革。

三、第參章為「《南洋學報》歷任會長與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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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與編輯將會是影響《南洋學報》內容改變與否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本
章將會把學會分為三個時期，對於各種時期選擇一個有代表性的主編，對於主編
進行研究與介紹。也會對於作品較多或是較為重要的作者進行研究。將會分成兩
小節進行探討：
其一是重要時期的會長：南洋學會早期並沒有會長一職，在魏維賢擔任會長
之前，許多人都擔任過南洋學會的會長，如連士升、劉土木、林慶年、黃曼士等
等。但是每一位做的時間都不長，故中期以魏維賢為主、近期則可以取用陳榮照
做為例子。
選擇魏維賢是因為他是南洋學會擔任會長一職最久的人，不僅如此他也主編
過《南洋學報》，是學會與學報不可忽略的人物。而陳榮照自 2002 年上任會長至
今也有 13 年，陳榮照在南洋學會的時間也非常久，自 1970 年代開始就在學會擔
任秘書的工作，前後也當過主編、理事等職務。
其二是重要的主編與理事：學報的主編影響著學報的進行與走向，在選擇稿
件與決定該期學報的研究課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故所選定的人物有許雲樵、
姚楠、陳育崧、崔貴強，利用文本分析的方式進行質化與量化的研究。

四、第肆章為「結論」
此章節對於各個章節進行總結與結論。從中對研究問題提出分析與歸納南洋
研究中的《南洋學報》在改變上的原因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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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洋學會的沿革與內容分類

南洋學會，在南洋研究或稱作東南亞研究的領域作為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
至今已經有 75 年的歷史，其出版項目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南洋學報》，
早年為一年兩期，不過目前固定一年一期，統計到 2014 年總共出版了 68 期。另
外也有在 1971-1985 短暫出過《南洋季刊》，一共十五卷。這是一個全英文的季
刊目的是為了促進東南亞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研究，尤其側重於華族社會
的分析與新馬地區的一般社會研究。31另外則是《東南亞教育學報》，是魏維賢
在 1964 年所創立，南洋學會在 1985 年開始接手出版，南洋學會共出版 10 卷，從
1982-1991 為止，《東南亞教育學報》一開始是一個雙語的季刊，在 1977 年全面
改為英文32；另一個則是叢書，截至 2014 年總共有 73 本出版品，內容基本上都對
於南洋研究的專書與學者的研究發表。在這段 75 年的歲月中，學會的發展並不
順遂，創立之初篳路藍縷，1940 年代日軍佔領了新加坡，許多研究的資料慘遭日
軍破壞，《南洋學報》也停擺了數年，不過這批南來的學人並沒有放棄，在二戰
結束後還是努力的復刊。1960 年代南洋學會全員改組進行了本土化的重要里程，
學報的研究趨向也做了調整，到了 2015 年的今天，《南洋學報》更求將自己推向
國際化，擁有更多的投稿者、更多的讀者、更多人來了解東南亞、研究東南亞。
《南洋學報》在這 75 年的時間裡依舊循著自己的步伐，為了東南亞研究繼續耕
耘。

第一節 在南洋學會之前的研究機構

31

陳榮照主編，2010，〈南洋學會專刊〉，《南洋學會出版書刊總目（1940-2010）》，新加坡：
八方出版社，頁 45。

32

同註 3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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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家亞洲學會
談及南洋學會之前，要先理解與南洋學會非常有關係的皇家亞洲學會，不管
是在成員重複性或是研究範疇都有很大的關聯。當時的「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
會」副會長許雲樵也受到此會的刺激。西方投資金錢、人力、物力為了要了解東
南亞，南來華裔學人卻苦無一個屬於自己的平台，在《南洋學報》的發刊旨趣可
以發現許雲樵對於《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的羨慕，有著很高品質的文
章，還有高知識的讀者群，這也讓他有更有創立「南洋學會」的念頭。在《南洋
學報》創立之後，兩份學刊進行比對，形式上與編輯方式都有所雷同，在《南洋
學報》第一卷第二輯的〈文化消息〉更是刊登了《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
報》該年度第二期的內容，對於《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的價值肯定不
言而喻。《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對於《南洋學報》的國際化起了一定
的作用。因為許多會員的重疊，讓許雲樵在《南洋學報》擔任主編期間，有意的
增加了許多英文的文章的版面，且希望會員們能夠提供英文的譯著，讓不諳中文
的外國讀者能夠閱讀，彼此交流。除此之外，許雲樵蒐集了不少歐美學術界的文
章刊，將其刊登在《南洋學報》之中，這使《南洋學報》的視野更加開闊，影響
力不僅僅只在新馬，而拓展提升至國際性的刊物。
英國皇家學會在 1980 年代為英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至今已經有約 350
年的歷史。英國皇家學會不是一個公立的單位，所以規章、經費都是自行在運
作。最初創立的目的是因為 1645 年發生內戰（English Civil War），是一次英國
國會與保皇派的重要戰役。一群科學家認為一己的能力太過薄弱，需要團結起來
對抗神學勢力進攻，以利對於阻撓科學發展的封建勢力進行鬥爭。這群科學家經
常舉辦座談、茶話，書信的往來與不定期的科學討論會，以交換科研成果與想
法。至 1660 年，由約四十名社會名流與科學家，在一次會議上，以促進科學發
展，改善人類生活為宗旨，正式成立「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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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33且後來獲得英皇的特許
狀，成為「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英國皇家學會」匯集了主
要的學術菁英，並且為他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科學實驗、論文宣讀、學術期刊
與年度刊物的出版更是他們的常年活動，其影響力和權威性不言而喻。34隨著殖
民主義的觸角伸至亞洲，英國在各地成立了英國皇家學會的分會，進行更加深入
的了解，舉凡在歷史、文化、地理等等，企圖就是要能夠得到最有效的統治。
而「皇家亞洲學會」是英國研究亞洲的大本營。最初，印度研究先驅威廉瓊
斯（William Jones）于 1784 年提倡組織了加爾各答的孟加爾亞洲學會，英人又在
孟買組織孟買文學學會，到 1823 年才仿效法國在倫敦成立皇家亞洲學會，後來
中國、馬來亞、孟加拉都設有分會，馬來亞的分會設於新加坡，1878 年成立，當
時名為海峽分會，到 1923 年才改為馬來亞分會。35而根據 Geoffrey Hodgson 的文
章，「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創立在 1877 年，主要的用意是因為殖民與貿
易的需要，以 Venerable Aechdeacon Hose 為首的十位英國殖民地官員，成立了
「海峽亞洲學會」（Straits Asiatic Society），目的在於去收集與紀錄有關馬來半
島（Malay Peninsula）與馬來群島（archipelago）的一切科學的資訊。在 1878 年
創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同年，海峽亞洲學會就被皇家亞洲學會批
准成為分會，在馬新地區也改名為「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在 1923 年，又
再度改名，成為馬來亞分會（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學報也改
名成為，《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每年一卷，一卷三冊，在 1942 年
二戰期間暫時休刊，1947 年復刊。1964 年學會改名為「皇家亞洲研究學會馬來

33

江畔，1980，〈英國皇家學會略考〉，《中國科技史料》，01 期，頁 103。

34

姜鵬飛，2008，〈歷史上的英國皇家學會〉，《歷史月刊》，240 期，頁 4-11。

35

同註 17，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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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分會」（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學報則改名為《皇
家亞洲學會馬來西亞分會學報》。36
1940 年許雲樵被當時馬來亞分會理事會選入成為會員，且被選任為副會長並
蟬聯多屆。在當時有這樣的殊榮是相當不簡單的，畢竟「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
會」人數雖有八、九百人，但是卻都是以當時在新馬的英國殖民官員與部分的荷
蘭、法國、德國、瑞士、俄國人士所組成。在許雲樵之後，《皇家亞洲學會馬來
西亞分會學報》不僅僅是這些旅居官員發表文章的平台，也跟《南洋學報》有著
很大的關聯，許雲樵許多的文章在中英文版就分別刊載《南洋學報》與《皇家亞
洲學會馬來西亞分會學報》，如獲得泰國蟻光炎學術獎的《丹丹考》與考據赤土
國是否為今日泰國宋卡（Songkhla）的《赤土國考》，《赤土國考》也為了皇家
37

亞洲學會的請求，翻譯英文版本，供西方學者參考。

另外，可以看到有許多早期的會員都是「雙棲」在「南洋學會」與「皇家亞
洲馬來亞分會」之間，顯示出兩會是有關聯性的，在新馬華人包含許雲樵、陳育
崧等等，外國的很多官員也是，如古晉華民政務司康惠爾氏
（Mr.T.P.Cromwell）、萊佛士博物院理事柯陵士氏（Mr .H.D.Collings）、英國皇
家亞洲學會會長溫士泰德（Mr.R.Winstedt）、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會長
勃拉德爾（R.S.J.Braddell） 、佛萊士博物院院長推棣氏（Mr.M.W.F.Tweedie）、
關丹阿伯杜拉英校教員信伽摩氏（Mr.S.Durai）、新加坡植物園園長霍爾敦氏
（Mr.R.E Holttum）、星洲華民政務司魏堅士氏（Mr E.CS.Adkiris）等等。
二、上海暨南大學附設的南洋文化事業部
另一個可以提及的就是附屬在暨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組織，成立在 1920 代
後期，是中國第一個研究東南亞的機構，在型態上，這個機構不屬於民間機構，

36

Geoffrey Hodgson, 1965,“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Volume20. Singapore. pp89-91.

37

許雲樵，1941，〈編後拾零〉，《南洋學報》，2(3)，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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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暨南大學屬於中國的高等學校，必須要依循國家的政策來行動，必要時也必
須要負責宣傳。劉土木在 1927 年受聘南洋文化事業部的主任，主持編輯如「南
洋研究」期刊與「南洋叢書」。
三、新加坡的《星洲日報》
這不算是一個正規的南洋研究機構，但是在傳承南洋文化與研究上確實也有
其貢獻，1939 年正值《星洲日報》創刊十周年，《星洲日報》打算發行十周年的
紀念特輯-《星洲十年》，便由楚璞為首成立編委會，姚楠也是成員之一，許雲
樵與張禮千透過中華書局新加坡分局的經理徐彩明的引薦，由姚楠推薦擔任編輯
處的專任編輯。有這樣的安排是因為這份特輯需要真正能夠負擔編輯事物的學者
專家。在這份特刊完成後，許雲樵、姚楠與張禮千分別承攬了《南洋史地》、
《南洋經濟》與《南洋文化》三種副刊的編輯。38雖然這些副刊在《星洲日報》
以營收為目的的原因下紛紛停刊，但是從這些副刊的內容其實就是南洋研究的範
疇。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停刊甚是可惜。

第二節 南洋學會的歷史沿革

「中國南洋學會」，簡稱「南洋學會」，自 1940 年成立，英文名稱為 South
Seas Society(簡稱 S.S.S)，是由七位對於南洋研究擁有熱情的文人所創立。
我們感到星洲日報社出版部只是一個出版機構，有必要另設一個學術團體來促進和承
擔研究責任務，於是便同當時的《星洲日報》總編輯關楚璞和文藝副刊編輯郁達夫商
量成立一個學會，吸收對研究東南亞問題有興趣的學者為會員。大家都認為中國人確
39

實需要有這樣一個學術團體。

38

廖文輝，2014，《許雲樵評傳》，新加坡:八方，頁 11。

39

姚楠，1984，〈中國南洋學會的創立與發展〉，《世界歷史》，03 期，頁 71-72。
25

在 1940 年 3 月 17 日的新加坡南天酒樓舉行了發起人大會，正式成立以中國
40

人所組織，故命名「中國南洋學會」，以別於他國人之組織。 會議中許雲樵被
選為主編、而姚楠責任常務理事一職，其他人為理事。最初的會員共七位，包含
姚楠、許雲樵、張禮千、郁達夫、劉土木、李長傅、關楚璞。

一、南洋學會的歷史
在《南洋學報》成立之前，有許多研究南洋的組織已經確立，不過大部分都
是為其母國以殖民的需要為前提在進行研究，且都是西方國家，其中不少資料都
還是借用中國的41。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早從漢代便有聯繫，不僅有官方檔案，許
多私人的著述也不少，卻苦無一個官方部門。這也是南洋學會創立的原因之一，
不想讓外國人專美於前。
關於中國南洋學會的創辦理由，可以由《南洋學報》中的發刊旨趣看見，許
雲樵認為在南洋地區華人的人數在當時少說有八百萬人，而且經濟能力是相當強
的。但是在基礎上並沒有鞏固，所以隨時可能會被顛覆。歸根結底的原因是中國
國勢的衰敗，不是文化的根基不足，故南洋的華人需要自立自強，透過促進文化
的方式來復興國勢。而另一個原因在發刊旨趣也有提到，當時姚楠、許雲樵、張
禮千就分別任職在星洲日報社出版部的主任編輯與編輯群，但是日報的性質屬於
盈利，無法提供一個純屬學術的園地來開拓南洋研究。再者，西方國家與學界早
就成立了相關的學術團體，如英國的《皇家亞洲學會學報》、法國的《亞洲
報》，但是在當時華裔眾多的南洋地區卻沒有一個研究東南亞的學術單位。
《南洋學報》起初的創立規劃是只要是關於南洋的事務都可以納入研究，這
也從早期學報的內容項目非常廣泛可以看出。許雲樵也在發刊旨趣提到，

40

南洋學報編，1940，〈會務報告〉，《南洋學報》，1(1)，頁 95。

41

同註 39，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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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關於南洋的一切學術，不論為史地，為語文，為生物，為人種，為藝術，為民
42

俗，為經濟，為宗教⋯⋯都可以做為我們研究的對象。

在研究上，南洋學會希望研究者是對於一個小領域專精，而不是培育出一個
南洋通，因為南洋所涵蓋的內涵與範圍很大。希望能夠培養出對於各領域的深
度，透過眾人分別研究不同領域而再得到廣度。故可以從內容清楚地看出，當然
《南洋學報》的內容跟現在相比是有極大的差異，並不如同今日注重在東南亞華
人的範疇，更多的是關於歷史、地理的考證、動物、植物、礦物等等。
1958 年的會務報告中，南洋學會會員林我鈴提議南洋學會的中文名稱改為
「南洋學會」，去掉「中國」二字，獲得通過。原因筆者認為是該年度整個學
會，進行了大幅度的換血，有意的想要本土化故去掉「中國」二字。學報的書寫
方式也從直式書寫改為了橫式書寫，編排方式也較以往不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
受。1958 年之後，放在學報最後成員名錄，皆以中英文兩種語言標注，1958 年
以前都以中文標示為主。而在 1958 年理事會改組之際，黃曼士提出簡化會員種
類，並在 1963 年修訂的章程中明確指出，
凡對南洋文化學術研究有心得或對本會事業深具熱誠為精神或物質上之贊助者，不分
性別、種族及宗教，惟須年齡二十一歲以上，由會員一人之提議與一人之覆議，然後
將其姓名揭示於本會會所內之通告牌上，一星期後如無人反對，並經由理事會通過
43

後，均得為本會會員。

另外，學會在 1958 年的規章改革上，首次把會務委員會、研究委員會與編
務委員會獨立出來，這代表著學會在分工上更加的專業化與獨立。
學會主要活動有發行學報、出版專著、編印叢書籌備圖書館及研究所、社會
服務與舉辦與南洋文化有關的學術活動。44叢書方面一般就是研究者對於南洋研

42

同註 5，頁 2。

43

南洋學報編，1963，〈會務報告〉，《南洋學報》， 17(2)，頁 45。

44

同註 40，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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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專作，內容甚廣，注重本地的文化脈絡以及社會環境的探討，包含中外文化
交流、人物傳記、經濟、歷史、地理、教育、民俗、古蹟研究等等，如 1943 年
范文濤著的《鄭和航海圖考》、1945 年許鈺與姚楠合著的《古代南海史地叢考》
等等，或是傳記如 1960 年徐民謀節譯的《伍連德自傳》。近期就多了一些關於
學會的回顧、或學會的未來走向如 2012 年由現任副會長李志賢主編的《南洋研
究回顧，現狀與展望》，這些都是了解東南亞華人的根基，是當前本土化問題研
45

究的基礎 。學會的學術活動就屬學術演講較多，並可以區分為國際研討會與小
型座談會，且曾經在北京、廣州、廈門、台北、香港等地的東南亞研究學術機構
舉辦，並邀請國內外學者共襄盛舉，宣讀論文，出版成冊，較近期的如 1986 年
在台北邀請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辛亥革命
與南洋華人研討會」；2003 年在新加坡與北京大學東南亞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
「東南亞宗教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研討會」等等46。
「南洋學會」一路 75 年的歷史走得艱辛，創辦之初許雲樵、張禮千與姚楠
在《星洲日報》出版部的工作便被辭退，生活上並不容易，在起步中的《南洋學
報》差點夭折，還好他們三人與劉土木四處奔走，籌措經費，南洋學會才得以維
持。而在 1942-1945 年，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張禮千、姚楠紛紛回到中國避
難，郁達夫領導著新加坡的文藝界繼續抗日，可惜的是後來也被日本特務所殺
害。學會也只能暫時遷址至重慶，留居新加坡的學會負責人只剩許雲樵一人，待
在新加坡的許雲樵也只能假借經商之名躲藏，並將學報二卷五輯藏於天花板才得
以保存，許多的手稿與資料也都因為戰時而被銷毀或遺失。當時前幾期的學報印
刷也都是靠這幾位創會之士個人自掏腰包印刷，可以見得學報是彌足珍貴。47 二
戰之後世界的情勢有點變化，東南亞各殖民地獨立的聲音開始出現，民族主義的
鬥爭加劇，1958 年的會員大會由林我鈴提出了學會名稱的改革，把原有的「中
45

陳榮照，2012，《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發展》序，李志賢主編，新加坡：八方出版社。

46

同註 45。

47

同註 39，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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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字去掉，會議中通過，成為「南洋學會」。實質的改變還有當年度的理事
全部改由當地人擔任，學報的主編由王賡武擔任。也因為王賡武的關係，《南洋
學報》裡的文章都轉為新馬華人史為主的研究重點。這個方向定位之後，便開始
快速的發展，這個研究的趨勢便延續至今。48
除了學報之外，在 1971 年學會出版了《南洋季刊》，這是一個英文的刊
物，至 1985 年停刊，共發出了 15 期。在當時學會認為在中英文作品的分開是有
意義的，49且創辦這份學報也與國際學者之間多了一個的交流管道。另外在 1982
年學會接續編輯《東南亞教育學報》，共出版了 10 期。50
南洋學會當前（2015）的會長為陳榮照先生，副會長為李志賢先生。兩人皆
出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也為師徒關係。經過筆者與陳會長與李副會長訪
談，學會目前與過去的許多幹部都是經由學校老師找自己的學生或是系主任找同
仁進入南洋學會服務，如李副會長就是陳會長所邀請進入學會，黃賢強理事是李
副會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同事。而且這份職務完全是義務性質不支薪
的。南洋學會並不是一個營利性的社團，許多的幹部也都是基於對東南亞研究的
熱情而義氣相挺，在工作之餘的時間幫學會做事。在財源上也都需仰賴各界熱心
人士的贊助，所以金源上並不闊綽，這與早期的學會的運作方式有所關連。目前
學會的出版與活動大概就是一年出版一期學刊，與不定期的舉辦學術活動，在經
費的使用上相當謹慎。在過去，《南洋學報》都是審好稿之後找了印刷店就印
出，學會的會員可以得到，另外就藉由學會的幹部進行分送。這樣的方式在傳遞
與推廣來說是相當緩慢且沒有效率的，故現在南洋學會找了在東南亞頗大的八方
出版社進行印刷與行銷，讓這本歷史悠久的期刊更容易取得，也讓南洋學會只需
要專注在稿源的審查，不用多出心力去處理印刷與設計封面等等瑣事。八方出版

48

同註 45。

49

南洋季刊編，1971，〈本期中文摘要〉，《南洋季刊》，頁 62。

50

同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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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與南洋學會的合作，讓八方出版社得以運用其專業來設計封面、印刷、通路行
銷，南洋學會方面專注在編纂內容上使學報品質更加卓越，各自專注在自己的專
業上，雙方都有好處。另一個近年來的重大改變就是外審制度的確立。在 2004
年當時為主編的李志賢先生就提出了投稿外審的制度，而且不只外審還需要二
審，面對爭議可能還會有三審，外審人員的選用通常是透過該篇文章領域的專家
來進行，且審核若不通過都會附上理由，給予投稿者不錄取的原因。如此可以更
加公正且更有說服力。在此一制度的運行之下，約有 30%的退稿率。另外，南洋
學會對於新生代的培育也是相當用心，在版面有限的情況下，每期還是會空出一
到兩篇的篇幅給年輕的學者有發揮的園地。不只如此，在陳會長 2002 年擔任會
長之後，他認為學會的理事年齡偏高，平均年齡 73.7 歲，又時任副會長的劉蕙
霞應該鼓勵年輕人加入南洋學會，大家也有了這方面的共識。在培於年輕人是作
為延續南洋研究所必行之事，逐漸讓年長的理事退位，進行世代交替。51從 39 屆
(2006 年)理事平均 65.9 歲到 41 屆，理事的年紀下降到 49.6 歲。最後，《南洋
學報》近期在內容上的改變可以從未來採專題的方式來進行，但是因為《南洋學
報》一年才發行一期，為了顧及非該期專期的作者，會採用一半專題一半公開徵
稿的形式來進行。在過去偶爾會有以專題形式來呈現，不過現在主編有意要往這
個方向來發展，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另外在會務報告、

二、會員資格的改變
一個學會對於本身會員資格的改變，就可以體現出該會在某個時期的走向，
譬如 1947 年以前，南洋學會是只准中國人成為基本會員，外國人只能成為贊助會
員，這就體現了一種學會是封閉的特質。最初會員加入的規範是相當嚴苛的，且
希望會員在作品上的創作都要有貢獻。但是一路發展下來，學會也了解到經營一

51

同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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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學報的困難，常因會員繳納不實導致連印刷學刊的費用都相當拮据。故學會需
要開源節流，需要更多的捐獻、更多的會員進行會費的繳交。在研究《南洋學
報》時從會員資格的不斷改良，可以理解，學會把門檻降低，讓更多的人能夠對
東南亞研究盡一份心力，不管是從研究的層面或是捐獻的層面，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這都是很好的方式。不僅學會獲得更多的稿源，也獲得更多的會費或是捐
獻。對於南洋學會要持之以恆的走下去筆者認為這樣的改革是有其正面意義的。
最初南洋學會的會員數目是很少的，對於學會會員的區分有兩種，分別為基
本會員與贊助會員，對於基本會員的要求較為嚴苛，需要是中國人且是對南洋研
究有興趣，再經過兩名會員得介紹以及三分之二以上會員的同意，才能成為基本
會員。且需要固定每年繳一次會叻幣十元。不過如果同意將稿費捐給學會達十年
者，將可變成永久會員，永久會員的好處是不再需要繳交會費52。不過在 1941 年
的會務報告中又修改此條，改為只要是任何一種會員資格擁有超過十年，就會轉
變為永久會員。另外對於贊助會員的審核資格是，只要是對「南洋學會」有精神
上或是物質上的贊助，經由兩人的介紹，以及理事會的通過，就能成為贊助會
員。53
這些規定很快的在 1941 年便有了修改，對於基本會員，拿掉了三分之二會
員同意，改成只需要理事會討論通過即可。另外也增加了名譽會員這一種會員形
式，規定是，只要是對於南洋學術研究有特殊貢獻而熱心贊助「南洋學會」者，
經過學會審核通過，得聘請為名譽會員。54且名譽會員在 1947 年的會務報告中也
宣告，不必繳納任何費用55。
1947 年，新增了一種類別為特約會員，審核的資格只要是遠居異國而對「南
洋學會」有特別興趣與熱誠者，經由學會會員兩人提議，理事會通過，得入選為
52

南洋學報編，1940，〈會務報告〉，《南洋學報》，1(2)，頁 137。

53

南洋學報編，1940，〈會務報告〉，《南洋學報》，1(1)，頁 96。

54

南洋學報編，1940，〈會務報告〉，《南洋學報》，2(1)，頁 129。

55

南洋學報編，1947，〈中國南洋學會章程〉，《南洋學報》，4(1)，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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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會員。特約會員的義務在於，必須調查或辦理會務與翻譯論文的義務，故不
56

用繳交會費。 另外，在這年，限制只有中國人才能成為基本會員的規定拔除。
當年便有英國與馬來學者共七人加入了「南洋學會」。
1959 年，拔除了對基本會員與贊助會員的區隔，一律稱為「會員」，連名譽
會員及特約會員計之。
1965 年，對於會員的要求又有了改良，只要一次捐助學會基金兩千元以上或
在學會內交足兩千元者，得為贊助會員。凡一次交足會費一百元者，得為本會永
久會員。
1975 年，學會再次為會員資格做了修改。會員分為四類，普通會員、特約會
員（遠居異國而對學會事業有特別興趣與熱誠者）、贊助會員（捐助及繼續不斷
捐助學會者）、與永久會員（一次繳交會費 200 元者）。普通會員每年應繳納會
費十五元，其他各類會員皆不必繳納會費。57另外的規範為：
(一)會員年齡需滿 21 歲，且由一人提議一人附議，理事會通過後便加入。
(二)南洋學會不收取入會費，但是應於加入後四星期內繳交年費 15 元，逾期者
理事會得以剔除。
(三)南洋學會的會員名額無限制。
目前的會員資格則採取填妥表格後寄到郵寄或寄到網路信箱的方式，須備有
的資訊有，姓名、性別、國籍、身分證或護照號碼、推薦人、職業、地址、電
話、電子郵箱，申請費為新幣 200 元。會員的義務必須要支持會務與推廣南洋研
究。會員的福利有獲得會籍生效後的一期《南洋學報》、購買學會出版的書刊一
律半價、活動免除費用或是給予一定優惠。

表 2-1
56

57

同註 55，頁 74。
南洋學報編，1975 ，〈會務報告〉，《南洋學報》，30(1、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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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加入資格變化簡表
年代
1940

入會資格

年費

備註

2 人介紹，三分

10 元叻

只有中國人能成為基本會員，會員分為

之二同意。

幣

基本跟贊助兩種會員。同意稿費給予學
會 10 年者成為永久會員且無須繳交年
費。

1941

只需理事會同意

無修改

即可
1947

新增特約會員

任何一種會員資格達 10 年即成為永久會
員

無修改

特約會員： 只要是遠居異國而對於學會
有特別興趣與熱誠者，由學會員二人之
提議，經理事會通過，得入選為特約會
員，而特約會員有受調查或辦理會務與
翻譯論文的義務，故不用繳交會費。
拔除限制只能中國人能成為基本會員的
規定。

1959

無修改

無修改

拔除了對基本會員與贊助會員的區隔，
一律稱為「會員」，連名譽會員及特約
會員計之。

1965

無修改

15 元

凡一次捐助本會基金兩千元以上或在學
會內交足兩千元者，得為贊助會員。凡
一次交足本會會費一百元者，得為本會
永久會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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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975

入會資格
(1)會員年齡需

年費
15 元

備註
普通會員、特約會員（遠居異國而對本

滿 21 歲，且由

會事業有特別興趣與熱誠者）、贊助會

一人提議一人附

員（捐助及繼續不斷捐助本會者）、永

議，理事會通過

久會員（凡一次繳交會費 200 元者）。

後便加入。

普通會員每年應繳納會費十五元，其他

(2)南洋學會不

各類會員皆不必繳納會費。

收取入會費，但
是應於加入後四
星期內繳交年費
15 元，逾期者理
事會得以剔除。
目前

須填妥報名表內

申請費

所需填項目。

200 元

必須要支持會務與推廣南洋研究。

三、理事選舉制度的改變
學會的理事，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以目前的學會生態而言，理
事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有時候只是基於人情壓力，所以必須來湊湊人數。58但
是，當學會有重要的事務要投票時，理事的作用又相當重要了。理事這個職位在
不同時期的選舉方式、成員資格與負責的事項皆有不同。理事的資格與人數的改
變，都可以說明「南洋研究」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最早學會業務的分配並不細
緻，理事需要負擔很多事務，當學會越來越專業化，擁有秘書、財政等職務出現
時，理事才可以只做投票與提案的工作。另外，在學會還未設立會長一職之時，

58

黃賢強先生口述，訪談者彭彥程，民國 103 年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
34

理事的權力非常大，這與今日理事所擁有的權力不可比擬。在理事的人數上起起
落落，這也說明學會發展的變化。最早都是中國人，且規定只能為中國人，到現
在要擔任南洋學會的理事，必須要是新加坡公民或是有新加坡永久居留的資格才
59

能夠擔任，這是新加坡對於社團組織的規定。 早期的學會理事各個有所需要分
配的工作，但現在有些理事都是以掛名的方式而已，並沒有真正的需要做什麼任
務，學會目前比較需要工作的理事包含正副會長、與正副秘書。在 1984 年之後，
「南洋學會」因其學會內部決議，故這類資訊並不會對外公開。
創會於 1940 年，當時決意，學會事務，由基本會員大會票選出理事七人，組
織理事會處理會務。理事任期一年，於每年年會改選之。60
隔年會務討論後修訂，學會組織仍取委員制，以理事會為最高行政機關，不
設會長。學會一切進行事宜，理事會可以全權處理，無需待大會之通過。61這項
修正，可以說理事會擁有對學會完全的權力。
同年的第二屆理事會，又再修訂了辦法，學會是由基本會員大會票選之理事
七人至九人組織理事會處理之。62
1947 年修訂，任期一年但是得連選連任。由九人組成的理事會需要有半數以
上能常駐星洲，常駐星洲者為秘書、財政、學報主編各一人。
理事會的職權如下：（一）執行本會一切會務，並保管本會一切財物。（二）錄取新
會員之加入為基本、贊助、或特約會員者，並決定永久會員之資格，提出名譽會員於
常年會員大會。（三）審定會員之論文，決定取捨。（四）處理出版事宜。（五）捐

59

同註 58。

60

同註 40，頁 96。

61

同註 54，頁 128。

62

同註 54，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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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項，並推舉常務理事一人，與財政共負收支之責。（六）訂定細則或條例以處理
63

會務。

1948 年會務報告修訂了章程第七條，理事會由七至九人改為十四人。第八條
則改為，理事會包含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學報主編及秘書、財政各一人，理
64

事八人。

1958 年理事會全面改選，理事會之增設了編輯委員會、研究委員會與會務
拓展委員會。
1959 年增設「名譽會長」一職。會員大會也修訂了學會的會章，理事由十四
位增加到十九位，候補理事五位。
1975 年對理事候選人制度有了改變，辦法為：（一）每一位居留新加坡會員
有權利可以提出不超過五名之理事會候選人。（二）提名理事會候選人時必須先
徵得被提名者的同意。（三）秘書處負責整理理事會候選人名單，供投票用。
（四）理事人數減為十一名，共有正副會長，正副財政，正副秘書，五名普通理
事。理事任期改為兩年。
1984 年，理事會決議通過，授權主席或財政，在有必要時代表學會以南洋學
會名義，在本地銀行寄放定期存款，藉此收取利息。65

表 2-2
理事票選制度的改變

63

同註 55，頁 74。

64

南洋學報編，1948，〈會務報告〉，《南洋學報》，5(1)，頁 69。

65

南洋學報編，1985，〈會務報告〉，《南洋學報》，40(1、2)，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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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徵選方式

任期

人數

備註

1940

基本會員票選

一年

7人

無

1941

同上

同上

7-9 人

不設會長，皆由理事會全權處理。

1947

同上

任期一

9人

須有半數能夠常駐星洲。理事會的

年得連

職權如下：（1）執行本會一切會

選連任

務，並保管本會一切財物、（2）錄
取新會員之加入為基本、贊助、或
特約會員者，並決定永久會員之資
格，提出名譽會員於常年會員大
會。（3）審定會員之論文，決定取
捨。（4）處理出版事宜。（5）捐
募款項，並推舉常務理事一人，與
財政共負收支之責（6）訂定細則或
條例以處理會務。

1948

同上

同上

14 人

理事會包含主席一人，副主席二
人，學報主編及秘書、財政各一
人，理事八人

1958

同上

同上

同上

增設編輯委員會、研究委員會與會
務拓展委員會。

1959

同上

同上

19 人

增設「名譽會長」，候補理事 5
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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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徵選方式

任期

人數

備註

1975

同上

兩年

11 人

（1）每一居留新加坡會員有權提出
不超過五名之理事會候選人、（2）
提名理事會候選人時必須先徵得被
提名者之同意、（3）秘書處負責整
理理事會候選人名單，以供投票之
用（4）理事人數減為 11 名，計：
正副會長，正副財政，正副秘書，
五名普通理事。

1984

同上

同上

同上

授權主席或財政，在有必要時代表
學會以南洋學會名義，在本地銀行
寄放定期存款，藉以收息。

四、南洋學會的會務報告
在《南洋學報》中，南洋學會都會把當年度的開會紀錄，放置在每一期學報
的最後供會員參閱。不過這樣設置在李志賢擔任主編時期給予廢除。目前的李副
會長為 2006 年接任南洋學會副會長，但他認為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總是會引來
較多的爭議，雖然他實在認為一份專業的學刊不應該擺上會務與財務的內容，因
為很多的讀者並不是學會的會員，再加上版面的珍貴，如果能把這些會務報告的
篇幅取消轉而放上更多研究作品，對於東南亞研究會更有幫助。但是這份會務報
告其實是有相當助益去了解南洋研究的。首先在這長達數十年的會務報告中，可
以理解整個學會的經營狀況，稿源狀況，各個會員在當時的研究興趣等等資訊，
藉此可以推敲出南洋研究的走向與起落興衰。

38

關於會務報告，都會對現有會員做統計，每一種類別的會員都會列出。雖然
南洋學會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但是沒有充分收入也不足以自行，光光在早期每年
發行兩輯的《南洋學報》就已經非常吃力，
66

本年度學報仍出兩輯，惟經費頗感支絀。

本年度決出學報二期，在星印刷，現因印刷費昂貴，暫時減少篇幅，一俟經濟充足，
67

費用正常當再增加。

由此就可以發現學會經營的困難，學報的出版更是長期的有拖期現象，不能
準時發刊，原因不外乎經費不足、編者個人因素（許雲樵身體狀況不好）、與印
刷廠的溝通不良。學會需要更多的會員來提供會費與稿源，需要更多的贊助會員
捐獻金錢給學會。沒有經費能夠印更多學報，就沒有更多人可以知道這份刊物，
沒有更多人知道，自然就不會有更多的會員去關注，當關心這個領域的人都已經
成為學會的一員又沒有去開拓更大範圍關心這個領域的人時，學會招收新成員的
68

難度就會增加，而且學會對於會費的徵收並不是實行的很有效率 ，因為不打廣
告、不推銷，只有會員、國外的某些圖書館可以拿到學刊和少量販售外，在早期
根本看不到《南洋學報》的蹤跡，這也可以體現在第一章所提到關於《南洋學
報》在台灣收錄情形相當不齊全的原因。不過值得肯定的是，南洋學會在經費上
算是相當透明，有多少會員都會公開，這樣可以大略的算出一年可以產生多少會

66

同註 64，頁 69。

67

南洋學報編，1946，〈會務報告〉，《南洋學報》，3(1)，頁 87。

68

南洋學報第四卷第一輯會務報告提到：「入會費尚有數人還未繳清。」；第七卷第二輯的會務
報告也提到：「本會會員因散落各地，會費未便前往鳩收，致有積欠者，最近理事會議決清
理，先列一歷年繳納會費及捐款表，檢查後，發信通知個會員請其繳納，以利會務之進
行。」；第九卷第二輯的會務報告：「本會因會員人數不多，故經費亦極支絀，故每年理事
會均有向本坡各熱心會捐募之舉，本年未能及時勸募，故經費之絀異常，望會員能慷慨解
囊，自動踴躍向本會財政繳納為禱。」；第 10 卷第二輯會務報告提到：「據財政報告，本會
經費異常支絀，年底結存僅，叻幣 530.78 元，尚不足附一期學報的印刷費。」其餘太多不再
羅列，只標記出卷輯數，第十一卷第二輯、十三卷第二輯。此情況到魏維賢擔任會長後以所
改善。
39

費、收到多少的捐款也都會在會務報告中逐一感謝。另外，會務報告也會對新進
的會員做簡單的介紹，在早期可以得知學會的人數不多且彼此間都可能都有所認
識，因為在這個部分都會列出會員的職業、居住地址，方便彼此聯絡、討論。但
這樣的情形大概至王賡武擔任主編時期就有了轉變，會員數大幅度地增加，1957
年時會員只有 202 人，但到了 1958 年增加至 263 人，1959 年也增加至 299 人。
新加入的成員，不少為南大、馬大、報業編輯、記者等各界專門人才。69在魏維
賢擔任會長之後，學會的經濟狀況大為改善，捐款的比例與數目明顯增加了許
多。
從 1958 年會務報告開始，不僅是學會的理事會全面改組，在學報的很多方
面也有了變化，學報變得更專業化，版面配置由直式的書寫方式改為了橫式，顯
得更為清晰、舒暢，不同於改組之前，為了節省空間、印刷費，都把內容擠在一
團，這樣的結果讓讀者閱讀起來相當不輕鬆。在過去在排版上不同今日有明確的
學術規則，不同於現代學術期刊排版上會有既定的格式也不會隨意的更換位置。
改組後還是保留了提及學會最近的動向，理事開會沒到的原因等等，內容上與改
組前類似，差別就在於書寫口吻的不同。直到 1970 年崔貴強擔任秘書後70，分門
別類，頁面更為簡潔。之後接手秘書的陳榮照也比照這種模式在書寫。

五、許雲樵的編後餘瀋
早期的學報中，在每一期的最後，幾乎都會放上幾種額外的文章，分別是會
務報告、文化消息、編後餘墨、編者贅言、編校紀錄、編校餘瀋。其中會務報告
是最穩定出現的，文化消息則是不定期，這應該和許雲樵平常工作繁忙程度與消
息的多寡有關。會務消息如同前文所提過，一般都是報告關於學會的現況、理事
選舉、財務狀況、捐獻名單、新加入成員名單等等。文化消息則是針對當時的

69

南洋學報編，1959，〈會務報告〉，《南洋學報》，15(2)，頁 139。

70

在 1970 年之後的南洋學報的會務報告，幾乎都會寫上記錄者的名字，而通常這份職務都是由秘
書來執行。
40

「南洋研究」的新消息做出分享，譬如分享有關「南洋研究」的機構，如第三卷
第一輯，便分享了南洋研究所、南洋華僑協會、皇家亞洲學會、僑務研究室等等
機構的簡介。編後餘墨與編者贅言、編校紀錄、編校餘瀋幾乎雷同，而顧名思
義，為編者在該輯的最後，針對該輯的內容做一些簡介、補充或感想。
然而，在編後餘瀋這個篇章，可以看出早期與近期有不同，會員少與會員多
的不同、用字遣詞的不同。在第十二卷第一輯的編後餘瀋中，
本輯發稿相當早，但排校費時，承印者又工作繁忙，以致又脫期了。和本輯同在
排印的，還有十一卷第一輯，和十二卷第二輯，前者因為用六號排印之故，延擱下
來，後者則因遠地校稿之故，都落在本輯之後。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不過我們堪以
71

告慰的，本輯內容不致使人失望。

許雲樵擔任主編時期，時常會有這種第一人稱的角度書寫，這種方式在今日
的學術期刊上難以見到，但是若套用在當時的時代，又不會太過突兀，畢竟當時
的學會人數不像今日多，會員間彼此都有認識，學會原本創立學報的目的也是屬
小眾路線，在知識菁英階級之間流傳。每篇文章都如同在與自己的好友說話一
般。但是這種文章也在許雲樵卸任主編後消失，也可以說是這是許雲樵個人的編
輯風格。

第三節 南洋學報的內容分類

一、分類《南洋學報》的意義
每個時代會有該時代所特別注目的課題，《南洋學報》也不例外。在 70 多年
的歷史當中，這些不同之所以產生有很多的因素，時代或大環境的改變、編者與
投稿者的換血等等。《南洋學報》在分類上，以下嘗試以三個時期進行劃分。早
期為 1940-1957，中期為 1958-2001。近期則是 2002-今日。作為這樣的分類的原

71

許雲樵，1956，〈編校餘瀋〉，《南洋學報》，12(1)，頁 64。
41

因是，1940 年至 1958 年的這段時期是《南洋學報》草創與站穩基礎的階段，其
中 1940 年代還經歷了日本入侵新加坡，而導致學報暫時的停刊。這個階段的《南
洋學報》篇目內容豐富，與今日所定義的學術性期刊有所差異，只要的原因就如
同發刊旨趣所提到，只要關於南洋的所有事物都可以進行研究，這在現今的學術
界根本是天方夜譚，一來範圍過大在編纂時的工作較大，再者，這麼豐富的類別
也難以聚焦。1958 年南洋學會理事成員進行了的大幅度換血與本土化，從原本許
多為南來的中國人轉化為新加坡當地的華人，在文章的寫作角度也從王賡武擔任
學報主編後開始轉往南洋華人議題。直到 2001 年時任會長的魏維賢卸任，轉由
陳榮照接任，至今依然是由陳榮照擔任會長一職，學報依舊是關注在南洋華人的
歷史、社會、教育、制度等議題，不過現在更致力於走向國際化，開拓更多的讀
者對東南亞產生興趣與刺激更多的投稿者來投稿，使《南洋學報》能呈現一個更
多元的面貌。
將學報內容進行分類的意義是，《南洋學報》作為一個「南洋研究」領域的
歷史相當悠久，在國際上也是東南亞研究方面的知名期刊。雖然在每一期都有進
行簡單的分類，但是這樣的分類形式並不統一，例如在第二卷第二輯中的「生物
研究」類別，到了第七卷第一輯時就變成了「植物研究」；較為常用的類別如
「史地考證」，在許多卷中都有出現，但在第六卷卻又變成「歷史學」、「地理
學」。這樣沒有統一的分類方式，會讓讀者或研究者在閱讀時產生疑慮。透過筆
者重新的詮釋，可以分析出《南洋學報》在七十多年的歷史中，各類別的變動，
以及各類別中的研究方向的變化。而另一個原因是，《南洋學報》在不同時期有
著不同的研究重點，而研究重點就是當時的「南洋研究」的重點。對於不同時期
的篇目進行分類，可以理解到該時期對於何種方面的人事物較為注重、在研究所
面對或指涉的對象的有所不同，也可以衍生並反映國家認同的轉變與差異性。
另外，在歸類的方式上，很多的文章若是一定要區分到底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其實有其難度，例如在華人史的部分，不論要歸類在歷史還是華人研究，其實都

42

可以。以下主要是針對文章的主要內容與想要傳達的意義來對文章進行分類，若
是偏向歷史的意義多一些就歸類在歷史，而偏向華人研究的多一些則歸類在華人
研究。而在其他類別方面，因為細分各類會變得太零碎，且若太過細分，可能會
遇到某類別在一個時期只有一到兩篇的問題，如第一時期的天文學研究、第二時
期的地理研究等等，所以筆者將這些統合在其他這個類別，故當統計起來會發現
其他這個類別的文章也不少，但實際上是有相當多不同類型的文章夾雜其中。

第四節 南洋學報 1940 年至 1957 年的文章分類與分析

表 2-3
南洋學報 1940 年-1957 年的文章分類
類別 歷

地

人

生

人 各

語

華

宗

經 礦

文

其

小

史

理

種

物

物 地

言

人

教

濟 物

學

他

計

考

研

研

簡 民

研

研

察

究

究

述 俗

究

究

卷期
1(1)

2

0

1

2

0

2

1

2

0

0

1

0

2

13

1(2)

3

0

1

1

1

0

0

1

2

1

1

0

0

11

2(1)

4

0

1

3

1

0

1

1

1

0

0

0

0

12

2(2)

6

0

3

1

2

0

0

1

1

0

0

0

0

14

2(3)

6

0

1

1

3

1

0

1

1

0

1

1

0

16

3(1)

2

0

0

2

0

0

0

1

1

0

0

0

1

7

4(1)

3

0

1

2

0

1

1

2

0

0

0

0

0

10

4(2)

6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8

5(1)

2

0

0

3

0

2

0

0

1

0

0

0

0

8

5(2)

6

1

0

1

0

1

1

0

0

1

0

0

1

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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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歷

地

人

生

人 各

語

華

宗

經 礦

文

其

小

史

理

種

物

物 地

言

人

教

濟 物

學

他

計

考

研

研

簡 民

研

研

察

究

究

述 俗

究

究

卷期
6(1)

4

2

0

1

0

1

1

1

0

0

0

0

2

12

6(2)

3

1

1

2

0

1

1

2

0

0

0

0

0

11

7(1)

4

1

0

3

0

0

0

0

0

0

0

0

0

8

7(2)

4

1

0

2

0

0

1

0

0

0

0

0

1

9

8(1)

3

0

0

3

0

2

0

3

0

0

0

0

0

11

8(2)

2

0

1

1

0

4

0

1

0

0

0

0

2

11

9(1)

特輯

9(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3

9

10(1)

1

1

1

1

0

0

1

0

0

0

1

1

7

10(2)

3

0

0

0

0

0

0

3

1

0

0

0

4

11

11(1)

特輯

11(2)

2

1

0

0

0

2

2

0

0

0

0

1

1

9

12(1)

2

1

0

0

0

1

1

1

0

0

0

1

3

10

12(2)

1

0

0

1

0

2

1

1

0

0

0

0

0

6

13(1)

1

0

0

0

0

2

0

1

0

1

0

0

0

5

13(2)

1

0

1

0

0

2

1

0

0

1

0

2

0

8

total

73

9

12

33

9

24

12

23

8

4

3

6

44

22 238

表 2-4
南洋學報特輯 1940 年-1957 年
卷期名稱 卷期

特輯名稱

年份
1951 年

7(2)

法舫法師紀念特輯

1952 年

8(2)

劉土木紀念特輯

1953 年

9(1)

開吧歷代史紀校註本

1954 年

10(1)

鄭惠明紀念特輯

1955 年

11(1)

華僑殉難名錄

根據表 2-3 可以發現，在 1940-1957 這近二十年間，篇幅最多的屬歷史考證的
文章，總共有 73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0％。其次則是動植物的研究共 33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14％。第三則是華人研究有 23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
約 10％。第四則是民俗研究有 24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10％。其他類別的文
章如人種研究有 12 篇佔全部文章約 5％、人物簡述 9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
％、地理 9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語言研究有 12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5
％，這樣豐富的研究跟當時主編許雲樵的編輯策略有關，
本期起，編者擬多刊載民俗、社會、教育及經濟方面之資料，以適應一般讀者之要
求，務使本學報像多方面發展研究，惟目前或因特約稿未到，或因整理材料不及，未
72

能即時排入。

在這個時期之中，筆者對六個類別進行分析。關於歷史部分的文章是這時期
最多的。在歷史考證上，不僅僅以許雲樵為首對於古地名的進行考據，還有考古
學的研究。華人的研究雖然為數不少，但與今日的華人研究有所不同，這個階段
都是以華人的歷史為重，探討華人社會、制度的文章在 1958 年學會改組之後才漸
漸增加。動植物的研究在這個階段是頗為活躍，且相當多介紹經濟作物的文章，
72

南洋學報編，1950，〈會務報告〉，《南洋學報》，6(1)，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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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報起了畫龍點睛的效果，豐富了學報的內容。人種研究方面也是這時期的特
色，往後的兩個階段這類文章幾乎消失，不過這些文章確實提高了讀者的閱讀廣
度，但在深度上卻非常有限，畢竟人種研究上，很多都是考古的證據，在這樣短
篇的文章中，都只能作出一般性的介紹，無法更深入。關於民俗研究方面，這些
到南洋討生活的人，對於原鄉中國還是充滿著情感，在他鄉也就是南洋地區看到
了一樣的民俗傳統，便會產生興趣，記錄這些傳統與長久下來所發生的改變；而
另一種類型究是對於他族民俗的記錄，有新奇或者特殊的各族民俗習慣，很多的
民俗習慣可能跟時空背景的推移而產生改變，有些更可能消失，但記錄下這些，
不僅僅是記錄歷史也是對於後輩在研究上的一個基礎。特輯方面，一篇為專題的
研究，另一篇為紀錄，雖然學報以學術為主要，但對時事的反應快速，十一卷第
一期的特輯，就是對於日本入侵新加坡的華人死傷紀錄。

一、歷史類
歷史研究的文章是本時期最主要的學術產出，在此階段的前期很多文章都是
運用「考據」的方式進行研究，這是當時相當主流的研究方式，當然並不是所有
的文章都是用這個形式來呈現，但比例上很高，如：〈丹丹考〉73、〈中泰古代
交通史考〉74、〈赤土國考〉75、〈龍腦香考〉76、〈三保太監下西洋考〉77等等。不
過在第八卷之後，只剩下許雲樵會以「考」字來命題，這是許雲樵一貫的手法與
偏好。歷史類研究的範圍不僅止於南洋的歷史，也包含中國與南洋、南洋各國之
間、西方國家與南洋的歷史。
根據上述，關於歷史的考據與梳理是這個階段的重心，也因為這樣，考古學

73

許雲樵，1940，〈丹丹考〉，《南洋學報》，1(1)，頁 17-27。

74

李長傅，1940，〈中泰古代交通史考〉，《南洋學報》， 1(1)，頁 9-16。

75

許雲樵，1941，〈赤土國考〉，《南洋學報》，2(3)，頁 1-9。

76

韓槐准，1941，〈龍腦香考〉，《南洋學報》，2(1) ，頁 3-17。

77

許雲樵，1948，〈三保太監下西洋考〉，《南洋學報》，5(1) ，頁 42-53。
46

的文章也出現在學報之中。考古與歷史密不可分，而考古是除了透過文獻另外一
種理解歷史的方式，但畢竟考古是一門非常專業的領域，若不是擁有考古的相關
專業知識與田野研究，便很難完成，故學報中有些以考古為名的文章其實並不是
78

作者的一手資料，而是透過文獻進行分析，如：
〈分茅領出土之古時刻〉。

對於歷史類的文章可以發現的是，字裡行間反映出的國家認同是屬於中國的，這
從這時期的文章中是顯而易見的，不管是在用字或是題目。許多的文章在命題
79

80

時，中國是放在前面，如〈中泰古代交通史考〉 、〈中暹通史考〉 。

二、華人研究類：
此階段的華人研究的範圍是觸及古代、近代與當代的，雖然各個時代都有所
觸及，但是在各年代中的類別廣度就非常有限了。此階段對於古代的華人歷史，
如〈明末清初華人出洋考（1500-1750）〉81、〈十七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司法
82

與華僑〉 等等，這個類別篇數不多，且多為翻譯的文章。而就近代而言，有關
注到華僑的教育的，如〈統籌統辦的古晉華僑教育〉83、關於遷民政策的改變，
如〈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改變〉84等等。對於當代的華人議題的研究著重
在華僑人口統計，而且還不只僅限於新馬華僑，與華僑教育，如〈馬來亞華僑人
口分析檢討〉85、〈新加坡人口演進之新動態〉86、〈菲律賓各省華僑人口統計
（菲政府人口調查委員會 1940 報告）〉；而關於華僑教育的文章，如〈南洋華僑

78

許鈺，1951，〈分茅領出土之古時刻〉，《南洋學報》，7(2)，頁 33-34。

79

李長傅，1940，〈中泰古代交通史考〉，《南洋學報》，頁 9-16。

80

許雲樵，1946，〈中暹通史考〉，《南洋學報》，3(1)，頁 36-46。

81

朱杰勤 譯，1940，〈明末清初華人出洋考（1500-1750）〉，《南洋學報》，1(2)，頁 5-17。

82

劉強 譯，1946，〈十七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司法與華僑〉，《南洋學報》，3(1)，頁 8186。

83

鄭子瑜，1950，〈統籌統辦的古晉華僑教育〉，《南洋學報》，6(2)，頁 49-54。

84

陳育崧，1956，〈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改變〉，《南洋學報》，12(1)，頁 17-19。

85

朱杰勤，1950，〈馬來亞華僑人口分析檢討〉，《南洋學報》，6(1)，頁 64-74。

86

許直，1947，〈新加坡人口演進之新動態〉，《南洋學報》，4(1)，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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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學教育〉、87〈戰後星馬華僑教育〉。88
這個時期雖然對華人研究的各類議題都有所涉獵，但是若把其分為古代、近
代、當代的話，題目廣度可以發現是相當侷限且內容甚少，以古代為例，有對當
時歷史的考證；但是沒有對當時社會的研究，另一方面，關於華人研究的類別在
當時並不是大家所最關注的，由於對自己的身分比較穩定，因此甚至沒有作品是
關於華人主體意識的探討，故屬於認同研究的文章自然不豐富。其間，對於中國
的認同顯而易見，這僅從篇名就可以理解，用字遣詞上選用的「華僑」，而非
「華人」，反而多數作者的主體意識是偏向為自居中國人。

三、生物研究類
這部分是對於東南亞的動、植物的研究，在這個時期的《南洋學報》中，生
物研究類是為數第三多的類別，僅次歷史與華人研究，所以是一個相當重要且值
得研究的項目。這個類別的研究範疇相當清楚，不像有些文章可能可以歸類在歷
史，也可以歸類在華人研究這種模稜兩可的問題，這個類別就是在研究東南亞的
動物與植物。而且有趣的是，這些研究在往後的學報中，這個類別的文章近乎消
失，筆者認為有幾的原因，第一不外乎許雲樵主編的偏好，他所設想的學報容貌
就是一個多元且豐富的內容，故每期幾乎皆有這類文章；第二則為新加坡獨立之
後整個研究偏好的轉向，故這類的研究文章變較少出現在學刊之中。
而這個類別之中，這個時期提供最多文章的是張禮千，換句話說，這個類別
幾乎都是他獨撐大樑，在共三十三篇的文章當中，扣掉有三篇是對動物的研究，
其他都是植物。而在植物研究當中，他就有十三篇是他的作品，幾乎半數之多。
而在研究的偏好上，幾乎都是研究經濟作物89，例如郎薩、榴蓮、麵包果、牛心
梨、鳳梨、檳榔樹、肉豆蔻、胡椒、荔枝、木瓜等等。

87

許雲樵，1953，〈南洋華僑與大學教育〉，《南洋學報》，9(2) ， 頁 12-18。

88

李今再，1954，〈戰後星馬華僑教育〉，《南洋學報》，10(1)，頁 22。

89

經濟作物：作物最後主要作為工業原料或換取現金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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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方式上，關於植物的方式首先都是從名稱開始，中外別名、土名，
學名開始介紹；其二為名稱的來歷與植物的歷史；其三為型態，都會附上圖片以
供參考，所謂型態就是外觀上的辨認方式，葉子的形狀、果子的形狀等等；其四
為種植的方式，海拔、土壤、氣候、需要的肥料等等；其五為該植物的用途，即
食用的方式與口感。
這個類別的研究文章很明顯的偏向了經濟作物，而對於糧食作物卻沒有相關
的研究，以今天的研究角度這類文章根本稱不上為基礎研究，主要是介紹。這些
文章除了是對於生活週遭的考察，也是對於西方列強在東南亞殖民性研究的學
習。當初南洋學會規定只能由中國人參加，到 1947 年拔除了這項限制，但這樣
拔除並不是對於國家的認同有所變化，而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外國學者能夠進入
學報，互相交流。所以在本類別中的書寫方式，與其說是帶有僑民意識的，更可
以說是具有西方殖民色彩的，這有幾個特徵，第一這類研究都是選擇經濟作物；
再者，很多文章中的作物都不是當地的原生種，多是從他處帶入的；其三，研究
的方式多是如何栽種、適合怎樣的氣候、種成之後所可以的用途。

四、人種研究
對於人種的研究，這一時期的文章還算豐富，在這個時期之後的兩個時期，
可能就因為時代變遷而導致研究的方向完全轉變，這就不再像過去這麼多人有興
趣 。對於人種的研究，本時期共有 12 篇文章，數量不是最多，但是有其指標性
與意義。首先還是秉持了許雲樵對於學報的規劃，內容要豐富，類別要多的要
求，故這個類別也有了 12 篇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在 12 篇的文章中，其中 1 篇
是對越南的民族、兩篇對印尼、剩下的通通是研究暹羅的人種。許多篇文章是用
翻譯的方式呈現，這也說明西方人在這方面的研究興趣相較華人是比較濃厚的。
研究的方式以描述來進行，首先對人種的名稱釋義，若是中國人寫的文章就
會以中國文獻來佐證，若是西方作者則會採用西方的相關文獻、再者是對於人種

49

的來源，與現今種族的關聯、該人種的型態，高矮胖瘦，外觀上的特別之處、該
人種所居住的型態，海拔高度與房屋形狀的描述、還有是對於人種的教育的程
度、吃的食物、交通方式、狩獵的方式、文字與語言、宗教等等進行介紹，對於
通盤性的理解一個人種而言，這類文章的介紹是相當適合的。
對於中國的認同還是可以從字句中體現，若是翻譯西方人所做的文章就看不
到中國認同的蛛絲馬跡，但若是中國人所寫的文章，就可以觀察出來，亦即是以
中國為我國進行比較。譬如，
現今之「印度尼西亞人」為一個民族，其言語為印度尼西亞語，確屬事實，但此名稱
時為擴大意義者；再其起源範圍甚小，只不過為現在廣義的印度尼西亞人來源之一而
已（ 學術上所用者即指此印度尼西亞本支）。此猶如我國人將古代一支來源「華族」
90

之名稱擴大已稱現在之中華民族也。

五、各地民俗
民俗（Folklore）一詞是由 Folk 和 Lore 合成，最早是由英國的學者湯姆斯
（W.S.Thomas）於 1946 年所正式提出。91意思是指「民眾的知識」（the lore of the
People）。而在中國古籍中對「俗」的解釋，主要包含兩個重要的內涵：一為下民
92

的自我教化，一為眾人所傳習。

在民俗研究的類別，在這個階段共有 24 篇文章，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類
就是單純對於各地的民俗，另一個則是對大伯公的討論，這方面的研究文章共有
五篇。對於各地區民俗的研究相當廣泛，如〈婆羅洲土著的風俗〉93、〈泰國東北
民俗〉94等等。其中也包含了幾篇翻譯的文章，這部分並沒有太大個規律或是源
頭可以依循，大致是根據當時這些作者的喜好所產生。

90

91

林惠祥，1947，〈「印度尼西亞」名稱考釋〉，《南洋學報》，4(1)，頁 19。
〈民俗與教育釋義〉，教育大市集：https:// market.cloud.edu.tw/
content/local/taichun/sueimai/teach/people/handan/class21 .htm，檢索日期 2015/5/30。

92

張紫晨，1995，《中國民俗與民俗學》，南天出版，台北，頁 37。

93

姚楠，1955，〈婆羅洲土著的風俗〉，《南洋學報》，11(2)，頁 27-38。

94

陳毓泰，1940，〈泰國東北民俗〉，《南洋學報》，1(1)，頁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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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大伯公的研究是許多作者爭相討論的議題，各路好漢運用各種方式
來討論大伯公、二伯公還有大頭公是什麼與由來。許雲樵、魏維賢等人都參與了
這場辯論。在關於大伯公的研究之中，這一個題目可以持續被討論的原因在於，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彼此沒有共識，各說各話。再者，這個議題是一個對原鄉文化
也就是中國文化的延伸。

六、特輯
這是《南洋學報》一個特別之處，這裡所說特輯並不是《南洋學報》對已經
過世的人所做的紀念特輯，而是像第九卷第一輯與第十一卷第一輯這類，在該期
只針對某議題或是某題目研究。現今的學術期刊也會有類似這樣的專題或特輯。
雖然學報應該是以學術為本業，但是《南洋學報》還是會關懷社會，並對社會所
關注的事件作出反應。第九卷第一輯就是對現今爪哇的開發作一系列的考證；而
第十一卷第一輯則是對當年 1940 年代日本入侵新加坡，非常多的華人遭受到了
迫害，該輯變透過管道把這場災難中死去的人通通紀錄了下來。

在本階段 17 年間出版了 13 卷，共 26 輯的學刊，總共收錄了 238 篇文章，
這部包含特輯還有紀念性文章。筆者認為，這個時期的《南洋學報》還是一個以
中文且是繁體中文為主的學刊，雖偶爾有英文的文章，但在份量比例上，還是以
中文為主要，且許多的英文篇目都是因為當時學者在語言的使用上有所困難而在
同一卷中以兩種語言來呈現文章，如：第四卷第二輯中的〈馬來亞之史前研究〉
95

便就是翻譯自 M.W.F Tweedie 之作品，且在同一卷中做雙語的呈現，這樣的操

作還蠻常出現的，可見在當時語言的隔閡是一個問題。
在探究《南洋學報》對於認同上的傾向時，單就學會的名稱「中國南洋學
會」就可以得到答案，如第一章所提到，南洋一詞是以中國的視角出發，再搭配

95

劉強 譯，1947，〈馬來亞之史前研究〉，《南洋學報》，4(1)，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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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學報》內容的檢視，可以確定在這個時期的《南洋學報》是有中國認同，
不管是在文化上或是情感上，他們都是自居為中國人的態度。

第五節 南洋學報 1958 年至 2001 年的文章分類與分析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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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南洋學報》特輯

1958 年-2001 年

卷期名稱 卷期

特輯名稱

年份
1963 年

17(2) 黃遵憲研究專號

1980 年

35(1、2) 東南亞的空間發展

1982 年

37(1、2) 許雲樵紀念
特輯（上）

1993 年

38(1、2) 許雲樵紀念特輯（下）

1992 年

45、46 邁向廿一世紀的海外華
人社會特輯

1995 年

47、48 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

1995 年

49 殖民晚期的新加坡政治

1997 年

51 悼姚楠教授 1912-1996
專輯

2000 年

55 恭賀季羨林教授九序華
誕特輯

本階段是一段較長的時期，以南洋學會的管理階層全面換血做為分段的基
準，到魏維賢卸任會長為止。時逢二戰結束，東南亞各國紛紛吹起了獨立的浪
潮，新加坡也不例外，在老一代學者差不多都屆齡退休之際，從原本是中國人變
為本土化的學會人員是一個重要轉折。本時期是三個階段中時間最長的，原因是
因為，學會人員本土化這個重要的轉折點勢必是分類兩個時期的基準點，而在約
十年之後，也就是 1968 年開始，魏維賢變接手編輯主任一職，1970 年就擔任會
54

長一職直到 2001 年卸任，在這段時間當中，魏維賢不僅是南洋學會，也時常會兼
任編輯主任，除了他以外這段時間也只有四人擔任過學會的編輯主任，其中又以
崔貴強擔任的時間最長。故在分類上，在會長無更換，編輯群也很穩定的情形
下，筆者就以此分類。根據表 2-5 可以明顯地看出，各類別中的文章變得比較平
均。本階段的分類上，地理與礦物兩類在學報出現的比例已經非常低，而人物簡
述與經濟方面的文章則多了許多。華人研究的文章也有 77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
章約 33％，已經超過了歷史研究類的文章。不過歷史類的文章雖然還是很多，共
有 40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17％。經濟類的文章有 21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
約 9％。人物簡述有 28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12％。其他類共有 27 篇，佔此
時期全部文章約 12％。
對於此階段，筆者將評析七種類別。在歷史類的文章中，因為已經不是最為
主要的類別，此階段學人在研究上的興趣轉往華人研究，更加關心自己生活周遭
所發生的事情，故歷史研究的文章減少了很多，在研究的方式上也不像過去利用
考據學的方式。關於華人研究類，可以明顯的看出，在此間段初期還是比歷史研
究少一些，但逐漸追上歷史類的趨勢，到後來完全超越歷史性研究。這其中原因
是，新加坡與各東南亞國家的獨立與中共表態對於海外華人的態度之後，生活在
東南亞的華人在對面本身的認同問題有了改變，而這是一個巨大且難以以一個說
法或理論以蔽之的問題，畢竟東南亞之大，而各個國家之中的華人在面對這個問
題都有著區別。而一樣是華人研究的類別，這個時期的研究方向又與上個階段有
所不同，除了在篇數增加之外，對於研究華人問題的領域也變得更寬，可以看見
更多種類的華人問題。經濟層面的文章在這個階段急起直追，筆者認為，這與新
加坡幾乎是被迫獨立之後，一個國家該如何繼續生存，最直接的就是經濟問題有
關，如何讓國人得以溫飽、富足，前面也提過，南洋學會雖以學術為主，但對當
前社會情況具有敏銳度，因此所提出相關的文章能力有相當份量。人物簡述類的
文章則是前一個階段所沒有的，或是屬於紀念性文章的雛形，但不同於學紀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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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之處在於，紀念性文章的筆觸較為隨性，且會有許多作者與該篇主角的互動
經驗，而許多例子都以個人經驗為依據，在查證上也有難度；而人物簡述則不
同，除了筆觸較為嚴謹之外，並不會呈現出太多自己與該篇主角的情感、交情等
等，而是透過歷史或官方資料來佐證作者的論點。
另外，在 1971 年到 1985 年《南洋學報》新創了南洋季刊，在文章的數量
上，筆者認為在對《南洋學報》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南洋季刊有另外增加南洋季
刊的主編，所以在編輯上並不會造成《南洋學報》方面的壓力，再者，這段時間
當中，雖然南洋季刊認為把中、英文的文章分開是有其必要的，但是在《南洋學
報》中還是可以看到英文的文章，而且每一卷都有，最後，在文章數量上，並沒
有相當顯著的下降。

一、歷史類
歷史類的研究在本階段共有 40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17％。因為研究重
心的轉移與本身在稿件上並不如第一時期豐富的情況下，本階段在歷史類的研究
篇數銳減。根據上文提到，上一階段的歷史研究上，很多學者喜歡運用考據的方
式來呈現，這階段運在篇名運用“考”字方式的只有一篇，為〈滿刺加求援事蹟
考〉96。除此之外，運用英文來書寫的文章也增多，不像上個時期只是為了使外
國學者能夠閱讀而翻譯成英文。
在第一階段中，許多文章都是在探討中國與南洋的關係或是現今的某的地區
在古代時後名稱的考證，這些都是上一個時期的學人們喜愛做的研究。由內容上
可見到這個時期有所不同，作者們更關心自己生活所處的地方過去發生了什麼
事，不像過去是把中國看作本位，以中國的角度來看待南洋。不過在文章中，
「南洋」一詞還是會使用，且都是在研究南洋華人史時採用，如「研究中國近代
史與東南亞史的學人中，素來有人注意研究南洋華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關

96

馮明之，1960，〈滿刺加求援事蹟考〉，《南洋學報》，16(1、2)，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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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97可見，在這個認同轉變的時代，在「南洋」與「東南亞」兩詞之間的選
擇，基本上是憑藉著作者本身的選擇，以及該文章在時代的定位。
二、華人研究類
此階段的華人研究共 77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3％。華人研究的文章已
經比歷史考證的文章多出將近兩倍。這個階段在王賡武上任學報主編之後，是一
個領頭羊的角色，修改了學報的方向，讓學報更加專注在關於華人研究的問題之
98

上。 而在這個階段的華人研究與上個階段的華人研究，在內容上也有了改變。
在本階段華人研究的文章，更加的聚焦在當代華人的議題上，這與上個階
段，在內容上有觸及到古代、近代與現代是最大的差別。關於歷史部分如〈阮氏
99

征服南圻與華僑的貢獻〉 ，社會議題的部分如〈論「南洋華人民族主義運動之
研究」〉100、〈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101。人口問題的研究如〈新加
坡與香港人口的發展〉102等等。
可以從華人研究類的文章中發現在認同的層面明顯出現了改變，在前一個時
期與本時期的 1966 年之前的篇名中可以發現，在篇名之中運用的詞彙是“華
僑”，但是從 1965 年新加坡獨立之後，則由「華僑」轉變成了「華人」，且「華
僑」一詞就近乎沒有再出現於篇名。例如在此階段 1966 年之前，可以看到篇名
是〈印度尼西亞華僑教育史〉103、〈阮氏征服南圻與華僑的貢獻〉104，但到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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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鴻廷、張震東， 1974，〈論「南洋華人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南洋學報》，29(1、
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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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照口述，訪談者彭彥程，民國 103 年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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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瑜，1958， 〈阮氏征服南圻與華僑的貢獻〉，《南洋學報》，14(1、2)，頁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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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鴻廷、張震東， 1974，〈論「南洋華人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南洋學報》，29(1、
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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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貴強，1966，〈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南洋學報》，20(1、2)，頁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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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叔欽，1970，〈新加坡和香港人的發展〉，《南洋學報》，25(2)，頁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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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壽，1959，〈印度尼西亞華僑教育史〉，《南洋學報》，15(1)，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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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瑜，1958， 〈阮氏征服南圻與華僑的貢獻〉，《南洋學報》，14(1、2)，頁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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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 1966 之後，則出現〈論「南洋華人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
〉105、
〈海峽殖
106

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 ，明顯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

三、經濟類
經濟類的文章在這個時間大幅度的增多了，這也是在前一時期不常見的狀
況，且研究的問題都是當代的。首先，這與作者投稿有最大的關係，范叔欽在這
一時期針對新馬與香港的一連串經濟、人口的問題，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與書評，
文章方面，如〈從馬來西亞中央銀行談到大馬金融及經濟發展〉107、
〈星馬的經濟
成長〉108、〈新加坡和香港人口的發展〉109、〈香港對外貿易發展〉110。書評也不
111

112

少，如《香港經濟》 、《香港的經濟，成長的奇蹟》 ，而這樣的連續刊登方
式，也會有一種以香港做為新加坡借鏡之感。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當時的需要，
新加坡剛建國不久，各方面皆百廢待舉，且最需要的絕對就是經濟發展，學者們
自然會投入到這塊作研究，提供意見。 不過到了這時期的後半段第三十八期
(1983 年)之後，純粹經濟性研究的文章便消失了，但若以經濟相關的層面而言還
是存在在各個類別之中，只是主軸並不是討論經濟而是透過經濟來解釋現象。

四、人物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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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鴻廷、張震東， 1974，〈論「南洋華人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南洋學報》，29(1、
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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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貴強，1966，〈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南洋學報》，20(1、2)，頁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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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叔欽，1967，〈從馬來西亞中央銀行談到大馬金融及經濟發展〉，《南洋學報》，21(1、
2)，頁 1-41。

108

范叔欽，1969，〈星馬的經濟成長〉，《南洋學報》，23(1、2)，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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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叔欽，1970，〈新加坡和香港人的發展〉，《南洋學報》，25(2)，頁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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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叔欽，1971，〈香港對外貿易發展〉，《南洋學報》，26(2)，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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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叔欽，1972，《香港經濟》，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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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Chou，1967，《The Hong Kong Economy, A Miracle of Growth.》Hong Kong: Academic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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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述在前一個時期只佔了 9％，到這階段增加為 12％。這或許反映當時
的編者的想法，試圖與前一時期做出區別。最大的不同不僅僅是文章的數量增多
了，而是做為簡述的人物身份有所不同。在此階段，這些作者在選題上都是以對
於東南亞，特別是星馬地區有過建樹或是可作為一個時代表徵的人物為對象。從
（李光前傳）113、〈林文慶論〉114、〈中國派遣第一領事左秉隆駐新政績〉115等
文章就可以發現有這樣的趨勢。而在上一個時期就沒有這樣的現像，舉凡中國人
或外國人都可以成為人物簡述當中的人物。這時期的這類文章中，有些是與南洋
有關係的中國人，另外有許多人的身分則是華人，所以若要將這些華人的文章歸
類在華人研究也無不可，但更認為這類文章的意義並不是單單只是華人研究而
已，這對於國族的建構有著意義，把這些人塑造成所謂的榜樣或是精神，試圖透
過他們來傳達所謂的新加坡人該有的某些內涵。這對於該時代的新加坡是需要
的。

五、文學類
雖然文學類的文章只有 15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6％，在這階段的學報中
數量並不是前幾位，但是這是有時代的意義的，第一是在第一階段之中，關於文
學類的文章或研究相當少，在這個階段有增加的趨勢；第二則是當研究者意識到
馬華文學是有別於中國且有其特殊性時，其身分意識已經有了變動。在文學類的
文章中，較多是關於南洋文學的研究、分析與前瞻，如〈馬華新文學的發展與分
期〉116、〈馬華現代小說發展史初稿〉117等等，以南洋文學的作品刊登上《南洋
學報》的只有一篇為〈南洋詩話〉118，雖然也不是作者個人的創作，而是整理相

113

陳維龍，1969，〈李光前傳〉，《南洋學報》，22(1、2)，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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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修，1960，〈馬華新文學的發展與分期〉，《南洋學報》，16(1、2)，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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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秀，1965 ，〈馬華現代小說發展史初稿〉，《南洋學報》，19(1、2)，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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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瑜，1959，〈南洋詩話〉，《南洋學報》，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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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作品，但與其他完全是理論上的論述而言，就已經是相當大的不同。「南洋
研究」所包含的領域之大，除了歷史、社會、華人研究等等之外，文學理當也是
其中一個必須研究的項目。透過文學，可以理解一國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與
人民生活的方式與情況，這裡所指的文學並不只包含馬華文學，但是馬華文學卻
119

是星馬兩地各族文學中的主流。

這個類別在二戰之後才漸漸有文章的加入，在

學報大幅度換血之後的第一份學報第十四卷，就出現關於馬華文學的統計文章，
換句話說，在此之前這個議題是沒有人關注的或是根本沒有人意識到，但這卻也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範疇。馬華文學的領域的形成固然比較明確，但是挑戰頗大，
畢竟東南亞目前國家之多，且一國之內的民族也相對複雜，絕非三言兩語或是一
120

個小團隊就能將文學研究分析透徹。 當然，《南洋學報》作為一個新加坡的學
刊，自然較會關注於馬華文學的發展，故關於研究馬華文學的文章較研究其他地
區的多。

六、書評
從這個時期開始，學報開始為一些書籍寫書評，這是上一個時期不曾出現
的。寫書評的人相當多，且所涉獵的書籍種類也很豐富，有時候一期的學報中還
會出現兩到三篇的書評文章，若是歸類到統計表中，也是不容小覷的數目。但是
這個類別的文章，本文並沒有歸類到統計表之中，畢竟這類新書評介、或書評都
是介紹性質，且篇幅都很短，大約兩到三頁，有些甚至只有一頁，並不是以深入
的探討為目的，通常這些書籍的作者，都是學會之中的人，再由其他人來做介
紹，是以一種推薦的方式，來給對「南洋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先行認識內容。

七、專號類

119

趙戎，1970，〈論二十年來的馬華文學思潮〉，《南洋學報》，25(2)，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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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汝琳，1970，〈南洋文學研究芻議〉，《南洋學報》，25(2)，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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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共有六個專號，分別為「黃遵憲研究專號」、 「經濟問題專
號」、 「語文專號」 等等。「黃遵憲研究專號」是 1963 年的專號，黃遵憲是中
國人，他在《雜感》一詩之中的詩句：「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在後來就
121

被稱之為「文學革命」之先驅者了。 在專號之前，關於黃遵憲的研究就已經出
現於學報之中，在專號之後，也陸續有相關的文章繼續刊登，由此可見，對於
《南洋學報》而已，這位中國人在南洋所造成的研究熱潮明顯可見。
另外兩期的研究就是針對經濟與語文，但是在篇幅上都非常短，經濟專號只
有六篇文章、而語文專號也只有 4 篇。這都算是當時新加坡所面臨到且需要解決
的問題，只可能討論的文章太少，其他相類型的文章也散落在各卷之中，甚是可
惜。
這時期是南洋學會人事的大換血，從會長、主編、理事全面改選，在學報上
也由王賡武上任帶領了一個新的轉變，一個研究取向的改變，大幅度的往華人研
究轉向，而放棄了從前歷史為主的方向。學報也因應國際化與新加坡語言環境的
改變轉為雙語的刊物，在中文與英文的文章的比重上做了調整，且翻譯性的文章
或是雙語刊登的比例也減少了。在此階段，學報在中文文章中依然是使用繁體中
文來呈現。在文章的數量上，是比前一時期來的少，顯示出了東南亞研究的困
境，這個時期的學報無法如同前一時期維持一年兩期或甚至三期的出版量，而萎
縮到一年只剩一卷，綜合了兩期，或者一年還是發行兩期，只是文章的篇數就大
幅的萎縮，這都充分顯示了東南亞研究在這一個時期的消沉，研究人才的匱乏，
當第一代的研究者，如許雲樵，姚楠等這輩屆齡退休之際，但後面卻沒有新一批
的研究者可以繼續從事這份使命，導致學報在徵稿上碰到很大的問題。
前一階段的文人多在國家、文化認同上自居中國人，故他們不會認為自己在
南洋寫作就屬於南洋作家，他們依然是中國人，只是中國人生活在南洋而用中國
的角度看待南洋的種種問題。但是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東南亞各個殖民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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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纕英譯，1965，〈關於黃遵憲〉，《南洋學報》，19(1、2)，頁 48-55。
61

個獨立成為國家之後，作者的身份意識有了轉變，有些作者已經是來自移居東南
亞的第二代了，在第二代的經驗與情感上，東南亞就是自己生活、成長的地方，
中國的身分感明顯不再像第一時期的濃厚，取而代之則是在地的國家，以《南洋
學報》而言就是新加坡，不過，在文化層次上，華人還是認同中華文化。

第六節 南洋學報 2002 年至 2014 年的文章分類與分析

表 2-7
《南洋學報》2002 年-2014 年的文章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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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南洋學報》特輯 2002 年-2014 年
卷期名稱 卷期

特輯名稱

年份
57、58 新加坡華文教育史專輯

2004 年

62

(續下頁)

66 過番歌

2012 年

本時期以陳榮照先生擔任南洋學會會長一職開始計算，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超
過 13 年的時間。時間上雖短，文章的數量也比較少，不過與上一個時期，《南
洋學報》還是有所轉變。這或許在文章的統計上較難看出，畢竟截至目前也才發
行 11 卷，這是根據訪談學會主編與會長、副會長的心得。譬如有外審制度的建
立、將退稿率提高到 30％，有計劃的採行專輯形式，設立青年學者的欄位等等措
施，都是與上個時期有所不同之處。根據統計表可以發現，在分類上第一時期與
第三時期都不滿 20 年，但是若以每一卷所平均收錄的文章數而言，第一時期是
最豐富的。第二時期雖然在時間上最長的，但也歷經了研究者匱乏、稿源不足這
個相當沈寂的低潮，不過還好雨後天晴。到了近期，中國的崛起與華人議題再次
延燒，又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於東南亞的問題有了興趣，現階段《南洋學報》中也
可以看到相當多來自中國學者的文章。第三時期文章數目在上升，且發刊穩定，
延續了第二時期後半段的成績，且預期可以更加蓬勃發展。
在第二時期中後段部分的統計表中還可以發現，學報在內容上已經更為聚
焦，除了歷史類與華人研究類之外，其他類別的文章幾乎已經消失了，這樣的趨
勢延續到了當前第三期，雖然這與當初創辦學報的宗旨已經不同，不過這是是時
代改變的痕跡，雖然看似縮小了研究的範圍，不過更加深入、聚焦，對於東南亞
研究或是華人議題的質量提升毋寧是必要的。
針對這個時期的學報內容，在十篇以上的只剩兩個類別。在歷史類總共有 24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0％，歷史研究在研究的取材上，對於中國、東南亞的
歷史都有觸及，代表只要與東南亞或南洋有關的都是學報可以接受的內容。而在
華人研究則超越了歷史研究，且成長的幅度相當大，趨勢且日益明顯。根據統計
表，華人研究類的文章共有 29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6％。另一個可以觀察
的是，從第二時期的後半段開始，特輯類的專刊數量變得很多，這是有意識的規
63

劃，因為學會會長與主編都有共識，在未來將更頻繁採取這種專輯的方式。值得
一提的是，第二時期曾經出現過幾次一期學刊只有一篇長達 100 頁的長篇論文，
這的確是種創新的方式，但排擠了太多其他作者。第三時期則做了折衷，在互相
權衡之下，既推出專輯，也收錄一般文章，這樣的決定既容許學報的一些彈性，
但又不會讓投稿者望之卻步。

一、歷史類
此階段的歷史考察類的文章共有 24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0％。雖然有
比上一個階段高，且與第一階段的比例差不多，但還是比華人研究少。這也代表
著《南洋學報》在發展重點上已經是完全的偏向了華人議題。這階段的歷史類文
章，不像第一時期喜愛運用某個字詞或古文作為論證的工具，而會運用比較的方
式或是運用中國作為聯繫點，例如〈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的歷史反思〉122，該文
探討中國海軍歷史，透過在不同年代，中國海軍到達新加坡作為比較的方式，或
如〈漢代中國與南亞航路新考〉123，可以發現對於古代史的研究還是存在。故只
要牽涉到華人的歷史問題，想要不談及中國是會有問題的。另外可以發現在「南
洋」與「東南亞」的用字選擇上，作者依然會根據他所主要探討的年代來選擇，
如〈中國–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歷史進程—從朝貢宗藩關係到戰略夥伴關係〉124。

二、華人研究類
此階段的華人研究文章共有 29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36％。華人研究類
已經變成學報的主流項目，學報之中幾乎都是談論關於東南亞華人的問題。其實

122

柯木林，2011，〈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的歷史反思，兼談甲午海戰時期的北洋艦隊〉，《南洋
學報》，65，頁 17-91。

123

周運中，2013，〈漢代中國與南亞航路新考〉，《南洋學報》，67，頁 25-58。

124

梁立基，2013，〈中國–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歷史進程—從朝貢宗藩關係到戰略夥伴關係〉，
《南洋學報》，67，頁 8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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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時期的後半段開始，華人研究就已經變為主流，關於華人研究的範疇就變
得更加廣泛。也可以見到除了歷史的記述與分析之外的研究主題，譬如比較性的
125

文章，〈馬來西亞檳城福建五大氏族與傳統中國鄉土社會在海外之重建〉 ，個
案研究的文章如〈父業子揚—潮州人領袖許栳合與許武安及檳榔嶼華人社會〉
126

。在認同的表達方面，「華僑」一詞還是會出現，主要運用在新加坡獨立以前

的華人歷史研究，「華僑」與「華人」的界定至此相當的明確，故以東南亞各國
的作者而言，在文化與情感的認同上還是有中國的成分在，畢竟都很清楚華人最
早就是從中國而來，但在國家認同方面，每一個作者可能在心中都會各自有其經
立即抉擇，但基本上，都已不再自居為中國人。
另外，專輯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其內容多與華人研究有關，13 年中以包含
了至少有華文教育專輯與新馬文學專輯。

三、文學類
文學類的文章共有 8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27％。還是如過往的兩時期一
樣，以分析性質與規範性質的文章居多，畢竟作為一個學術期刊，分析東南亞文
學或是新馬文學的走向、歷史與未來的功能必須維持，但真正的文學作品並沒有
包含在內。台裔學者李志研究僑民意識與本地意識的文學差異，自 2000 年至今
有著一連串的文章，例如，〈論南洋華文文學的文學繼承關係〉127、〈從移民文
學到本土文學—文學傳播學視角下的南洋華文新文學〉128等等。南洋文學的研究
是值得不斷深入，因為文學確實就是體現新馬華人或者更大範圍的東南亞華人本

125

錢江，2002，〈馬來西亞檳城福建五大氏族與傳統中國鄉土社會在海外之重建〉，《南洋學
報》，56，頁 149-162。

126

吳龍雲，2006，〈父業子揚—潮州人領袖許栳合與許武安及檳榔嶼華人社會〉，《南洋學
報》，60，頁 20-31。

127

李志，2004，〈論南洋華文文學的文學繼承關係〉，《南洋學報》，57/58，頁 138-146。

128

李志，2007，〈從移民文學到本土文學—文學傳播學視角下的南洋華文新文學〉，《南洋學
報》，61，頁 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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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特殊，述說不完全同於中國人的感情，在較新一卷的《南洋學報》(第六十八
卷)，便是新馬文學的專輯，顯示了文學的研究在華人研究之中確實是佔有一席之
地的。

四、其他類
在其他類的文章共有 9 篇，佔此時期全部文章約 11％，篇數比例上明顯比起
上兩個階段來得少，不過還是超過了許多類別的篇數，但是實際上有許多是紀念
人物性質的文章，如同在前面所提及，這類文章多是作者與被紀念者的相處經
驗，透過文章緬懷，也是《南洋學報》的傳統之一，所以並不是真的是學術性的
文章。內容有對學會舉辦研討會的紀錄如〈"面對 21 世紀的東南亞"研討會側記〉
129、
〈八方風雨會獅城"南洋學會七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130，或是

如對於學術業的調查，〈南洋大學校友學術事業調查研究之二──數學系〉131。

這個時期是一個新的開端，在累積了這麼豐富的基礎之後，《南洋學報》試
圖可以找回往日的榮景，這不只是《南洋學報》的稿源問題，還牽涉到更多的研
究人員、更多的讀者、更多對東南亞研究有興趣的人。以近年的發行狀況而言，
維持目前這種方式與速度來發行學報應該會相當穩定。
學報的出刊方式也有了改變，自第四十五卷、四十六卷合輯(1992 年)開始，
學報不再分成有一、二期。上一次有一、二期分別出刊已經的要回到第二十六卷
(1971 年)，且在二十六卷之前，早從第十四卷就有一、二輯合輯的情形。這說明
了稿源不足的問題一直存在，第一時期可以一年發刊到兩輯甚至三輯，在於稿源

129

崔貴強，2000，〈面對 21 世紀的東南亞研討會側記〉，《南洋學報》，55，頁 203-206。

130

崔貴強，2011，〈八方風雨會獅城「南洋學會七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南洋
學報》，65，頁 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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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慷鼎，2005，〈南洋大學校友學術事業調查研究之二—數學系〉，《南洋學報》，59，頁
7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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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當第二十期與第三時期沒有辦法這樣頻率的出刊時，這樣標示為合輯出刊
的方式就已是多餘，終於在四十五卷、四十六卷合輯開始，直接以第幾卷標明，
不再有第一輯、第二輯的標示。
《南洋學報》在研究的範疇中更加的聚焦了，幾乎已經完完全全只有華人研
究的相關文章，且以專輯形式出版的頻率比起前兩期高出許多，在未來更會維持
這樣的趨勢。132另外在第六十八卷出現特別為青年學者所設立的版面，這對於培
育未來東南亞研究的新人頗具意義。

小結：
《南洋學報》創始時是一個以中國為主要對象的學刊，在學報第一卷編輯瑣
語中，許雲樵就提到，
本學報因於國內印刷，故不能親自校對，故第一期帝虎亥豕，不勝枚舉，實深歉然，
133

惟吾人當盡力設法，以謀改善。

提到了在國內印刷而不能親自校對的許雲樵，其實早在二十六歲南渡後，就
並未再回到中國。但他的國內指的就是中國，而他能夠這樣的寫，也代表其他的
讀者是可以接受。另一方面，南洋學會創立之時的規定就是只有中國人能參加，
雖然幾年後很快地就移除這項規定，但多少反映出當時這群作者是以中國人之姿
對南洋進行探索、研究。
本章以三個階段來分析《南洋學報》的發展，總歸來說除了第一階段的文章
量是極為豐富的，但是若以今日的學術角度而言，這份學報所牽涉的範圍太廣，
許多的文章只是翻譯性質，或許在今日的學術期刊上是無法刊登的。這說明了學
報在該時期的特色，即以多角度的方式來研究南洋，當時的學人是多方面涉獵
的。到了第二階段，管理階層與編輯人員通過本土化以因應東南亞各國的獨立與

132

黃賢強先生口述，訪談者彭彥程，民國 103 年於新加坡大學歷史系訪問。

133

許雲樵，1940，〈編輯瑣語〉，《南洋學報》，1(1)，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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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學史地系的成立，學報的研究方向隨之轉變，這不再是一份以中國人為自
居的學報，取而代之的，這些是新興獨立國家的華人公民更加的關心自己周遭所
發生的人事物，其中以新馬為主要，他們開始關心到華人的社會議題，這些議題
在第一階段沒被意識到或是不被重視，因為在第一階段的作者是自居華僑的身
分。到了第三個階段，這已是一份華人研究的學刊，其他的議題紛紛式微，就算
是歷史的議題也多與新馬是有所連結，在這個時期出現專輯的形式，對於議題可
以有更深入完整的討論，且又保留空間，同時收錄一般性稿件，不會排擠一般性
作者的園地。學會在經營上其實並不闊綽，好在《南洋學報》的本意就不在營
收，不是一個商業利益導向的經營方式，故學報有沒有賺錢而非這些學會人員所
在意。他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把東南亞研究推廣到更高境界。第一時期對
於稿源是不擔心的，學會的會員各個都是有超高的寫作效率，但是到第二時期的
早期與中期稿源不足，學會沉寂，到第二時期的晚期，又步上軌道。
在身分認同方面，透過蒐集文章中的蛛絲馬跡、用字遣詞，來研判在當時
《南洋學報》的認同變遷，雖未對每一位作者進行剖析，難免會忽略了個體間的
差異，畢竟華人間對於國家認同的態度絕對不是鐵板一塊，不過，還是足以呈現
出《南洋學報》在這方面的整體演化。從最早 1940 年代開始，時常可以發現以
我國來稱呼中國，到 21 世紀之後的文章中，對於中國就直接稱呼為中國，我國
不再指涉為中國，這可以視為是認同演化的證據。另外，在繁體字與簡體字的選
用上，也跟著新加坡的政策有所轉變，新加坡在簡字的政策上總共有三個階段，
分別為 1963 年頒行簡體字表、1976 年發行《異體字表》與《新舊字形對照
表》、1980 年頒發《小學分級字表》、1983 年發行《中學華文字表》，至此開
始新加坡完全使用簡體134。《南洋學報》一直到 1980 年第 37 卷才開始全面使用

134

謝世涯，2000，《新加坡漢字規範的回顧與前瞻》，陳照明主编《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新加坡
華語文的現 狀與未來》，新加坡：聯邦出版社，頁 13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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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不過也是有漏網之魚，如 1963 年，第十七卷第一輯中，〈黃遵憲與日
135

本的關係〉 一文中，
明清晚代，中國東渡學者，對於日本文化影响最大，其一是明末清初的理學家朱舜
水，其一便是晚清最傑出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了……

這一段，通篇都是繁體中，出現了「响」字，原因不明，或許是作者寫稿時
圖方便所以使用簡體，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審稿人並沒有注意到這個疏漏。
《南洋學報》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性、時代性、指標性的東南亞研究學術刊
物，在校稿上，似乎有些漫不經心，最早期許雲樵擔任主編時期，還可以說因為
印刷是在中國，無法進行校對，但是到了中期，這樣的問題還是常出現，頁數標
錯、翻譯問題或錯字的問題不止一次出現，如第二十九卷的一、二期，〈新馬的
中國革命宣傳組織，1906-1911〉一文，頁數應該是 47-67，卻印成 43-67。另外
第二十三卷的一、二輯合集，內部的標示卻成為「第一、三期合集」。而在第二
十六卷中的英文文章〈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1900-1941〉，在
目次的翻譯上卻翻譯成了〈新加坡華文政務司，1900-1940〉136，翻譯為「華文」
與內文談及華僑政務司的歷史顯得格格不入。不過近幾年來與專業的出版社合作
後，這種情形可以獲得改善，若是作為一份有歷史性與代表性的學術期刊，在最
低限度的錯別字上應盡量減少，但若是做為南洋學人的奮鬥史，若干錯字反而更
能反映時代的刻骨與人文的奮進。
總而言之，學報在三個時期上都展現了不一樣的氛圍與使命，第一階段在站
穩根基、打好基礎；第二階段則是在大時代改變中慢慢轉向；而第三個時期承接
第二時期轉型後的方向，繼續的發揚光大。綜觀這三個時期，都非常的重要，缺
少任何一塊都無法了解「南洋研究」在今日的意義。

135

鄭子瑜，1961，〈黃遵憲與日本的關係〉，《南洋學報》，17(1)，頁 17。

136

朱智生，1971，〈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1900-1941〉，《南洋學報》，26(1)，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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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洋學會的會長、主編與理事

第一節 簡述學會人物與意義

《南洋學報》在七十餘載的歷史中，學報中，在內容的改變上非常巨大，很

大部分是由於時代的改變導致關懷的視角有所轉移。雖然時代的改變因素對於研
究面向轉移具有十分的力道，但是不可抹滅的是這份學術關懷的轉移也有「人」
的想法有所改變所致。在學報中，主編與作者又是更直接影響研究作品的角色。
透過研究不同時期的主編與編者，可以把整個歷史的脈絡更加完整的呈現。故本
章希望透過對於不同時期的會長、主編與學會人員，以這些人成長過程、學歷、
經歷等等來探討《南洋學報》內容改變的原因。
影響「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人物，筆者認為有幾個類別，第一類為
會長，第二類是《南洋學報》的主編。值得一提的是，以南洋學會這個組織而
言，在學會之中的職務，基本上調動的幅度不會太大，且可能身兼多職，如魏維
賢在第二十七屆同時擔任了會長與學報主任兩個職務。而且在南洋學會之中，職
務上可以觀察出有累積性慢慢升遷的趨勢，如現在的會長陳榮照，就是一路從副
秘書、秘書、副會長、會長。若要擔任到會長一職，幾乎都要有過編輯或是秘書
等等的經驗，了解學會的運作之後才有可能擔任到會長一職。
學會的會長的重要性在於，會長的就是代表整個學會，一個學會所呈現出來
的樣貌，就是跟會長帶領的方向有關。雖然在學報秉持專業的態度上，會長並不
會過多的干涉主編的構想，不過在開會決定學報下個階段的研究方向時，會長的
意見無可厚非的會被參考。另外一個會長的重要之處在於，當世界各地的東南亞
研究學者到訪新馬時，會長的角色就格外重要，在研究上閉門造車是一個大忌，

70

故會長常常會擔任本地學者與國外或是西方學者間的橋樑，透過餐會或是學術研
討會等等的方式來讓彼此了解、交換研究上的材料與心得。
學報主編的重要性在於，會長在《南洋學報》的選稿上，直接的影響學報中
刊登哪種文章的權利並不大，也沒有必要如此。單就學術產出而言，會長也很尊
重編輯在選擇稿件的權力。當有新的構思或想法想要推動，會長方面也是予以尊
重，如現任的學報主編黃賢強想要進行新馬文學的專刊，陳會長與李副會長就認
為這是不錯的構想，便讓他著手進行。會長所負責的部分比較多在社交方面，接
觸更多的學會、學者，促進更多的學術交流，如曾任《南洋學報》會長的魏維
賢，舉辦了不少的餐會讓來訪問新加坡的學者能與本地的學者進行交流。137故在
研究人物對於《南洋學報》內容的轉變時，這兩者對於學會的改變是不同層面
的。
另一個則是學會的理事，任何一個組織想要運作，一定需要組織中的小螺絲
釘動起來，南洋學會也不例外。他們的重要性在某些層面而言是不輸會長或是主
編，特別在會議上他們能夠提案，且具有投票權利。另外，許多人都有在學會擔
任職務，而其本身也是東南亞研究的學人，故時常會有他們的作品刊登在《南洋
學報》，如許雲樵、陳育崧、姚楠、魏維賢、崔貴強等等。故筆者並不特別列舉
作者這個類別，因為若是單純的作者要也幾篇文章來凸顯他對《南洋學報》的重
要性，有其難度也不顯著。
早期的南洋學會是不設置會長的職務，直到 1948 年才增設出這個位置。在這
早期階段中最重要的人物為是許雲樵，許雲樵是早期研究南洋極具指標性的人
物，不管在研究的質與量上面都相當卓越。在其身分上也十分具有參考意義。他
的研究之於華人在「南洋研究」的拓荒上扎下了穩固的基礎。而許雲樵作為《南
洋學報》創始人之一，他在《南洋學報》的時間也非常長，有二十多年之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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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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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主編與作者兩個角色，這麼長的時間還是完全的投入，不斷有新的作品推出。
只可惜晚年病痛纏身，有許多作品更是來不及寫完所做出的貢獻也非常多。
中期的會長人選當屬魏維賢，他也是南洋學會在任時間最長的會長，在擔任
會長之外，也還擔任過學報的主編等職位。根據目前南洋學會的理事黃賢強所回
憶，在魏維賢擔任會長期間，學會時常會有國外學者的餐敘，在餐敘的過程討論
著東南亞研究的議題、或有帶團前往北京參訪等活動。可以見得在魏維賢擔任會
長期間，學會的對外活動是極為活躍。他的貢獻除了是在學會對外的交流，讓學
會內的人與世界各地的學者能有更多的訊息、材料與研究方法，還有在南洋學會
中辦了另外兩種學刊。
在近期的會長則屬陳榮照為代表，在接下魏維賢棒子之後繼續帶領南洋學會
開拓東南亞研究的領域，目前擔任會長也有十三年的時間，陳榮照在南洋學會的
經歷極為豐富，幾乎各個職位都有擔任過。不僅如此，在目前南洋學會的人員也
有些是他的指導學生或是同事，以南洋學會這種學術性的社團有著專業學術人才
的注入是非常需要的。
姚楠是創立南洋學會的創始人之一，是南渡的中國人，對於「南洋研究」的
貢獻也非常重要，雖然他在日本入侵新加坡後便回到了中國，與後來的《南洋學
報》較沒有接觸，回到中國在南洋研究所繼續從事「南洋研究」。在《南洋學
報》中也有不少篇他的文章，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姚楠的貢獻他早期在「南洋學
會」擔任副主席與常任理事，對於章程的修改等等。
陳育崧雖然與當時創會的發起人如許雲樵、姚楠年紀相仿。不過他並不是發
起人之一，而是在創會的隔年才加入了南洋學會。相同的是，他們待在南洋學會
服務的時間都很長，且都做過許多職位，更都是目前東南亞研究中的翹楚。值得
一提的是陳育崧在身分上就與從中國南來的許雲樵、姚楠等人不同，陳育崧屬於
華僑第二代，在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層面上就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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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貴強比起前兩人的年代都還來的晚，可以算是《南洋學報》中生代的關鍵
人物。在《南洋學報》的經歷洋洋灑灑，擔任過的職務甚多，主編也擔任了好多
屆，在學報中刊登的文章也非常有質量。另外從事教職的他在東南亞研究的領域
更是桃李滿天下。
另外，在研究上，許雲樵算是「南洋研究」相當具有指標性的人物，相關的
材料與評價比起其他人豐富許多，故不是以篇幅多少來衡量各人物的重要性與意
義。

第二節

南洋學會的會長

一、 魏維賢的學思歷程與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魏維賢是南洋學會在任最久的會長，他對南洋學會的付出可想而知，在他擔
任會長期間，還曾經兼任主編，編輯《南洋學報》。魏維賢除了是東南亞研究的
學者之外，他也在教育界服務，1980 年代更跨足到金融業，各方關係都有所成
就，《南洋學報》在 1970 年，他擔任會長前期的稿源不穩定，也導致學報的內容
變得較為精簡，每卷大約不超過五篇文章，不過這並沒有打擊到他們對於東南亞
研究的熱愛，大概到 1984 年之後，學報的內容慢慢增加而且穩定，持續至今日。
魏維賢與其他任會長較為不同的特色在於，他交友廣闊，對於學會在社交上的活
動相當熱衷，常會有餐敘或是帶團考察等等不同於傳統研究的方式來經營學會。
在身分認同上，他在接受訪談說到，
我是新加坡人，但我情感上是中國，不是台灣的中國，不是香港的中國，是中國的中
國，不是共產中國，是未來的中國。然而什麼是未來的中國，他認為未來的中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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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強國，但目前還差的很遠。 所以他在國家認同上是新加坡的，在文化的認同上還是
138

中國。

（一）魏維賢的學思歷程
魏維賢 1929 年出生於新加坡，祖籍中國福建同安，1940 年，魏維賢十一、
二歲之際，就因為日軍的侵襲沒了可以上學的機會，便開始了自學之路，在這日
本占領的三年多，他的中文就已經打下不錯的基礎，1946 年戰事結束，學校也重
新開啟，他的父親認為他的中文已經有一定程度了，應該要學英文，便把他送往
英校就讀。原本想念歷史的他，因為當時沒有能教歷史的老師，所以只好念教育
系，1950 年，從馬來西亞大學(今新加坡國立大學)教育系畢業，畢業之後到華僑
中學教了兩年書。 在 1952 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文學士榮譽學位。1955 年到 1962
年擔任馬來亞聯邦教育部的官員，1960 年更獲得美國教育領袖獎，1963 年到 1971
年擔任新加坡大學教育學院的高級講師，後來還成為院長。1969 年獲得新加坡公
共服務獎章，同年獲得台灣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名譽哲士。1970 年獲得倫敦大學
文學碩士學位，1972 到 1980 年在南洋大學歷史系擔任高級講師、副教授與系主
任，更在 1976 攻得倫敦大學的博士學位。1983 年擔任新加坡工商銀行首席執行
董事。1987 年獲得日本學術成就獎，1989 年擔任南洋藝術學院院長。魏維賢經歷
非常豐富，1992 年還擔任過中華總商會的秘書長等等。2012 年底在家中摔倒後，
造成腦出血，雖然緊急開刀還是昏迷不醒，於 2013 年 2 月辭世，結束了這豐富的
一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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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宏，2010，〈魏維賢訪談文字稿〉，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
究中心: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InterviewSingapore0.pdf，檢索日期：2015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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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編，2008，〈海外華人研究-魏維賢〉，海外華人研究中
心：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wwx.htm，檢所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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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維賢的治學方法
從魏維賢的人生經歷可以得知他在興趣上是非常廣泛的，在求學階段也因為
戰爭的關係，需要靠自學的方式來度過。不過在戰後從他父親認為他中文已經夠
好所以把他往英校送學習英文就能理解他在語言的能力是很好的。在高中畢業階
段其實就已經體認出自己的興趣，但苦於學校並沒有相關科系所以先念完教育
系，在這段時間更得到了可以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數學，但因為父親想要他從
商，再加上韓戰的爆發最後無疾而終，到了碩、博士才以歷史獲得學位。在工作
上的經驗也非常豐富，各行各業的人物都有所熟悉，但主要的還是在教育界發
展，所教授的科目也都與東南亞研究有所相關。

（三）魏維賢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魏維賢 1968 年開始在南洋學會中擔任職務，統計他在南洋學會任職一共有
45 五年，其中擔任過了理事一屆(2004-2005)、編輯主任四屆(1968-1971、19821983、2002-2003)、副會長一屆(1972-1973)，會長十五屆(1970-1971、1074-2001)，
名譽會長三屆(2008-2013)。另外魏維賢在《南洋學報》共有 3 篇文章與 7 篇書評
與 1 篇悼念文章，他偏好用英文書寫文章。他的中英文著作約有十本，這代表他
的學術產出非常積極勤奮，但是在《南洋學報》這麼長的時間，他在學報並沒有
發表很多文章，這與過往的學會人員不同，或許是因為工作忙碌或是希望能給更
多學者發揮的空間，但最有可能的是，在他所創辦一樣是南洋學會所推出《南洋
季刊》上，他就有不少篇文章，故應該是在書寫的語言與因為《南洋季刊》是個
新創的學刊極需要稿件的刊登。在他擔任會長期間，學會在 1971 年出版了《南洋
季刊》，南洋季刊在語言的使用上為全英文，希望能夠與《南洋學報》做出區
隔，在內容相當豐富。這樣大膽的創新嘗試，還是在僅僅 15 年後停辦。在 1982
年也接續辦了《東南亞教育學報》，出版十期，於 1991 年停辦。除了創辦了新形
態的學報，豐富了南洋學會的出版項目，魏維賢在對學會之外的公關上非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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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許多國外學者到訪都會有相關的交流活動，這方面在《南洋學報》中的會務
報告上都可以見到，如。另外，也因為魏維賢與中國北京等學者的關係良好，更
曾經 2000 年與北京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次為慶祝南洋學會 60 周年
慶，命名為「面向 21 世紀的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的研討會規模很
大，共有 10 個國家，70 多位學者參加。
另外，南洋學會在資金上從創會以來就不闊綽，早年時常有這期出版後，就
沒有下一期的印刷費的窘境，需要向社會徵求贊助，但是到魏維賢擔任會長之
後，學會的經濟狀況有了提升，一部分是因為李氏基金的注入，但是要獲取到這
份基金的贊助，當然擔任會長的魏維賢功不可沒。

二、 陳榮照的學思歷程與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陳榮照是目前南洋學會的會長，在南洋學會的時間有 30 多年，從擔任秘書
一職到今天會長的職位。對於學會的經營有佳，在經歷過學會慘淡經營，現階段
的南洋學會在學報與專書的岀版上都十分穩定，且與八方出版社的合作，把學報
帶向更加專業化的出版。
他在文化認同上是偏向中國，這可以從他的念書的過程，工作的單位，所出
版的書籍來推測。自幼的是華僑學校，也常與同學分享、討論小說，書籍，還會
練習寫作。大學念中文系之後碩士論文寫的是《詩經史料研究》，博士論文雖然
轉換了方向寫的是《范仲淹研究》，但都是中國文化歷史的領域。國家認同方
面，他原為馬來亞公民，後來也因為工作的關係入籍了新加坡。

（一）陳榮照的學思歷程
陳榮照(1938-)，祖籍福建金門 ，他的父親移居馬來亞，故他出生於馬來亞吉
打州亞羅士達，現為新加坡公民。小學念的是吉打華僑小學，初中也是吉打華僑
學校，在初中階段他便奠定了中文的基礎，因為華校是相當看重中文，加上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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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常會交換一些小說，書籍。在高中階段因為吉打當地沒有高中，只能到檳城
的鍾靈中學就讀，1957 年畢業之後，他報考了南洋大學中文系，在 1958 年開始
就讀，1961 年畢業之後他先回到檳城的韓江中學擔任教職，在韓江的日子除了教
書之外，他也承擔行政職務，前後擔任過華文科、教務、訓導主任。在韓江中學
待了三年多的時間，便因為沒有保障他便決定辭職往新加坡大學繼續深造。在
1967 年拿到了中文系的榮譽學位，畢業後繼續在中文系裡擔任。1969 再拿到新加
坡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畢業之後就在中文系中擔任講師，後來在新加坡大學完
成博士學位。一路升遷至副教授，1988 年自新加坡國立大學退休，在這段期間他
還擔任過中文系系主任與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在他擔任中文系系主任的期間，在
學生人數達到 1200 多人與教授也有 40 多位，帶領了中文系到達一個高峰期。且
聘任了一些中國的學者，更是獲得不錯的成效。新加坡國大中文系是東南亞地區
的漢學研究重鎮，更是海外華人與東南亞華人的研究中心，不僅僅在圖書文獻資
140

料上得天獨厚，學校方面更是鼓勵中文系發展東南亞研究。 退休後又被中文系
續聘了兩年，2000 之後擔任新加坡儒學會理事，現為會長。目前還擔任國際儒學
聯合會榮譽顧問，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研究教授。141

（二）陳榮照的治學精神
陳榮照是比起其他的人物而言，在求學過程與生涯發展上都較其他人單純，
從南洋大學念書到新加坡大學，在到合併後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他的一生幾乎都
奉獻於此。跟其他人物不同的在於，陳榮照在專業上是以中國學或是儒學為主，
與其他人幾乎都是東南亞研究為主有所不同。陳榮照的專業是華人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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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賢強，2015，〈前言〉，《跨界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台北：龍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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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仪婷，2012，〈陳榮照訪談文字稿〉，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
中心：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InterviewSingapore0.pdf，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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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文系就是以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與翻譯五個範疇，
142

故可以看出他在中文熟練的程度。

（三）陳榮照對於《南洋學報》的貢獻
陳榮照 1974 年開始在南洋學會擔任職務，統計他在南洋學會擔任職務的時間
共有二十餘年，副祕書一屆(1988-1989)、秘書十一屆(1974-1986、1990-1997)、編
輯主任一屆(2000-2001)、副會長一屆(1998-1999)、會長七屆(2002-2015)。
以目前的學會運作狀況而言，陳榮照會長所帶領的南洋學會是相當成功的，
目前《南洋學報》發刊穩定，文章的數量亦同。且面對前一時期有過研究人員匱
乏導執學報稿源不足的情況，在他的帶領之下，有計畫的培養年輕學者進入這個
研究領域，給予空間發展。在穩定之於他認為未來的《南洋學報》可以把東南亞
各地區國家的研究，且應更加深入與兼顧。在學會的活動方面，跟中國、香港、
台灣都有聯合舉辦過學術的研討會，若是有外國學者過境之於，也會透過專題或
是學術演講的方式來交流。

第三節

南洋學會的主編與理事

一、許雲樵的學思歷程與與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許雲樵，這位「南洋研究」著名的史地學家，在早期「南洋研究」的拓荒時
期，他在他一生所完成的學術成果十分卓越，不僅在東南亞古代史有所專精，在
東南亞華人史、民俗學、文字學等等方面的研究也相當有建樹。但是在學術上得
到了很好的成績人生卻不是非常順遂。許雲樵在人生的前半段因為家庭的變故、
經濟的問題，不得不往南洋發展；而他的後半段人生也過的艱辛，接連的意外、
病痛纏身，投資的事業又慘遭滑鐵盧，但是面對這樣的窘境他並不自怨自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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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41。
78

艱苦的環境與被病魔摧殘的狀況下，還是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這一生對
於《南洋學報》與「南洋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

（一）許雲樵的學思歷程
許雲樵(1905-1981)，本名鈺，又號夢飛，別號希夷室主。1905 年出生於中國
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少時生長於蘇州姑胥，父親為讀書人兼考古學家，與祖傳的
143

店舖經營骨董生意。 在許雲樵 14 歲父母相繼過世，遺產也由兄長併吞，許雲樵
與妹妹湘云只能轉由外祖母撫養，但外祖母家雖為大家庭，但寄人籬下，祖孫三
人相依為命，生活不易，以致營養不良，體弱多病。144許雲樵也只得由親友的資
助才得以繼續升學，中學畢業之後考上了蘇州東吳大學，後來轉學到師範大學及
中國公學大學部，但因為經濟問題只好輟學，輟學後的許雲樵並沒有放棄，發奮
自學，矢志於南洋史地的研究。雖然幼時生活不易，但這些經歷也讓他體會到學
習機會的難得。父親對古文物的嗜好與古董店對於他往後的研究有了潛移默化的
作用，也因為許雲樵中學念的是英華學校，對於英文的學習上下過苦功，在後來
的研究上也對他有很大的幫助。在中學時期許雲樵便開始寫作，主要為小說、散
文、詩歌等等文體的作品。此外，1929 年出版的《姑胥》更能視為他第一部具有
文獻整理性質的著述，歷時四年多，翻閱書籍、地志，實地考察，介紹了姑蘇歷
史、地理、野史傳說與民俗風情。145
1931 年因為經濟問題，許雲樵前往了新洲討生活。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
且從此沒有再回到中國。前後待過柔佛新山的寬柔學校擔任教務主任、1932 年回
到新加坡，在靜芳女子師範學校任職。1933 年前往了暹羅北大年中學學校主持校
務，後來又到曼谷國立商科學院教授英文。1938 年鑾披文掌政，執行了排華政
策，關閉華校，許雲樵辭去教職，返回新加坡。1939 年因為《新洲日報》，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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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蘇吾，1985，〈青少年時代的許雲樵〉，《星洲日報．文化》，第 84 期。

144

同註 143。

145

同註 38，頁 10-11。
79

發行十周年紀念特輯，在友人的推薦之下接下了這個工作。1940 年與姚楠、郁達
夫等人籌組了「中國南洋學會」。但 1942 年遭逢日軍入侵，手邊的研究工作不得
不先暫停下來，在許多人紛紛逃回中國之際，許雲樵因為子女眾多且不捨許多的
研究資料與稿件緣故，並未回國。為了生活只好與朋友經營土產出入口的生意，
146

以維持生活。 這是有非常大的風險的，日軍一共進行了三次的大檢證， 幾經躲
避才化險為夷，躲過這次的劫數。新加坡光復後，許雲樵也寫了首詩，描述了這
次的提心吊膽的經歷與光復的喜悅。
詩浩劫餘生僻地藏，烽煙未熄少侯糧，筆耕賈禍非長策，貨殖應堪癮偽裝。阿堵常來
147

隨手散，乘機亦得拯羔羊，張男幻滅魘魔去，囊橐雖空西複光。

日軍投降，新加坡光復後，許雲樵的研究有幾項，首先，繼續《南洋學報》
的發行、與朋友合組華僑出版社，出版《華僑經濟》、《華僑生活》等周刊、擔
任陳育崧的南洋編務所的主編、還有應《南洋商報》的要求，成為特約撰稿人，
編撰《南洋年鑑》。1946 年，受聘於南洋編譯所，主編了「南洋雜誌」、「馬來
亞少年」，也都大受好評。1948 年，許雲樵脫離南洋書局。與上海朋友合資創辦
新加坡印鐵製罐廠，出任董事經理，但管理不佳，不堪虧損，1958 年結束了這個
事業。另外也辭去了南洋學會的主編，離開了待了 18 年之久的《南洋學報》。
許雲樵對印鐵廠的挫敗歸納了四個原因，首先是鼓吹創辦的工友因為個人要創業
之因而離開；其次，當時的市議會各部門有所阻撓；其三，工廠工友的工作態度
消極；最後，新加坡人對本土工業缺乏信心，使業務難以展開。1481957 年許雲樵
受聘於南洋大學史地系副教授，1961 年離任。許雲樵在學術上貢獻相當值得肯
定，但是對於教學的本領卻不及他在研究上的成績。1957 年的東南亞，局勢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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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38，頁 12。

147

許雲樵，1984，〈昭男噩夢錄〉，載於《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45》，蔡史君、許雲樵主
編，新加坡：文化出版社，頁 443-449。

148

許雲樵，1962，《印鐵十年紀》，新加坡：南海印務有限公司，轉引自廖文輝，2014，《許雲
樵評傳》，新加坡：八方出版社，頁 13。
80

萬變，這一波獨立的浪潮，有些國家還在為自己的獨立之路奮鬥，有些則為新興
獨立國家，正在建設自己的國家。因為這份緣故，一般的年輕人都會想要了解東
南亞的歷史與現況，形成了一股「東南亞熱」。當時在南洋大學任教的許雲樵所
開設的課程，大家爭先恐後的修讀，可惜的是，雖然一開始大家趨之若鶩，但旁
人論及，因為許雲樵口才欠佳，時常照本宣科，無法借題發揮。對於教學的規劃
也不完善，他擅長考證，時常進入了這領域後就出不來了，一堂課、一個月、一
學期也就過了，但還是停留在上古史，而近代與現代這學生最有興趣的部份都沒
辦法談到。久而久之，就變得門可羅雀了。1491961 年他創辦了東南亞研究所，並
任所長，在 1965 主編了《東南亞研究》，前後出版了七卷，於 1971 年停刊。
1964 年被新加坡的義安學院聘為校長室秘書兼史地教授，後來因為身體健康
問題與義安學院改為工藝學院，結束了他教職的生涯，宣布退休。
退休之後對於學術的熱情並沒有因此消退，完成了許多具有開拓性質的研究
文章，只可惜許雲樵晚年病痛纏身，左眼失明、舌癌、風濕、脊椎炎等等，更因
為籌措醫藥費需要賣掉自己收藏的書籍。1981 年過世，結束了相當豐富的一生，
享年 76 歲。150
在身份認同上，許雲樵如同許多同時期的中國學者一樣，對於中國的原鄉意
識是濃厚的。在他編輯《南洋學報》中的編後餘瀋等等類型的文章中的用字遣
詞，就可以發現他在認同上還是傾向中國，對於中國稱之為我國。另外也可以透
過他在戰後編輯的《馬來亞少年報》來觀察。南洋書局與《馬來亞少年報》的發
展重點是在推崇馬來文化，因為英殖民政府在這方面是十分寬鬆的，所以許雲樵
偶爾會放上幾篇與中國當局或中華文化相關的文章，雖然不多但也是可以體現對
於他對於身份認同的傾向。這類文章譬如：《八年抗戰之戰役與戰果》（第 5
期）、兒歌《中華新兒童》（第 23 期）等等。不過這一切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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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貴強，1999，〈許雲樵—學識淵博的史學家〉，馬來西亞華人列傳研討會，1999 年 11 月，
馬來西亞。

150

同註 38，頁 16。
81

和國成立後，就因為英國方面就對這類文章提高了監控，這類文章就鮮少出現在
151

《馬來亞少年報》了。

（二）許雲樵的研究方法
關於許雲樵的治學方法，有其說明的必要，許雲樵在舊時代之末，新時代之
初，所以他在研究方法上與後來的學者們也著很大的不同。關於許雲樵的研究方
法，第一個要認知到的就是考據法。許雲樵 1905 年出生，他年少待在中國的時
間，乾嘉樸學是學術方法的主流，雖然當時「道咸以下之學新」的新學風已經出
來，但在這兩種學風的交接地帶，很多的文人還是受乾嘉之學影響甚深。而乾嘉
之學所注重的屬於實事求是，道咸以降之學則偏重經世致用。有許多原因導致了
乾嘉之學為當時的史學界有這樣研究風氣。伊達認為，
所謂乾嘉史學的特點，一方面，是清朝嚴厲的控制史學，壟斷了撰修近現代史的大
權，炮製了不少大部頭的官吏；另方面，則是私人難以撰述近現代史而趨向於明朝以
152

前的古代史領域，從事歷史考證。

故許雲樵所擅長以乾嘉學派的考據法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與他所處的時代背
景有關，自幼所受的教育還有父親從事骨董生意都是他往後使用考據方法來進行
研究的原因之一。廖文輝歸納了乾嘉學派的原則如，
「實事求是，無證不信」、「旁徵博引」、「心有所得，則條記於紙，每每積至數千
百條，由此儲存大量資料，再歸納而得其新說。」

153

許雲樵運用了這個方式來研究東南亞的古史與地理，實際上解決了許多的問
題，為後輩在研究東南亞古史地奠定了基礎，但一如乾嘉考據學的通病，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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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冰凌，〈滄海遺珠——許雲樵與《馬來亞少年》〉，追學網：
http://www.zhuixue.net/wenhua/yuedu/94976.html，檢索日期：2015/5/7。

152

伊達，出版年不詳，《中國史學發展史（下冊）》，台北，天山出版，頁 357。

153

同註 38，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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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點，但是無法形成一個面，也可以說是見樹不見林，許雲樵在這一方面並
154

無建構出一套完整的理論。

（三）許雲樵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針對許雲樵在東南亞研究的貢獻與研究方法的分析，有許多書籍與學者都有
所著墨，如廖建裕教授的《許雲樵評論》就有很詳細的描述，故筆者在這方面不
進行討論。而是以許雲樵在南洋學會的貢獻為主，其餘的作品則不在此討論。
在許雲樵一生中，待了最久的單位是南洋學會，但是他並不是很愉快的離開
這個單位，後人有許多議論，但誰也說不清到底事實是如何，且已事隔多年。不
過透過許多人對許的了解，或許可以窺出幾分端倪。
許雲樵在離開南洋學會有感而發，茲錄如下，
南暝處處有華人，堪比英旗日永巡。
時昔無能任越俎，如今應自數家珍。
風雲際會同發創，他石攻錯精義陳。
災梨和青年一卷，東西飲譽足傳薪。
苦詣艱辛十八春，老成凋謝成殘螓。
竟因孤德有鄰邀，獨木擎天抵棘榛。
眾口鑠金成矢的，灰心釋手潔斯薪。
門庭別設茅茹拔，異域神交車馬驎。

根據這首詩，可以看出許雲樵的無奈與不甘，特別從第五段開始，描述了辛
苦付出了十八年的寶貴光陰，卻因為眾人的你一言我一語，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
後一根稻草，毅然離開南洋學會。在最後一集他所主編的《南洋學報》中，他也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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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38，頁 44。
83

這期選錄的文章較為輕鬆也不至於太枯燥，但編者所感到歉疚的是，即使差強人意，
155

也不免令人有「夕陽無限好」之感罷了！

不過這是許雲樵個人的體會，針對這個事件，很多人在許雲樵過世後的紀念
特集都有提到此事，歸納如下：
豈料到了 1958 年，他突辭卻理事與學報主編的職位，據說是因為其他理事不滿他獨斷
156

獨行，公私不分，對他進行了「清算」。

一九五八年，許向南洋學會辭去理事及學報主編。據說，南洋學會「清算」他，雲樵
辭職後，而將歷年出版的學報及書籍、文件都送交理事會，並將「清單」在南洋學報
第十三卷第二輯刊出，來清去明，一干兩淨。可是當時的理事會，對雲樵歷年代藏會
157

所收藏書籍及文件及代付信箱租金，並沒有自動向雲樵「清算」。

「一般和許教授交往的人可能會覺得他脾氣大且固執。」158
前南洋學會會長魏維賢也在發表過對於許雲樵的看法，「他第一次給我的印
象並不太深刻，和我未見到他時所想像的許雲樵先生有段距離。我覺得他很高
傲，固執，保守，和具有很深的成見。他是一個標準的老學究，而不是我想像中
的文質彬彬虛懷若谷的學者。」
根據上述，眾人對於許雲樵的評價便可略知一二，許雲樵在人際關係上可能
存在著問題，但總有一體兩面，許對於他所堅持的事物非常執著，這成就了他的
在南洋史地研究的成果豐碩，但是他過於固執，脾氣大也是他人際關係與每份工
作都無法長久的原因之一。另外崔貴強認為許雲樵似乎很怕輸，逞強好勝，例子
就是當時與邱新民對於「狼牙脩的方位」大打筆仗，椰榆邱新民「西南浪子」、
並認為自己比邱「過橋比走路多」，極盡嘲諷。159根據筆者的觀察，也確實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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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雲樵，1957，〈編校餘瀋〉，《南洋學報》，13(2)，頁 60。

156

崔貴強，2001，〈許雲樵：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
（文化篇）》，何國忠編，台北：中研院，頁 139。

157

許甦吾，1982，〈許雲樵教授生平簡介〉，《南洋學報》，37(1、2)，頁 7。

158

吳振強，1982，〈悼念許雲樵老師〉，《南洋學報》，37(1、2)，頁 47。，

159

同註 156，頁 140。
84

了這觀點，許雲樵不只一次提到有人看不起這份學報的成立，而許雲樵本身則認
為，成立《南洋學報》對南洋進行研究這是一個多麼有意義的行為，竟然還有人
袖手旁觀，冷眼對待。所以他非常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許雲樵若是清楚自己的
作為是具有意義的，對於他們的冷言冷語實在無需理會。許曾提到，
我們抱著犧牲的精神，來幹我們認為值得幹的事工，我們相信這決不是徒然的！懷疑
160

我們的朋友們，等著瞧吧！

一期甫出，及得國內外學術界之好評，吾僑熱心文化人士，及各方面學者亦群起將
伯，踴躍參加，惟仍有若干人士冷眼袖手，或疑學會組織孱弱，或慮本報持久為難惟
本會同仁意志堅定，百折不饒，再接再勵學報自一期以至五期，內容復精警而多創
見，不特使海內外國人刮目，即國際學術界亦為推重，是差堪為吾僑文化於國際間爭
161

一夕之光者也。

許雲樵在《南洋學報》的生涯中總共產出了有 44 篇研究作品、2 篇翻譯文
章、5 篇校注、補白數篇。他在《南洋學報》共待了十九屆（27 年），超過了整
個學會的三分之一，其中擔任了 14 屆(1940-1958)的主編、理事擔任了 5 屆(19591967)，理事的部分只有掛名，實際上沒有參與學會事務。針對許雲樵在南洋學會
的貢獻 ，筆者認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他作為主編，編輯《南洋學報》的貢
獻。其二就是作為一位作者，在學報上刊登出有研究成果的文章。筆者認為許對
於南洋學會最大的貢獻在於是創立南洋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又是這個學會的主要
活動—《南洋學報》的主編。作為一個學報的主編，掌管著文章的生殺大權，也
是一份學刊在內容質量的守護者。學報初期雖然遇到日軍的入侵不得不暫時的停
刊，但是新加坡光復後還是很穩定的持續發刊，雖偶有延遲出版的情況，也多是
印刷或是經費不足的問題，比起 1958 年之後，稿源匱乏以致出版不順的情形而
言，這階段都還是算十分穩健的在成長。雖然對於許雲樵而言這是一份副業，一

160

同註 5，頁 4。

161

許雲樵，1946，〈復刊詞〉，《南洋學報》，3(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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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沒有薪水的志業，但是他是非常盡心盡力的想要樹立榜樣，不想讓中國人在
「南洋研究」上被西方人遠遠拋在後面。
作為學報的主編，許雲樵對於每一篇文章都是經過審慎的篩選的，在每一期
的學刊中，他都會寫一篇關於這期的概要，詳盡的記錄每一個位作者的來歷與現
職，把每一位作者寫的是什麼內容一一描述，重要之處為何也點了出來，又旁徵
博引，提供其他讀者更多的參考資料，用心程度顯而易見。再舉一例，因為第一
卷因為各種原因沒辦法經過他校對，許多地方有誤，他索性在第二卷開頭的第一
頁，放上了第一卷兩輯共 129 處的錯誤與修正。除了對每一篇文章如數家珍之
外，許雲樵在選擇稿件上，也符合了當初他在學報成立時所寫的「創刊旨趣」中
所提到未來學報的走向，他讓內容豐富，不是僅有某幾種類別的文章，而且在每
一個類別在數目上也是平均的。所以以一位主編而言，許雲樵是非常稱職的。兼
顧了學報的質量與文章的數量，是《南洋學報》早期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而以
一位作者而言，許雲樵本身著作就非常多，而刊登在《南洋學報》上的文章也是
《南洋學報》七十年歷史中數一數二的，或許以今日的學術角度而言，許雲樵自

己是主編還幾乎每一卷都收錄自己的文章，在避嫌的層面上有瑕疵，當然當時也
沒有現今外審的制度，但是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之下，這樣的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一份學刊的出版，全然只是對於「南洋研究」的熱衷，作為大學的教授也不需要
有文章登上學術期刊等等制度上的要求。舉例來說，許雲樵的〈赤土國考〉便被
皇家亞洲學會要求翻譯為英文方便外國學者參考，若是一篇沒有貢獻的文章，又
怎麼會有學術團體希望他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另一方面，雖然許雲樵當時離開《南洋學報》是不歡而散的，但是可以從南
洋學會的傳統之一來看，學會本身還是肯定與感謝許雲樵的付出。這項傳統就是
在對學會有貢獻的人過世後，都會請與他共事過或是熟悉朋友們來寫他文章悼
念，從 1947 開始出現這種類型的文章，有單篇紀念文章的類型或是以專輯的類
型。到最近 2013 年悼念魏維賢先生的專欄。而在許雲樵在過世之後，南洋學會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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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辦了兩輯的許雲樵紀念特輯，請多位的學者文人寫文章悼念許雲樵先生。雖然
他在學會晚期與其他人有了嫌隙，但是以南洋學會這類悼念文章中，為他寫悼念
文章的人數是最多的，就可以知道他對於南洋學會的貢獻與地位是非常大且重要
的。
筆者認為許雲樵實踐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雖然晚年病痛纏身，在危急
時刻還需要賣掉他最珍愛的書籍換取醫藥費，但是他在知識中是富有的。他與
《南洋學報》在最後雖然不歡而散，但是從參與創辦、經營、規章的制定，可以

看出他對學會與學報的奉獻。日軍入侵時無法回到中國，其他的創辦人都已經先
一步離開，也只有他留在新加坡繼續這份事業。他當主編時期的學報中，可以看
到許多許雲樵的影子。在東南亞研究上，他是一個先驅，一位拓荒者。他做了最
難做、最沒人想做、而且是用最扎實的方法來做東南亞研究，但是這些是基礎，
他把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歷史做了考證，是現代學者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基礎。對於
《南洋學報》也是，有了他對於學報品質的要求，讓現今後輩更對於學報競競業

業，以至今日學報更加發揚光大。

二、姚楠的學思歷程與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中國在 1930 年代有著大批的學者前往南洋地區，其中有三位馬新早期「南
洋研究」拓荒者，被稱作「三傑」，這三傑分別為姚楠、許雲樵與張禮千。162這
三人對於「南洋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特別是在艱苦的年代，依然做了很多拓
荒工作。姚楠雖然在南洋的時間不長，僅僅七年之久，但是他對於「南洋研究」
的熱愛從他編撰了這麼多書籍就可以發現，在身為南洋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對
於南洋學會的關心也是不亞於許雲樵的。雖然因為戰爭與意識型態的緣故使他他

162

鄭文全編，2007，〈張禮千、姚楠與馬新南洋研究〉，《绝代英华 — 马来（西）亚英殖民时
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族群研究中心出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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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長一段時間並沒有與南洋學會聯繫，但是他在草創時期以及戰爭前後的舉
措，其實都是為了能夠穩定與使《南洋學報》能夠延續。

（一） 姚楠的學思歷程

姚楠，字梓良，筆名施平、南遷、史耀南等等。1912 年出生於中國上海，
1996 年因病過世，享年 84 歲。姚楠幼年喪父，早失怙恃，自學成材，聰穎過
163

人。 15 歲進入著名的上海南洋中學就讀，然而這個「南洋」指的是中國境內的
「南洋、北洋」中的南洋，而不是今日稱謂東南亞的南洋。1929 年進入號稱中國
華僑最高學府的國立暨南大學就讀，並在學校裡面的南洋文化事業部工作，1933
年轉往理學院，成為暨南大學理學院院長助理。164雖然轉到了理學院且半工半
讀，姚楠對於「南洋研究」的興趣並未減少，1935 年，他與黃素封合譯了一位東
印度公司一位官員所撰寫的航海記，書名是《十七世紀南洋群島航海記兩種》
。
165

在姚楠完成這部翻譯作品之後，他認為，
我時常在想，十七世紀的南洋和航海情況，我在翻譯過程中有所瞭解，二十世紀的南
洋和航海情況，能不能親身體驗一下呢？166

這是他前往南洋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他認為從歷史上來看，
中國與南洋的關係深厚，南洋華人又多，在歐洲人進入南洋地區以來，中國對於南洋
的研究始終是落後於這些歐洲國家，再者，「南洋」在一般人的理解上是致富發財之
地，其中的文化、歷史、社會、教育、地理等等都不被重視。167

163

同註 162，頁 67。

164

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編，2009，〈海外華人研究-姚楠〉，新加坡國大海外華人研
究中心：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yn.html，檢索日期：2015/06/30。

165

佛蘭克, 適威思爾原著，姚楠、黃素封譯，1935，《十七世紀南洋群島航海記兩種》，上海：
商務印書館。

166

姚楠，1984，《星雲椰雨集》，新加坡：新聞與出版有限公司，頁 2。

167

同註 16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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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這種觀念需要被改變。故在 1935 年前往新加坡，不過身份上是以一
個工廠（上海振華油漆公司）的常駐代表，因為這份工作的性質是了解行情、決
定售價，故姚楠擁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收集資料、閱讀書籍、實地考察。姚楠寫了
一些文章發表，較長的文章有兩篇，一篇為《星洲開闢史》，另一篇為《馬六甲
古代史》168。1939 年，他在新加坡的《星洲日報》中，一個為了紀年《星洲日
報》十週年的特別企劃《星洲十年》擔任編委主任及該報出版部主任編輯，主持
編輯《南洋文化》、《南洋經濟》等副刊。1940 年與張禮千、許雲樵等人籌組
「中國南洋學會」，姚楠被推選為常務事。1941 年因為日軍侵佔新加坡，他帶著
妻子與女兒回到中國重慶。在 1942 年回到重慶之後在「南洋研究所」工作，繼
續南洋研究。1945 年出任國立東方語專校長，後來成立了東南亞研究室，由張禮
千主持。1949 年受聘華東草大外文專修學校東南亞語系主任。1957 年受到「反右
鬥爭」與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兩件事的影響，直到 1979 年才獲得平反。
169

1980 年之後擔任過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教授或研

究員，並兼任上海華僑歷史學會會長、中外關係史學會顧問、海外交通使學會顧
問等等。1990 年之後，因為身體病痛纏身，但還是秉持著過人的毅力，在人生的
最後還出版了遺著《南天餘墨》。1996 年四月因病過世。

（二）姚楠的治學方法
姚楠最為早期的「南洋研究」學者，其治學方法與多數當時南來的中國學者
無太大差異，戴可來認為，

168

同註 166，頁 11。

169

廖文輝，2007，〈張禮千、姚楠與馬新南洋研究〉，《绝代英华 — 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
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族群研究中心出版，頁 67-68。
89

中國老一輩的學者多數都是在文獻資料中來從事研究，實地考察的為少數。姚楠旅居
新加坡 7 年之久，對於他研究的對象有更加深刻的感受，這是東南亞研究者所需要
170

的。

不過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有時代性的，在今日地理上的距離不再是學者研
究的問題時，實地考察為少數的情形就不存在。且當時若是沒有戰爭的爆發，或
許姚楠便不會回到中國，也就不會在中國推廣「南洋研究」，如許雲樵這類，一
踏出中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就此在南洋久居。另外，姚楠在語言上的
優勢也是讓他在當時的「南洋研究」領域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綜觀姚楠的著作
中，翻譯類的作品不少，故可以推知他的英語能力。如此當時的學人都能在中文
的文獻中獲取資料，但是姚楠又能參考西方的文獻，且在當時，西方在這個領域
上是領先中國的，這麼一來姚楠不管在視野深度與廣度上都能夠更全面，進而與
其他的學者展現出差異。
在認同方面，畢竟姚楠只在南洋待了七年的時間，因為戰事的爆發隨即返回
中國，在戰後也是過了好幾十年才再度踏上新加坡，故他一定認為自己中國人這
沒有歧異，在文化上也是傾向中國的。

（三）姚楠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雖然姚楠在「南洋研究」的領域有著十分大的貢獻，特別是在中國地區。但
在此並不討論他在中國對於所有「南洋研究」的貢獻，而專注在他對於南洋學會
與《南洋學報》的部分。姚楠待在南洋學會的時間不長，只待了四屆，待在南洋
的時間也不長，大概只有七年之久(1935 年初至 1941 年底)，原因就是戰爭的爆
發，而在戰爭過後姚楠在中國的工作情況是順利的，而且也是在他所專精的「南
洋研究」領域，故戰後便沒有回到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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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可來，1989，〈學習姚楠先生的治學精神和方法〉，《华侨、华人问题学朮讨论暨姚楠教
授从事东南亚研究六十周年纪念会专辑》，上海：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頁 72。
90

姚楠是當時創立南洋學會的創始成員之一，在 1940 年到 1948 年這段時間
中，他總共擔任過常務理事、副主席與秘書這些職務，這些對於南洋學會也有著
很大的意義。前已故會長魏維賢曾說「姚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南洋學會功
臣」，「姚先生已成為我會碩果僅存的創辦人。」171相較於一樣是草創時期的人
物，許雲樵的貢獻就是對於《南洋學報》在研究南洋與編輯學報方面，姚楠在戰
前所發行的《南洋學報》中，每一卷都有他的文章，這幾篇文章為〈檳榔嶼開國
偉人賴德之遺囑〉172、〈檳榔嶼釋名〉173與〈緬甸大事年表〉174，另外還有幾篇
翻譯文章，包含〈緬甸瑞德宮傳說〉175、〈開闢前之檳榔嶼〉176、〈與緬人吉凶
談〉177、〈緬中五城考釋〉178，在文章的數量上確實不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之後二十多年，他是完全與新馬學界沒有聯繫的，直到許雲樵過世，才又看到
他在《南洋學報》上寫了一篇紀念性的文章〈憶許雲樵先生兼談南洋學會早期情
況〉179、與祝賀學會五十週年的〈祝賀信〉180，故筆者認為他對於《南洋學報》的
貢獻更多的是在學會行政上而不是研究上。
學會創立之初，相關的制度皆還不成熟，所以第一屆時在職務上的分配就非
常簡單，只有常務理事與理事。在第二屆理事會上，姚楠便認為，學會已經逐漸
走上軌道，故不應該由他一人總攬會務，他便建議增設了幾個職務，包含理事長
(主席)、名譽秘書、學報名譽主編、名譽財政，且均由學會的理事們兼任，這個

171

姚楠，1984，《星雲椰雨集》序，姚楠著，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

172

姚楠，1940，〈檳榔嶼開國偉人賴德之遺囑〉，《南洋學報》，1(1)，頁 79-81。

173

姚楠，1940，〈檳榔嶼釋名〉，《南洋學報》，1(2)，頁 27-28。

174

姚楠，1941，〈緬甸大事年表〉，《南洋學報》，2(2)，頁 1-23。

175

姚楠譯，1941，〈緬甸瑞德宮傳說〉，《南洋學報》，2(1)，頁 61-62。

176

姚楠譯，1946，〈開闢前之檳榔嶼〉，《南洋學報》，3(1)，頁 60。

177

姚楠譯，1941，〈與緬人吉凶談〉，《南洋學報》，2(3)，頁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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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楠，1946，〈緬中五城考釋〉，《南洋學報》，4(2)，頁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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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楠，1982，〈憶許雲樵先生兼談南洋學會早期情況〉，《南洋學報》，37(1、2)，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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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楠，1990/1991，〈祝賀信〉，《南洋學報》，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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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也獲得同意，181這個配置儼然就是今日學會個職務的雛形。在專業分工的角
度之下，姚楠這樣的建議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為在 1941 年日
本入侵新加坡之際，南洋學會必須暫時的停止活動，姚楠為避免南洋學會被日本
人利用，成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工具，與朱杰勤幾經商討後決定向重慶政
府僑務委員會登記，讓南洋學會遷至重慶，繼續活動，在這段時間，張禮千等人
積極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共出版了學會叢書共八種，包含《緬甸史》三卷、《暹
羅史》、《鄭和航海圖考》、《檳榔嶼誌略》、《暹羅民族學研究譯叢》、《馬
來半島與歐洲之政治關係》、《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古代南海史地叢
考》。182在《南洋學報》不得不先停刊的情況下，持續的出版其他叢書，讓學會
不至於完全的停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張禮千認為南洋學會應該要回到
新加坡，便利用公事之便與其他會員商討復會事宜，並且辦理相關的手續，故
1946 年南洋學會又重新在新加坡活動。可以發現在《南洋學報》回到新加坡後的
前兩三年，姚楠與新馬學界都還有聯繫，《南洋學報》中也還可以看到他的文
章，雖然他個人已經不在南洋地區，依舊心繫著「南洋研究」。

三、陳育崧的學思歷程與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陳育崧，他與許雲樵被稱譽為「南洋研究」的雙璧183，陳育崧在新馬東南亞
研究學界相當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許多的後輩研究人員都曾與他討教問題，而陳
育崧也不吝嗇地分享他的經驗，新加坡歷史學家柯木林說，
就因為陳育崧先生對南洋史的研究有獨到之處，許多名學者在路過新加坡時，都會去
184

拜會他。

華社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李業霖撰文寫到，

181

同註 166，頁 56。

182

同註 166，頁 58-60。

183

同註 21，頁 37。

184

柯木林，1985，〈萬點花飛羽外村──悼陳育崧先生〉，《南洋學報》，40(1、2)，頁 66。
92

陳育崧先生是著名的南洋史研究專家，他長期從事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提攜和
185

幫助了不少文化、學術和教育工作者的成長。

張夏帷則認為，
他的學術研究是有一定成就的。許多研究生與學者撰寫論文時，都必定要拜訪他，向
他求教。他家裡的書房（即椰陰館）便是他接見這些客人的地方，有時與客人暢談到
186

通霄，他便引以為樂事。

陳育崧在《南洋學報》也有相當長的時間，對於《南洋學報》的貢獻也是功
不可沒，曾經擔任過理事、副主席、主席，也為《南洋學報》提供了不少研究文
章。在《南洋學報》困苦之時，他也曾利用自己職務之便，伸出援手。
另外他在身份上是特殊的，父親移居南洋，陳育崧在檳城出生，這算是華人
第二代了，不過他對於中國文化認同度是很高的，這與從小的教育有非常大的關
係。他的父親雖然放棄了科舉考試之路，但也代表對中國四書五經等等書籍的涉
獵不少，陳育崧更早在非常年幼就已經唸完四書。求學過程中，他也有上過華僑
學校，大學更是回到中國廈門大學進而取得學位，在工作上也是擔任的督學、辦
華僑學校，二戰期間鼓吹抗日的舉動，二戰結束還回到上海辦南洋編譯所等等。
都可以看出他在情感上對於中國還是有非常深厚的情緒。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到，
希望能夠進一步廣大發掘資料，正確分析資料，作出正確的評價，引起人民對祖國歷
史的學習興趣，要求人民學習祖國歷史知識，並且從中受到愛國主義和歷史真理的教
育，指導一個偉大的建國運動。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
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人類創造全部知識，從哪裡獲取呢？很顯
然是從學習歷史累積起來的，因此正確吸取祖國豐富的歷史遺產，是建國運動一條不
187

可缺少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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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業霖，1985，〈敢以私誼哭斯人──悼陳育崧先生〉，《南洋學報》，40(1、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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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夏帷，1983，〈歷史學家八十大壽的禮物〉，《新加坡海峽時報雙語文版》。

187

陳育崧，1970，〈建國至上，學術至上我對蒲羅中問題的看法〉，新加坡：南洋商报， 頁
20。
93

陳育崧雖然是新加坡人，但從上文字裡行間透露出「祖國」，還是能體會雖
然在國家認同是新加坡，但他在文化認同上還是傾向中國。

（一）陳育崧的學思歷程
陳育崧(1903-1984)，名慎，原籍福建省海澄縣白水郊邊村，世居漳州城，陳
育崧的祖父共有七子，除了長子與三子留在漳州外，其餘全部送往南洋，在印尼
蘇門答臘島經商。陳育崧的父親陳季隨便是當初留在漳州的第三個兒子，他父親
放棄了科舉考試之路，前往南洋投靠兄弟，因為前往蘇門答臘需要經過馬六甲海
峽，而寄泊檳城，覺得風景美麗便就此定居。
1903 年，陳育崧生於現今馬來西亞的檳城喬治市，自幼家教甚嚴，五歲就學
完了四書，後送到修道院學習英文。1911 年進入中華學校，後來轉往英華書院，
主要攻讀英文。故陳育崧的語言能力在幼時就已經打好不錯的基礎。1918 年，檳
城的華僑創辦了華僑中學，陳育崧進入華僑中學就讀，但是很快地在一年多之
後，就因為經費問題而停辦，他轉往集美中學就讀。後來考上廈門大學商科。
1926 年畢業，獲得文科商學士學位。畢業後廈門大學派任他到星洲陳嘉庚的公司
任職。之後海峽殖民地政府聘任他出做為星加坡，馬六甲，檳城的督學，時間長
十年之久。他在擔任督察時期，走入偏鄉，推廣鄉村教育，創辦了多所小學，而
且對於教師有著充分關懷。抗戰開始時，陳育崧認為新加坡華僑有百萬之多，但
卻只有一所完全中學，聯絡了許多好友創辦了「中正中學」。188
1937 年，七七事變，由於陳育崧鼓勵青年參加抗日運動而受到華民政務司的
責備，他憤而辭職。1939 年他與友人在新加坡合辦了南洋書局，他擔任社長，南
洋書局主要從事出版事業，編印課本出版南洋研究叢書，南洋少年、南洋雜誌、

188

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編，2008，〈海外華人研究-陳育崧〉，新加坡國大海外華人
研究中心：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education.html，檢索日期：
2015/06/28。
94

馬來亞少年報等等。並邀請許雲樵為馬來亞少年報的主編。「馬來亞少年報」可
是當時青少年階層的重要讀物。南洋書局一路的壯大，從新加坡起家之後在短短
一年內更在仰光、馬六甲、檳城、吉隆坡、雅加達等地設據點。第二次大戰後，
他親自回到了上海設立南洋編譯所，其業務包含發行《南洋雜誌》與校注、出版
南洋史料文獻，之後又得到中國暨南大學及中國科學社之支持，大量出版刊物，
在東南亞的出版事業上，非常成功。189
1966 年接受南洋大學的聘任成為講師，講授「中國東南亞關係史」這個課
程，後因身體狀況問題由他人代授。1984 年，南洋學會集合了陳育崧的文稿，出
版了《椰陰館文存》三冊，作為給陳育崧八十歲的賀禮。無奈他還沒有看到書的
出版就在 1984 年 4 月 1 日與世長辭，享年 84 歲。

（二）陳育崧的治學方法
陳育崧如同許雲樵，都是採用傳統的乾嘉考據法，他們都沒有受過西方嚴謹
的學術訓練，在文獻的運用上也都採用中國文獻居多。陳育崧的研究興趣多偏向
華人史與東南亞史，且特別關注在新、馬華人史的範疇。另外，他本身曾經擔任
過海峽殖民地的督學緣故，他在關於教育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視的。
研究歷史，應從整個歷史發展出發，雖然就一時一地的事蹟著眼，也必須從整個歷史
190

經緯衡量，歷史不能切斷的，集中一點，照顧全面。

另外，在歷史研究的創作上，他認為，
應從多方面發現問題的癥結，認真組織力量進行研究。一個課題，個人創作，不如集
體創作，一篇報告，不希望一下子便寫的十全十美，能多寫多作，才能在這些工作的
基礎上，最後產生出好成績來。材料是累積起來的，經驗也是累積起來的，學術素

189

廈門大學漳州校友會，2013，〈郑来发：漳州籍南洋史学泰斗陈育崧〉， 廈門大學漳州校友
會：http://xmdxzzxyh.cn/tbtj.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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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300，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 日。

朱杰勤，1984，〈記著名東南亞史專家陳育崧–兼評介《椰陰館文存》〉，《南洋學報》，
39(1、2)，頁 23-24。
95

養，是積寸累尺，細針密縷的事功，粗枝大葉的作風是要不得的。要和老一輩的學人
191

接近請益，要樹立優良學風，不搞宗派，不固執本位成見。

由上可知，陳育崧在面對研究的態度上，是期望分工合作、積沙成塔、
積極與前輩討教、保有學術倫理等等的看法。
陳育崧認為在研究上，第一個就是要大量的蒐集資料，而且是真實可靠的資
料，在獲得資料之後便要加以整合、分析，利用獲得的資料反映歷史的真實。而
且在研究東南亞方面的學者在語言的運用上需要的更多，如中文、英文、日文、
阿拉伯文、印度文等等。在對東南亞研究的資料中，中國歷朝歷代的紀錄有著很
重要的地位，畢竟中國是最早有關於東南亞紀錄的國家。另外他也很重視田野調
查與考古發掘資料，曾經與陳荊和一起編撰一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在新
加坡內蒐集、發掘碑銘，後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2
另外，陳育崧愛書成痴，他的家中收藏了不少書籍，尤其是華僑歷史的珍貴
文獻，他在 1964 年捐獻了一萬多本有關「南洋研究」的書籍給國家圖書館，這批
書也是目前國家圖書館東南亞類藏書的主要部分。

（三）陳育崧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1940 年中國南洋學會成立，陳育崧雖非發起人也沒有參加成立大會，但在學
會成立不久就加入學會，是第一批加入的人。且在第二屆開始就以理事一職在學
會服務。前後擔任秘書、理事、副主席、主席等職務，陳育崧一共在學會的管理
階層 33 年，其中有第 22 屆（1972-1973)沒有擔任職務，他擔任秘書一屆
（1947）、理事共八屆(1941、1949-1952 、1955-1957)、副主席十一屆（19531954、1958-1971、1974)、主席一屆(1948)。不僅僅在學會擔任職務，陳育崧在
《南洋學報》也有非常多的作品，總共有 22 篇，3 篇翻譯文章，書評數篇，他的

191

陳育崧，1957，〈代序〉，《社會科學研究集刊》，1957，頁 3。

192

同註 189，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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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都是南洋史與南洋華人問題居多，雖然加入學會的時間很早，但是在 1948 年
之後他的作品才比較常出現在《南洋學報》。
陳育崧不僅僅在學會擔任職務，在學會窘迫時也曾給予協助，1947 年的會
務報告。
常務理事陳育崧君以星洲南洋書局總理資格報告，謂該局願以本年度印刷六期《南洋
193

雜誌》則改為二月刊。理事會當即接受，併表謝意。

姚楠則對此舉認為，
陳先生此舉，這實際上是以相等的代價，從印刷一種刊物而擴大為印刷兩種刊物，且
博得了大力支持南洋學會學術活動的美名，從而當選為理事會主席。可說是一舉三
得。而就南洋學會而言，則也不能不說是因為得到了陳先生的贊助而能繼續刊行學
194

報。可惜這種辦法也只維持了一年。

但這樣的算計對陳育崧或許為真，還是不能抹滅他對南洋學會的貢獻，從過
去的會務報告中就可以得知，南洋學會在早期的經費是非常吃緊的，印刷了該年
度的學報之後，下一卷的印刷費又要再找人贊助，每一卷的發行都是相當不易，
一個盈利導向的南洋書局肯做這樣的投資，很大的層面也是靠陳育崧是南洋書局
的社長的關係。雖然這樣的贊助關係只有一年，但是還是該予以肯定。
在 1958 年南洋學會理事會全面改組本土化，研究面向更關心自己生活周遭，
這些改變陳育崧也都參與其中，陳育崧在第二屆就進入了南洋學會，他與許雲樵
共事也有十多年的時間，不過在五十年代卻分道揚鑣，如上所述，陳育崧認為做
研究單槍匹馬總比不上分工合作，要樹立良好學書風範，不固執、放棄本位成
見。雖然無從得知他們兩位「南洋研究」的專家有了什麼樣的歧見導致拆夥，而
這樣的結果對於「南洋研究」整體而言是個損失，對於《南洋學報》也是。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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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學報編，1947，〈會務報告〉，《南洋學報》，4(1)，頁 90。
同註 166，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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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崔貴強的學思歷程與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崔貴強是華僑第二代，出生於馬來亞，現為新加坡人，是現今新馬東南亞研
究的學者之一，對於華人史的研究著述也十分豐富，約有十多本著作，譯作也有
兩部，從 1965 年所出版的《東南亞史》更是當時東南亞史的華文參考書籍，到
2002 年的《東南亞華文日報現狀之研究》，對研究東南亞的學者而言，他這近 40
多年的研究成果都是重要的參考。從事教職的崔貴強一生幾乎都奉獻在教育上，
可謂桃李滿天下。對於《南洋學報》也是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一晃眼就是二十
五年歲月的投入，他不僅僅擔任學會中重要的職務，相關的文章也有不少收錄在
《南洋學報》之中。在《南洋學報》中期的發展上，崔貴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

流砥柱。
在身分上，他作為華僑的第二代，他認為，在他父執輩的觀念中還是中國人
的，在南洋做點小生意，最後還是要回去中國的，包括帶著孩子們回去，是屬於
落葉歸根的想法。但是在崔貴強的思想上就已經與父母親有著差異了，在國家認
同上他出生時就是在馬來亞，1970 年代因為工作的關係變轉為新加坡公民，在文
化認同的情感上對於中國還是藕斷絲連，例如每年會回到馬來西亞過清明節、對
於中國的崛起感到開心等等特徵。195

（一）崔貴強的學思歷程
崔貴強(1935-)，祖籍中國廣東番禺北亭村，據祖譜為姜太公子嗣。崔貴強是
第二代華人移民，如同大多數移民南洋的中國人一般，當時崔貴強的父親崔文驤
也是因為在中國生活困難，才往南洋發展。崔貴強出生於馬來西亞森美蘭州芙蓉
埠，幼時就因為日軍侵襲導致當地民不聊生，在逃難中渡過，還好父親聘請一位
私塾老師來家中教導他，開始了啟蒙教育。馬來亞光復後，華校復辦，便就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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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宏，〈崔貴強訪談文字稿〉，2010，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
中心:http://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InterviewSingapore9.pdf，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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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亞芙蓉市的中華中小學，直至 1951 年初中畢業。高中階段往南到了新加坡的華
僑中學就讀，但因為學潮風暴導致學生宿舍被迫關閉，他也在後來轉往中正中學
於 1954 完成高中學業。1955 年回到馬來亞育華中小學的初中部教授文史地課
程。1956 年進入成為南洋大學第一屆學生，1959 獲得史地系學士學位。大學畢業
後，1960 年至 1961 年到了馬來亞柔佛州峇株巴轄市華僑中學擔任史地教師。1961
年在南洋大學擔任歷史系助教。1967 獲得美國亞洲基金會獎學今，前往夏威夷大
學專攻東南亞史，並於 1969 年取得夏威夷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取得學位後於
1969 年至 1980 年回到南洋大學擔任史地系的助理教授，其中兩年更擔任系主任
一職。1980 年，南洋大學被關閉，併入了新成立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崔貴強在這
新環境中備受壓迫，寄人籬下，遭受白眼的情況在他們歷史系與地理系甚是嚴
重，後來他離開了歷史系，調往華語研究中心擔任講師，1995 年退休。退休後再
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兼開一門「東南亞華人史」的
196

課程。1997 年至 2002 年擔任華裔館研究員。 目前過著閒雲野鶴的退休生活。

（二）崔貴強的治學精神
在東南亞研究的領域中，崔貴強的專業是在東南亞華人史的部分。對於東南
亞研究的專業與興趣，他認為是在高中階段開始形成，「三年的高中生涯，我的
數理化成績平平，乏善可陳。唯獨對文史方面，興趣較濃。」197高中畢業後便到
初中教授華文、歷史與地理課程，做為人師的生涯正式開啟，因為有不能誤人子
弟的堅持，他不斷的增進自己的知識、勤奮備課，他回憶到，
另一方面卻自我警惕，千萬不可誤人子弟，辜負學子的期望，以致時時刻刻，戰戰兢
198

兢，提心吊膽，勤奮備課。

196

同註 194。

197

同註 194。

198

同註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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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洋大學階段更是埋首苦讀，才會有辦法能夠在畢業之後立即到華僑中學
講授史地科目。故筆者認為，除了是本科生對於東南亞史的研究之外，也因為教
學的時間非常長，且面對過不同階段的學生，不同的單位，崔貴強在這多元的教
學環境中更能夠理解自己缺乏了什麼，以致在東南亞研究的領域可以更加全面。
另外，崔貴強在研究上也是實事求是，在收集資料方面不遺餘力，他曾為了
寫一本書籍的所需要的資料曾經走訪台北國史館、英國大英博物館、吉隆坡國家
199

檔案館、倫敦殖民地檔案館，舉凡有發表、未發表的文獻都一併蒐集， 就是力
求能夠得到完整且多方面的文獻資料。

（三）崔貴強對《南洋學報》的貢獻
崔貴強 1970 年開始進入學會管理層擔任學會英文祕書的職務，也就是他取得
碩士學位之後就開始在學會服務，一直到 2005 年他才離開南洋學會的管理階層。
崔貴強雖然沒有做過學會的會長，但是他在學會 25 年的時間幾乎都擔任要職，
總計他擔任過英文祕書(1970-1973)、理事(1996-1997)、副財政(1998-2001、20042005)、財政(1992-1993)、研究主任(1986-1989、1994-1995)、編輯主任(1974-1981、
1984-1985、1990-1991)。在學會這麼長的時間與這麼豐富的經歷，都是極為難得
且少有人達成過的成就。
他在學報中的研究文章共有 17 篇，較多是南洋華人史的研究，另外還有書
評三篇、研討會的側記數篇。在專書上，他在南洋學會有兩本出版，分別是 1977
年出版的《新馬史論叢》與 1990 出版的《新馬華人國家認同轉向 1945-1959》。
崔貴強對於《南洋學報》的貢獻，除了他在學會非常久且擔任過許多職務之
外，最重要的是他擔任了學會的編輯主任，特別是在 1974 年 1981 年間，這可以
說是學報經營上非常辛苦的時刻，稿源的匱乏筆者認為是一個學報編者最不願意
看見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兼顧學術品質與延續穩定的發刊，這是十分不

199

同註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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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不過崔貴強在這一方面還是在水準之上，雖然學報在這幾年間的每一卷
的文章都相對少，但是質量上還是有所要求，且到了 1984 年開始，學報的文章篇
數又開始變的豐富，這一段時間的努力功不可沒。

小結：
（一）以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比較
早期的學者如許雲樵、姚楠、陳育崧，都是採用傳統乾嘉考據學的學者。而
後來在南洋大學成立之後，有了更多專業訓練的養成，使在此之後的學者能夠運
用更多的方式來進行研究。柯木林這樣分析過，
早期的歷史學者，例如許雲樵教授和姚楠教授，是採取訓詁學的方法，就是從中國古
書中尋找有關新馬社會的歷史紀載，新一代學人，如楊進發博士、李業霖先生、顏清
煌博士，他們能夠利用多種語文的資料，用中文、英文甚至日文來寫作，這比早期如
殖民地的學者，比如巴素博士、溫斯德等人，只能採用官方殖民地檔案來研究華族歷
史，有更大的突破和不同。新一代的學人除了使用檔案資料，也用口述歷史，田野考
200

察，社會調查的方法來研究歷史，這是一個新的趨勢。

（二）以研究者的研究內容比較
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這兩者都是對同樣的區域進行研究，故
以研究的區域而言是相同的。早期的研究類別豐富，這一方面有著殖民性眼光，
一方面模仿著西方的研究。內容多為考據，運用古籍來做為研究工具加以佐證。
演變至今內容完全著重於華人研究與東南亞歷史的研究，早期非常豐富的類別內
容完全消失。

（三）以學會人員的研究動機比較

200

柯木林，2007，《石叻史記》，新加坡：青年書局，頁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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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創立之初，是為了不讓西方在東南亞區域的研究專美於前，在歷史上中
國與東南亞的接觸可是早於西方，這是早期的研究動機。到中期新加坡獨立之
後，動機上有了改變，因為西方各國也已經離開了東南亞，研究者所關心的是自
己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事情，這是研究動機上的改變。

（四）以學會人員的背景來比較
在學會人員背景上，許雲樵與姚楠是中國人，魏維賢、陳育崧、陳榮照、崔
貴強都是新加坡人。這顯示的是一種時代的改變。從事這些研究的開端就是這些
南來的中國人，這裡提的是中國方面，故是以中國為最先而不是西方各國。當這
些中國人漸漸凋零與反共等等因素導致了中國的研究人員並沒有辦法繼續的注
入，在此同時，當地由中國南來東南亞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華人，便接續了這些
研究，但是研究的趨向有了改變，他們在國家認同的身分上雖然接受了自己出生
的東南亞各國，但是在情感上與研究上始終離不開中國。
另一方面若以專業與業餘而言，早期如許雲樵、陳育崧是沒有接受過正規的
學術訓練，憑藉的是一股對「南洋研究」的熱情與民族情感。姚楠較為特別是在
中國的暨南大學受教育。東南亞區域則屬在 1956 年南洋大學史地系成立之後，培
育了許多專業的研究人員投入了這一塊，如崔貴強。其他如陳榮照、魏維賢雖然
念的不是史地系，卻還是都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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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南洋研究」是個不容易界定的研究範疇，因為並沒有一個具體的研究方法
論作為學科領域的基礎，然而，「南洋研究」又顯然在實踐上具有某種可以銜接
學者人脈、學術著作、學術課題的知識概念，因其內涵關係到新馬華人作為一個
群體的認同、尊嚴、權利。為了對這個與時俱進的知識概念加以闡述，本文採取
歸納的方式，針對南洋學會及其發行的《南洋學報》，進行跨時代的整理與比
較。
綜觀《南洋學報》七十五年的歷史，改變的幅度巨大且顯而易見，這些改變
包含在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角度，研究的人員都是。而「南洋研究」一詞是具有
時代性的，在今日完全以經被「東南亞研究」所取代，而東南亞研究的研究範圍
也縮小到剩下華人研究與新馬歷史的研究。《南洋學報》的發展起落，等於記錄
了「南洋研究」的興衰。本文透過具有時代意義與指標意義的《南洋學報》，獲
得了這些的結果。運用第二章《南洋學報》的內容分析與第三章各個時代人物的
背景，也可以看出內容的改變與研究人員的更替是有關係的，當以中國人為主要
研究人員時，所呈現出來的是類別豐富的「南洋研究」，當研究人員慢慢轉換成
第二代與第三代華人，「南洋研究」因為研究人員的本土化，身分上的轉換，研
究所呈現出的範疇就變窄了，但也更深入了。在研究的內涵中，在人的方面 ，
「南洋研究」之所以沒落被取代，在第一代華人或稱中國人時，他們從事的是
「南洋研究」，也就是研究著類別豐富的課題，在身份上沒有爭議也不是一個議
題，他們就是中國人。但是當東南亞各國獨立之後，華人到底是什麼就開始出現
討論，從前的「南洋研究」變成了一種探究自己認同的資源，不如過往是被研究
的課題，華人在這之中不斷反省與找尋「自己」到底該如何界定，如此一來，也
可以說明「南洋研究」的消退與取而代之的「東南亞研究」中華人研究佔了主要
部分的因素。1956 年南洋大學的創立，在其歷史系的課程與設置上都著重在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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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員的培養，二戰之後到 1960 年代東南亞各國獨立的背景，漸漸的轉變為了
「東南亞研究」，直至 1980 年代南洋大學被關閉的因素，無疑也是對華文的東
南亞研究是一阻力，而到 197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到 1990 年與新加坡建交，與中
國關係不斷改善之下，研究東南亞的中國學者也越來越多，現階段的《南洋學
報》內容的作者之中，中國人也不在少數。在新馬東南亞研究沒有過往盛行，研
究的學人不再豐富的情況下，中國學者的加入，對於東南亞研究是一個好的現
象。現階段新加坡為華人研究的重鎮，包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圖書館目前也是馬新地區華文資料收藏最豐富的。201
在研究者方面，1930 年代待在新加坡的學人，在身分上是十分豐富的，不只
是南渡的中國人，也包含當地第二代的華人也有這類的傾向。就是當時的學人幾
乎都是三位（學者、商人、仕紳）一體的身分，從事「南洋研究」，另外也經
商，對於社會的議題也總會發表看法，這從許雲樵、陳育崧等人都可以看見，他
們必須肩負很多責任、很多角色，這樣的三位一體也是從中國、中華文化而來。
到今日學術專業化的結果，這樣的現象已不復見，學者多數從事研究與教學而
已。
在南洋學會的人員的背景上，早期是由南渡的中國人所組成，雖然南洋大學
史地系培育了一些新馬本地的東南亞研究人員，但是從魏維賢開始就有從新加坡
國立大學中文系一脈相承的現象，從魏維賢，陳榮照，李志賢，黃賢強等人都是
師徒或是同事關係，一位拉一位進入南洋學會服務，《南洋學報》現在的要職是
以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所組成一點也不為過。值得一提的是，「華人研究」這
個領域在新馬地區是被放在中文系裡，與一般放在東亞學系大不相同。
縱使「南洋研究」一詞在現階段已經很少人使用，《南洋學報》也沒有往日
的榮景，研究的學人也已經改朝換代，在身份上，雖然研究者在國家認同上幾乎
沒有爭議與拉扯，但他們仍然是無法擺脫中國的這個大前提，不管從文化上或歷

201

同註 19，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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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在研究上，在今日華人研究為主流的階段亦然，若不涉及中國與東南亞的
歷史脈絡，則研究難以完整。今日新馬與中國的關係不再如往日緊張，新馬的研
究者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更加容易與頻繁，他們的共通點除了研究的範疇類似之
外，更大的就是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與理解。《南洋學報》的下一步，除了新馬
學者的研究興趣的影響之外，中國甚至港台的學者將也會扮演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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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章

Red Land〉
13.

〈中暹通使考〉

1946

3(1)

14.

〈Study on the Sino-Siamese

1946

3(1)

Summaries of

Diplomatic Mission During 1115-

Chinese

1883A.D.〉

Articles

15.

〈墮羅鉢底考〉

1947

4(1)

16.

〈紀念暹羅曇隆親王〉

194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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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tudies on Dvarapati〉

1947

4(1)

18.

〈南詔非泰族故國考〉

1947

4(2)

19.

〈Summary: Was Nan Chao the

1947

4(2)

Former Thai Kingdom? 〉
20.

〈三保太監下西洋考〉

1948

5(1)

21.

〈Postage Stamps of Japanese-

1948

5(1)

1948

5(2)

1948

5(2)

補白

補白

Occupies Malaya〉
22.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峽與地

極〉
23.

〈新加坡 1947 年人口調查統

計〉
24.

〈杜生浩〉

1948

5(2)

25.

〈Notes 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48

5(2)

in Ancient Voyages〉
26.

〈論立表測緯度〉

1950

6(1)

27.

〈馬來亞華僑人口分析檢討〉

1950

6(1)

28.

〈馬來亞之金礦〉

1950

6(1)

29.

〈新加坡發現之明墓〉

1950

6(1)

30.

〈A Study on Gnomon Recorded

1950

6(1)

補白

in Ancient Chinese Account
Editorial〉
31.

〈據風向考訂法顯航程之商榷〉

1950

6(2)

32.

〈Notes on the Journey of Fa-

1950

6(2)

1951

7(1)

Hsien from Ceylon on Canton〉
33.

〈鄭昭入貢清廷考〉

116

補白

34.

〈大伯公二伯公與本頭公〉

1951

7(2)

35.

〈法舫法師行傳〉

1951

7(2)

36.

〈《宋卡紀年》譯註〉

1952

8(1)

37.

〈南洋古地名中的訛脫〉

1952

8(1)

38.

〈Editorial〉

1952

8(1)

39.

〈紀念劉土木先生〉

1952

8(2)

40.

〈再談大伯工研究〉

1952

8(2)

41.

〈開吧歷代史紀校注本弁言〉

1953

9(1)

42.

〈開吧歷代王位表〉

1953

9(1)

校注

43.

〈歷代甲必丹姓氏名次〉

1953

9(1)

校注

44.

〈歷代雷珍蘭名氏〉

1953

9(1)

校注

45.

〈歷代武直迷姓氏名次〉

1953

9(1)

校注

46.

〈開吧歷代史紀(校註本正

1953

9(1)

校注

補白

文) 〉
47.

〈南洋華僑與大學教育〉

1953

9(2)

48.

《馬來紀年》研究〉

1954

10(1)

49.

〈古蘭丹瓜家新石器時代骸骨

1954

10(1)

發現記〉
50.

〈華夷譯語傳本考〉

1954

10(2)

51.

〈空道教概論：一個新興的宗

1954

10(2)

教〉
52.

〈關於成日炌即其他〉

1954

10(2)

書信往來

53.

〈關於狼牙修之對音及其他〉

1954

10(2)

書信往來

54.

〈馬來亞華僑殉難名錄(附引

1955

11(1)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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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吧國公堂與華僑史料〉

1955

11(2)

56.

〈民家與和漢泰語的比較研究〉

1956

12(1)

57.

〈大伯公為吳太伯的由來〉

1956

12(2)

58.

〈悼念三畏友〉

1956

12(2)

59.

〈龜嶼的傳說〉

1957

13(1)

60.

〈葉阿來禮記〉

1957

13(1)

61.

〈西伊里安問題〉

1957

13(2)

62.

〈暹羅語言與韻律〉

1957

13(2)

63.

〈《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

1958

14(1、2)

書評

備註

翻譯

章巽著〉

附錄 2
姚楠在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出版書籍與作品：
南洋學報中的文章：
次序 篇名

年分

卷期

1.

〈檳榔嶼開闢委人賴德之遺囑〉

1940

1(1)

2.

〈檳榔嶼釋名〉

1940

1(2)

3.

〈緬甸大事年表〉

1941

2(2)

4.

〈緬人吉凶談〉

1941

2(3)

翻譯文章

5.

〈開闢前之檳榔嶼〉

1946

3(1)

翻譯文章

6.

〈緬中五城考釋〉

1947

4(2)

7.

〈憶許雲樵先生兼談南洋學會

1982、3

37(1、2)

1992

45、46

早期情況〉
8.

〈“邁向廿一世紀的海外華人

社會”祝賀信〉
118

出版書目：
次序 書名

年份

備註

1.

《緬甸史》姚楠譯著

1943

哈威著

2.

《檳榔嶼志》

1943

與張禮千合著

3.

《古代南洋史地叢考》

1945

與許鈺合著

4.

《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

1945

5.

《南天餘墨》

1955

附錄 3
陳育崧在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出版書籍與作品：
南洋學報中的文章：
次序 篇名

年分

卷期

1.

〈婆羅史支那王傳說之研究〉

1940

1(2)

2.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1948

3(1)

1948

5(1)

1948

5(1)

Oversea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the extortion by J.M.A. of
$50000000 Military Contribution
from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
3.

〈Notes on the Prehistory of

South China〉
4.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Hoard of Hindu

119

備註

Religious Objects near Sambas,
West Borneo〉
5.

〈The Incense Burner from

1948

5(2)

Sambas Treasures〉
6.

〈Tokong 考〉

1951

7(2)

7.

〈天妃考信錄〉

1952

8(2)

8.

〈The Chinese in Batavia and the

1953

9(1)

翻譯文章

Trouble of 1740〉
9.

〈椰明讀書記〉

1954

10(1)

10.

〈《噶喇吧紀略》著者考〉

1954

10(2)

11.

〈Ni Hoe Kong, Captain of the

1954

10(2)

1956

12(1)

1956

12(1)

翻譯文章

Chinese at Batavia During the
Year 1740〉
12.

〈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

改變〉
13.

〈Report on the Discovery of

Summarised

Ancient Porcelain Wares in

from a

Celebes〉

Japanese
Report

14.

〈Some remarks about the

1956

12(2)

1957

13(2)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the
Campagn[i]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in Resoec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15.

〈戊戌重周檳城懷康南海〉

120

翻譯文章

16.

《西洋番國志》

1958

14(1、2)

17.

〈與巴素博士論海南民族：評

1958

14(1、2)

1959

15(1)

新書評介

《東南亞華僑》〉
18.

〈中國派遣第一領事左秉隆先

生駐新政績〉
19.

〈鞏珍西洋番國志的真偽問題〉

1959

15(2)

20.

〈明浡泥國王墓的發現〉

1960

16(1、2)

21.

〈許雲樵教授「淡馬錫」釋名

1962

17(1)

商榷〉
22.

〈黃遵憲使德遭拒始末〉〉

1962

17(1)

23.

〈記林文慶以狗肉起黃遵憲沉

1962

17(1)

痾事〉
24.

〈林文慶論〉

1965

19(1、2)

25.

〈以史報報國(悼葉華芬先

1965

19(1、2)

生) 〉
26.

〈淡明三彩羅經書大盤〉

1969

24(1、2)

27.

〈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續言〉

1971

26

28.

〈古代的新加坡〉

1984

39(1、2)

次序 書名

年份

備註

1.

1983

出版書目：

《椰陰館文存》

121

遺作

附錄 4
魏維賢在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出版書籍與作品：
南洋學報中的文章：
次序 篇名
1.

〈Chinese Education in

年分

卷期

1970

25(2)

備註

Singapore〉
2.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72

27(1、2)

3.

〈South Seas Society: Past,

1979

33

1982

37(1、

書評

Present and future〉
4.

〈The politics Economy of

書評

2)

Politic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hilippines before Martial
Law〉
5.

〈《新馬華族史料文教匯目》〉

1983

40(1、

書評

2)
6.

〈Trade, Employment and

1987

42(1、

書評

2)

Industrialation in Singapore, by
Linda Lim and Pang Eng Fong〉
7.

〈《總教 33 年》，馬來西亞華

1989

校教師總會〉
8.

〈The Pacific Theatre: Island

44(1、
2)

1992

45、46

1997

51

Representation of world War II〉
9.

〈南天餘墨･人間永存──悼姚

書評

楠先生〉
122

書評

10.

〈《太平洋戰爭史調匯編》〉

1997

51

書評

11.

〈《和平的代價──碼來半島淪

1997

51

書評

2000

55

次序 書名

年份

備註

1.

《從開埠到建國》

1959

與黃敬恭編

2.

《新馬學人演講及座談會》

1972

與許蘇吾編

3.

《椰陰館文存補偏》

1987

與許蘇吾編

陷期間 136 部隊及其他反侵略
勢力紀實》〉
12.

〈Professor Ji Xianlin and the

South seas Society〉

出版書目：

附錄 5
崔貴強在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出版書籍與作品：
南洋學報中的文章：
次序 篇名

年分

卷期

1.

1966

20(1、

〈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

的反響〉
2.

〈十九世紀雪蘭莪華僑歐錫業

備註

2)
1969

成敗之檢討〉

24(1、
2)

3.

〈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

1976

29(1、2)

4.

〈海外華人的與中國的經濟現

1976

30(1、

代化，1875-1912〉

2)

123

翻譯文章

5.

〈新馬華人認同的轉變(1945-

1978

1957) 〉
6.

〈新馬華文報與國共內戰，

2)
1983

1945-1949〉
7.

〈中國駐吉隆坡領事許孟雄

〈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伍伯胜

1984

〈陳育崧治學的精神──《椰

1984

《〈中興日報》二三事〉

39(1、
2)

1984

陰館文存》讀後感〉
10.

39(1、
2)

(1946-1950) 〉
9.

38(1、
2)

(1946-1947) 〉
8.

32(1、

39(1、
2)

1985

40(1、
2)

11.

〈赤道線上的呼號：胡愈之與

1987

《南洋商報》〉
12.

〈英殖民當局與陳嘉更〉

41(1、
2)

1987

41(1、
2)

13.

〈還鄉心願夜長夢多：戰後初

1987

期新馬復原機公〉
14.

〈1987 年兩次歷史研討會簡

2)
1987

報〉
15.

〈國民黨人與馬華公會的衝

〈戰後海外華人變化國際研討

42(1、
2)

1988

突，1949-1957〉
16.

42(1、

43(1、
2)

1989

會(1989) 〉

44(1、
2)

124

17.

〈新加坡華人社團與政治：回

1992

45、46

1992

45、46

顧與前瞻〉
18.

〈記「邁向廿一世紀的海外化

人社會」學術研討會〉
19.

戰前新加坡華人的鬼信仰

1997

50

20.

《從鼓浪嶼到新加坡：一位外

1997

50

1997

51

書評

籍華人的歷程》〉
21.

〈為學術研究傾畢生精力──

悼姚楠教授〉
22.

〈《檳城鍾靈中學校史論集》〉

2008

62

23.

〈八方風雨會獅城「南洋學會

2011

65

2014

68

次序 書名

年份

備註

1.

《新馬史論叢》

1977

2.

《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90

書評

七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
會」側記〉
24.

〈評《王慷鼎論文集》──兼論

他對新加坡華文報刊研究的貢
獻〉

出版書目：

1945-1959》

125

書評

附錄 6
陳榮照在南洋學會與南洋學報的出版書籍與作品：
出版書目：
次序 書名

年份

1.

2010

《南洋學會出版書刊總目(19402010)》

126

備註

附錄 7
黃賢強教授訪談 2014 年 8 月 29 日
訪談者： 彭彥程
彭：教授您好，我的題目是有關於南洋學報與南洋研究的衰退與東南亞研究的取
代。
黃：你覺得南洋研究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東南亞研究。除了名稱的差別之外，
他們的內涵也有所不同。
彭：我覺得可能以南洋是一種以中國視角在看東南亞這一代，那在東南亞研究就
是以自己，本地的態度來關注。東南亞一詞也跟西方的侵略有關。
黃：南洋學報是放在你的論文的主標題裡面嗎？還是只是一個章節？
彭：放在主標題。
黃：所以你這次訪問了誰？
彭：陳榮照會長、李志賢副會長與歷史系的黃堅立教授。
黃：他們兩位應該是懂得很多，陳榮照當了會長好多年，也當過主編。李老師是
副會長也是當了主編好多年。我去年才剛剛接主編，大概 2 年之後也會卸任，算
起來我不是個適合的受訪者。
彭：是因為太過於忙碌嗎？所以無法兼顧學會事務？
黃：對，主要是這個原因。因為這都是額外的。學校主要是看你的 publication，
這額外的就沒有列入考核。
彭：所以這就是一個興趣與熱誠來幫忙囉？
黃：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研究興趣。
彭：我可以請問老師的背景嗎？
黃：馬來西亞出生，中學前都在馬來西亞，大學在台大歷史，碩士博士在美國印
第安納歷史系，1995 年就開始在這裡(國大)教書。
彭：請問老師當初是怎樣進入南洋學報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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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來這裡之後我除了教中國近代史之外，也開東南亞華人史、海外華人史這些
課。那很自然地他們就會邀請我參加。
彭：所以是因為工作的專業上所以被邀請？
黃：對，沒錯。當時的會長是魏維賢，很可惜他前兩年去世了，否則他懂得更
多，他做過會長 20 多年。而且人也很健談的，很可惜。
彭：老師在您的經驗上，投稿的作者跟主編等的關係上，是只有在工作上呢？還
是也有私交？
黃：很多的作者我們也不認識，主要是專業上的，因為南洋學報的口碑已經存
在，學報也出很多期，雖然有一段時間有脫節，但還是一直有在出版，所以中港
台研究東南亞的、南洋研究的，都會多是想到這個期刊，很多稿源作者其實我們
也不認識，但當然也是有認識的，畢竟這個領域的學者，不過更多的是一些年輕
的投稿的人，很多就是他們知道這個刊物所以投稿。
彭：所以對於這個學報的讀者，你們是怎麼樣跟他們做聯繫，譬如說每一期的讀
者的反饋或是意見，是如何去調查？
黃：因為我們這個不是一個營利的期刊，是一個學術期刊，所以我們就比較不重
視他的發行量，或是盈餘之類的，所以我們就比較不像商業的期刊，很注重讀者
的訂購量之類的。
彭：就我理解，南洋學報在資金方面是不是也差不多只能負荷出版學報而已？
黃：實際上是怎麼樣我不知道，因為我只負責編輯，會長他們可能比較知道，不
過前幾年李志賢老師做主編時有一個很好的措施就是跟八方出版社合作，因為它
都有一個行銷網絡，並且出版了很多的書，屬於世界科技出版社的子公司，所以
應該會比還沒跟他們掛勾前好。以前就只是寄給大學、會員、學者，我們有委託
一個書店售賣，過去可能你會不知道去哪裡買，但現在你會知道哪邊可以買，中
港台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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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因為像我在台灣，南洋學報其實並不是每個學校都有，完整的需要從南部到
北部才有。
黃：你可以建議學校買，既然有人要研究。不過這當然要看他們的經費。
彭：對，他們流程大概都要 3-4 個月。那您覺得南洋學報 70 年的歷史，他主要的
貢獻是在哪個地方？
黃：主要的貢獻當然是有一個學術的園地，讓老中青的學者都有可以分享他們研
究成果的平台。那從過去到現在，斷斷續續也有一些刊物，也有關於南洋研究的
一些文章。但是像中國大陸有一個時期都沒有，要到改革開放後才有一些。但是
他們的有些叫做東南亞研究等等之類的，不是每一個刊物的學術性都這麼高。有
些比較雜誌性之類的。至少南洋學會還是秉持學術性的刊物態度，所以在南洋學
報的貢獻還是在給這方面的研究者固定的平台。
彭：那另一個問題是，與其他相同類型的期刊如華裔館或是廈門大學的東南亞研
究，這與南洋學報的差異在哪？
黃：定位的問題，就是說華裔館的對象海外華人，所以她範圍較廣，包含美國華
人、歐洲華人等等，當然我們南洋學報也不限定一直在南洋地區，包括亞洲地
區，甚至偶爾會有亞洲以外，但是我們稿源的內容還是多集中在東南亞這一塊，
所以很明顯是在範疇方面不太一樣。那當然廈門大學的東南亞問題是比較類似，
他們那個也是蠻學術的，所以差別就不大，任何一個領域其實也不一定只有一個
期刊，越多期刊其實我們也是鼓勵的。
彭：老師您認為在 1970 年代，新加坡教學語言的改變，對於南洋學報出版的使用
語言上有影響嗎？
黃：沒有影響，南洋學報一直以來都是雙語，還是看稿源，基本上也是中文比英
文多，偶爾有一個時期英文比較多，那這幾年的話還是中文比較多，主要還是因
為研究這方面的中文讀者還是會看這個學報，所以跟新加坡的環境，因為我們也
不只靠新加坡的讀者，新加坡的中文讀者這些年也確實萎縮了，但這些年又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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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了，因為大陸的移民太多了，你可以注意到現在華文的藝文活動、學術演講，
參加的人也多了。其實很多也是大陸移民或是學生，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加坡
本身的學生就有不同的方向，新加坡的華文程度越來越差，但新移民就很多是中
國的甚至中港台的。
彭：我記得李光耀前幾年有提到不會中文你會後悔莫及，那您覺得這方面是？
黃：他所謂的華文是口語可以溝通，並不是我們那種水平。能看一些簡單的東西
而已，不像我們用中文書寫、閱讀要有程度，更重要是你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也要
有了解。他基本還是以實用為主，做生意跟中國人，台灣人打交道可以就行了。
彭：那像廖建裕有提到東南亞研究會取代南洋研究這個詞，你覺得？
黃：取代是很自然的呀，你可以看今天早報那篇文章，李顯龍總理前陣子，國慶
的演說講說，現在又恢復了南洋風，因為好像華文有點復興了。可能跟新一代移
民都有關係。但是有讀者說，不能說南洋風，因為這是過去了，應該要說「新華
風」，南洋文學要改叫新華文學。當然沒錯，你從政治角度來說，南洋一詞是有
政治的涵義的，那東南亞各國建國都有本土化，都有對自己國家的認同，那個詞
彙你看，現在很多學校會用東南亞研究、東南亞系，沒人再用南洋系，以前還有
南洋研究所，現在沒有，這是一個趨勢，因為比較符合現代意義的東南亞而不是
南洋。
彭：所以這兩個詞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嗎？
黃：對，這是名字的更換，我覺得它本身帶來的涵義不大，隨著時間的改變，用
法跟著改變。就像南洋有個時期叫西洋，鄭和下西洋，或者是南海，所以不同的
時期會不同叫法。但我覺得他研究的範圍包含哪些東西。我想你也知道以前的南
洋研究比較多是考據的、或者是介紹榴槤、紅毛丹，這些動植物、礦物，當時它
主要的讀者還是中國，雖然在新馬這邊發行，當然也包括這裡，這裡當時有些人
可能也不關注本土的東西，因為他們當時還是認同中國的。基本上它有一點是要
介紹或宣傳南洋的東西，給本地的華人或中國讀者，而且他們也做了很多考證，

130

所以有它的時代性。到了後來，南洋研究有很多是歷史的討論，歷史問題的文
章，這個都是傳統南洋研究比較關注的。但後來各國建國後，70-80 年代經濟發
展起來之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關注的更多就是當代的東西，包括經濟，
還有一些個人學者的研究興趣，歷史系的學者他當然還是關注歷史的東西，但現
在有一些東南亞研究的學者是政治學出生的，包括廖建裕，比較關住是各國獨立
了之後，東南亞這幾十年的問題。所以他們研究本身就是當代的東西。站在他的
立場這個是更重要的。了解當前的東西是最重要的。但實際上不能偏失，兩方面
都要注重，當代的問題繼續要研究，但是歷史的問題也還有很多研究的空間。不
應該就只研究當代的問題。所以說東南亞研究這個名詞取代南洋研究是肯定的，
但是它的內容並不因為名字的改變，而只研究東南亞各國的現況問題，東南亞歷
史，文化包含經濟都還是有人在研究，而且也是應該要研究的。
彭：那您剛講到移民越來越多的問題，中國軟實力的擴張也是顯而易見，那南洋
學報會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靠攏中國呢？
黃：不會，為什麼要靠攏中國呢？
彭：因為大家現在對中國又有興趣了。
黃：有興趣？
彭：就是在稿源上面會不會比較多？
黃：不會，我們基本上審稿還是看他的素質，跟背景沒有關係，如果他的文章意
識形態太強的話我們就不考慮，而且我們也不刊登政治性太濃厚的文章，我們刊
登學術性的，因為我們不是政論性的期刊，因為他們的投資者，出版人，可能都
會有想宣傳某種理念等等。
彭：那如果我們以 30 年為一個代，目前大概是 70 多年的歷史，您認為在南洋學
報中這三代的人有什麼不同或特點。
黃：我沒有特別去研究南洋學報的發展，因為有個馬來西亞人在廈門大學拿到博
士學位，莊國土的一個學生，廖文輝，他的研究範圍就是南洋研究史學史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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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他好像有分段之類。當然，簡單來說，剛跟你講過，第一代學者就是做了很
多考據歷史的研究，因為那個是最第一步的研究，因為當時他們的對象，讀者，
對南洋很多問題都不了解，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教育，南洋到底有什麼東西，或
是地名是怎麼回事，這種考據的。在 60-70 年代的時候，新馬這邊也獨立了，負
責的人也換新了，並不是認為中間是祖國的那些人，所以基本上那些人也是有學
術訓練回來的。60-70 年代像王賡武、崔貴強，都是在學術界的，一直到魏維
賢，當然他也有在其他行業。
彭：他有當商人的經驗。
黃： 對，但是他還蠻在乎學術的。他在位的時候，南洋學會跟北京的北大的東
南亞研究也都有保持不錯的關係，好像 60 周年慶也有在那邊舉辦個學術會議，
所以在那個時期他們和中國的學界的關係都滿好的。所以那個時期就是學術的團
體，到現在也沒多大改變，雖然是換了另外一代的人，基本上就是繼承 60-70 年
代以來的那種。
彭：本土化的關懷？
黃：對。當然我們也沒有說一定要本土化或是什麼，而是說把南洋研究當作一個
學術的課題研究，也還是注重南洋跟中國的關係，如果有讀者來投稿，用跨國研
究，談國際網絡，基本上我們還是歡迎，沒有說一定要侷限以新加坡的立場來看
問題。學術的研究只要你客觀來議論問題，基本上都是可以的。但我們不像中
國，中國有時還是以他特殊的立場，我們不會說一定要站在中國的立場。或是東
南亞的立場，而是客觀的，什麼角度，我們都要注意考慮在內。
彭：那我聽到李副會長提到下一期的南洋學報要以專題的形式呈現？
黃：對，我們過去有做過，最近比較少，下一期是馬華文學，現在的副主編是搞
文學的，所以他剛好可以邀一些稿，來組織這個專輯，但我們不是只有那個部
分，我們有一半的篇幅組成這個專題，同時也開放其他議題的文章，譬如一期有
10 篇，五篇可能是專輯，另外就開放。主要原因，我們期數不多，一年才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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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季刊，那沒問題，這三個月就弄這個專題，其他稿源沒關係，反正就差
幾個月。但是我們一年一期，其他類型文章就要等到明年，這樣對不是這個專題
範圍內的文章就不太公平這樣。所以折衷就是這樣，專題有他的吸引力，把相關
的論文集中，但是我們也提供機會給其他的稿源。
彭：所以未來都會是這種方式？
黃：應該都會，希望是如此。
彭：如果在早期，要您挑一個重要性的人物你會怎樣挑選？
黃：你是指哪方面？
我：就是對於學會的改變，或是某一個人做了什麼事情而有了重大改變？
黃：這個可能我不適合回答吧，因為我沒有特別去關注，像李志賢老師應該就比
較有關注，前兩年學會對 70 周年他們還編了一本書。我那時候只是一般的理
事，所以我沒有特別去思考這個問題。我不覺得有一個特別的事件或人物有很明
顯的，對學會或學報做了很大的轉向，基本上還是漸進的來調整。當然你說真的
有比較明顯的改變跟獨立前後的比較有關係。因為學會的負責人，就有很大的差
別，尤其是理事，獨立之後到現在都是如此，你要當理事一定要是新加坡公民，
或是永久居民，外國人不行。
我：這是怎樣一個考量？
黃：因為這是一個社團，民間的學術的社團，所以各國政府應該都有規定。
彭：所以是這政府的規定？
黃：對，這是政府的規定，這是社團註冊法，台灣也有，但可能只有限定政治的
團體，民間的團體我不曉得台灣有沒有規定。但我知道很多國家，像馬來西亞也
有，社員可能可以不分國籍，但你要當理事一定要國民或永久居民。因為理事牽
涉到選舉領導的資格，或是決策的權力。社團領導人在一個國家還是要認同這個
國家，而並不是外國的人來領導，所以從這角度來說，以前的早一批的，許雲樵
等，雖然後來也是住在新加坡，但是他們對於中國情結會比後來的，獨立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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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來的深厚。當然也不一定會影響到出版的內容。但從人的思維方面可能還
是不一樣。
彭：老師我在學會出的回顧與前瞻的書中有讀到，許雲樵跟陳育崧好像是有爭
執，你有熟悉嗎？
黃：哪一年出的？
我：應該是兩千年之後出的。
黃：我沒有細看，但略有所聞吧，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實際上怎樣我不清楚，不
曉得跟認同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我不太了解。
彭：那南洋學會跟亞洲文化期刊的關係？
黃：亞洲學會的那個叫做亞洲文化吧。1980 年代出來的。
彭：好像是從南洋學會分出去的？該這樣說嗎？還是有爭執變成？
黃：當從事研究的還是同一批人，沒有亞洲學會之前都在南洋學會，可能後來有
一批人就出來再組織一個。具體原因我不清楚，因為我是在後來才加入的，這兩
個我都有參與過，但是新加坡亞洲學會創辦的時候我還不在這裡。你可能要問問
陳榮照先生。當然是問亞洲研究學會的創辦，才會清楚。但你看他們的範圍還是
有點不同，就《亞洲文化》，你也可以發現到大部分還是跟東南亞有關係的，但
是它至少標榜它要擴大範圍，跟亞洲有相關的都含蓋。但真正你來比較，我也不
知道有什麼差別。一篇文章適合投南洋學報也可能適合能投亞洲文化，性質上很
類似，我想是沒有領導者之爭的問題。只是可能意見不同。
彭：那我在我自己的分類上，中期有幾位老師認為王賡武可以作為中世代的代表
人物，那您怎麼看？因為我認為他在學會的時間很短，真的要有怎麼樣的建樹應
該也有限。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一進要職你就大刀闊斧，那可能會產生很多的問
題。
黃：他的確待的不長，上次跟他聊到，他也是笑笑講，聽得出來當時在南洋學會
也不是很積極的領導人，可能也是人情的關係，大家邀請他，他就來主編，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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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心在此，當時忙很多事情。從學會的角度來說，當然他加入，尤其後來他的名
氣就更大了，一直到現在，對於整個學會的名稱是加分的，當然對於南洋學會有
什麼轉折，我覺得並不明顯。
彭：因為我有同學幫我訪問到王賡武先生，他有提到理事根本就只是掛名，因為
他當時根本沒有時間。
黃：理事沒什麼啦，我也當了好幾年理事也沒做什麼事情，有時候就是人情，今
年我本來也要退出理事會，我可能幫忙編稿，理事就不要掛名，而且我也沒時間
去開理事會。開會都要去外面開。後來會長就打電話來，沒關係你就掛個名，不
來開會也沒關係。所以理事是不重要的，除了負責秘書和財務的理事外。民間團
體就是這樣，因為經費有限，大家都是自願付出時間來辦的。所以如果你說真的
要研究當會長和主編的影響力。會長當最久還是魏維賢。他當了那麼多年可能會
對學會有些影響，包括它的走向之類。當然他至少有一個特色，我進來那幾年他
都還在，他的活動辦得滿多，我覺得他的人脈經營得不錯。像他晚年 70 多歲還
在中國很多大學掛名，訪問教授等等，跟中國的學界的聯繫還蠻多的。只要有學
者來就會有演講會，當時的演講會常常是在一個餐廳裡舉行，都自費的，例如一
餐 20-30 塊(新幣)，都自費的，一兩桌。吃飯前就聽來訪學者演講一個小時，講完
就吃飯大家聊天，像這種交流當時蠻多的。我記得他也組團到北大、檳城去，我
也參加過兩次，活動還蠻多的。
彭：是一個學會的高峰？
黃：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峰，但是有一個時期也比較沉寂。反正那時候學報有時候
就是會脫期。當然也經過很多的主編，反正那時學報有點不太穩定，但是學會本
身，就還蠻活躍的。他下來之後反而活動變少，但學報便穩定。李志賢也做了 45 年，每年現在至少也都有一期。
彭：老師您提到魏維賢時期的活動很多大概是在什麼一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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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我 1995 年進來，他卸任什麼時候…大概到兩千年初吧，當時他跟台灣好像也
跟中研院合作計畫，所以那個時期活動多，但是學報就比較不穩定。
彭：那不穩定是因為稿源嗎？還是？
黃：不曉得，我也不知道什麼一回事。
黃：那時候你去看理事會的人，比例上對學術界的人還是比較少。像當時他一個
比較活躍的幹部，許鈺麟吧，好像也是銀行界的。不是真正學術界的，但也是很
活躍，後來陳榮照會長上任後他們就慢慢退出去，現在就比較多學界的。
彭：這跟會長是誰有關係嗎？
黃：對，陳榮照也當過這邊的系主任，他找我們過去，有的是他的學生，他的博
士生，主要是學界的，但我們學界也沒這麼多人，也有一些在博物館擔任職務
的，文史工作者也有些，但相對來說學界還比例高一點，包含會長跟主編。那時
候也有拉，魏維賢也有找過崔貴強當過主編。
彭：那目前南洋學報注重的就是在華人問題跟社會歷史嗎？
黃：對，跟以前來比的話，例如早期的南洋學報什麼都登，跟東南亞有關的都
登，像雜誌一樣，現在就是東南亞、南洋這一塊，但是基本上稿源還是華人問題
的比較多，就屬海外華人這一塊。但你若有一篇文章不是談華人，是談南洋其他
族群的，好的文章，我們也是會接受。
彭：那在未來，東南亞研究應該是怎樣的樣子，或是重心在哪邊？
黃：你看東南亞研究，中文的中國當然有一些。在這裡有幾個東南亞研究的刊
物，包刮國大歷史系出的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京都大學也出版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東南亞的各種問題，不限於華人，有比較成熟的刊物在那
裡。以華人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刊物好像也不多，雖然華裔館現在也出版海外華人
的刊物，但是相對來說研究華人問題的學者也不少，如果把中港台算起來，他們
也有一些投稿的園地，所以還是華文的稿源會比較多。
彭：所以因為在稿源問題上所以以後還是會比較多是在華人問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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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對對，我們沒有自己畫定範圍，就是根據稿源，來影響刊物內容。
彭：昨天與李副會長訪談時有提到徵稿，是送外並二審，您覺得這正確且必要
嗎？
黃：當然是有必要，當然我們這幾年，跟以前有什麼差別，以前不一定有審稿制
度，有審大概也是主編自己審，自己決定。現在像樣一點的刊物基本上都要有，
外審的制度。當然也會影響到工作量，你要找人，審稿也要經費，但學會又不願
意出審稿費，投稿也沒有稿費。稿費是其次，因為你有文章，會幫你刊出來，這
也是回饋。但是請學者審稿也沒有給稿費這個就不太專業了，我知道你們台灣一
定會有審稿費的，這個問題我最近理事開會也我也有提出來，要制度化，不給稿
費很多就是靠人情，靠人情一次兩次還可以，再多次就不好處理。
彭：對。那如果學者投稿被刊登會對他們未來的升遷有幫助嗎？
黃：那這要看各個學校對於南洋學報的評價。對不對？要看這個刊物在學界的地
位。
彭：在新加坡呢？
黃：在新加坡地位也不太高。畢竟是講英語的環境。學校也知道這個刊物。有些
有名的期刊就對東南亞課題的文章沒興趣，所以學校還是會看文章的好壞。如果
好文章刊登再一般的刊物，需要一個解釋的手續，不像刊登在一些已經
RANKING 的刊物。我們當初在採用審稿制度也是有這個考量，因為學校在評估
一個刊物也是看有沒有外審的制度。等到他們認可之後自動就會把他提上來。有
些作者就會來問有沒有審稿，甚至審稿的意見也可以帶回去做為證據。彭：我在
過去都會看到財政報告跟會務報告。
黃：我覺得不應該包含在裏頭，因為你把它包含在裏頭好像是學會的內部刊物，
《南洋學報》應該是一個學術的期刊，不是學會的年度報告書，所以當局年度報
告不應該放上去。
彭：那我大概的今天的問題就到這邊結束。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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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陳榮照會長訪談(2014 年 8 月 28 日)
訪談者：彭彥程
彭：陳老師，我看過前幾年，台灣大學對您作的口述歷史，所以我今天把比重放
在南洋學報上。想先問您，您是怎樣進入南洋學報圈子的？
陳：魏維賢博士是在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擔任南洋學會會長，那時，他也是我在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同事，他在教育系，我是中文系，他邀我入會並成為《南洋學
報》的編委。
彭：我閱讀資料也發現您擔任過主編，請問您得到讀者的反饋是透過怎樣的方
式？
陳：我們的學會有網站，如果讀者有什麼意見的話，可以透過這個網站讓我們知
道。
彭：那請問您與投稿者之間的關係是單純的工作上的關係還是也有私交呢？
陳：應該兩種都有，因為有一些作者是已經認識的，研究南洋的學者，有一些是
不認識的，但是他們知道《南洋學報》。這兩方面的學者，我們都有向他們邀
稿。
彭：您覺得南洋學報的路線會是因為主編的興趣來改變還是環境的因素較大呢？
陳：你是指怎麼樣的環境呢？
彭：譬如說，1960 年代的本土化，這樣一個大環境的改變。
陳：大環境是會有一定的影響，而主編的意向，也是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比如說
最初的主編許雲樵教授，他的研究面是相當廣的，凡是南洋的課題，不管是歷
史、地理、經濟或植物各方面，他都有研究，所以在他當主編時，《南洋學報》
就是一個綜合性研究南洋課題的學報。到了 1958 年王賡武教授接任之後，由於王
教授是研究東南亞歷史的專家，因此他在選稿上就比較多採用關於東南亞歷史方
面的文章。可見一方面大環境有影響，一方面編者的意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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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那您剛提到像許雲樵，王賡武等人都算是相當重要的人物，那您覺得您是不
是也是南洋學報這個時期所代表的學風或是理想？
陳：學風需要比較長時間的醞釀，我只能說有個人的興趣，希望能夠把南洋研究
的素質提高，就是朝這樣一個方向去努力。
彭：所以您覺得現在的南洋學報的素質還不夠完善是嗎？
陳：雖然現在學報的素質是有一定的學術水準，也受到學界的肯定，但還是有進
一步發展的空間。
彭：那您覺得未來南洋學報要走的方向是如何？
陳：未來的研究方向，我們還是著重亞細安國家，以新加坡，還有附近的泰國、
印尼和馬來西亞這幾個國家為重點，也不太容易兼顧很多地區，如果能促使這些
地區的華人研究進一步提昇，我認為是很值得我們努力以赴的。
彭：您有走到國際化的打算嗎？
陳： 我們沒有國際化研究範圍的計畫，因為人力資源有限，集中在本地區研
究，才能夠更細緻與深入。國際化的面太廣，應由別的刊物來分工。我們還是以
亞細安新馬為主，這樣才可能搞出一些成績。
彭：南洋學報的歷史大概 70 多年了，您覺得他的貢獻在哪邊？
陳：南洋學會這 70 多年裡，在出版方面做得相當不錯，我們的叢書和文集、專
刊出版了 76 部，《南洋學報》從 1940 年創刊到現在也沒有間斷過，除了戰爭時
期，一直堅持出版。發表的論文，包括東南亞各國的歷史與地理、古跡、人物、
經濟、報業、會館、文化、教育和民俗的研究以及史料、碑銘的彙編等，不一而
足，這些作品為讀者瞭解本地華人的文史發展及其融入本地社會的道路，提供了
重要的線索，成為研究當地本土化問題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 以文會友，學
報也成為各國研究南洋學者們交流的平臺。
彭：那您覺得，1970 年代，新加坡把教育語言改成英文，對於南洋學報有影響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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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府教學語言政策的改變，對中小學生的影響較大。我們學報的作者或是讀
者，基本上他們的華文造詣都頗高，所以沒有受什麼影響。不像華文報紙，因為
讀者的華文水準不一，如果一般讀者的華文水準降低，那報紙為了銷路，就要慢
慢的把報導的文字水準降低，寫得淺白一點，所以現在的報紙，跟我們小時候看
的報紙，語言的水準已經不一樣了。
彭：那您覺得南洋研究跟東南亞研究，這兩者有甚麽區別嗎？
陳：廣義來說，南洋就是包括東南亞。
彭：那您會不會覺得，東南亞一詞會比南洋出現得來的多？
陳：當然，因為南洋這個詞慢慢地運用的人已經少了，東南亞就取而代之。早期
因為中國人飄洋南下，所以就把這個區域泛稱南洋。
彭：那如果把 30 年為一個代，南洋學報大概有 3 代了，您覺得這三代有什麼不
同嗎？
陳：我們不如從三個時期來看《南洋學報》的演進。第一時期的作者，主要還是
以中國的視角來看南洋，具有一定的僑民意識，這是早期的特色。接下來的第二
期，作者開始重視本地的研究，強調本地意識，到第三期，就是把研究的本土化
做得更深入。
彭：那您覺得這三期誰是代表性人物？
陳：第一期的代表人物是許雲樵、陳育崧、韓槐准等，第二期是王賡武、魏維
賢、李庭輝等人，第三期是崔貴強、顏清湟、陳榮照等。
彭：像許雲樵先生在學會中編了相當多年，但王賡武先生編的時間很短，那為什
麼您還會認為他是一個時期的代表呢？
陳：因為他接手編務之後，編輯方針跟早期有很大的改變 。
彭：比方說呢？
陳：第二期主要的發展是本土化，王教授著重在東南亞歷史的研究，而且他也開
始採用一些南洋大學在籍學生的作品，像顏清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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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用年輕人的作品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嗎？
陳：對，所以顏清湟也可以說是第三期的一個代表人物。
彭：顏清湟是馬來西亞人？
陳： 是。
彭：中國近幾年崛起，軟實力的擴張，那南洋學報會不會把興趣又轉移到那部份
去呢？或是說在版面的分配上，中國的部分會再多一些？
陳：我們會採用與南洋研究有關係的作品，如中國與南洋，中國對移民政策的改
變或是對於華人的看法。早期中國也是把華人當作華僑來看待，但是周恩來總理
就認為，這些海外華人應該落葉歸根，效忠本土國家，不應再把中國作為效忠的
對象。
彭：所以對於中國議題，是要與南洋有關的？
陳：對，要有相關的論題，單純的研究中國課題，我們並不鼓勵。因為有很多刊
物都有發表這類作品，大家可以分工。
彭：那相類似的期刊如華裔館，或是廈門大學出版的，您怎麼看待這些與南洋學
報的區別？
陳：華裔館跟我們研究的重點有一些是很相近的，以前華裔館的館長，也是南洋
學會的理事。
彭：好像都有共同性？像廖建裕老師？
陳：對，他也是我們的會員，華裔館研究當地華人的課題，可以說和我們大體上
是相近的。
彭：你們會有交流嗎？
陳：當然有，像吳振強和廖建裕，他們是華裔館館長，也曾任南洋學會的理事。
彭：早期南洋學報大概一年是兩期，後來日軍佔領暫時停刊，後來復刊，現在也
維持一年一期，這是什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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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最關鍵是經費的問題，因為我們是私立的團體，沒有獲得政府資助，只能靠
熱心機構或人士的贊助。學報每一期的出版費大約 4-5 千元的新加坡幣。所以在
經費上是相當大的負擔，每年出一期，已經是盡最大的努力了。
彭：所以現在學會的經濟狀況還是不很完善嗎？
陳：，一年一期還可以應付。但如果還要辦研討會，那就要另外籌錢，學會還需
要找熱心人士與基金會贊助。
彭：以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嗎？
陳：是，所以我們沒有能力購買會所。過去歷任會長，大都是學術界的人物，
大都不是富有的。
彭：那在 1960 年代的本土化運動，也象徵了中國視角的研究轉向了對本地的關
懷，那您怎麼看？
陳：這個轉變，就像你講的是一個大氣候， 就是國際上情勢的改變，尤其是中
國對華人的看法，不再把華人當作華僑，所以海外華人既然在當地出生、成長，
要有本地意識，就不應把中國當作效忠的對象 。
彭：所以這牽涉到各國的獨立與中國的態度？
陳： 對，這些國家還在被殖民的時候，也不太管這些思想意識，你要效忠誰都
沒關係，只要不反抗殖民政府就好。獨立之後，政府當然會要求人民效忠自己的
國家。
彭：我有發現會務報告，過去都有登在學報上，現在卻沒有了，這是怎麼樣呢？
陳：會務報告，早期都有登載，一直到李志賢當主編，他就認為，這些學會的私
有紀錄，不應該拿來公開發表。
彭：在您當會長這段時間，您覺得有什麼比較重要的事情嗎？
陳：我們的會員都逐漸老齡化，所以希望能吸收多一些年輕的會員，在理事的選
舉方面也多提名一些年輕的會員。盡可能使理事會年輕化，是一個比較主要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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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此外，2010 年學會 70 周年會慶，舉辦了一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
了會議論文集。，
彭：那這些年輕的人大概都是怎樣一個背景？
陳：他們大都是對南洋研究有興趣的學人，也有一些各界的人士。現在推行年輕
化並不容易，因為年輕人都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工作，很難撥出時間來參與
學會的活動。所以要找他們也不容易，要一下子全部換新也不可能，而且他們缺
乏經驗，需要成熟的理事引導。
彭：那你們這些有支薪嗎？
陳：沒有，都是義務，憑著興趣來參加學會。
彭：所以未來的方向是以南洋的制度與社會來發展嗎？
陳： 是，我們也可以找一些專題來研究。
彭： 喔對，好像下一期就是？
陳： 對，下一期的學報就是馬華文學專輯。就是研究以馬新的文學作品為主 。
以後可以朝這個方向發展，如新馬的社會、教育、語言、文化等課題都可以更為
深入地探討。
彭：您對南洋學報的推廣，譬如在中港臺的推廣？
陳：我們最近有跟八方出版社合作，他們的銷售網遍及全世界，希望通過八方的
推銷，把學報推廣出去。
彭：因為我在台灣其實也不好得到，大概也只有台大、中研院才有完整的一套。
陳：那也不錯。希望八方能聯繫上貴地的書店。
彭:恩，那我今天的問題就到這邊，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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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黃堅立教授訪談稿
2014 年 8 月 29 日
訪談者:彭彥程
彭:你的主題是訂在南洋學會本身還是大的南洋研究這一方塊或者是兩個組成再一
起?看南洋學會怎麼帶動南洋研究?是哪個方面？
彭:我主要是研究南洋學報，因為南洋學報歷史悠久，在發展上也有許多的改變，
例如本土化的過程。我想要透過幾個類別，例如:南洋學報中比較重要的作者或是
重要的編者，第一個部分為介紹與主要編輯的興趣，或是說走向。第二個是文章
的分類。例如什麼是跟中國有關係的，又什麼是想跟中國脫離的?
黃:所以焦點是學報本身，會牽扯到他的編輯、作者，人員嗎?
彭:是的。可以請老師先說一下您的學思背景嗎?
黃:好的，我是華僑第三代，是從祖父母那代來南洋的，父親也是，我是第一代在
新加坡出生。
彭:是一起過來的嗎?
黃:不是，是分批過來的。在教育方面我可以算是中英文教育參半的。
彭:那您是怎麼進入南洋研究這個領域的?
黃:這個大概從兩方面說起，一方面就是如你所說的家庭背景。我是第三代的華
僑，又是華人，所以對於華人的問題都會有所注意與考慮。另一方面主要是我的
博士是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念中國的民國史，我的主要專長是從 1912 到 1949 那
一段，但是剛好這一個時段的中國歷史中的一個主脈，其中一段就牽扯到華人華
僑的問題，因為那個就是高峰時期，尤其是抗日的氣氛，整個帶動了華僑社會，
怎麼去籌款、抗日等等。所以就把中國跟東南亞，華僑華人就拉的很緊密。所以
我自己是從事民國史，也就進入這一塊華僑華人的歷史。所以主要就這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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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那老師我在研究南洋研究時，我是不是也要相當注重當時革命，像孫中山來南
洋募款等等的課題?
黃: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南洋研究的東西，那時候就是透過這種高昂的民主主義去
推動，尤其是文人，都是緊緊地被拉住，但是他們也是在南洋一段時間，所以也
有一些南洋的情感，所以要怎樣跨越這種中國中心的情感，跟南洋本地化的東
西，那種張力，就變成需要考慮的一部分，中國中心那部分的張力就要注意到孫
中山，搞革命那一塊。晚晴園你可能注意一下，孫中山來南洋八次，其中有幾次
是住在那邊的。
彭:好的。
黃: 中國大陸與臺灣達到所謂的“九二共識”後，曾經有考慮是否有可能在晚晴
園舉辦一次辜汪會議， 但是後來事情並沒有進展。
彭:老師您對南洋學報熟悉嗎?
黃:剛跟你提到那篇論文是我指導的，所以我是知道的，南洋學報跟南洋學會，可
以說是那一段華人華僑歷史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比較菁英跟文人創立的學會跟學
報，但是卻帶動了南洋研究。所以很重要，我不能說我都知道，但我有些應該能
夠回答你。
彭:好的，老師我的研究比較偏重在主編這個部分，那您覺得主編或是大環境對於
南洋學報的走向有比較大的影響?
黃:完全同意，如果是你觀察石之瑜老師的話，你也會觀察他的性格、興趣，他辦
的學報、他帶的學生，多多少少都會有他個人的研究興趣會有關係，所以你用主
編這個角度去切入，應該是有一個邏輯在背後。但是另一方面要考慮，主編的影
響力，帶動力很重要，但同一個時期你要注意到，就是辦雜誌，你就不能夠完全
的帶動，因為學報很多時候是比較開放式的，讓一般人去投稿，所以你的學報選
些什麼樣的東西就要依據什麼人在投稿，所以你就不能完全控制文章的來源。所
以一個主編對於學報的方向是有影響力，但是他的影響力有時候也是有限，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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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來源，因為學報你要繼續辦下去，就必須要挑。也不能說這篇不要那篇不
要，這樣學報就辦不成了。但你這個要那個要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雜亂。所以你
從主編跟文章兩個角度來看也是好的，不要單一以主編，也要看文章，這樣會比
較完整一點。
彭:文章又會牽涉到作者的部分。
黃:文章就是作者跟題目，還有作者的背景。
我:那您覺得現在有相當多這類型的學刊，那您覺得比較下來，南洋學報跟這些有
什麼不同點嗎?
黃:這個可以變成你研究的一部分，要通過你自己的研究才能發現有或是沒有。我
自己不是很清楚。我只能說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南洋學報的定位就很不一樣，因
為他們是比較早期，從 40 年代就開始，那個時候哪裡有廈門大學的那本期刊
呢。所以從歷史時間的定位來看，南洋學報就重要的多，可以說是先驅者吧。這
個角色是非常特殊的，過後的這些學刊你就可以比較一下有沒有不同，告訴你的
讀者，這也算是你的貢獻之一。
彭：廖建裕教授認為東南亞研究一詞會取代南洋研究，這您怎麼看?
黃:這句話有一定的邏輯，也有含意，含意就是「南洋」就比「東南亞」來的早
了，跟剛剛我講的同一個道理，哪一個先哪一個後，歷史程序上要很關注的。而
且讓我們做判斷時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南洋肯定是比東南亞來的早。其中東南
亞這個字從英文翻譯過來，在 2 次世界大戰之前根本沒有這個詞，都是因為打戰
的關係。但是東南亞就比較有概括性，東是從東南西北這樣來，是從國際上、地
圖上來看。南洋就不一樣了，南洋這個詞，就是有點中國中心論。就是以中國下
南洋的觀念，尤其是 2 戰之後，東南亞一詞越來越普遍，獨立、去殖民化。他們
之間的獨立感就很濃厚，他們要跟中國拉開距離，他們華人有自己單獨的特性，
有本土化的色彩，所以東南亞就越來越普遍，越來越能夠被人接受。但是南洋就
沒有這麼中立化，但是南洋還是保持了他的魅力，所以像有時候拍電影，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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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的詞彙，還是會出現南洋這個詞彙。所以廖教授所講的的確也有道理。但會
不會完全代替，我也就覺得未必如此，有時候舊的東西有舊的東西的魅力。
彭:復古風?
黃:對，復古的風氣，而且也提醒我們，南洋這詞就是比東南亞來的早，而且是很
關鍵性的，海外華人華僑移民的問題從很早的年代就已經存在，尤其南宋過後，
透過海外貿易，絲綢之路，所以他有他的一個邏輯性在背後。
彭:那項比較早期的南洋學報比較多的興趣是在史地、動植物、礦物，非常廣泛，
中期之後對於華人問題比較關注，您覺得未來應該會怎樣發展或深究嗎?
黃:你就從李志賢那本書，因為他就有提到未來的去向是怎樣。這個要了解的話要
注意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南洋學會有出現分裂的問題，大概在 80 年代生了
一個雙胞胎，叫「亞洲研究學會」，他們也有自己的期刊叫《亞洲文化》，所以
我剛提到的這篇學位論文，<從南洋學報和亞洲文化看東南亞研究>，所以這個期
刊就是一個後者，其實這一批人就是南洋學會裡面跑出來，所以他學會本身是在
學報的後面，學會就有了分裂性，這個分裂是蠻大的分裂。後面也有很多人事關
係等等，你看那篇論文裡面有談到一點，也不是很多，我批評他就是談的不夠。
但是這個問題也是很複雜，所以人事等等就纏在那邊，所以就分出來，過後就有
點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那種情況。
彭:您是指南洋學報嗎?
黃:對，對學報也是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就分散了主流的人力與資源，這個也要考
慮在內，這對學報有所打擊。所以過後的南洋學報就有點僵化了，我剛講的心有
餘而力不足，整個東西有點走下坡。第二個要考慮的是，南洋學報是個單語學
報，雖然有個時期有幾篇英文文章，但主要是用中文出版。這個大局面在新加坡
的話，中文趨勢是不妙的，是走下坡的。你會看到很多報導、政府的報告，宣傳
说我們是雙語社會，這都不正確，新加坡是越來越英語化的社會，所以讀的人就
少，投稿的人也少，現在很多都是外地的。所以真正用華文來寫的東南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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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時候不一樣了，許雲樵、陳育崧，都是本地的學者，現在都不是這樣了，很
多投稿的都從中國大陸、台灣。所以到底是不是南洋人推動南洋研究一個動力呢?
就有點變質了，所以也就沒有多少人看，沒有多少人去支持，所以你現在進入這
個研究領域，可以說高峰已經過了，他們還在努力，包括李志賢老師他們都還在
努力，但是能不能再把它帶到另一個高峰那就不知道了，也不是很樂觀。
彭：我的感受也是跟老師相同，但昨天與學會的兩位人員見面就覺得他們都很樂
觀。
黃:你見了誰?
彭：陳榮照會長跟李志賢副會長。那老師您覺得中國的壯大，軟實力的擴張
對於在南洋研究上，會有更多偏向中國的可能嗎?
黃:所以我剛談的兩方面，學會的雙胞胎和另一個是新加坡的語言語境情況，第三
方面就是要加入大陸這一次的崛起，這應該也是有很大的影響，那這個影響是在
哪一方面呢?一部分就是大陸、台灣的大學開始重視，因為改革開放，華人研究的
課題又開始熱鬧起來。所以你們也需要地方投稿，來這邊找資料，所以學會那邊
的人就會比較樂觀，一種再次崛起的感覺，的確是如此。但是這個崛起的感覺，
主要是靠中港台，中港台這些人對華人華僑問題都很有興趣，所以他們就投稿，
來做研究。那本地的呢，因為整個研究又熱起來，我們也有點被帶動，但是比重
來講本地的色彩就比較少一點，所以外來的勢力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彭:所以老師您覺得若是外來的勢力在推動東南亞研究，你是不樂見這樣的嗎?
黃:這個不應該阿，因為我們做歷史學，觀察這種勢力的上上下下，盡量還是不以
意識形態來表態，到底是本土好還是外來勢力好，尤其我們做學術，常常有個底
線就是說，這種東西是沒有邊界性的，沒有分內跟外，沒有分本土跟海外，就是
交流。透過交流，大家能有共識，或互相了解。所以我不覺得會好或是會壞，我
覺得這種東西，若沒有外來勢力帶動，可能情況會更加黯淡，現在有外來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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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會重新有興趣。可能外面的勢力會比較大但是我覺得這沒有關係。這很好
的事情，很歡迎，就是希望本土會被帶動起來。
彭:那現在像新加坡新一代的學人，他們對南洋研究的興趣高嗎?
黃:現在的話，這一批人比較少，走向單語社會，人數少，熱情也比較少了。但是
從大局面而言，可能已經從低谷走出來了，因為有外來新注入的能量。
彭:所以在前景的預測是不錯的?
黃:還是不知數吧!至少是渡過低點，但會不會回到黃金輝煌時代，這我說不定，
只有靜待觀察。
彭:如果把南洋學報分為幾個時期，您認為哪個人物可以做為早期的指標性人物?
黃:許雲樵
彭:那中期呢?
黃:我覺得兩個人物，許雲樵跟陳育崧，接下去的話可能是魏維賢，接下來就是陳
榮照，中間應該是有其他的，但是如果是這幾個的話，你去注意一下。所以你這
個論文就看你怎麼分期了，若以人物來處理也是一個方式，但是以人物就牽涉到
學會的運作，就不能只看學報而已了，你就必須了解整個學會的來來去去，尤其
是他們 80 年代出現雙胞胎的問題就很重要了。
彭:老師，在早期陳育崧跟許雲樵，是不是也有不愉快?
黃:對，就是不同的意見跟看法等等，這很難免阿，文人相輕。所以你這個研究就
不能限於學報，學報只是一個工具、平台，其實也是有人物關係的。另外一個人
物你要加下去就是王賡武教授，但是王賡武你真正看他也沒有多長時間在南洋學
會裏頭。他只是很短暫的，所以影響力也不是大。所以你就是必須要處理學會人
事的問題。
彭:我昨天在跟兩位學會的人討論時，他們都認為王賡武是一個中世代，指標性的
人物，他們說王有個開創性的角色，但我認為一兩年的時間，沒辦法真正做什麼
事，可能多半只是要跟他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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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對，因為他是大人物嘛，因為王賡武後來的學術成就非常的高，其實超越他們
全部人，所以有時候有個名人你就要牽住你的歷史，到底是不是這樣的情況，你
就要有自己的判斷。我依稀記得他當時是有想要把學報帶領到另一個方向，但是
後來就要出國念書，所以後來也沒有多少的實際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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