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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際，在各地主要的華人移民社群中皆出現過尊孔風

潮，然而已對此最為熱中的區域當屬新馬一帶。本文研究區域聚焦於新馬，主要

為吉隆坡、新加坡及檳城三個主要華人城市的活動，主要對象為祭孔及其相關社

團及活動。 

    新馬大眾集體祭孔始自 1899 年吉隆坡各幫聯合祭孔，而新加坡在 1908 年到

達高潮，檳城則至 1911 年始達高峰，進入 1912 年之後的尊孔運動在新馬華社仍

在一段時間內起了重要的大眾凝聚作用。 

  本研究顯示，新馬地區初期受到海外維新份子鼓吹以及維新報刊的傳播，華

社一時間引起尊孔風氣。直到清朝官方升祀孔為大祀，凝聚了新馬華社的群體認

同。新馬大眾祭孔活動的趨向，表現出華人信仰對於社會的一種適應過程，由朝

廷的下令號召尊孔開始，到流亡海外康梁的孔教支持者鼓吹的蘊釀，接著新馬當

地華社商人的領導及推動，新馬華社的祭孔開始實踐並成為華社一股風氣，進入

民國之後，華社領導層的更迭以及知識份子的主導，祭孔活動一則完全走入民間

信仰祭典的其中之一，一則成為孔教會的會員活動。 

  本研究指出祭孔活動在新馬華社的在地發展及轉化，其社會意義在於跨幫社

群的認同、大眾祭孔以及孔誕成為認可的公共假期。新馬華社轉化孔子的象徵符

號，發展出本土的意識以強化華社群體認同，成為一場移民社會的在地化運動。 

  高深的儒家經典，並非普遍為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由華社領導層的支持，民

間化的慶典活動以及祭祀禮儀的實踐，使其融合為民間的文化生活，並在大眾生

活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認同，進而能凝聚族群。清末民初新馬的尊孔意識發展

出一場移民社會在地化的尊孔活動強化了全體華社群體認同，成為一個短暫而精

采的聚族運動。 

關鍵字：祭孔、新馬華社、新馬孔教運動、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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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ime, each main Chinese immigrate 

community arose up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movement, This thesis focus on the 

area of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Native States of Malaya, mainly for Kuala Lumpur, 

Singapore and Penang, three main Chinese immigrate city, and the main objects are the 

ceremony of Confucius and the related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establish the movement and explore the 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Chinese. The very 

first ceremony of Confucius was held in Kuala Lumpur in 1899, but Singapore was 

arrived the high tide in 1908, Penang reaches the peak in 1911.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Native States of Malaya affected by the 

reformers in the initial stage. Until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 upgraded the ceremony of 

Confucius into th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remony, the social cohesion could be 

gathered by Confucius. The research carries the analysis out by the view of 

documentary-historical reviews, here brings up a contention that the Confucianism 

revival movemen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and the native states is similar to a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At those times, it was a turbulent period of history, numerous Confucian 

scholars founded many Confucianism groups for the sake of change the fate of the 

empire and peopl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native states, the sponsors tried to 

convince the Chinese immigrants the Confucianism could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eligions. This thesis employed the newspapers, as“Bing Cheng RI 

Bao”,“ Tian Nan Xin Bao”,“Ri Xin Bao”,“Nan Yang Zong Hui Xin Bao”etc., 

to re-establish the movement. And tried to explain the movement was to transform the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elite, and turned into a nativism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identity. Under the Straits government, Confucianism seemed to develop freely, an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special characters of belief and religion, this movemen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hinese cohesiveness revivalism. 

Keywords: the ceremony of Confucius, Chinese community,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Native States of Malaya, Confucianism revival movement, Chinese Cohesivenes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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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思路 

  在中國長久的歷史之中，孔廟作為官方祭祀制度，恰好是傳統社會裡政治與

文化兩股力量最耀眼的交點。1過去百年間，孔子是一位温良謙遜的學者，亦是被

人尊奉為至聖的神明，也曾是被眨斥的妖魔化對象。隨著近代以來社會的巨變，

儒家不再是唯一的秩序及權力的合法性準繩，然而儒家早存於各種傳統，化作華

人的共同文化基因，各自表述。 

  引起筆者對祭孔的關注，實始於台北孔廟釋奠古禮的參與過程，由｢鼓初嚴｣

遍燃庭燎香燭始，｢啟扉｣、｢迎神｣、｢三獻禮｣、｢恭讀祝文｣、｢送神｣至｢復扉｣、｢

捧祝帛詣燎所｣、｢望燎｣、｢撤班｣，身為華人對於信仰的認知及想像，筆者對一連

串的祭祀過程所具有的宗教性質感到興趣，或許這中間可能反映著筆者對於祭孔

儀式與民間信仰儀式之間倒果為因之謬。然而透過和孔廟及資深禮生的訪談，不

疑有他｢這不是宗教儀式是什麼呢？｣，對於所謂｢民間｣認知與「官方」宣傳的差

異性，開啟了筆者對於祭孔宗教性的興趣，進一步了解之後，得知多位禮生曾赴

新馬各處指導祭孔典禮的進行，引起了筆者對於海外孔子祭祀的關注，因而開啟

了本研究的動機。 

  十九世紀以來，大量華人移民南洋開天闢地，胼手胝足、經沐風雨，從而塑

造了獨有的華人社會。華人移民是背著神主牌、捧著神明過海的，信仰的力量成

為早期華人在移民路上的守護力量以及連著原鄉的精神繫盼，也成為調節移民群

體的行為、凝聚同鄉的形式。新馬華人移民帶來了許多傳統宗教文化，並在當地

紮根、轉化、發展乃至生生不息。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之際，也正是孔子形象面臨劇烈轉變之時，敬奉孔

子的儀式──祭孔來到南洋，並掀起一股尊孔熱潮，這股熱潮一時之間由吉隆坡延

燒至新加坡、馬六甲、巴羅、吡叻、檳城乃至鄰近地區，荷屬印尼的錫加望、吧

                                                      
1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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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泗水、緬甸仰光等地。2這場「孔教運動」在現有學術成果上，定位為文化復

興運動，綜合政治的、文化的、東西文化撞擊下的民族運動，定義為民族主義的

實質表現。然而新馬孔教的研究是由儒學角度、政治角度及知識份子的回應所組

成，對於廣大華人社會層面的敘述近乎闕如。在強大的華人信仰系統中，華人社

會如何看待一個以傳統復而創新的信仰對象？尊而不親的孔子對於新馬華人產生

了什麼聯繫？形成了什麼共識？發生了什麼轉化？故本文研究目的在於：一、了

解新馬大眾祭孔與華社領導層之間的聯繫及其特性；二、架構清末民初新馬大眾

祭孔的轉變與在地化發展的運作模式。 

第二節 研究主題與範圍界定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際，在各地主要的華人移民社群中皆出現過尊孔的

活動，然對此最為熱中的區域當屬新馬一帶。本文研究區域聚焦於新馬一帶，主

要為吉隆坡、新加坡及檳城三個主要華人城市，主要研究標的為祭孔及華社及相

關社團「孔教會」之運作。 

  本文的研究期限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十九世紀

末至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本文討論時間上至 1881 年樂善社成立，下

迄 1920 年代左右。之所以如此限定，主要是因為社會思潮的興起更迭都需要一定

時間，在年限上需具有伸縮性。在現有學術文獻中，認為新馬尊孔的開端始自 1899

年吉隆坡各幫聯合祭孔，並加入了康有為所影響的孔教因素。以目前現有研究看

來，在 1912 年之後，對於曾稱為民族運動實質及作為醞釀華文教育前導的孔教運

動之後續發展少有論述。本文著重於尊孔活動對新馬華社的在地發展及轉化，當

祭孔進入星馬華社，本文以華社的角度來檢視，可以具體看到短時間之內一個重

新建構具有本土特徵的信仰如何在一個地域產生影響，產生了什麼樣的詮釋，並

在什麼樣的程度上影響了大眾。 

  由現有蒐得的文獻材料顯示，筆者認為新馬祭孔的社會意義在於公開大眾祭

孔、孔誕成為公共假期、慶典本土化、以及以宗教為目的的社團化實踐努力。基

                                                      
2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1995 年，頁 84-157。 

 



第一章 緒論 

3 
 

於上述，筆者期望透過本研究，建構新馬尊孔活動的發展及轉折，並論述新馬華

社如何轉化中國祭孔的象徵符號，發展出一場移民社會在地化的尊孔意識以強化

華社群體認同。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以新馬祭孔為研究對象，同時也需論及中國本土尊孔研究，南洋華

人社會與文化研究，以期在前人豐碩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突破，以下分別對上述相

關領域學術成果進行簡述。 

    目前已知有關新馬孔教研究多以新加坡為主軸，並由新馬孔教海峽僑生重要

倡導者之一的林文慶做為中心進行新馬孔教的論述。 

  主要論述有顏清湟教授所著的單篇論文〈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

復興運動〉，本文是運用大量報紙資料，如《天南新報》、《日新報》、《南洋總匯報》、

《叻報》等進行孔教運動的建構。本篇主要交待了中國的孔教與新馬孔教的發展

差異，並認為這場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3與中國相比，新馬的孔教運動最

大的差異在於形式。在中國，孔教支持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運用政治手段企圖

使孔教成為國教。在新馬的孔教支持者則是以建立孔廟、紀念孔子誕辰、報紙言

論的方式影響大眾。顏清湟主要把當時新馬孔教的一系列活動定位為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顏清湟認為這場運動，不純然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文化的，並且是

東西文化與政治互動和衝突的結果。作者認為這場運動的意識形態直接來自康有

為的改良運動，其主要作用為：一、將孔教作為國家強大的主要源泉；二、將孔

教作為一個有效的現代化力量；三、將孔教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新生力量。在這

篇論文中，顏清湟認為孔新馬孔教的領導層背景複雜，上層缺乏連續性，主要的

領袖人物都是在地的商人，也是主要方言群的領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華

人社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在文章中，並未論及何以新馬多數的領袖們要支

持孔教的動力或者是動機，因此在孔教運動中包括了熱心支持者，如林文慶，和

為了提高領袖地位的機會主義者。這裡討論的元素缺乏了華人信仰對於孔子認知

                                                      
3
 顏清湟著，栗明鮮譯，〈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第八輯，1985 年，頁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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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以及傳統華人信仰在地方上的運作模式。在孔教作為宗教的討論上，顏

清湟認為，由於孔教不是一個純粹的宗教運動，所以缺乏一種有宗教獻身精神的

團體來計劃和執行。在這裡的觀點，筆者認為顏清湟以西方對於宗教的定義加以

理解孔教的宗教性，會忽略了華人社會所本有的信仰系統及特質。 

  另一篇則是〈林文慶與東南亞早期的孔教復興運動(1899-1911)〉一文，本文

則以林文慶為中心討論了孔教的發展，以及和中國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並論及

印尼孔教與林文慶之間的關係。4本文對東南亞孔教傳播的背景進行闡述，當時除

了越南之外，華人移民社會傳統文化的保留主要是依賴華人移民的教育機構，也

就是傳統私墊教育來維繫，但對整體文化最大的威脅卻是來自外來的西方文化，

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方式以建立教堂及學校，並通過提供教育服務向華社傳教，中

國傳統的文化及儒家價值漸漸受到衝擊。在中西文化相互滙流和衝擊之下，林文

慶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海峽僑生之一。事實上，本文雖討論林文慶與孔教運動的關

係，然而文中直接表示林文慶並非孔教運動的首倡者，他的角色是偶然的而不是

必然的，孔教運動所要影響的群體主要是新來乍到的移工，但也有少數像林文慶

等大力支持運動的海峽僑生，這個運動跨越了移民和僑生之間的分界線。林文慶

對於孔教運動最主要的影響是來自於其所辦理的《天南新報》為之喉舌，並發揮

了它的影響力。孔教在新馬主要支持者以富商及方言群領袖，以及後來所成立的

中華總商會為主要倡導者，並且，運動主要成功的因素是來自於清朝高官及清政

府的態度所致。文中描述孔教運動有兩次高潮，但對於在 1908 年開始第二波的孔

教運動為什麼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現感到費解，並認為這個吊詭的現象，可能來自

於孔教運動不像基督教或伊斯蘭那樣具有完整的綱領和組織網絡。然而筆者認為

華人信仰體系雖未如基督教或伊斯蘭的組織體系，卻有其獨有的運作方式流傳千

古，由華人信仰的運作模式切入觀察，或可更加理解孔教在新馬流轉的情況。 

  李元瑾的《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滙流與矛盾》一書中，專章討論了林

文慶的儒家思想，從林文慶對儒家思想的推崇、理解到推行，文中已明文討論林

文慶主張孔教是合乎理性的宗教，並探討了林文慶在廈門大學期間推行孔教的主

                                                      
4
 顏清湟，〈林文慶與東南亞早期的孔教復興運動(1988-1911)〉，《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香港：香港

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頁 34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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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書是以林文慶為主體的研究，對於當時社會反應的討論較少。5李元瑾在書

中論及林文慶對於當時社會所謂迷信風氣必須改變，因此推崇儒教，並以它為改

革華族社會的根據，對於當時華社對於孔教活動的反應大致上提到了林文慶及邱

菽園領導緒紳董成立孔教組織，當時集合了不同方言群的代表，可以看出儒教在

當時的影響力。於此同時，孔誕時人們在家中祭拜孔像，商界學校礦場放假一日，

並施放煙火，搭台唱戲，孔誕已成為新馬華族一大節日。以此看來孔誕時的慶祝

方式仍是屬於傳統的華人節日，筆者認為相較於林文慶的抨擊華人的偶像崇拜，

以及簡化儀式的主張，似乎有所相悖，此論文是以林文慶為中心，文中並未深入

究竟孔教運動的消退因素。本論文欲檢視當時華社反應的同時，以林文慶的思想

進行反向觀察可以提供不少的啟示，及考證的輔佐。另外，李元瑾在《東西文化

的撞擊與新華知識份子的三種回應》中，延伸並綜合了前書的討論，討論了邱菽

園及林文慶在東西文化衝擊下對於孔教之推崇及其態度，主要是以上層知識份子

的回應為主要討論。6
 

  何國忠的〈錯位的文化熱情：林文慶的中國路〉一文中，亦以林文慶為中心，

討論了林文慶支持著康有為的改革思想也支持著孔教的推行，並提到了廈大期間

和魯迅之間有關尊孔的矛盾，何國忠認為林文慶的堅持未能契合時代，以至未能

得到應有的寬容。7
 

  張靜的〈從林文慶儒教認同的思想形成再探新馬儒教運動(1899-1911)〉一文

中，則重新對孔教運動的性質進行思考，並試圖辯析推行孔教不應簡單理解為在

當地華人社會中復興傳統的中國道德價值觀以及重申中國化的主張，在文章中開

始提出應以宗教信仰角度來解釋這個運動的本質，並質疑林文慶面對雙重身份－

峇峇－漢族時是否存在「矛盾」。8
 

  由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出版的《別起為宗：東南亞的儒學與孔教》一書中，

                                                      
5
 李元瑾，《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滙流與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0 年。 

6
 李元瑾，《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份子的三種回應》，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1。 

7
 何國忠，〈錯位的文化熱情：林文慶的中國路〉，《文化記憶與華人社會》，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2008 年，頁 43-67。 
8
 張靜，〈從林文慶儒教認同的思想形成再探新馬儒教運動(1899-1911)〉，《台灣東南亞學刊》6 卷 2

期，2009 年，頁 77-96。 

 



第一章 緒論 

6 
 

收錄的 11 篇論文。9論文集的作者都是新馬在地學者，主要特點是強調在地論述，

避免了中國中心論的論調，其中徐李穎的〈從花果飄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在

民間發展的三種模式〉以從聖壇走向神壇的新加坡南洋孔教，論述新加坡儒教在

民間發展的三種模式，本文的總結認為新加坡孔教的發展，應以民間宗的模式為

出路。從社會影響方面來看，徐李穎認為當時新加坡實得力孔教會是配合當時中

國及東亞儒教運動展開的，在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很大；而且當時領導者都是具有

號召力的翹楚，他們把孔教和其他的民間宗教區分開來，試圖建立一個以孔教為

主導宗教的華人社會。二十世紀初期的新加坡，很多華人依然效忠清政府，從文

化上認同中國，使得孔教運動有一定的群眾基礎。10盛碧珠的〈南洋孔教會簡史〉

主要以編年史的方式將孔教會的歷史事件加以記錄，對於了解孔教在新加坡的歷

史是一重要文獻。 

  此外，在梁元生的《宣尼浮海到南洲》一書中，將早期新加坡數份報紙中有

關於儒家思想之資料加以彙編成集，有系統的把新加坡早期儒教復興運動的相關

言論按建孔廟辦學堂及鄰近地區的建廟興學運動加以分類收錄，十分有利於孔教

研究之進行。然而其主要是以言論為主，針對孔教活動的相關報導收集則不多，

較難建立華社對孔教的認知。關於社會活動層面的架構，尚需進一步由收集報紙

資料中建立。 

  其他近期期刊論文如李天錫，〈孔夫子信仰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的傳播〉；鍾小

武，〈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南洋華僑孔教復興運動的緣起與性質〉；邱巍，〈近年

來孔教問題研究述評〉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孔教進行論述具有其參考價值。11另外，

王愛平的〈宗教儀式與文化傳承──印度尼西亞孔教研究〉博士論文中，在印尼孔

教的傳播過程中，論及了印尼孔教思維對新馬孔教也做了相關論述。 

  前述論文在研究時限上，時代主要設定在 1911 年之前，1911 年之後的星馬孔

教發展情形除了孔教會成員幾篇針對孔教會組織本身的歷史文獻外，幾乎付之闕

                                                      
9
 林緯毅主編，《別起為宗：東南亞的儒學與孔教》，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10。 

10
 徐李穎，〈從花果飄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教在民間發展的三種模式〉，《別起為宗：東南亞

的儒學與孔教》，頁 211-229。 
11

 李天錫，〈孔夫子信仰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的傳播〉，《黎明職業大學學報》，期 3(2007)。邱巍，〈近

年來孔教問題研究述評〉，《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期 2(2003)。鍾小武，〈十九世紀末二十

世紀初南洋華僑孔教復興運動的緣起與性質〉，《八桂僑史》，期 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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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然而事實上，孔教運動的影響並非立即消逝於新馬華人社會，在 1911 之後的

若干年間，仍然部份持續其社會影響。在研究主題上，上述論文除了以新加坡為

場景以林文慶為中心的討論之外，對於其他孔教支持者或是新加坡以外區域則甚

少論述。而針對在中國本土孔教的學術成果十分豐碩，然而新馬孔教運動之發展

有其特殊進路，中國本土孔教的論述則成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藉以理解其與新

馬孔教之間的異同。 

    在針對中國本土孔教的論述部分，討論尊孔思想或是儒教思想的著作甚豐，

然而本論文著重於社會觀察，思維辯論之專著則可作為本文背景的參考文獻。12有

關中國孔教運動的論文，韓華的《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專書討論民國肇

建以後的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的研究，本書將孔教會及國教運動放在二十世紀初新

舊思激盪的複雜歷史背景下，由文化史的角度進行有系統深入的探討。13本書著重

於討論民初尊孔運動的內涵以及實質，並且對於學界長期以來將孔教會視為配合

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組織及運動的論述進行辯正，作者認為將孔教運動等同政治運

動，這和史實存在一定偏差，並逐一針對孔教重要支持者進行分析闡述。認為在

複雜的孔教支持者群中，事實上對於當時政治問題的看法及態度存在相當大的分

歧。另外，韓華也剖析了孔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之間對立的因果關係，這兩個在

民初思想文化的重要運動，在因應中國政情的急速變化之時，對傳統文化發展出

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二者的矛盾衝突卻共同推動了文化的發展。14中國政情的發展

一直是為海外移居者所關注，民初孔教在中國的發展，在再牽引新馬孔教的動向，

                                                      
12

 如馬克斯‧韋伯著，洪天富譯，《儒教與道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另見原著：Max 

Weber,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Tubingen:Mohr, 1978) 。唐文明，《敷教在寛：康有為孔教思想

申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黃進興，《聖賢與聖徒》，臺北：允晨文化，2001。黃

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李申編，《儒教、孔教、聖教、

三教稱名說》，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胡朝陽編，《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干春松，《制度儒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龔道運，《近世

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加地伸行著，于時化譯，《論儒教》，濟南：齊

魯書社，1993。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濟南：齊魯書

社，2004。陳明主編，《激辯儒教》，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陳煥章，《孔教論》，上海：孔

教會，1912。盧國龍主編，《儒教研究（2009 年卷總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張衛波，《民國初期尊孔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除上述之外，尚有許多有關中國孔

教論述，無法一一列舉。 
13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14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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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孔教同政治之間的關係有助於理解新馬當地支持者的態度。而關於孔教與其

他宗教之間的關係，韓華認為當時一切民初中國社會一切人倫關，從婚喪禮俗到

節慶，大體上都依循儒家規範而輔以佛道二教的格局，當時國教與非國教之爭，

主要反應在孔教徒與基督徒及天主教徒之間。事實上無論在中國或是新馬，孔教

發展的意義更清楚地表現在孔教與基督教及天主教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實質上更

是中西文化之爭。15韓華的研究對孔教會及國教運動的社會與思想進行清楚的爬梳，

相對於新馬孔教發展之異同有極重要的對照參考價值。但由於時間上以民國以後

為主，在民國之前的發展，主要是探討康有為及陳煥章的孔教思想，而有關社會

層面，韓華認為康有為在 1912 年正式成立孔教會之前所建立的尊孔組織及尊孔活

動，和民初孔教會及國教運動相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韓華均將清末的活

動視為民初國教運動的醞釀時期。而在提及新馬的孔教運動時，韓華認為只能是

一般的尊孔活動。16相較於顏清湟認為新馬孔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看法有

較大的差異，筆者認為，孔教在中國及新馬之形成背景不同，對兩地社群的意義

也有不同，孔教在新馬本土的延續及再造，並試圖成為不同方言社群整合因素，

與中國當時時空背景下冀望建立國教，明顯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及發展。 

    陳熙遠的〈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一文中，則

認為長期以來孔教相較其他宗教長期在民間耕耘的社群組織，孔教幾乎毫無制度

性的社會力量可言。17陳熙遠認為，孔教傳統因應國家體制和權力結構的鉅變，試

轉向民間社會以尋找制度性的出路。18孔教社團在民初大量出現，應視為孔教傳統

因應國家體制和權力結構的鉅變，試圖轉向民間社會以尋找制度性的出路，對孔

教會而言，凸顯孔教的宗教性，無疑是維繫孔教於不墜的最後救贖。19而事實上，

孔教明確指為是宗教的官方論述，在晚清最後十年之間己然成形，文中剖析了清

朝末年朝廷對儒教的尊崇有增無減。大勢所趨，於 1906 年時更將祀孔典禮由「中

祀」提升為與祭天相同的「大祀」，祀孔到了清朝最後擢升至前所未有的地位，但

                                                      
15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頁 1-9。 
16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頁 70-71。 
17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中國史新論 宗教史分冊》，

台北：中央研究院，2010，頁 511-540。 
18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11。 
19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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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如此，在進入民國之後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本文對於儒教社團化的嘗試有

較深入的討論，民國成立之後，儒教失去政治的依傍，民間社團紛紛出現，競相

爭取儒教的領導權，然而失去政治的支持，民間社團對於如何以新的模式在基層

的庶民生活中紮根，事實上是既無經驗也無訓練，在還來不及長時間投入之時，

在國教運動失敗及復辟陰影中夭折。20在本文結語中，作者論及儒教的現代轉向是

一個相當複雜課題，同一時期週邊受儒教傳統影響的各國，也同樣面對如何安頓

儒教的處境。21從另一個角度而論，在海外的華人社群中，孔教思潮一時之間風行

草偃，如若說儒教需要政治的依傍才能存在，那麼，朝廷對海外華人社會來說，

都只是高而遠的象徵，何以孔教熱潮得以持續，又在何種情況之下偃旗息鼓？或

如 Watson 所主張華人的信仰模式一直以來，國家所鼓勵的是象徵而不是信仰，加

強的是結構而不是內容。而其文化認同的角色是早於國家認同的角色，舉行祭典

儀式對於決定誰可以被視為是「中國人」（華人）是非常重要的。22若由華人信仰

傳統的角度切入，複雜的孔教課題，在新舊時代交替之處，或可檢視出其原貌。 

    以目前現有相關論述看來尚無針對新馬華社對於祭孔在華社的實踐進行討論，

並且，論及祭孔議題時，較少以華人信仰視角檢視此一歷史脈絡，更多是關注在

政治上、文化上之因素，然而其事件本質是帶著華人信仰性質的運動，其時運動

領導者實以宗教待之，並以信仰之姿向大眾傳播，筆者認為應避免以西方宗教理

論及架構直接套用於華人信仰之解釋，這一點在本研究可以通過歷史的材料說明，

也可以通過理論的分析證明。華人宗教存在於華人社會之中，無法用既定的西方

宗教定義理解，必需以華人文化的視角檢視，筆者認為，將研究視角移向當時社

會並站在相同思維起點，或更可以架構其歷史原貌，並進而討論祭孔在海外華人

文化及社會下的意義。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分析法來進行研究，主要從歷史文獻中力圖發掘新馬大眾

                                                      
20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29-535。 
21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36。 
22

 有關 James L. Watson 的論點，將於後面章節加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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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的脈絡、成因及影響。主要方法為從歷史文本中建構新馬祭孔原貌。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對社會現象的間接觀察方法。應用科學方法找尋歷史資

料、檢驗歷史記錄、研究社會變遷的方法。所使用的資料包含十分廣泛，官方及

非官方的資料都是運用範圍。23本研究的時空在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的新馬

一帶，透過相關歷史報紙文獻的收集及整理，探析南洋孔教事實及其變化，以重

建歷史原貌，因此非官方的資料成為本研究主要原始材料。本研究中，原有相關

專題研究不多，重建歷史成為必然的過程，然而所謂孔教運動從來不是一個統合

的、組織性的運動，相關組織文獻的取得有其困難之處。所幸當時正值南洋辦報

熱潮，新聞是歷史的粗稿，當時華社習慣把公共決議或是會議記錄刊載在報上，

為當時行動留下了珍貴的記錄，本研究將由當時報導中，旁敲側擊藉以還原歷史

現場。所觀察報章中，有所謂維新報，有所謂革命報，也兼顧英文報章。筆者由

三種視角對同一現象的報導，以客觀看待尊孔的「在地思維」。 

  在資料部分，主要材料是透過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圖書館所建立之報紙資料庫（E-Newspapers），以及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數字

報紙資源平台（NewspaperSG），並且有一部分材料來自於中國的報紙資料庫。但

上述資料，由於原本屬於微膠捲型式資料，現存報紙微膠捲型式資料尚未全面數

位化，因此本研究可能受限於可讀資料的侷限性。主要使用材料介紹如下：報紙

資料：《叻報》(1881-1932)、《星報》(1890-1898)、《天南新報》(1898-1903)、《日

新報》(1899-1901)、《南洋總匯新報》(1908-1946)、《中興日報》(1907-1910)、《振

南日報》(1913-1920)、《新國民日報》(1919-1933)、《檳城新報》(1895-1941)、The 

Strait Times，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自由西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除報紙資料之外，新加坡實得力孔教會、檳榔嶼孔教會之相關刊物及論述將

成為本研究之參考文獻，藉以理解孔教會之沿革。其他相關儒教論述及華人宗教

論述之專書、論文、期刊則成為輔助研究之文獻。由報紙及刊物中收集的文獻是

分散的，在報章文獻取捨之後，必需進行分析及歸納，以分析歷史事件的淵源、

背景、影響及意義。在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找出貼近原貌的解釋及評價，並以新

                                                      
23

 葉至誠，《社會科學概論》，台北：揚智文化，2000，頁 102。 

 



第一章 緒論 

11 
 

馬社會為中心的論述方式，建立尊孔活動在當地歷史事件中的價值。期望在新馬

華人歷史的脈絡中，進行大眾祭孔的建構並對其意義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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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尊孔風潮與新馬華社的回應 

第一節 清末時期的尊孔風潮 

  自唐代起，孔廟即明文列入國家祭典，其禮儀必須配合朝廷的運作，中國的

統治階層，包括君主和官僚，掌握了孔廟從祀人選的主控權。1 立孔廟具有鮮明的

政教目的，歷代以來各朝廷競相設立孔廟，以宣示統治的合法性，孔子、孔廟、

祭孔一直都是代表著正統性及權威性的象徵。清末鴉片戰爭後，在社會劇變的大

背景之下，隨著思想文化界的豐富，孔子的權威地位受到了嚴重衝擊，而戊戌變

法時期是使孔子形象受到挑戰的起始階段。 

一、 祭孔的官方地位 

  在傳統中國社會，儒教──始終扮演極為特殊的角色。懷疑儒教是不是宗教，

其實是近現代的問題，在傳統中國，這個問題並不存在。例如明末耶穌會教士利

瑪竇(Matteo Ricci, 1551-1610)與中土人士對談中即充分顯現儒、釋、道為「三教」，

而耶教(Christianity)與儒教在教義上更為貼近。2而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內部的社會

危機以及外部的西方文化衝擊，使得儒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帝制中國的國家祀典中，文廟用以祭祀儒教宗師──孔子(前 551-前 479)。

自漢武帝(前 157-前 87)「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孔廟已由家廟漸漸轉化為官廟的

性質，孔廟的奉祀者領有朝廷世襲的爵稱，世代更迭，唯有孔子後裔世世封爵，

且爵位與日俱增。3孔子與儒教的官方統治地位此後便一直持續得到朝廷的支援，

歷代君主以祭祀孔子的重視，來強化其政權的基礎。隨著君王祭孔的常規化及制

度化，對於孔廟的修建也越來越重視，至南北朝時，南齊武帝(440-493)和北魏孝

文帝(467-499)於西元 489 年，在闕裡以外於各自的統治中心競立孔廟，尋覓孔子

                                                      
1
 黃進興，《聖賢與聖徒》，臺北：允晨文化，2001，頁 96。 

2
 黃進興，《聖賢與聖徒》，頁 50。 

3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修訂版），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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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裔，無意之中使孔廟在全國各地出現，也充分顯示孔子祭祀所發揮的象徵力量

可以做為安邦定國之方針。4
  

  貞觀四年(630)，唐太宗(598-649)下詔在州縣都設立孔廟，這是官方由上至下

推行孔廟最徹底的舉措，也開始了廟學制度的普及。5唐初以下，士人文化興起，

包括科舉制度的落實，祭孔受到重視的程度，如同韓愈(768-824)之言：「自天子至

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然而祭孔者上抵天子至尊，

其祭祀範圍無遠弗界，其通祀天下與敬禮之尊，是其他國家祀典無可比擬。6
 

  唐玄宗(685-762)時，官修的《唐六典》明列國家祀典有四：一曰祀天神，二

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於先聖、先師，祭祀孔子的禮儀位階上列為「中

祀」。7玄宗詔孔子為「先聖」，並謚為「文宣王」。這是朝廷首次封孔子為王。宗代

孔廟的禮儀進一步升格；宋真宗(968-1022)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後改為「至

聖文宣王」。至元成宗(1265-1307)時，詔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世祖

(1638-1661)更定孔子神牌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孔子的封號隨時代更迭而

累加，日益彰顯孔子文廟享主地位，祭孔明列各朝國家祀典之中，地位未曾動搖。

8在帝制時代，授予稱號和位階給國家崇拜的社祇是人間和神界溝通的基本方法之

一，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加封稱號的方法來區分諸神之能力、意義等，這些封號記

載於諭令和詔書中。9封號代表當代主要訴求於神的目的，孔子被賦予至聖之稱號，

也註定了其所被賦予的神性。 

  清聖祖(1654-1722)，始終秉承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儒家對宗教的態度，敬

鬼神而遠之，但又以神道設教，並通過尊孔崇儒的政策，以此團結漢人，並以此

作為經世立政的治國方略。甚而聖祖親自按儒教之義理制定「聖訓十六條」以強

化黜邪崇正的宗教觀。10而後至世宗(1678-1735)時，進一步修成「聖諭廣訓」表明

                                                      
4
 幹春松，《制度儒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60。 

5
 幹春松，《制度儒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60。。 

6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修訂版），頁 180-182。 

7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修訂版），頁 178。 

8
 程淯，《歷代尊孔記 孔教外論合刻》，北京：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1938，頁 7-17。 

9
 魏道恆 Gerd  Wadow，〈論天妃稱號在國家崇拜中的意義〉，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1994。 
10

 楊思遠，〈經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石家莊法商職業學院教學與研究》，

期 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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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統治者的宗教政策。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往往會有意識地重建或規

劃社會道德及秩序，「聖諭廣訓」的頒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此時社會秩序出現

危機的寫照。11「聖諭廣訓」在通令全國的推行之下，甚至成為當時最暢銷書籍之

一，而宣講聖諭的推行結果，演化為內容豐富、故事性強、娛樂性高的大眾活動，

尊孔崇儒的形象，由上而下深植大眾生活之中。 

   清末時期，在西方外來文化的激盪下，孔子的形象開始在統治階層和士大夫

之間開始發生嚴重的分裂，這種分裂先是圍繞著洋務自強運動而發生，接著則是

圍繞著維新變法而發生嚴重的分裂。12  

二、 清末洋務運動與儒教思維 

  清末時期，內憂外患嚴重，社會形勢劇變，鴉片戰爭戰敗敲開中國大門，給

予清朝深深打擊。魏源(1794-1856)，新思想的倡導者，在其「海國圖志」序文內

曰：「是書何以做？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而作。」，自強運動即是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基礎上，展開全國西化工業運

動。13
  

    中國當時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故而尋求自強

而興辦洋務。自強運動的「中體西用」論，最早是由晚清思想家馮桂芬(1809-1874)

提出，馮桂芬為林則徐門生，在其 1861 年所作的《校邠廬抗議》一書中提出「以

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強之術」，成為了之後三十年自強運動的綱領，

洋務派代表人物皆以此為本，他的思想也被維新派奉為先導。14洋務派代表人物大

多親身接觸西學，並直接投身自強運動，因此他們是處於中西文化交匯邊界，深

勢時務、富於遠見的有志之士。對他們而言仿效西學，並不悖於中學及聖人之道，

                                                      
11

 淩彥，〈諌果回甘中的嶺南社會初探〉，《廣州大學學報》，7 卷 2 期(2008)。 
12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348。 
13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128。 
14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頁 348。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

計尚有龔自珍、薛福成、王韜、鄭觀應、馬建忠、陳熾等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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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更能采納、吸取西學乃至西體以為用，而不會引發對既有信仰及認同危機。15

相反的，對於西方文化陌生的守舊派士大夫中有更多人是採取抗拒和排斥的態

度。 

  從自強運動至中日甲午戰爭，為時三十年，結果一場中日之戰證明全部失敗。

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侵淩，空前兇猛，中國內部的反應也隨之激烈。反應有兩

種類型，動機雖都是為了自救，而途徑則全然不同。一種認為中國必須大事變革，

結果形成改良派知識份子的政治改制運動；一種則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

之世界，結果演變為守舊份子的反洋運動。16
 

  林存光提出兩者之間對於儒教在認知上的異同：一、「儒教中國」的核心是雙

方的共同的理念，在儒教思維上，事實上是站在同一立場；二、兩者站在同一戰

線上但在西學問題上卻有嚴重分歧，反對西學者以維護綱常名教為由而反對，提

倡西學者，認為不但無害反而有益於維護綱常名教。於此時期，儒教的信仰並無

需辯證，因此尚未對其信仰性質提出質疑，但對於西學問題上態度的不同，必然

會觸及對中學的重新認識和評價，甚至是動搖對其信仰的問題；三、洋務派認為

只要是不違於孔子之道，他們都是不憚於承認「吾不如夷」，舉凡一切都可以向西

人師法習，但當其主張借西學、西體以衛周孔之道時已經承認了聖人之道不能體

用兼備；四、西學的引入必然會引發中西文化的嚴重衝擊。反西學者，對外來文

化存於一深閉固拒的本能反應，而嚴持「夷夏之防」，而洋務派對中西文化的差異

和西學引入可能的文化衝突則是認識不足，認為「道必大同」或「分歧之教必寖

衰而折入於孔孟之正趨」。17早期兩者之間的分歧，雖尚未激化儒教信仰的真正危

機，但在接下來西方文化持續的衝擊和刺激下，隨著康有為(1858-1927)維新變法

的崛起以及反對西學者和提倡西學者之間的分化，孔子形象在上層知識份子之間

的分裂已難以彌合。 

  甲午戰敗，維新派知識份子所致力的中國制度改革運動，掀起了高潮。康有

為、梁啟超(1873-1929)等人開始發動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改良主義運動，康有為不

                                                      
15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頁 350-351。 
1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 287-325。 
17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頁 3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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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良運動的首倡者，卻是積極的推行者。18像康有為一輩的知識份子，認為中國

衰敗的根本在於政制不良，所以汲汲於展開維新變法。而康有為領導和發動維新

變法不只是要改良政制，而且是要對儒教中國的整個政教傳統進行整體的改造。 

  1895 年康有為邀集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餘名作大規模的請願，請願書由康有

為起草，反對清政府簽訂喪辱國權的《馬關條約》並力主變法，此為歷史上著名

的「公車上書」，掀起了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運動，也標誌著維新派登上歷史的舞

臺。康有為當時新由舉人得中進士，既是士大夫階級中的新貴，又是經生文人，

上光緒帝萬言書內容慷慨激昂，很快就得到相同有變新思維的知識份子共鳴，當

時維新運動初期的領導權就落到康有為的掌握之中。19
 

三、 康有為與維新運動中的孔教 

  康有為是近代最能以宗教家的熱誠從事變法維新的士大夫，其政治上以君主

立憲改造君專制，他的思想上歸本於孔教的信仰，認為要救中國，必先以恢復孔

教為第一件事。 

    維新運動始於 1895 年的公車上書。1895 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二書》，關於

孔教部分，建議朝廷將民間淫祠改為獨祀孔子的孔廟。20康有為在其上書中認為「直

省之間，拜堂棋布，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當時基督教和天主

教在中國傳教日益熱絡，康有為認為每個縣只有一座孔廟，和教堂相比實在不成

比例，對絶大部分民眾來說，並沒有機會踏入孔廟，沒有功名者更遑論敬拜孔子。

康有為關於孔教的設想模型就是基督宗教，因此在上書中具體建議「令鄉落淫祠，

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

康有為以孔子的思想學說，以期教化民眾，移風易俗，並廢除國家祀典以外的神

祀，若基督宗教般獨尊孔子為一神，並設立孔教的組織機構、傳教系統，以使全

國民眾皆尊崇孔教，以「挽救人心之壞，抵禦異教的誘惑」，這種人人可以祭孔的

                                                      
1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98。 
1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298-301。 
20

 易勁宏，〈再論公車上書〉，《湖南城市學院學報》，32 卷 3 期(2011)；李申主編，〈康有為：上清

帝第二書〉，《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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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期以打破以往孔子於一般民眾「判若鴻溝」的界限。鄭志明認為康有為的

孔教觀，帶有強烈廢淫祀的主張，康有為不反對神道設教，主張不能只是重視教

育，敬教正學而已，還要有專祀先聖的宗教行為，來取代民間淫祀，事實上，這

是知識份子對宗教的認知與民眾對宗教的認知是有距離的。21
 

  除了增設孔廟，設教職等具體措施之外，康有為注意到了南洋移民之多至百

萬，長久身處他鄉，對於「異教」的傳教無法抵擋，將會背離傳統。因此康有為

在上書中提及： 

  「若南洋一帶，吾民數百萬，久隔聖化，徒為異教誘惑，將淪左衽，

皆宜每島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多領講學生分為教化。將來聖教施於蠻

貘，用夏蠻夷，在此一舉。且借傳教為遊歷，可詷夷情，可揚國聲，莫

不尊親，尤為大義矣。」22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前，已經意識到，長久駐於海外的移民人數遽增，海外

的中國子民應得聖教之教化。康有為建議，在南洋每島都要派設傳教的官員，並

建立孔廟，不但教化中國子民，還可以教化當地族群。康有為的孔教思想認為，

孔教之偉大，不只為民族宗教，還是全人類的宗教。上書內容激烈的變革吸引了

光緒帝的眼光，醞釀了三年之後的戊戌變法。23
 

    1897 年，康有為在廣西桂林與康薇卿、岑雲階創立「聖學會」，其全名為「兩

粵廣仁善堂聖學會」，清末時期民間「善堂」廣立，作為民間慈善機構其善舉主要

為勸賑贈醫，施衣施棺等善行，通常善堂內會有一主祀之神，廣仁善堂是當時廣

東九大善堂之一。24廣仁善堂的倡設，「系兩粵諸人士合力維持」，列名倡建總協理

名單的，幾乎包括了所有廣州的著名大紳和紳商。該善堂以「宣講聖諭」為首務，

延聘「通儒」，編輯《聖諭廣訓疏義》作為宣講讀本。25康有為在原本善堂的運作

基礎上設立聖學會，可以說是在民間原有組織的基礎之上加以改造，意將善堂改

                                                      
21

 鄭志明，《儒學的現世性與宗教性》，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頁 141。 
22

 幹春松，《制度儒學》，頁 109-110。 
23

 有關戊戌變法，雖然其在孔教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時間點，但本論文著重於討論有關孔教部

分，關於變法之過程及內容，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24

 廣東九大善堂分別為愛育、廣濟、廣仁、惠行、方便、崇正、潤身、述善、明善。參考自廣州

文史：http://www.gzzxws.gov.cn 
25

 盧潔峰，《黃花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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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為崇奉孔子的「孔教堂」。此時康有為提出了仿照西方基督教，每七日一行禮拜，

並仿基督教誦經，稱為拜經，可以說是後來民初孔教會的雛形，此時康有為已經

希望把聖學會辦成如基督教一樣的宗教組織。26另有一種論述認為，康有為的拜經，

並非憑空創設，而是其來有自，南朝時篤信儒學的臧榮緒(415-488)因尊敬孔子而

篤愛五經，以孔子生於庚子日，每逢庚子日即陳列五經，具衣冠而拜，這是庚子

拜經的歷史淵源。27因此康有為所主張的拜經，也是在原有之前人所行基礎上加以

改造成足以和西方抗衡之途。 

  清末時局紛亂，各種學會在早午戰敗後林立，但各種學會之宗旨不離民族覺

醒而發，以尊孔作為凝聚民族意識者尚繁，同為維新志士者，一時之間於各地開

設學會，形成一股風氣，例如 1897 年創於北京的「關西學會」創立人李嶽瑞、閻

乃竹、宋伯魯，為採孔子紀年與光緒年並列，其主旨以經術言變法。28
1897 年創立

的於湖南的「羣萌學會」，其創辦人為唐才常、譚嗣同其宗旨為合大羣以為教化，

提倡實學，圖謀自強，並以孔子為中國之教主。29
1898 年康有為另組「保國會」，

和強學會一樣是強調「保國、保種、保教」，但是在組織方面則更充分更周全，對

康有為來說「保國會」即是「孔教會」。30
 

  在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進一步明確表達他的孔教主張，1898年五月，

康有為上呈《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設文廟，並呈〈孔子

改制考〉，以尊聖師保大教絶禍萌折》，「陳請廢八股及開孔教會，以衍聖公為會長，

聽天下人入會，令天主、耶蘇教會與議定教律。凡有教案，歸教會中按照議定之

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並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口岸准用孔子紀年。」

在這個奏摺中，是康有為第一次有系統闡述了他的孔教思想，是其在聖學會的基

礎上所發展出來的孔教理論。31
 

  同年六月康有為再上呈《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

並呈上了他的著作《孔子改制考》。康有為說明《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是：「特發

                                                      
26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 48-54。 
27

 唐文明，《敷教在寬 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9-120。 
28

 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頁 101。 
29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94，頁 224。 
30

 唐文明，《敷教在寬 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頁 120-121。 
31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頁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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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孔子為改制教主，六經皆為孔子所作，俾國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皇上乙夜覽

觀，知大聖之改制，審通變之宜民，所以訓諭國人，尊崇教主，必在是矣。」32康

有為明確的提出應定孔教為國教，孔子形象由素王、聖人轉化為宗教的「教主」。 

  當時由西方傳入的基督宗教在中國境內發生的衝突事件日益增加，康有為認

為把孔教仿擬西方宗教，建立教律，不僅可以避免教案所引起的紛爭，主要可以

凝聚人心，保持國本，這是康有為實踐孔教的願景。其把孔子強調成「集前聖大

成，為中國教主，為神明聖王」，可以看得出在康有為的理想之中所希望看到的是，

孔子及其學說能像西方宗教中的教主、聖經一樣被人頂禮膜拜。33上述康有為的孔

教主張且不論是否仿造西方宗教，卻已經十分具體呈現了孔教的制度化設計，但

這是康有為的理想，隨著維新的失敗，康有為理想中的孔教自然未能在此一時期

得以實踐，不過康有為得以實踐且最具爭議的制度，是採「孔子紀年」。康有為在

上呈《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設文廟，並呈〈孔子改制考〉，

以尊聖師保大教絶禍萌折》已呈請光緒帝改用孔子紀年，這個想法，在 1898 年之

前已經形成。 

  康有為首次採用「孔子紀年」是在 1895 年創立的上海強學會雜誌《強學報》

上。強學會曾受到洋務派張之洞(1837-1901)的資助，張之洞是主張緩進變法的，

也是主張尊孔以團結民族，但在《強學報》第一期上，康有為即使用「孔子卒後

兩千三百七十三年」並行「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這在中國歷史上使用孔

子紀年尚屬首次。34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只有在改朝換代時，才會「易服色，改

正朔」，所以當孔子年號使用在《強學報》上時，社會反彈極大，強學會的會員覺

得事態嚴重，因為這種改正朔的舉措等於是向清朝統治者的直接挑戰，因此康有

為被強學會除名，張之洞更直接指出使用孔子年號是未經商議擅自發佈，因此下

命令查封強學會，《強學報》也隨之停刊。35康有為使用孔子年號的理由是因為「孔

子為教主」，並引用西方宗教以耶穌為紀年之例，康有為在變法期間的言論，用詞

越發激烈，在中國國內的衝突與反對其急進者也越來越多，但是，這個使用「大

                                                      
32

 幹春松，《制度儒學》，頁 114。 
33

 張衛波，《民國初期尊孔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26-28。 
34

 幹春松，《制度儒學》，頁 120-122。 
35

 幹春松，《制度儒學》，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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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不道」的孔子紀年，卻在海外華人的報紙上屢屢出現，甚至維持一段不算短的

時間。 

  關於康有為的變法維新終究在慈禧的政變中結束，除了京師大學堂外，一概

推翻，一切恢復舊觀。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說：「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

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

成？」36而在孔教建置方面亦是如此，康有為極力陳述孔教之變，許多的主張雖以

保國保教為目標，但其內涵有許多對儒家原則的顛覆，一時未能被實行及接受。

康有為的積極急進，雖然在傳統士大夫階層中負面評價不斷，但康有為堅信孔教

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種「認同」的標誌，也就是儒家的價值觀和儒家的秩序決定了

「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理由」。37這種「認同」的標誌，對於海外的移民來說，

「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心理需求，確實要比身在中國的人們來得更加強烈。 

第二節 晚清政權的孔子形象與凝聚族群 

一、 張之洞與保國保教 

  洋務派的張之洞是清末重要官方儒者之一，1898 年戊戌變法前夕，張之洞亦

完成《勸學篇》，當時光緒採納康有為建議實行變法，設立議院等措施推行孔教的

革新，張之洞以老臣的身份針對當時時局分析了儒教國家和儒教的關係，表明了

自己對於儒教如何改革的立場。在張之洞眼裡，儒教或是孔教不僅是宗教，而且

和其他宗教相比，還是聖教。其《勸學篇》中明確提出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

的主張，在張之洞的意識之中，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是三位一體的，但鑒於

列強環伺，保衛國家是先於其他兩者，《勸學篇》〈內篇〉第一即提到： 

  「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

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謂

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

                                                      
3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09。 
37

 幹春松，《制度儒學》，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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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

不盛則種不尊。」38
 

  作為重要大臣的張之洞相當清楚保國和保教之間的關係，對於儒教和政權鞏固

之間的重要性。而對於剛考取進士的康有為，是由自己的儒學背景出發，撰寫《新

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並借鑒西方宗教來改造孔教，進而實現「保國、保

教、保種」的目的。 

  張之洞和康有為都提倡「保國、保教、保種」，區別在於由不同的立場來謀求

儒教國家的存在。39在張之洞看來，保國要優先於保教，所以對於康有為保教先於

保國的主張進行了批判，「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

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為保教計，或僅以合群動眾種計，而於國、教、種

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誰敢侮之。

此之謂也。」。40
 

  張之洞所極力主張的聖教亦是一種「認同」的標誌，而這個認同的內容是清

朝保存了才有聖教存在，聖教昌明了，國家才能更強盛，華人才能「自樂其生」，

比康有為更多了一層基於國家高度的思維。 

二、 廢科舉與存聖教 

  慈禧扼殺了戊戌變法，並且造成了一場空前的災難，泱泱大國終不能抵擋西

方船堅砲利的衝擊。最後竟亦宣佈變法。戊戌變法是康有為與光緒帝合作，康有

為為推動人；晚清新政是張之洞與慈禧的合作，張之洞為推動人。41變法項目繁多，

其中最重要一項撼動讀書人仕途的重大變革就是廢除科舉制度。 

  杜贊奇說：「中央集權和儒家思想在整個社會中起著凝聚力的作用，有少許財

產並略受教育的人都希望科舉入仕，這些人處於社會的各階層，他們所處的特殊

地位（介於大眾和儒家精英之間）使其充當了溝通大眾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媒介」42

                                                      
38

 李申主編，《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頁 12。 
39

 李申主編，《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頁 13。 
40

 李申主編，《清代中後期儒者的儒教意識》，頁 83。 
4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50。 
42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1-1942 年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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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科舉代表著儒家和權力──入仕之間的關係被切斷，學習儒家不再成為獲得

權力的唯一內容，也使產生士紳的機制不再存在，導致了實際和潛在的學習儒家

群體的力量削弱，儒家越來越失去了它的民眾基礎。43因此不管儒教或孔教的教，

是宗教之教還是教化之教，當大眾失去學習對自身文化價值系統及社會秩序當體

的動機及興趣時，若未能賦予其一個正當性的理由讓大眾繼續服膺，則必見其危

機，甚至是解體的命運，而這個正當性的理由即是將孔教提升為「國教」。 

  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已提出廢科舉，但主宰仕途的科舉制度廢除，「蓋恐觸

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

己而排擠己也。」44而 1903 年，張之洞等人撰寫《學務綱要》，成為晚清新政的辦

學準繩，並同樣提出科舉阻礙學堂發展，「變法必自變科舉開始」。1905 年科舉制

度的正式廢除，在取而代之的新式學校教育體制裡，孔教仍然扮演主導角色。45在

《學務綱要》中張之洞等人已經明白指出學堂內必需注重讀經，以保存聖教，中

國的經書猶如西方宗教的「聖經」。並且說明學習經典並不妨礙西學，正是張之洞

調和洋務派和守舊派之矛盾的重要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

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46
 

  並且在《學務綱要》中，提出中學堂必需學習西文，以瞭解西方思想，但明文

限制聘用的西方教師不得傳西方宗教，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也防範西方宗教在國

家教育體制內的傳播。 

  「外國教員不得講宗教。此時開辦學堂，教員乏人。初辦之師範學

堂，及普通中學堂以上，勢不能不聘用西師。如所聘西師系教士出身，

須於合同內訂明，凡講授科學，不得借詞宣講，涉及宗教之語，違者應

                                                                                                                                                            

1996，頁 123。 
43

 幹春松，《制度儒學》，頁 102。 
44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 191。 
45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0，頁 515。 
46

 李申主編，《儒教、孔教、聖教、三教稱名說》，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2009，頁 219。 

 



第二章 尊孔風潮與新馬華社的回應 

24 
 

即辭退。」47
 

  1906 年學部頒布五項教育宗旨，其中一項便是「尊孔」，在朝廷頒布教育宗旨

之中，以西方教育體系為參照，指出西方學校教育體系中的語言、歷史、文化和

宗教，都被保留下來，因此在西方的學校中都有具體的措施崇奉其「國教」。對照

之下，新式教育把研讀經典列為學校必修課程，並且舉凡孔子誕辰、春秋二祭和

開學時，都要奉行祭孔典禮，以示尊孔崇教。官方以西方對西教的尊崇為類比，

明示要透過育的耳濡目染，使儒教在中國如西教在西方一樣的地位。48
 

三、 德配天地而升大祀 

  晚清新政的教育中，試圖把尊孔嵌入教育體制之中，五項教育宗旨的順序為

──「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尊孔的位階仍在尊君之下，不過隨著國

際政局和國內環境的改變，也改變了政權和孔教依存的關係。因此當尊孔明訂為

教育宗旨時，當時刑部主事姚大榮奏議把祀孔典禮由「中祀」提升為「大祀」。49
 

  姚大榮在請求提升祭孔為大祀的奏摺中說，「尊君、尚公、尚武、尚實」四項

宗旨「悉秉孔門緒論」，因此，新教育宗旨歸於一條「即是率從孔教」。儘管清朝

前期已對孔子尊崇有加，但「世道對西學習染既深」，為了改變這種危局，奏請清

廷實行「尊孔主義」。明確把尊孔提到「主義」的高度，這在近代中國還是第一次。

50「大祀」是與圜丘、方澤，即祭天地同級的祀典，代表的意義是主持大祀的皇帝

須率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之大禮。祭孔一旦提升到和祭天一樣的位階時，孔子必

須接受皇帝及文武百官頂禮膜拜，意味孔子的地位高於天子。51
 

  對於這個建議，很快得到慈禧及相關大臣的首肯。慈禧預期提升孔子形象可

以在形式上發揮統攝人心的政治效果，於是以光緒為名，頒布詔令《三十二年三

                                                      
47

 李申主編，《儒教、孔教、聖教、三教稱名說》，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2009，頁 219。 
48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

頁 516。 
49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

頁 514。 
50

 李俊領，〈清末文廟祀典升格與人心失控〉，《史學月刊》，期 5(2012)，頁 63-72。 
51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

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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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諭學部以尊孔為教育宗旨宣示天下 四月設國子丞 總司文廟辟雍奉祀事宜 

十一月以孔子至聖德配天地萬世師表升為大祀》，在這個詔令中提到「惟孔子之聖

不緣大祀中祀為加損，而民間觀聽所係，悉視朝廷意旨為轉移，倘奉特旨，顯躋

大祀，庶幾振薄海內外人心……該主事所呈為尊崇孔教起見……」52「振薄海內外

人心」，是清廷必要的考量，當時時局顛危，清廷需要孔教的扶持，強化治理的正

當性，期以「民間觀聽之轉移」安撫並凝聚內部的向心力，而這個內部顯然是包

含了在海外的華人子民。 

  梁元生說：「（新加坡）早期的儒學運動注重儒家宗教化，……以取代佛道二

教及其化民間信仰而成為華人的宗教。正因如此，早期儒學運動又稱為孔教運動

或儒教復興運動……（但是）『建孔廟、立教主、定祀典』以及種種與相關的口號，

一直沒有人提過，更不遑討論了。」 53本研究即著重於討論孔子在新馬的本貌，。

由前所述，清末尊孔發展至前所未有的國家高度，由戊戌變法的以孔子為教主，

至清末奉孔教為國教，升祭孔為大祀。在清廷崩解前夕，尊崇孔子在中國國內並

沒有像慈禧所預期的在形式上發揮統攝人心的政治效果，但是在海外卻發起了一

場前所未見的凝聚族群的尊孔潮流。 

第三節 新馬華社與大眾祭孔的發軔 

  尊孔活動在中國的重心仍以學校作為主要的場域，尊孔思維不出士大夫，維

護聖道正統的民族認同想像於是始焉，一種跨國界的更廣泛的地域性民族認同的

追求，開始建立在自己各自合理性的解釋之上。 

一、 新馬移民與大眾教化──由宣講聖諭說起 

  華人移居新馬，遠在十五世紀時已經存在，至十九世紀末時，新馬華人迅速

增加，主要歸因於英國對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所需移民大增，擴大了當地華人社

會的範圍。在十九世紀末，華人移民至此主要有兩類，一種是由「客頭」募集而

                                                      
52

 程淯編，《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合刻》，上海：東方讀經會，1938，頁 24-25。 
53

 梁元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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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苦力，多在礦場與園坵工作，另一類則是「新客」，主要是商人在事業上有所

成就時，返回中國將其親屬帶回新馬共同經商，因此「工」和「商」的移民即構

成新馬華人社會的主要基礎。54
 

  隨著移民者日增，華人的信仰、價值觀和風俗習慣也隨之而來。華人祀神的

觀念不因遠渡重洋而改變，但在清末孔教來到新馬以前，在眾神之中，並不包含

孔子祭祀。朱金濤說，在吉隆玻華人寺廟奉祀的神之中，閩粵的神祇占了很大的

比例，大多數是地方神，至於孔子一向被中國傳統尊為聖人，地位雖然很崇高，

但「祭孔」是士大夫階級的特權，一般大眾對孔子並不感興趣，因為仕途沒有他

們的份，客觀的社會環境也不允許他們利用跳壇或扶乩去請孔子指點迷津。褻瀆

聖人在中國是一項很嚴重的罪名，因此在中國除了官廟外，民間奉祭孔子的十分

少。55因此漂洋過海而來之後，孔子通常也不在眾神之列。總體來說，新馬華人寺

廟包括吉隆坡在內，都離不開這個常規。 

   然而屬於儒家的大眾教化，在新馬先以「宣講聖諭」的方式展開。如前述清

聖祖親自按儒教之義理制定「聖訓十六條」以強化黜邪崇正的宗教觀。56至世宗時，

進一步修成「聖諭廣訓」。 

  宣講聖諭的推行，清末演化為內容豐富、故事性強、娛樂性高的大眾活動。

1881 年，新加坡最早的中國領事左秉隆到任，以及其繼任的黃遵憲，在其任內皆

大力推行文教，鼓勵辦學，在左秉隆的鼓勵下新加坡多所書室成立。左秉隆也致

力於設立文社，以文會友，集會結社之風，開始在華社間流行，在十九世紀八十

年代的新加坡華社，開始出現一個人數不少的士人集團，更有些回到中國應科舉，

如同在中國的文人一樣以求取功名為目標。57然而這個影響仍在於少數商人家族身

上，對於大眾來說講演活動，則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接觸到的儒家教化的傳播

活動。 

  顏清湟認為 1881 年新加坡的「樂善社」講演運動是孔教運動的前期過程，是

                                                      
54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18-23。 
55

 朱金濤，〈吉隆玻華人寺廟之研究〉，《南洋學報》，卷 47/48(1992/1993)。 
56

 楊思遠，〈經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 
57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1995，頁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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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文化復興的第一波運動。58顏清煌在〈林文慶與東南亞早期的孔教復興運

動(1899-1911)〉一文中，認為新加坡的講演運動主要是用以扭轉「西化」和「峇

峇化」的趨勢，推動此運動有關於商人的「切身利益」，也是「討好清廷」的舉措。

59而梁元生在其《宣尼浮海到南洲：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一書中，將樂善社

歸為早期儒家思想傳播的媒介，但商人領袖進行此舉主要是為了「錦上添花」。60然

而「宣講聖諭」其實更應注意的是民間傳統「功德成神」的勸善思維，而聖諭宣

講的民間實踐更加緊扣著的是商人「方言群行善」與善社組織「本土化」的關係。 

  1881 年成立的樂善社主要為善社組織，是由新加坡福建會館所辦，在樂善社

下另設「宣講聖諭局」專責宣講，全名為「樂善社宣講聖諭局」，並座落在天福宮

旁的崇文閣內。其時，樂善社首先由福建商人所辦，而後，廣東商人另辦「同善

社」，麻六甲、檳榔嶼等地先後也成立善社宣講聖諭，善社除了宣講之外，還有施

醫贈藥等善行，並且主要按方言群之別來服務各幚大眾，即使在宣講時，亦按方

言群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講所，如果是跨幚群舉行，就會有方言譯者。61
 

  聖諭宣講，施行至清代中後期，是由地方上之知書儒者擔當宣講生；禮儀形

式必設香案桌，恭奉孔子神位，同時置放「聖諭牌」；其場地佈置以潔淨為要。主

講者，須先向孔子神位叩頭，再登上另備之講桌。聽者則可自由站立或坐著聽講，

並以自願聽講為原則；且故事性之宣講敘述，最能吸引聽眾。62在新加坡的宣講形

式也是一樣，下列為《天南新報》記錄某次宣講實況：  

恭錄宣講 聖諭事 ○ 

  本日一點半鐘為樂善社開講 聖諭，首期華領事劉葆森觀察、林臺太

守申叔司馬，暨潮紳楊金鑑司馬、閩紳吳□鼎都轉、吳壽珍廣文、許時

侯貳尹、吳紳仲遷、林紳上珍、吳紳龍水尚有十餘名不復記憶者，先後

                                                      
58

 顏清湟，《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頁 357-359。 
59

 顏清湟，〈林文慶與東南亞早期的孔教復興運動(1899-1911)〉，《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香港：香

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345-384。 
60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1995，頁 65-66。 
61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0 月 09 日；《叻報》，1887 年 09 月 23 日；《星報》，1895 年 2 月 15

日。 
62

 劉昆誠，〈清末民初聖諭宣講與勸善書之施行一以澎湖「一新社」與高雄市「文武聖殿」為中心

探討〉，2010 年第六屆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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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駕齊集崇文閣拈香行禮，復於天福宮中敬設香案 龍牌恭書 大清皇帝

萬歲萬萬歲字樣，諸官紳在案前行三跪九叩禮，然後由許貳尹將 聖諭十

六條宣講官音，眾講生譯以方言，廣行宣化。聽講之人如牆如堵，肅靜

無譁，蓋是日適逢有演劇酧神者，故紅男綠女蟻聚屯，較之常年更形熱

鬧。迨至三點半講解終篇，各官紳揖辭而退，善乎！ 諸君此舉誠足為海

外華民所矜，式俾共曉然尊君親上，諸大端持綱常名教於不墜，以仰副 聖

天子諄諄化民成俗之至，惠顧不共用其福哉。 
63

 

  清代的「設善堂，廣勸化」實為經過長時間之演化，宣講聖諭是善堂建立主

要活動，善堂主要活動有宣講、開設義學、施棺贈藥等等，已是當時普遍性的社

會公益組織。如澳門同善堂，是 1892 年香港澳門紳商，以及海外華僑，發起倡建

同善堂，在堂址宣講聖諭，及倡辦義學。64其實，聖諭把儒家的禮教規範和道德觀

念通俗化、大眾化，是把教化普及於大眾。傳統中國的底層社會，多數民眾的教

育水準不高，如果沒有傳播性活動轉述，則明清時期大量寫成的善書將不具任何

社會意義，也就是說，聖諭用通俗方式解說，並強調宣講的傳播功能，是寓教於

樂的民眾活動。65同理，當時對於新馬華社的大眾來說，宣講聖諭應是「寓教於樂

的民眾活動」，因此在顏清湟認為的「講演的支持者是那些受過多少傳統教育的紳

商和受過高深儒家教育的知識份子」的說法之中，則是缺少了觀注大眾的教化部

分。 

  筆者由 1893 年至 1902 年間報上所載之樂善社徵信錄上揭露的帳冊，記錄了

樂善社利用商號捐款所進行之活動及宣講地點，帳目內容分兩部分：收入，各善

士樂捐緣金（主要為商號）；支出，宣講先生束金，及宣講所用之雜支。當時一位

宣講先生一個月的束金為 20 元，拾字紙、排香案薪水為 7 元，宣講先生除專責宣

講外，並任崇文閣之講師。當時宣講場地主要是在街上的商家前，主要是為了能

便於聚集眾人，而且由於聽講者眾，同時會有數個講場。茲將 1893 年、1894 年、

1900 年及 1902 年有羅列於帳冊中之講場整理如下：66
 

                                                      
63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03 月 07 日。 
64

 遊子安，〈從宣講聖諭到說善書──近代勸善方式之傳承〉，《文化講座》，期 2(2008)。 
65

 遊子安，〈從宣講聖諭到說善書──近代勸善方式之傳承〉，《文化講座》，期 2(2008)。 
66

 筆者整理自《星報》，1895 年 2 月 15 日、《天南新報》1900 年 2 月 27 日、《天南新報》19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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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宣講場地與年份表 

講場年份 地點 

1893 年 苑生公司巴虱街、中街承福源號、萃英書院前、小坡爪亞街順成號後

移二十間街合春號 

1894 年 中街承福源店前、天福宮後街源興店前、順豐街德茂店前、小坡合春

店前後移在爪亞街 

1900 年 中街承福源店、鐡柱街德茂號、源順街源興街、小坡新順成號 

1902 年 弔橋頭順發號瑞春號前、老吧虱源和成號舖前、吉寗街泰成舖前、保

黎恒盛昌號舖前、小坡路班讓順天宮內、源順街安和號舖前、崇文閣

內 

  由筆者整理之有關新馬宣講聖諭之報導，由 1881 年至 1902 年間皆有相關報

導，和 1899 年開始的「孔教運動」時間上是重疊，並且同時進行的。由上所述，

其實新馬孔教和宣講聖諭兩者之間雖都是以儒家為主體的活動但性質是不同的，

前者為改良主義下的維新思想，後者則為傳統功德成神的勸善思維。本質上，或

許可以說是教化大眾的兩種並行的方式，而非承先啟後的兩種模式。總體來說新

馬宣講聖諭的特點有以下四點，一、宣講聖諭是一持續之活動，自有記載的 1881

年樂善社辦理宣講起，聖諭宣講活動持續至少二十年，直至書院私墊等有組織的

教育機構出現後，宣講才逐漸沒落；67二、是以大眾為主體，善社辦理宣講，是在

中國當時潮流，通俗化的娛樂性講演活動，主要吸引大眾，而非文人士子，因此

是在街上商號前進行；三、是一種針對方言群的行善，當時功德成神的行善思維，

同幫商號樂於捐輸協助同幫；四、善社的本土化，商號捐款給善社支持當地教化

活動，進而協辦成立書室、學會。 

  這種宣講的文化，在當時很長一段時間影響大眾視聽的方式。新馬華文報紙

的大量發行之後，宣講方式的閱報，即成為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關於報章在新

馬的普及問題，陳蒙鶴是這麼說的，「儘管報章未能在所有新加坡的居民中普及，

但吊詭的是，卻可以到達南洋大部分重要的地方。《星報》的代理商遍及麻坡、馬

六甲、檳城、怡保、吉隆玻、巴達維亞、泗水、三寶壟、巴領旁、吉利邦、沙撈

越、仰光和暹羅。」68由於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有關新馬報紙如何在大眾之間傳

                                                                                                                                                            

2 月 23 日。 
67

 遊子安，〈從宣講聖諭到說善書──近代勸善方式之傳承〉。 
68

 陳蒙鶴，《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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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一直沒有受到討論，然而作為開民智的白話報的出現，即是要在大眾之間傳播

訊息，新馬孔教藉由報章傳播訊息，因此有必要在此處討論報紙的宣傳方式。 

  李孝悌指出在中國甲午之戰以後，新式報刊大量出現，但報刊的對像是受過

教育的知識份子，所以文字和溝通的問題就不必有什麼特別的考慮。但到了 1900

年義和團之後，為了開啟一般無知大眾的智慧，白話報大量出現。69但報章必須要

有人閱讀才可能達到其設定的目的，當時的環境下，一般人只求能溫飽，也沒有

閱讀的習慣，如何把下層大眾納入讀者群，閱報社就在這個考慮下出現。當時閱

報社很多設在寺廟等公共場合，目的就在吸引更多的民眾，通常會把白話報、聖

諭、善書並列，對很多人來說，其功能、性質同樣是勸說一般人向上行善。閱報

社的大量出現約在 1904 年前後，除了提供民眾閱報之外，並聘請專人講解報章。

70有關新馬報章的閱讀基礎，顏清湟在談到有關書報社的傳播功能時，認為星馬華

社會內識字人數只佔很小比率，而此很小比率的識字華人，也未必有能力購買書

刊，則革命思想傳播給無法閱讀的勞苦大眾。因此革命派份子立了半革命性質的

書報社，顏清湟指出，南洋各地所建立的書報社可溯源於基督教牧師鄭聘廷與外

籍閣牧師於 1903 年所建立星洲書報社，主要目的，其實和同一時期中國大量成立

的閱報社一樣都是開民智，不同的目的是希望傳播基督教。71筆者認為除了基督教

開辦閱報社的刺激因素之外，也要注意到中國當時之趨勢，我們可以合理的解釋，

當時新馬華文報章的傳播方式應和中國並無二致，瞭解報章在民眾間的傳播方式，

才可以更清楚報章報導一個事件對於大眾影響從何而來。 

二、 1899年之前的「孔教」報導 

  一般上現有論述認為，新馬的「孔教復興運動」始於 1899 年，即中國 1898

年維新運動失敗之後一年。72而在 1899 年之前已經有孔教言論出現在報紙上，筆

者整理出在星馬報章最早出現「孔教」一詞，是出現在 1896 年的「星報」，但多

                                                      
69

 李孝悌，《清末的下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5。 
70

 李孝悌，《清末的下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 43-61。 
71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 138-140。 
72

 顏清湟，〈林文慶與東南亞早期的孔教復興運動(189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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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論說為主，相關於新馬本地的活動則未有報導。當時是公車上書之後不久，康

有為的「孔教」言論已傳至南洋，茲整理相關新馬「孔教」之言論如下，而單純

論述儒學之言論則不在此列： 

表二：1898年以前之孔教相關報導列表 

日期 報紙 版 標題 

1895 年 8 月 12 日 星報 1 就淺近以明聖道說 

1896 年 4 月 28 日 星報 1 孔教禁兵說 

1896 年 9 月 8 日 星報 4 孔教行俄 

1896 年 10 月 14 日 叻報 1 論孔子之道漸行外國 

1896 年 10 月 22 日 星報 1 論孔教勝於基督教 

1897 年 10 月 1 日 星報 1 答客問孔教 

1897 年 10 月 16 日 星報 1 續答客問孔教 

  由上表所示，主要「孔教」的言論是刊於《星報》，《星報》是新加坡發刊的

第二份華文報紙，由經營印務的林衡南所創辦。雖主筆是開發砂勞越詩巫而著名

的基督徒黃乃裳，但陳蒙鶴認為《星報》的立場和《叻報》一樣保守，並且對海

峽華人西化問題上，公開反對的次數比《叻報》多。該報主筆認為報章有責任引

領土生華人重拾中國的傳統。73因此，當時「孔教」保種保國形成一股社會輿論時，

面對華人西化的新馬地區，以保教保種做為維護華人文化的傳統的方式，於是「孔

教」報導開始在報章上出現。而立場保守的《叻報》除了 1896 年 10 月 14 日於頭

版轉載了《博聞報》的一則〈論孔子之道漸行外國〉之外，一直要到 1901 年孔教

開始在新馬運作成熟以後才有較多的報導。74
 

  1898 年《天南新報》創刊後不久，在 10 月 28 日的〈各報論說〉一欄，轉載

了發行於日本的《東亞報》10 月 6 日的一則論說〈橫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啟〉。75《天

南新報》由邱菽園所創辦，於 1898 年 5 月 26 日創刊，而發行於日本的《東亞報》

則創刊於 1898 年 6 月 29 日，創刊人和主編是廣東的簡敬可，撰稿人有韓曇首、

                                                      
73

 陳蒙鶴，《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頁 57。 
74

 《博聞報》是為前基督教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所辦，1895 年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要求變法，鍾

榮光受時代風潮的影響，接觸了維新思想，他認為救國宜先開民智，因此創辦《博聞報》。不到兩

年遭朝廷查封。而後接觸革命黨並受洗為基督徒。見周川、黃旭主編，《百年之功：中國近代大學

校長的教育家精神》，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222。 
75

 見《天南新報》，1898 年 10 月 28 日；《東亞報》第 11 冊，1898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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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同文、韓文舉、吳天民等，皆是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時期的學生。76當時報章言論

多以相互轉載的方式選錄文章，在下列表二中，即有三則報導轉載自日本的《東

亞報》或《清議報》。77兩報的創刊皆是在維新運動發展至高潮之際，在海外華社

辦報支持康有為的維新言論，而「孔教」思想也是報紙言論的重點之一。 自〈橫

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啟〉之後，《天南新報》開始報導多篇有關於各地祭孔的言論，

陸續有來自其他地區倡興孔教的言論，除了日本橫檳之外，加拿大域多利、泗水、

三寶瓏、望加錫、仰光的報導密集的出現在 1899 年。綜觀而論，當時「孔教」思

維的散播，是跟隨著維新人士流亡到海外的腳步而散播開來，雖然新馬報章上這

個時期有關「孔教」的報導不曾出現過康有為的名字，但比對其論述內容，則皆

為康有為的「孔教」思想，最主要的活動還是在勸各地大眾倡祀孔子，建立孔廟，

打破過去民間不得祭孔之例。相關報導茲羅列如下： 

表三：1899年前新馬以外其他地區孔教報導 

日期 報紙 版 標題 

1892 年 8 月 2 日 叻報 5 海外馨香 

1898 年 10 月 28 日 天南新報 3 橫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啟 

1899 年 1 月 18 日 天南新報 1 論泗水興教事 

1899 年 4 月 29 日 天南新報 1 勸各地立祀孔子會 

1899 年 5 月 02 日 天南新報 1 續勸各地立祀孔子啟 

1899 年 5 月 03 日 天南新報 3 倡興孔教 

1899 年 5 月 04 日 天南新報 1 再續勸各地立祀孔子啟 

1899 年 5 月 06 日 天南新報 2 泗水魚書 

1899 年 08 月 10 日 天南新報 1 域多利埠倡孔子啟 

1899 年 09 月 20 日 天南新報 1 紀望加錫募建聖廟學堂事 

1899 年 10 月 13 日 天南新報 2 三寶瓏籌建孔廟學堂 

1899 年 10 月 17 日 天南新報 2 泗水請聲(孔廟學堂) 

1899 年 10 月 28 日 天南新報 2 仰光華商崇祀孔子 

1899 年 11 月 11 日 天南新報 1 錫函偉論 

1899 年 12 月 18 日 天南新報 2 望加錫華商捐建孔廟學堂芳名錄 

                                                      
76

 中野克彥，〈日本最早中文報《東亞報》研究〉，海外華人機構國際合作會議，美國，2000。 
77

 1898 年 10 月 28 日《橫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啟》轉載自《東亞報》 10 月 6 日第 11 冊。1899 年

04 月 29 日《勸各地立祀孔子會》轉載自《清議報》4 月 10 日第 11 冊。1899 年 08 月 10 日《各埠

近事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轉載自《清議報》1899 年 7 月 18 日第 2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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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橫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啟〉中提到日本原本就受到中國儒教影響，對於

孔子祭祀有一定的尊崇，在橫濱一處本有孔廟及學堂，反而中國因為朝廷的禁止，

學生只能拜文昌帝君或是魁星君，而進士也只有在得第之日得以瞻拜孔子。事實

上，在這個運動的開端，報上支持孔教的言論多出於康有為門下的士人所執筆。

在實際社會層面上，由報導中還無法觀察出有什麼程度上的影響。但在報導之中

充分表達了康有為主張的孔教思想，直接移植到海外的華人社會中。在〈橫濱闔

埠華人倡祀孔子啟〉報導中明示了孔子祭祀事實上並不存在於民眾祭祀之中，更

不用說海外華人社會： 

  「嘗見日本之篤守儒教者，猶日懸 聖像於左右示尊親意。我中國

號稱儒教之祖，其所謂士人者，除得第之日始獲一遊聖殿而瞻拜聖像，

其億兆之學子百千之學堂日聽尊奉而膜拜者非文昌則魁星，而 孔子無

聞焉。鳴呼士夫猶如此，小民無論矣，海外更無論矣。……孔子之教者，

海外□聽□□奚既倡學校以育人才，設報館以開民智，立戒煙會、不纏

足會以除錮疾。今復崇祀 孔子以定一尊，端其趨向庶幾推行漸廣，風

氣漸移，收己去之人心，弭未來之隱患，光 聖教於異域，作屏藩於漢

室，則亦區區之心所以竊自幸矣。」78
 

  言論中認為孔教實際行動要開學校、辦報紙、立戒煙會、不纏足會，這些向

西方教會學習的變革方式，要在孔教底下移風易俗，以收人心。 

    另外和新馬臨近的荷屬東印度，則有較多的相關報導。泗水孔廟建立為南洋

地區之首，接著巴城、望加錫也響應，不過最後實際建成的孔廟也只有泗水一處。

在報導中可以觀察到，其成因是由於戊戌年間朝廷變法，下令改神廟為學堂，又

命駐洋使臣勸諭華商興建學堂，因此開始有興建孔廟之舉，然而因為變法失敗，

各處華人一時之間不敢再提孔廟一事。但由於海外維新份子透過報紙等方式鼓吹，

各地建孔廟學堂一事能再繼續。最早出現在《天南新報》的南洋孔廟建成的報導

如下： 

  「前報泗水文昌祠各紳商會議改為文廟一事，經十五日再集眾議，

詢謀僉同，已將文昌祠改為文廟，崇奉至聖先師孔子矣。其文昌原像，

                                                      
78

 見《天南新報》，1898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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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安置文廟內供奉，觀此足見泗水紳商同心尊念我至聖先師，用能破除

俗見，昌興孔教，固不讓橫濱創建之專美，亦即南洋興教之先聲也。」79
 

   在泗水出現的第一間孔廟，是由現有的文昌祠改祭孔子而來，這個原祀神明

退位的做法，按照華琛 James L. Watson 的說法，這是「宗教標準化的過程」，國家

承認的信仰在地方層面以最基本形式得到認可的過程。孔子取代了一個神明──

文昌，成為地方供奉的主神。對大多數民眾來說，主祀神不是毀掉或是滅掉了原

來的那些神明，是吸收了被祂取代的神明，反而是使祂變得更加強大，這可以被

視為政治支配在真實世界的一種隱喻。80在一個有關望加錫華商討論興建孔廟學堂

的會議報導上有這麼一段記載： 

  「緣當倡議之時，原擬暫假福建公祠設帳授徒，崇祀孔聖，乃因某

富翁聲言於眾曰：『孔子大聖也，一旦崇祀於公祠之中，則祠中所有之神

主，必能蛀壞。蓋公祠神主均係吾閩諸商之富有聲望者。出資建祠，為

俎豆馨香之計，而究之一鄉善士，斷難與萬世師表等量齊觀。今若以孔

聖牌位供奉其中，則眾商之神主必不能安；神即不安，勢必讓位走避；

既讓且走，則神失憑依。而木主必因之而蛀壞，無待蓍龜矣。此言一傳，

有隨聲附和者，皆藉為口實……』」81
 

  在上面兩則泗水及望加錫華人討論建廟的過程之中，一個是改文昌祠為孔廟，

另一個是在公祠之中加奉孔子，事實上由其他各地相關孔教的發展各地不一而足，

例如，巴城即在中華會館奉孔子牌位，麻六甲在中華醫院內設孔子神座，仰光粵

商在廣東廟祀孔，閩幫在輔仁社祭。82由上所述，可以指出以下幾點：一、朝廷的

諭令，地方的各自表述；二、對民眾來說，孔子在眾神的位階中，神聖不可侵犯，

甚至使其他神主走避；三、地方紳商的領導權在地方的運作及影響力使致各地方

的發展有差異性。這是長久以來由朝廷、神明、紳商三者所建立起來傳統的寺廟

權力運作，是華人信仰模式的基礎。 

                                                      
79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05 月 06 日。 
80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92-324. 
81

 見《天南新報》，1900 年 03 月 17 日。 
82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0 月 28 日，1899 年 12 月 4 日，1900 年 0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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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關荷屬東印度的孔子祭祀討論之中，充分表現出當時民眾對於孔子的尊

敬，來自於原本歷代朝廷所加封於孔子的神聖性，以及在地發展後的轉化。廖建

裕指出，維新運動對於海外華人社會，起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不過在康有為來

到之前，孔教已經興起。83戊戌時的推動，是加強了民間孔子祭祀的正當性，也可

以說康有為的孔教言論是促使海外孔教生成的觸媒，而孔教在地方的發展，則視

地方領導層之態度及認知而定。 

  王愛平在討論荷屬東印度的孔教發展時，討論為何整個南洋地區只有這裡的

華人建孔廟、建學堂的行動速度最快，且堅持孔教時間最久。其認為荷屬東印度

的華人移民中福建人較多，而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一般來說，明清時期閩粵移民

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由史料記載，移居的福建人的文化程度，可能普遍要比

來自廣東的移民高一些。另外，在荷蘭殖民之下的華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更促使他

們的民族意識覺醒，使他們更意識到保持華人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必要性。84王愛平

指出福建商人在孔教的發展上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而在下一章即將討論的新馬

第一波祭孔之始亦是由福建商人扮演領頭羊的角色，由 1899 年 6 月開始，有關新

馬孔子祭祀的地方新聞開始在報上出現，拉開了新馬尊孔活動的序幕。 

第四節 小結 

  晚清時期類似康有為為了民族覺醒而生的論述一時之間蔚為風氣，以尊孔作

為凝聚民族意識認同的儒者論述不在少數。因此當海外的尊孔意識形成，應視作

中國整體尊孔風氣的傳播外移，非獨為康有為一派之影響。然而康有為思想的影

響透過戊戌變法的政治力量而達到高峰，即使是變法失敗，祭孔由官方祭祀企圖

轉為民間祭祀的思維凝聚，地方領導層的意願直接影響其在地的發展。由泗水及

望加錫地方領導層的討論建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地方領導層在地方信仰

上的影響及施行的結果。85總體來說，戊戌變法的推動，是加強了大眾孔子祭祀的

                                                      
83

 廖建裕，〈印尼孔教現狀〉，《別起為宗：東南亞的儒學與孔教》，頁 45-47。 
84

 王愛平，《宗教儀式與文化傳承—印尼孔教研研究》，廈門：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07。 
85

 廖建裕，〈印尼孔教現狀〉，《別起為宗：東南亞的儒學與孔教》，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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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的理由，康有為的孔教言論在變法失敗後透過其弟子所辦之報章的鼓動，

則是促使海外「孔教」傳播的觸媒；而尊孔活動在新馬地方的發展，則仍視地方

領導層之態度及認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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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馬華社與大眾祭孔的開端與發展 

第一節 吉隆坡首次大眾祭孔探究 

    新馬的首次祭孔出現在早期以礦工為主的工業城鎮吉隆坡，這是在過去的相

關研究中較少被注意到的區域。本節即在闡述吉隆坡的發展與華人幫群結構，整

理出由商人發起，最終並由各幫群代表共同祭孔的歷史脈絡。 

一、 十九世紀末的吉隆坡 

  十九世紀中葉，吉隆坡只是個位於雪蘭莪土邦內的一塊沼澤地，1840 年代由

於錫礦被發現，雪蘭莪轄下巴生五區都在進行採錫，以蘆骨一區最發達，華人礦

工也多，蘇丹拉惹鴨都拉在這個時期招募一批又一批的華人礦工來到這個瘴癘之

地。1857 年，因為礦區鄰近河岸沼泥之地，因此叫出了吉隆坡 Kuala Lumpur 這個

名稱。1
 

  接著淡江、泗沫岩、孟加蘭、半山巴、蕉賴、沙拉秀、新街錫、怡保律等郊

區的錫礦先後被開發，這些礦區就是華人聚居之處。華人之中礦工居大多數，這

些礦工是由馬來亞其他城市或由中國招募來此。2礦工對於疾病的起因和傳染都不

甚了了，再加上礦場設備簡陋，常有意外，因此礦工對於尋求神祇庇護特別的著

重，也把他們所信仰的神明帶來此地，建立了許多廟宇。由於同鄉人數過少，人

力財力不足，難以建立會館。因此同鄉之間透過廟宇而聯繫在一起，成為環境的

需要。當時這些廟宇不但是華人信仰的基礎，同時也具有聯絡和團結同鄉的功能。

每逢神誕、廟會和酬神等活動，即為當地華人帶來可貴的娛樂。廟裡會舉行宴飲，

同鄉聚集，這些活動在會館建立之前，即負起會館的功能。因此在早期吉隆坡華

人社會，小型廟宇特別多，且大多數是奉祀閩粵兩地的地方神。3
 

                                                      
1
 黃堯編，《星馬華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1967，頁 99。 

2
 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南洋學報》，卷 47/48(1992/1993)。 

3
 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南洋學報》，卷 47/48(199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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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末，錫米之倉的雪蘭莪，曾發生海山和義興因爭奪礦場而發生械鬥

事件，因此不難看出廣東人和客家人在錫礦工業上的舉足輕重。4據麥留芳的調查，

自 1891 年起客家人及廣東人在吉隆坡一帶的確是人多勢眾，根據 1891 及 1901 年

的雪蘭莪政府資料顯示吉隆坡的客家人及廣東人加總起來超過八成，而福建人莫

約一成。5吉隆坡屬於馬來聯邦四州之一的雪蘭莪轄下，馬來聯邦四州，即雪蘭莪，

吡叻，森美蘭及彭亨，在經濟結構上除了彭亨外都是以產錫著稱，因此四州主要

也都是廣東人及客家人的天下，福建人至二十世紀中至多也只占兩成。顏清湟在

判斷首次祭孔為何在不是在東南亞華人商業和知識中心的新加坡，而是在相對不

太重要的吉隆坡，極可能是由於吉隆坡的廣東人占優勢，對中國孔教運動的一個

引以為豪的反應，是因為孔教運動的發起人正是廣東同鄉康有為和梁啟超。6
 

  然而，新馬地區首次華人祭孔的發起者，卻是來自台灣的福建錫礦商人。 

二、 吉隆坡閩商對尊孔的回應 

  清朝在 1893 年正式豁除海禁，為了保護海外華民及鼓勵回中國投資，1899 年

在地方政府設置保護海外華民的機關，首先即是在廈門設置保商局；次年，廣州

亦成立保商總局，該局可以刊印空白護照，寄到海外各地會館，如有海外華人欲

回中國，即發給護照，回國時，若無護照，則予以扣留。7閩商在見報刊載有關新

設立保商局一事後，更發出不平之鳴，對於自身長期下來所受到之待遇，感慨萬

分。8因此一系列的輿論，喚起了吉隆坡閩商對於自身處境及危機意識的思考。 

  1899 年 6 月 6 日一封由吉隆坡兩百三十六位福建商人共同簽署發出一封公告

信函，一開首，即先表達《天南新報》在此一段時間，報紙上有不少有關「倡興

                                                      
4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學研究所，1985，頁

72。 
5
 1891 年在吉隆坡縣：廣東人 11%、客家人 71%、福建人 8%，吉隆坡市：廣東人 22%、客家人

51%、福建人 11%。參考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1985，頁 72-73。 
6
 顏清湟著，栗明鮮譯，〈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第八輯，1985 年，頁 215-246。 
7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1997，頁 18-19。 

8
 有關設立保商局全稿見〈錄總領事稟請閩督批准札行漳泉道憲通飭保護南洋回籍商民全稿〉，《天

南新報》，1899 年 05 月 19 日，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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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以及提倡成立商會的論說，令人為之振奮，認為是救時急務，但也令福建

商人有感海外華商之苦。這一封信函是在當時新馬華文報章上，出現的第一個由

華社直接回應「孔教」的言論，其信函內容說道： 

「錄吉隆眾閩商來函○ 

天南新報館諸公史席 月來奉讀 貴報有倡興孔教及商會之說，具

徵忠愛為懷，洵是救時急務。頓令海隅數百萬眾逖聽風聲□呼爾動，不

禁神為之旺，氣為之揚，此舉若成，誠開中國四千年未有之局，造億兆

無疆之福，孔聖有知，當必掀髯微笑曰：吾道南矣！ 微夫人之有不及

此然，則 貴報提倡之功，與百執事助成之力，不且與日月合其明，同

川流而不息者哉。迨四月初十曰（筆者註：1899年 5月 19日）續讀 貴

報載，中國駐叻總領事劉公稟奉閩總督許制臺批示，准由興泉永惲道會

同汀漳龍榮道在廈設立保商局，諭令出洋商民放心回里各等，因迴環莊

誦感激涕零。信乎各大憲之真能為我出洋商民作保護主也。伏念劉公既

有體念商民之盛意，而列憲復有保護商民之深心，惟稟中所述在洋商民

回籍苦況，尚屬膚泛成文，究未詳其確獘，商等生長泉漳往來數四目擊

之而身遇之，稔知下口官吏之為洋客害者，以稅厘巡丁為頭關，而官紳

之□肥私噬尤其後焉者耳。請詳列其受害情形為貴執事陳之……」9
 

  在這封信函中，十分清楚的描述了當時海外華商返回中國所遭受到的待遇指

證歷歷，認為「豈是教化之國所宜出此也？」閩商認為，出洋之人生活已經不容

易，要返鄉也實非易事，然而回到自己故土，所受到的不平待遇，令返鄉者盡受

委屈，而返鄉的商人更像是待宰肥羊。吉隆坡閩商顯然注意到《天南新報》在 1899

年三月至五月期間，密集報導了勸說大眾尊孔的相關言論，皆提到了商人對於在

海外捐建孔廟、倡祀孔子的重要性。10
 

  「茲何幸橫濱、泗水諸紳商而有捐建聖廟崇祀我 孔子之典凡，我出

洋諸華人所當是則是傚勿使其專美于前者也。雖 孔子之聖高大如天，原

                                                      
9
 全文見附錄一，《天南新報》，1899 年 06 月 06 日，第 2-3 頁。《天南新報》自 1898 年創設以來，

即十分積極廣論尊孔一事，由於其維新派背景，時常轉載來自於日本維新報章的言論。 
10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03 月 08 日、4 月 29 日、5 月 2 日、5 月 3 日、5 月 4 日、5 月 6 日。 

 



第三章 新馬華社與大眾祭孔的開端與發展 

40 
 

無關于人之崇祀，其建廟而拜之也，聽之于 孔子無所加其不建廟而不拜

之也，亦聽之于 孔子，何所損？唯是揆諸報本重道之大義，則固不可不

捐建 聖廟而崇祀之也。夫我華諸紳商于神廟佛寺各節尚不惜焚香頂禮，

慷慨捐輸況更什百，緊要重大如 聖廟而有不踴躍從事者，或所患無人為

之提倡耳，如其有人登高一呼，勢必眾山響應。」11
 

  「所患無人為之提倡耳」，維新派的鼓吹孔教，確實推動了海外華人對於倡祀

孔子的意識，在多篇報導之中，見到不斷把孔廟與神廟佛寺類比，然而，還有比

建神廟更重要的動力，來自於跨方言群凝聚的動力。《天南新報》連續數日在頭版

轉載了筆名「無涯生」的歐榘甲在《清議報》的論說〈勸各地立祀孔子會〉，對於

當時中國受戰敗之辱，以及海外華人之處境有所描述，並呼籲所有海外華人建孔

廟、興學堂、開商會，以求華人之團結： 

  「……國士龜圻，如於檜裂之刑；權利坐失，甚於晉宋之辱。其漂

流萬里、越在商旅者，星軺之使，不能保護；學校不開，無從知學。則

魚肉於刀鉆，惟外人是命……我支那雖摶土為人，以供其殘，豈能禦之

哉！然則如之何？曰道在自立。自立之策如何？曰愛國保種。如何保種？

如何愛國？曰興教。如何興教？曰凡我華人所聚之地，立孔子廟以祀孔

子……開學會以倡士氣，開商會以收利權，開尊王會以崇國本……寓橫

濱之紳商……設聖像於中華會館，儒冠洗洗，俎豆莘莘……慷慨捐資，

思立孔子廟以崇聖教，又推孔子愛同類之義，立商會以聯絡海外之商人。

無涯生於是起而言曰：諸君子經商耳，非紆青綰紫，藉儒服之榮也。……

十八行省之儒林如鯽，不聞倡祀孔子、倡立孔子廟，而橫濱諸君子倡之，

泗水、新嘉坡諸君子聞風和之，吾聞海外人才多可用，亦謂其潮被歐美

之風，通達時務，屢受外侮，憤而厥起耳！……故常曰：中國之變法，

必由外而之內者，其氣運然也；必由下而之上者，其觀感然也；必由商

而之士者，財力然也。吾閩粵人，實當其會。……惟有迅速建孔廟、迅

速開學堂、迅速開報館、迅速開商會。凡我華人足跡之所至，無不聯為

一氣、團為一體……我華人之旅外者，大抵為傭工謀衣食，未知學問為

                                                      
11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0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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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聖教為何物！所至聚賭、淫娼、癮煙、草竊、街衢薰穢、律例捍觸，

種種阻礙開民之氣，故外人以下等目之。……同是中國人也，而閩粵相

視如秦越；同是粵人也而客家本相秦越；同一本地也，而三邑四邑相視

如秦越；衙訟械鬥，如臨大敵，自傷其類，終年不懈。夫流離異域，得

與本邦人士相見，宜若何親愛、若何共謀護衛……」12
 

  在上述言論中，試圖對海外華社灌輸對於中國面對外敵的屈辱，應該要具有

民族危機意識。早期華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國，這種意識和中國國內是一致的；而

晚清以前，大眾意識之中也沒有國際的觀念，因此也缺少了民族或是國家意識。13
 

無涯生更明言指出，在海外華社各方言群、宗族社團，相互內耗，尤其閩粵兩幫

為海外華人之大宗，而終年爭鬥，削弱了華社的力量。 

  而提倡尊崇孔子之目的，即在於以孔子作為對內團結對外自立的力量，而孔

子的形象在海外開始形成凝聚族群的象徵。海外華社各方言群領導者皆為殷實商

人，「推孔子愛同類之義，立商會以聯絡海外之商人」，康有為維新變法重要的內

容之一即是設商務局、商會，以保護商務。但在這之上，必需先跨越方言群的隔

閡，對內先凝聚社群，並廣開民智，而其認為最好的辦法「惟有迅速建孔廟、迅

速開學堂、迅速開報館、迅速開商會。凡我華人足跡之所至，無不聯為一氣、團

為一體。」 

  這段期間，吉隆坡閩商開始在福建會館討論有關孔廟學堂之事。14這可由幾則

報導可以理解，1899 年 9 月 26 日，《天南新報》報導吉隆坡福建籍商人數次討論

倡祀孔子，但是屢議未決。 

  「我中國四萬萬神明之冑，尊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之教，宜乎化被

六洲，道隆萬國矣。而乃見侮於外人，鄙我為無教之國，良由我國政府

體制太嚴。其崇祀孔子也，除各直省府州勒建文廟而外，其餘民間所尊

崇者，惟釋迦牟尼、老子道君；梵宮道觀，棋布星羅。曰誦孔孟之書，

                                                      
12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4 月 29 日、5 月 2 日及 5 月 4 日。 
13

 莊國土、劉文正，《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

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0。 
14

 吉隆坡福建會館建於 1885 年，當時稱為「福建公司」。館址設於吉隆坡諧街（現敦李孝式街）

七號，內設有館舍，供同鄉住宿之用。公司除成為同鄉聯絡中心，也為南來同鄉新客提供各項協助，

包括排解同鄉間的糾紛。資料來源：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簡介，網址：http://www.fujian-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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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擔孔孟之道，亦且崇祀文昌魁星，而置孔子於不顧。似此尊而不親，

曷尊而兼親之為愈也。吉隆閩商有感於斯，屢擬倡祀孔而馨香之，為南

洋開其風氣，屢議未決。……」15
 

  另，9 月 20 日的《天南新報》上有亦一則｢紀錫埠募建聖廟學堂事｣，大抵是

說錫加望福建商人榮源號東主李連喜見報上新馬各埠開始出現大量尊孔報導十分

高興，願捐數千金及一地並提出實際方法以建孔廟，在錫加望的福建會館內展開

辯論： 

  「欲謀在埠中清靜之區建立文廟，崇祀孔子……惟工程浩大，費用

多，難於自成，必賴眾力……難者曰:華人信神，由來已久，天后宮能捐

助多金，若捐造聖廟，恐未必然。因思現在公祠規模極大，不如將公祠

改造或增築一進較為省費易辦也。......華人信神募建天后宮則樂助多

金，募建孔廟則恐未必然是說也頗屬費解。夫天后固神也，孔子獨非神

乎？孔子降生已二千四百五十年，而天后成神僅千餘年耳，天后之得成

天后仍受孔子之教……」16
 

  上文中望加錫一位商人將捐建孔廟一事和捐建天后宮相類比，並認為天后信

仰的義理來自於孔子的教孝，因而受人奉祀。顯示出民間對於孔子之尊崇地位，

早已認知其為高於天后的地位。在民眾心中孔子的神化地位，早已是建構在傳統

大眾信仰之上，中國官方將祭孔納入禮制範圍的祭祀活動，在民間也有許多自發

的祭孔活動，而且孔子祭祀常常作為民間信仰的一個部分，與其他神明一起祭祀。

但是在朝廷看來，把孔子牌位夾雜在其他神明之間簡直是一種褻瀆的、非正統的，

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間祭孔，如明正統三年(1438 年)朝廷就曾下令禁天下各地在

佛、道觀寺中祭祀孔子，但這種禁令並沒有多少實際作用。大眾無權進入專供官

員和儒生行禮的官方孔廟，但祭祀孔子地位既提升至朝廷祀典，在儒教意識之下，

民間視孔子為神，並懷有深深崇敬，便通過各種方式加以祭祀。17在南洋，沒有

了來自朝廷的直接干預，孔子的奉祀在移民的觀念裡也早已是存在於民間信仰之

                                                      
15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9 月 26 日。 
16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9 月 20 日。 
17

 高壽先，《中國宗教禮俗──傳統中國人的信仰系統及其實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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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面一段文字可以觀察出當時華人社會的宗教圖像： 

  「惟大成教則大不然，雖名大成，神雖奉孔子，而又偏以一觀世音

菩薩供於正中，而所謂大成先師不過僅叨傍坐，此外所供諸神佛多有不

能盡識，甚如西遊記之唐僧四眾亦在供養之中，此等神佛而令與我夫子

同坐一堂，能勿令士林羞殺耶……」18
 

  1898 年戊戌變法之時，其中一項諭令即為改淫祠為聖廟學堂，又命駐洋使臣

勸諭華商興建學堂，因此南洋一帶華人開始討論有關興建孔廟學堂一事，但是變

法失敗後，各華社因見支持維新變法的六君子被殺，因而暫時擱置此事。然而在

南洋，雖有駐洋使臣可以進行勸諭，但是朝廷事實上無權直接干預，地方紳商若

有有志之士有意願支持，則此事仍可成行。19於是，類似上述三則討論是否建廟

及有關孔子的奉祀方式的言論仍出現在各主要華埠的新聞中。南洋一帶專祀孔子

的廟宇在此之前並未出現，因此如何建廟，如何改淫祠，或是由公祠改造，或是

原有廟宇增建一進，或在會館之中崇祀，皆在地方紳商的討論中。 

  吉隆坡情形亦是如此，一位臺灣籍福建安溪商人王雨邨倡議在吉隆坡福建會

館內奉祀孔子，其他福建商人起而響應。20當時南來福建人日漸增加，由各紳商捐

款於吉靈街 41 號地段修建會館，並提議於翻修福建會館之時，在福建會館內安奉

孔子牌位。 

「近由王雨邨都戎出為提倡，經閩籍好義諸君樂輸巨款，興修福建

會館，即恭設孔子牌位於其中。本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聖誕，當即傳集各

紳商舉行祭聖之禮，共申慶祝。……惟事屬創始，日期緊迫，所擬雕刻

神牌，題曰「大成至聖先子神位」八字，上下兩旁皆鐫雲龍，高二尺六

                                                      
18

 見《日新報》1899 年 10 月 13 日。 
19

 在 1900 年《天南新報》3 月 17 日一則〈敬紀望加錫華商興建孔廟學堂事〉中論及華人在戊戌政

變之後對建孔廟的態度：「自戊戌年讀今上皇帝有改神廟為學堂之諭，又命駐洋使臣勸諭華商興建

學堂之旨，遂即邀集同志，共相鼓舞。乃粗有頭緒，忽遭八月六日之變，六士被誅，列邦震動。而

各華眾亦因之心灰意冷，不復再謀是舉也。獨李、陳二君，志趣遠大，終不忍釋手，由是同志之士，

亦願助力輸資，樂觀厥成。」其他華埠亦有相同之態度。 
20

 有關臺灣籍福建安溪商人王雨邨，在《天南新報》1899 年 9 月 26 日曾報導有關此商人之背景，

原文如下：「本館查王君雨邨，係吾閩安溪縣人，生長臺灣，素嫻韜略，醫學極精，前為劉省三爵

帥、吳春波軍門所器重，以庠序起家，積功保奬藍翎都司，嘗在廈門辦理貢燕數年……現在吉隆大

興礦務，兼辦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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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滿面鋪金，堂皇華麗，早已將其式樣付到叻坡，雇工雕刻，恐未能

克期趕赴聖誕，以副諸君之瞻仰耳。」21
 

  吉隆坡閩商原定於孔誕日於福建會館祀孔並議設義塾。新聞見報後，廣東人王

澤民等人也擬了一則勸捐小引函告廣東志同道合者發起募捐興設義塾： 

「吉隆坡倡祀孔子，定於本月二十七日以福建會館恭祝聖誕各情，

業已刊登前報。然此猶屬閩籍紳商之所為，粵籍則未有問焉。茲接訪事

人續函，謂有廣東醫士王君澤民者，學貫中西，誠識時之豪傑，睹茲世

變，非大興學校不為功，於是糾合同志，募設男女義塾……既得閩紳王

君雨邨倡祀孔子於先，復得王君澤民募設義塾於後。異聲同調……」22
 

  由上述報導看來，福建商人群起倡祀孔子一事，受到其他方言群的注意，

廣府人先是加入了這個行列。而接來下，吉隆坡的客家人也加入了這場祭祀

活動，由此開始了聯合各幫祭孔的開端。 

  吉隆坡首次祭孔一事擬定之後在華文報章上刊登消息，表現出來的特點主要

是聯合吉隆坡各幫群的祭祀活動，尊孔建廟與設學二事息息相關，並且開啟了南

洋倡建孔廟興學堂的熱潮。 

三、 同善醫院聯合祭孔議 

  9 月 30 日報載吉隆坡祭孔最後定於同善醫院，各幫董事共五十九人共赴同善

醫院祀孔，並議籌建孔廟、專崇孔教以移風易俗。23原本登於之前數篇的告示皆以

福建會館為祭孔地點，9 月 30 日，即陰曆 8 月 26 日孔子誕辰前一日，《天南新報》

在頭版以大篇幅報導吉隆坡各幫華人聯合倡祀孔子之公告，並擬定吉隆坡的倡祀

孔子章程、公舉董事名單、及舉辦時間地點。值得注意的是報上未載明何以在短

短兩日之內，祭孔的地點由福建會館移至同善醫院，報列董事名單中亦未出現報

                                                      
21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9 月 26 日。 
22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9 月 28 日。 
23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09 月 20 日，第 2 頁、9 月 26 日，第 2 頁、9 月 28 日，第 2 頁、9 月

30 日，第 1 頁。同善醫院創辦於 1881 年在雪蘭莪地區是歷史最久的華人公立醫院，創辦人是華

人甲必丹葉觀盛，前身名為「培善堂」，是為施醫贈藥的善社組織 ， 1894 年由陸佑等客家幫捐

資擴充為同善醫院，當時地圵為茨場街 71 號。見黃堯編，《星馬華人志》，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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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導之首倡商人福建王雨邨及廣東王澤民二人，董事名單中可辬識之人名主要

是以客家幫如陸弼臣、高秀山、陳秀蓮、王聚秀、葉慎之等，吉隆坡當地主要客

家領袖。 

  這則《天南新報》上的告示〈吉隆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啓〉，同樣也出現在 10

月 3 日《檳城新報》的頭版及 10 月 25 日的日本《清議報》。告示是由吉隆坡各幫

商人共同發出的聲明，同時寄發給各地的報館，內容主要是說孔子之教應為所有

華人所崇祀： 

  「……孔子殆所謂經師而兼人師之貴者也。然則其敎之繫於世道人

心，不綦重哉？而謂可不崇奉而膜拜耶？而謂 可分畛域，若者得拜、

若者不得拜，致與聖訓無類之意大相刺謬耶？……不尊聖教，何以能盡

倫？人之所以自立者在此，所以自強者在此。又何必捨聖教而別求自強

自立之策也哉？子云：有教無類，吾儒生聖人後讀聖人書，亦當擴充無

類之意，使人尊奉聖教、膜拜聖像則幸矣。……右啟係吉隆函寄者本館

以其黜異端崇正學獨能開風氣之先也……我朝崇奉聖教亘古獨隆，自各

直省州縣勅建文廟之外，其餘民間例不得奉祀者，非禁夫人之親也，慮

夫人之親之，而或褻之也。誠使闔埠諸君各恭乃事，各齊乃心，用以瞻

美富之牆，率蕩平之路於□□家，尊崇之意未為失也。……」24
 

  公告倡祀孔子的啟示，事實上，除了尊崇孔子之意外，主要予以大眾祭孔一

個正當性的理由，以有教無類來擴充解釋，認為人人皆可尊奉孔教，膜拜聖像。

在這波孔教活動當中最重要的活動即是以孔子誕辰作為祭祀日期，孔子誕辰由此

開始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各埠華人公共假期並大肆慶祝，這種大規模的公眾慶祝方

式，新馬華社在一段時間內幾乎形成一個新的「神誕日」。 

  吉隆坡倡祀孔子的章程共列出十二點，其中包含祭孔時間以孔子誕辰為定例，

明定人人皆可祭孔，以及使用孔子紀年以示尊王保教。由以上三點來看，十分明

確的是以康有為的孔教論為本，尤以使用孔子紀年一事，康有為使用孔子年號的

理由是因為以「孔子為教主」，並引用西方宗教以耶穌為紀年之例解釋中國人當以

孔子年號，孔子紀年的使用在海外華人的報紙上屢屢出現，也明定在祭孔的章程

                                                      
24

 見《檳城新報》，1899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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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當時之章程是以各地倡導者議後自擬，比對第一次海外的橫濱祭孔由徐勤

所擬之章程有諸多相似之處，也有部分修正，以符合地方實情，例如，在吉隆坡

並未提及孔誕日全體華人停工一日，及七日一拜之制，也未分男女行禮的時間，

應是考量實施的現實面而未列入章程之中。25
 

    茲將吉隆坡所議章程羅列如下： 

1. 崇祀孔子，自今年八月廿七曰聖誕始，此後永遠垂為定例。 

2. 現當開辦之始，未能建立孔廟，擬先在同善醫院設立聖像，以昭肅

敬。 

3. 聖誕日闔埠各鋪戶，理宜一律結綵張燈致賀。 

4. 聖誕闔埠不論男女老少，皆當親到該院行禮，遵古禮男左女右，以

示區別。 

5. 聖誕日凡致祭者皆守禮經燔柴之義，香燭寶帛之類一切省免。 

6. 今年開辦之初，聖誕日闔埠公舉董事五十餘名，以勷辦此舉，每年

公舉一次，以二十人為額。以後垂為定例。 

7. 聖誕日祀孔子畢，即聚會宴飲，以隆此舉。 

8. 凡祀孔子與宴飲之事者，例捐銀一大元，若能捐多者聽，不與宴飲

之事不捐者亦聽。 

                                                      
25

 《東亞報》1898 年 10 月 6 曰〈橫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啟〉所示章程： 

1. 崇祀孔子，自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聖誕始，此後永遠垂為定例。 

2. 現當開辦之始，未能建立孔廟，擬先在中華會館設立聖像，以昭肅敬。 

3. 聖誕日，闔埠各鋪戶，一律升旗張燈致賀。 

4. 聖誕日，闔埠不論男女老少，皆當親到會館行禮。(上午則男子恭祝下午則女子恭祝以示區

別) 

5. 聖誕日，凡致祭者皆守禮經燔柴之義，香燭寶帛之類，一切省免。 

6. 今年開辦之初，聖誕日，闔埠公舉董事四十五人，嗣後定例，每年公舉一次，以十人為額。 

7. 聖誕日，不論工商，闔埠停工一天，如有要事，不停者聽。 

8. 聖誕日，祀孔子畢，即在會館宴飲，以隆此舉。 

9. 凡祀孔子者，每人例捐銀七毫五仙，與宴飲之事者，例捐銀二圓，若能捐多者聽。 

10. 自今年崇祀聖誕後，闔埠華人，咸當尊祀孔子，至於西人禮拜之日，即孔子七日來複之制。

亦宜恪守斯義，以示不忘，(海外之人習氣甚興幾不知有孔子之教故複行此義以昭敬愛而示

不忘) 

11. 開辦章程，及尊聖歌，將來都輯成書，遍派中外，使人朝夕諷誦，勿背其本。 

12. 各捐款，除聖誕日支銷外，即貯會館中，作下年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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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今年崇祀聖誕後，闔埠華人除用光緒紀年，當兼用孔子紀年，以

示尊王保教之意。 

10. 各捐款除聖誕支銷外，即貯該院中作下年經費。 

11. 刻下此舉原係草創，俟辦有頭緒，議實妥善條款，再行刊刻派送。 

12. 各捐款於祀聖誕後，將進支數目刊刻派送，俾眾咸知，以昭徵信。 

    「本月念七日日□孔子先□□□借同善醫院為祝聖之所，凡我闔埠

長幼□婦華人務祈整肅衣冠，准於是日上午七點恭詣行禮，參□謁謹此

□□聞。如欲入場敘飲捐銀一元，若能捐多者□祈於廿六日前到五枝燈

□利掛號。 

                                          吉隆闔埠華人公啟」26
 

  由上所示，孔誕這一天，各店鋪要張燈結綵，不只是各幫紳商們共同行祭孔

之禮，不論男女老少一律都可以參加，而典禮結束之後，還有聚會宴飲活動。活

動一直由上午七點到晚間為止，一場熱鬧的慶祝活動將在大眾之間展開。 

第二節 新加坡尊孔與清朝影響力 

一、 邱逢甲、王曉滄南來 

    1900 年 2 月，康有為應邱菽園的邀請到新加坡，由於康有為在中國倡孔教活

動的背景，在新加坡與林文慶及邱菽園的頻密接觸，對兩位支持孔教者來說都是

莫大的鼓勵，所以一般認為康有為與新馬孔教的活動多少具有影嚮力，然而無論

是報章或當時有關孔教的任何活動都完全沒有康有為的蹤跡。27由1899年吉隆坡、

                                                      
26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09 月 30 日。 
27

 顏清湟認為由於清政府下令捉拿他，和孔教有關的任何公開聯繫都是不適宜的，而康有為也正

忙於為漢口起義制訂計劃。參考自顏清湟，〈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頁 9；

張克宏對康有為在新馬活動上也認為新馬孔教首波熱潮的同一個時期，並無任何跡象顯示康有為和

孔教之間有任何聯繫，參考自張克宏專書第一及二章，有關第一次避居新馬期間的言論及作品，皆

未有跡象顯示康有為在此關注孔教議題，詳見張克宏，《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為在新馬》，吉隆

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頁 1-60；而李世偉在檢討過有關華人地區孔教研究的論著上認為全部

把焦點放在康有為及孔教會身上，這容易造成一個刻板印象，以為清末以來的孔教運動只有康有為

這個系統。事實上在民間以尊孔為主旨的團體極多，支持孔教的文人志士也不少，且相當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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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及馬六甲對於倡孔教建學堂的活動看來，主要仍是屬於新馬內部的動力所

做出來的回應，我們或許可以由邱逢甲及王曉滄到新馬提倡祭孔一事來討論這個

觀點。28
 

  邱逢甲及王曉滄在 1900 年到來新馬，在報章上有諸多的報導，但兩人並非是

為保教而來，卻留下不少有關倡議孔教的論說。邱逢甲前來南洋的原因有三：一、

受粵省當局委托，前往查訪僑情；二、為其在潮州籌辦的「嶺東同文學堂」募集

經費；三、前往新加坡會面摯友邱菽園。29邱逢甲並未直接參與康有為的維新運動，

但他創辦了一個西式學堂和一所專科學校，邱王二人和當時多數憂國憂民的志士

一樣，認為革新獻替才可以救國。在中國當時擁有維新思想以及支持孔教的文人

志士其實不少，邱王二人雖為維新人士，但與康有為並無直接關聯，因此才可能

得以受粵省當局所托，前往南洋進行保商一事。30
1900 年 3 月 19 日有一則相關報

導： 

 「香港華字日報云：去年奉上諭沿海各埠設立保商局，保護出洋之

華商人……乃開辦以來，而惠潮嘉出洋之華商人尚未盡知朝廷保護之意，

到局領照者甚少。沈觀察以海陽邱仙根工部逢甲、嘉應王曉滄廣文恩翔

熟悉南洋各埠情形，照會前往宣布。朝廷德意並先照會駐汕頭英領事及

                                                                                                                                                            

考自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宗教與文化》，頁 261。 
28

 邱逢甲，字仙根，又字吉甫，號蜇安，客家人，1864 年生於台灣淡水，是清末著名愛國志士，

梁啟超曾稱其與黃遵憲同為晚清詩界革命之巨子。甲午戰敗，邱逢甲組義軍抗日，失敗後內渡廣東。

對於王曉滄的生平介紹則不多，其為廣東梅州人，清拔貢生，1886 年與邱逢甲相識。關於邱逢甲

及王曉滄的南來細節可參閱梁元生，〈客風南被與南洋儒學－－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客家詩人對星

馬華人社會的衝擊〉，《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和東亞》，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

文系，2011，頁 435-444。李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新馬－邱逢甲南行記〉，《新馬華人專題研

究系列（二）檳城華人社會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5，頁 61-75。 
29

 李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新馬－邱逢甲南行記〉，頁 61-75。 
30

 有關邱逢甲和康有為的關係，說法甚多，然邱逢甲在新加坡和康有為第一次會面之時，康有為

即盛情邀請邱逢甲加入勤王一事，邱逢甲七月回廣東後，對於勤王一事並無動作，並刻意疏遠康有

為及邱菽園，尤其是南洋之行， 邱逢甲似對康有為和保皇會的宗旨、 思想作風、 辦事能力等頗

多疑慮與失望，雙方關係有所疏遠。邱逢甲生前好友邱复後來曾回憶道：「君 (指邱逢甲) 之宗旨，

其初本近於保皇……自庚子春遊南洋半載，備見保皇黨之騙術，且觀察南洋趨勢，歸而大變其思想，

以為欲新中國非徹底改造不可。」本文提出這個看法除分辨康有為與在南洋祀倡孔教者之間並非只

有一個派系，也意在說明尊孔及保皇一事，事實上應分別待之。有關邱逢甲和勤王一事與南洋之間

的關係可參閱：趙春晨，〈邱逢甲在庚子「勤王」中何以蟄服未動〉，《學術研究》，2006(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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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南洋各埠領事以邱王二君南行之意……」31
 

    邱王二人是受命前來了解南洋華人的情況，出發前也先照會英國領事。到新

加坡不久，經由邱菽園的介紹結識了許多當地的僑領，相信是由於邱菽園的影響，

邱、王二人知道了本地正在大力提倡孔教一事，邱、王二人也表達了自己對提倡

孔教的看法。王曉滄在 3 月 26 日《天南新報》發表演說〈星洲宜建孔廟及開大學

堂說〉，次日，邱逢甲也在《天南新報》發表了〈勸星洲閩粵鄉人合建孔子廟及大

學堂啟〉與王曉滄相應。邱逢甲在文中對南來的背景有較為詳細的交待，並且在

文中揭示了在新加坡推動孔教的成員。32
 

  這兩篇文章在當地引起相當大的迴響，隨後就建孔廟及大學堂的討論相當踴

躍。邱、王二人的名聲也因而大盛，受各地方紳商邀約不斷，兩人應邀前往的地

方包括坤甸、吉隆坡、馬六甲、芙蓉、吡叻等。梁元生認為邱逢甲在南洋受到熱

烈歡迎的原因與抗日護台的民族氣概很有關係，所到之處，對邱逢甲的所做所為，

皆以儒家的忠義觀念並舉，因此對聽講的大眾來說沒有官老爺的距離。33再加上他

所具有的官方身份，因此對當地華社領袖有一定的影響力。如同王賡武所言，因

為多數人都承認真正的「中國性」的標準是由朝廷來決定的，這些標準的內涵對

大眾來說也許太過抽象，但是只要它是由家鄉的「地方官」所傳達，其合法性就

不容置疑。34
 

   邱逢甲和王曉滄南來的遊歷，除了因公了解海外華社的僑情之外，正值吉隆

坡首次推動祭孔的熱潮，因此發表文章，公開演講，順勢推動了孔教在新馬發展。

35當邱、王二人離開新馬後，除了留下不少言論之外，在華社暫未激起更多的漣漪，

但邱、王回到中國之後，朝廷對南洋大眾對於孔子的興趣與熱誠有了更深層的認

識，莫約半年時間，清政府即開始介入新馬的尊孔活動。 

                                                      
31

 見《天南新報》，1900 年 3 月 19 日。 
32

 李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新馬－邱逢甲南行記〉，頁 61-75。 
33

 梁元生，〈客風南被與南洋儒學－－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客家詩人對星馬華人社會的衝擊〉，《族

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和東亞》，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11，頁 435-444。 
34

 王賡武，《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2005，頁 208。 
35

 邱逢甲對南洋的影響不光是在孔教上，還包括對辦學的影響，他在新馬很注意各地辦學情況，

並利用演講的機會，啟發教育的革新。參見李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新馬－邱逢甲南行記〉，頁

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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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孔活動領導權的更替 

  邱、王二人在七月離開新馬後不久，即到孔誕日。在 1899 年吉隆坡首次祭孔

之後隔年，當時三家華文報社都公告因孔誕而停工一日，並在孔誕日後報導了孔

誕日的活動，報上只見一則有關新加坡祭孔的情況，然而篇幅並不大，主要重點

也只是提到萃英書院改祭孔子一事，其他街景、店家之描述多為靜態的布置，亦

不見公眾慶祝之實況。 

  「……昨為聖誕之期，本坡各籍華商如源順街、老吧薩……各等處，

靡不結采燃燈，同申祝悃，而萃英書院各義學向例於七月初七日祭祀奎

星，今年總理人陳君若錦及李君清淵等，亦改於昨日祀聖光學，一時學

生百餘人，衣冠蹌濟，拜跪如儀，誠盛事也。……閩海天綢緞莊……昨

日因情殷祝聖，特製黃旗一面，大書大成至聖孔子先師，並製成紅燈數

十盞，於昨夜十放光明，以申慶祝……」36
 

    同一時期，清朝軍機大臣張之洞通過清朝駐英公使羅豐祿、駐新加坡領事羅

忠堯、兩廣總督陶模對邱菽園進行了勸說的工作。在張之洞通緝與勸說的兩手交

替使用下，邱菽園選擇了納金免災的辦法，公開登報與康有為決裂。37張之洞、陶

模與邱菽園的互動由 1900 年 9 月下旬開始至 1901 年 10 月 22 日計一年時間，由

〈閉門著書〉、〈杜門養病〉、〈息遊絶交〉到最後的〈論康有為〉，邱菽園在清朝

的政治力介入下正式退出《天南新報》，他往後的生活就鮮少政治活動。38這年餘

                                                      
36

 見《天南新報》，1900 年 09 月 21 日。 
37

 有關張之洞與邱菽園的通緝與勸說可參考茅海建：〈張之洞策反邱菽園〉，《四川大學學報》，四

川大學，2012 年第 1 期，總 178 期。 
38

 有關邱菽園與清朝政府的對應不在本論文的討論範圍，但彼此在報章亦有的公開論說，筆者約

略整理如下： 

1900 年 11 月 22 日 天南新報 閉門著書 

1900 年 12 月 20 日 叻報 防微勿忽 

1900 年 12 月 21 日 天南新報 叻報館主筆鍳 

1901 年 03 月 07 日 天南新報 杜門養病 

1901 年 04 月 04 日 天南新報 兩廣總督陶軍札新加坡羅叔羹總領事文 

1901 年 04 月 08 日 叻報 兩廣總督陶軍札新加坡羅叔羹總領事文 

1901 年 04 月 13 日 天南新報 上粵督陶方帥書 

1901 年 09 月 9 日 天南新報 廣告 

1901 年 09 月 11 日 天南新報 息遊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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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也可以看見新加坡的孔教活動，在缺少邱菽園、林文慶的領導層下，事實

上也只能在福建商人的萃英書院簡單祭孔；而張之洞與陶模亦注意到，提倡孔教

建立學堂的活動在南洋華民來說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對清朝來說亦可收南洋華民

之心，但新加坡的核心人物邱菽園、林文慶，對兩廣陶模來說不值得信任，所以

在策反邱菽園的同時，也開始為孔教活動進行布局，期間也派了兩位教諭到新加

坡直接進行倡興孔教活動，一直到 1901 年 10 月 2 日及 3 日，陶模在叻報發表文

告始，清朝政府正式的介入南洋孔教活動。 

三、 兩廣總督陶模倡祀孔子 

  邱菽園告辭《天南新報》總理一職，隱居走避，也意即失去報章上主導孔教

的言權。不久後，兩廣總督陶模直接在叻報上刊登一則文告，文告簽押日期是六

月初七日（7 月 21 日），卻在邱菽園表明辭去總理後刊出，內容節錄如下： 

  「基督教之盛行非耶氏創教之仞，即能如是，亦賴保羅路易諸人，

振興社會、修整規條所以愈推愈廣。今吾教既教堂又無教士□欲化導□

其通無由，是以謀興孔教者恒欲參耶穌教法，以企輔翼聖教漸次推行，

實具有不得已之苦心。該教諭暨寓南洋，紳商擬在新嘉坡等埠創建尊孔

教堂設總分傳教士，再建中西學堂以教華民願力宏大深堪嘉尚。所議章

程十四條宗旨既正規例亦俱妥協，該教諭等既以興教為心，則與借會立

黨者公私邪正迥殊，且受教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亦深合有教無類

之旨。注冊一層僅可照行，毋庸顧慮。仰侯札飭新嘉坡總領事出示曉諭，

務□該教諭等不避險艱不辭勞辱，實心毅力以底於成。庶幾聖教行於海

外，此為造端，豈惟本部堂所厚望……六月初七日」39 

  內容提到有關在南洋所行的孔教，是參考基督教的方式而來，亦即康有為所

言之孔教，而陶模說這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並稱讚當地華商為孔教所做出的努力。

                                                                                                                                                            

1901 年 09 月 12 日 天南新報 告辭總理 

1901 年 10 月 22 日 天南新報 論康有為 

 
39

 見《叻報》，1901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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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在此强調倡興孔教自是倡興孔教，立黨自是立黨，兩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

呼籲在地華商只要向領事館注冊，即不必顧慮可以繼續大興孔教。陶模當時應當

已經了解孔教熱潮在新馬自是「民氣可用」，陶模也籍由此文告暗示邱菽園及林文

慶在協助康有為一事「與借會立黨者公私邪正迥殊，且受教之人有善相勸、有過

相規」，告知華社兩位已被勸服，畢竟邱菽園及林文慶在新加坡的華社中具有一定

的影響力。因此在接下來的孔教活動邱菽園及林文慶仍參與其中，但已失去言論

主導權了，此時，有關孔教的言論多來自《叻報》，《天南新報》上有關孔教的言

論也已換人撰寫，立場也有所轉變。陶模在公告信中所提到的教諭事實上為吉隆

坡的張克誠，不久後張克誠的尊孔言論連載於新加坡報紙上。清廷籍由此事接手

有關新馬孔教的主導權，並藉由即將到來的孔子誕辰大肆慶祝，擴大了祭孔在新

加坡影響的層面，並接替康有為的孔教在新加坡的影響。 

  隔日，《叻報》刊登〈領事示諭〉，表明兩廣總督陶模直接指派寓居吉隆坡的

教諭張克誠和總領事館一同合作為孔教做出努力「以免誤於偽儒」，並協助建立孔

廟及中西學堂。40莫約一週之後的孔誕日，新加坡祭孔仍僅止於閩幫的萃英書院師

生祭孔而已。41然而這一年在官方的認可之下，召集了一個建立孔廟及學堂的預備

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另一位由陶模直接指派吳桐林到新加坡傳諭並參與建立孔廟

及學堂事。42這個會議有不同方言群的數百位代表出席，會上由總領事羅叔羹直接

呼籲新加坡建立孔廟，林文慶及吳桐林皆上台演說孔教，而演說的內容全記錄於

《叻報》及《天南新報》兩大報上。43由於這次會議的成員首次跨越方言群，與會

成員也知會了英殖民政府有關會議內容，同時也向建廟及學堂一事向華民政務司

提出了申請，而華民政務司也發信同意了此事。 

  「孔教同人公鑒，敬啟者：十月三十日奉華民政務司憲傳憲諭：准

                                                      
40

 見《叻報》，1901 年 10 月 3 日。張克誠，字勛甫，又名廣文，大埔客家人，清朝乙亥科舉人，

曾出任廣東香山縣訓導及高要縣教諭，後南來吉隆坡。見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

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頁 160。 
41

 見《天南新報》，1901 年 10 月 10 日。 
42

 吳桐林，字質欽，廣東大埔人。在 1896 年已到過南洋游歷，1901 年再到新加坡則是由陶模直接

指派，由於倡孔教有功，回中國後被清朝所獎賞。見顏清湟，〈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

教復興運動〉，頁 13。 
43

 見《天南新報》，1901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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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孔子廟及中西小學堂，專講教化，毋涉國事等因。但此事須望坡中大

小紳商同心協力，早為簽定董事姓名，議舉總理，簽題經費，購地興辦，

不勝翹企之至。 

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初一日 

孔教同人公啟」44
 

  在這裡，我們注意到一點，新加坡首次跨越方言群談論建立孔廟一事。清末

孔教在新加坡的開展，標誌著新加坡華人社會嘗試兩個方面的跨越，一是嘗試跨

越正統祭孔的排他性，二是嘗試跨越方言群的排他性。跨越正統祭孔的排他性，

使得人人可祭孔，讓孔教成為聚合民眾的力量；當輿論風氣形成，清廷的官方支

持更成為孔教在南洋社會最主要的推力。有趣的是，清朝在南洋一帶，不再強調

祭孔身份的排他性，因此無論有沒有功名，一齊來祭孔成為朝廷所嘉許認可，這

是權衡之下的結果；而跨越方言群的排他性，則是新馬華社內部的拉力，孔教能

否順利推行，端賴接下來新馬華社領導者是否有推行之意願。 

四、 建立孔廟無疾而終 

  1902 年新加坡的籌款建廟活動，在新馬孔教歷史上皆被視為新加坡孔教復興

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由籌款建廟的過程來看，最終是沒有結果的。 

  由前述，建孔廟一事之開端事實上是由兩廣總督及總領事直接呼籲，並向英

國華民政務司申請准建，因此在審視接下來的籌款活動，雖然是新加坡華社內部

的活動，但仍有必要理解當時的領導人物的更迭。1902 年 2 月新加坡總領事羅叔

羹因事調往澳洲，而陶模在 1902 年 7 月時因病過世，因此親手促成此事的兩位官

員，先後不在其位。羅叔羹調職後，總領事由吳壽珍（即吳世奇）代理。吳世奇

是新加坡華商，是新加坡重要的福建領袖之一，在社會公益方面很熱心，很受華

社尊敬，但由於是代理職，只上任五個月；6 月以後即由與南洋華人沒有任何源淵

的正黃旗蒙古人鳯儀上任，而鳳儀上任的三年餘間，沒有任何與華商有關的活動

紀錄。45
  

                                                      
44

 見《天南新報》，1901 年 12 月 13 日。 
45

 華社對於鳯儀並未有記錄。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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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 年 3 月間，新加坡在同濟醫院召開建孔廟的預備會議，會議當中，邀集

各幫紳商公舉總理協理及商定一切章程，並當場題捐。首先由邱菽園以其父親名

義捐款一萬二千元，捐款當天共募得四萬二千元，章程中議定，其後陸續募得題

捐，題捐之數必需登報，昭告周知。由報載自 3 月到 9 月之間一共有四次題捐： 

表四：1902 年新加坡籌款建廟題捐表 

題捐時間（1902 年） 捐款人 金額(叻幣) 

二月初十日(3 月 17 日) 邱菽園等共 7 人 四萬二千元 

二月十八日(3 月 25 日) 陸  佑等共 4 人 一萬一千元 

二月廿七日(4 月 05 日) 林文慶等共 3 人 八千元 

四月二十日(4 月 29 日) 何懷清等共 3 人 三千元 

  4 月第四次題捐之後，事實上這個籌款活動已無動靜，一直到 9 月之間，報上

不斷重覆公告第一至四次的題捐名單，而未有新進的題捐，詳見下表。 

表五：1902 年新加坡籌款芳名錄報導 

時間（1902 年） 報章 標題 

03 月 07 日 天南新報 星洲孔廟學堂將有成議喜書 

03 月 10 日 天南新報 照錄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勸捐啟 

03 月 10 日 天南新報 中西學堂章程孔廟章程 

03 月 10 日 天南新報 孔教同人均鑒 

03 月 15 日 天南新報 茶請會議 

03 月 15 日 天南新報 孔教同人均鑒 

03 月 17 日 天南新報 孔教同人均鑒 

03 月 17 日 天南新報 星加坡孔廟學堂定議開辦躍踴題捐書此告慰同志 

03 月 17 日 天南新報 再紀會議捐建星坡孔廟學堂事 

03 月 19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題捐芳名列左 

03 月 19 日 天南新報 董事名單 

04 月 03 至 05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題捐芳名列左 

04 月 03 至 05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第二次捐芳名列 

04 月 05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第三次捐芳名列 

04 月 21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第一及二次捐芳名列 

04 月 21 日 天南新報 天字第二號緣部勸捐董事 

04 月 30 日 天南新報 孔教演說 

04 月 30 日至 05 月 15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一至三次捐芳名列  

                                                                                                                                                            

國立大學中文系，2002，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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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二號緣部勸捐董事 (內容皆同上) 

05 月 31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第四次捐芳名列(並

列一至三次提捐) 

06 月 02 日 天南新報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堂天字第一號緣部第四次捐芳名列(並

列一至三次提捐) 

06 月 14 日 天南新報 廉希憲 孔子戒論 

06 月 14 日至 09 月 13 日 天南新報 天字第二號緣部勸捐董事及(皆同前) 新加坡創建孔廟學

堂天字第一號緣部第一至四次捐芳名列(皆同前列) 

09 月 27 日 天南新報 答客問本坡孔廟學堂事 

    另外一則有關新加坡籌款無法成事的評論則出現在 10 年後的《檳城新報》，

文中指出新加坡總領事羅叔羹從中做梗使事情無法實現，內文如下： 

  「……環顧南洋各島，我華僑不下數百萬眾，有只泗水一處略具規

模，上年新加坡雖經提議，其時在座倡捐諸君不及二十人，已捐有六七

萬之多，亦可謂踴躍熱誠之極矣，當 時若使擴充捐題，雖數十萬，難立

致。乃有名教罪人之總領事羅仲亮陰梗其間，遂致事成中惙，至今叻中

人之說及此事者，猶鄙議之。……」46 

  這一段期間，由於並未有任何做為，應已引起華社的疑問，9 月 27 日一則〈答

客問本坡孔廟學堂事〉的刊出，事實上是正式宣告這次籌款建廟的失敗。由於報

導中十分詳細的分析籌款失敗之因，茲將報載檢討之文詳列如下： 

「答客問本坡孔廟學堂事                             清涼散士稿 

  客有熱心興教者，踵館而問曰，本坡孔廟學堂之舉。 

詢謀□同，集眾定議，不數日間，而富紳巨商之慨捐鉅資者，□人數不

過十餘名，而已得七八萬之鉅欵。當其□，□海內外，逖聽風聲，夫誰

□謂本坡孔廟學堂之成，直指顧問事哉，仍始也倡捐鉅資，甚為踴躍。

繼也分派緣董，俻極張皇，未幾勸捐者亦未聞有其人，助□者亦未聞有

誰氏。數月以來，消息沉沉、議論寂寂。昔所為以尊教興學自任者，不

□盼聞，而皆忘前數月之曾有此事焉，噫□□哉，豈□中國人□善忘□，

仰合星洲人士之力。不是以成置孔廟學堂□，不然閱春而夏而秋，為時

未久也，何以忽起忽落，如無定之風潮，時熱時泠，如代序之冬夏，誠

                                                      
46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08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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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此等善舉，即遍問廿餘萬旅星之華士，亦復□間人言，而又有見義

者，慨勸鉅資，以為倡始，此正所謂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機會之來，

千載難得。而乃茫無頭緒，坐誤事機，竟使有始無終，積欠逐成中輟，

吾恐孔子在天有靈，應亦為之隱憫也。孰為發起，孰為主持，胡乃為此

寂寂，徒令輕薄者見笑乎。或謂此事雖為本坡人人共有之義務，而當初

提倡最踴躍者，□莫如林紳文慶及吳紳壽珍等諸君，意者林紳以奉□英

京朝賀之故，而吳紳又□卸領署，故彼此無甚意緒，不遑兼顧，以至此

事亦□於蛇無首而不行歟，吾子職司記者，有應言之義務，盍為我陳之。

應之曰此事之延擱，其原因甚大，記者早料之於開捐之時，而非以林紳

往英，吳紳卸署之故，逐至放置不提也，甚至大之原因，則以事無專責，

人無專任，彼推此諉，觀望有成，僅知樹一孔廟學堂之幟，以聽羣策羣

力之奔集其下，而分幫勸捐者，又復狃於富人力大之說，專一向富商大

賈，鼓舌搖唇，求其慷慨下筆以為民望，而不知強富人出資以行善事，

雖儀秦之舌，亦未易為功。所以然者，出貲少則慮有玷其聲名，而出貲

多則又生其顧惜，況事尚介於成與不成之間，益有增其觀望遲回之想，

數月□不見明文，□百年亦作如是觀也，此本坡孔廟學堂不成之最大原

因也。然曠觀歷來善舉之有成，其始必藉數大力者，以為提倡及其成也，

統籌捐資，則貧者當出之力，必多於富家，以富者少而貧者多，且好善

之量，又無分於貧富也。星洲華旅以食力為多，其引頸企踵，以冀此事

之有成者，亦復不少，誠使倣善堂籌欵之例，四出勸捐，此中□少成多，

集腋必有成裘之日。今乃祇知大力之易舉，而不知合力之易成，即派分

緣簿，亦聞每幫人士合得一本，試問每幫緣董皆有十餘人，平□聲名不

相上下，誰則沿門持簿，以博好善之目哉。此亦捐事延擱之一原因也。

是故為今之計計，而欲孔廟學堂之有成也，要不外有便有專責勸捐之人，

一面分途勸捐，一面擇地興工。庶□望眾情踴躍，共襄其成。而專責勸

捐之人，則鉅紳富商，必多自引嫌，而不肯親任勞怨，計惟有開設公所，

用酧庸之法，出資延請熱心之人，專任捐事則可收事半功之效矣。否則

互相推諉，星洲之孔廟學堂，但作話餅觀可耳。客問言點首而退。因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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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問答話，以為有心保教興學者告焉。」47 

  由上示報導來分析，建廟一事不成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新馬華人對於建孔

廟事一直保持觀望，雖然聯合募款建廟在新加坡並非頭一遭，然而面對蓋一間孔

廟，是海外華社從未有過的經驗，所以茫無頭緒，坐誤事機；第二、傳聞有人認

為是因為林文慶前往英國，吳世奇也已卸任，所以事不成，而該記者認為，最大

的問題是沒有專責的人，因此彼此推諉，互相觀望；第三、雖然會議上有數位紳

商當場題捐，但是捐款是按各幫各持一本分緣簿，由各幫緣董持簿勸捐，各幫的

緣董究竟要由誰去負責募款，要捐多少錢才是合宜等各種疑慮都是造成耽擱的原

因。 

  事實上，由於這個募款在兩個月後即停擺，多數華商都在觀望的態度，也未

見有人負責找地點等後續工作，因此這些題捐的金額，其實只停留在分緣簿上的

數字而已，還未真正的從華商手中領到錢。 

  在華人信仰中，一個信仰的形成，官方認可的力量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庇護或

是中央權力的干預。奉祀官方所認可的神祇意味著符合官方認可的規範及價值，

也就是意味著符合儒家經典的傳統價值，而建立被認可的廟宇，可以使地方紳商

及其地方得以提升。48因此，建不建得成孔廟，主因仍在於當地紳商，這一點可

在一年前的 12 月 9 日，由陶模指派的吳桐林向新加坡倡議中可已清楚表達：49 

  「……竊以為孔子教堂一立，則我神明之冑裔，不致淪胥以亡也。……

乃星嘉坡各商家子弟，同為華種，而有福建、廣東、潮州、惠州、客籍、

海南之分；且同為華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心每多所異。故論者

謂各華商之心既有所異，則建孔子教堂之舉，誠戞戞乎難之矣。……檄

星嘉坡議建孔子之教堂，乃華商為子孫之事，非內地之事也！非內地之

事，則華官不能干預之也；華官不能干預之，故陶帥亦惟傳語喜奬而已。

事之成否，全在南洋各大商……」50 

                                                      
47

 見《天南新報》，1902 年 09 月 27 日。 
48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pp.292-334. 
49

 吳桐林在 12 月 9 日發表華官只鼓勵、不干預的言論隔天，華民政務司就同意准建孔子廟及中西

小學堂，清政府與英政府應已對建孔廟學堂一事有了一些共識。詳見註 18。 
50

 見《叻報》，1901 年 12 月 9 日。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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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廟的官祀地位，在大眾之間是陌生而遙遠的，因此觀望的態度是可以合理

解釋的。因此當新加坡華人接收到來自於朝廷的認可和倡導，並以一種微妙的方

式進行干預，直接把孔子信仰加强於地方層面的崇拜之上，從而可以形成一種有

助於跨幫群、跨區域的高度中國文化認同的整合。51華琛指出一個信仰的傳播和擴

散應該和地方官員對這個崇拜的推廣活動以及地方精英的推廣聯系起來。中國對

於統一文化的建構主要是取決於共享的儀式的培養和維繫，因此官員們關心的主

要是正當的崇拜實踐，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建廟和舉辦慶典。52所以官方更關心的是

實踐而不是信仰內容，因此當祭孔在新馬華社的闡釋方式是基於民間固有的信仰

方式進行──例如吉隆坡事實上如同神誕日來進行祭孔，對於祭孔在海外華社的

變體，官員僅以「不得已之苦心」來使支持這個地域基於文化認同的信仰發展。

但是如果當地方倡導者未能將儀式本身制定合宜，或根本不強調儀式，而是重視

信仰內涵以及所謂强調改良社會，例如廢淫祀以及簡化一切祭拜儀規，以當時大

眾對神祇的觀念是難以立即改變的。這點也可由一件事例來說明：林文慶曾提出

祭拜孔子者，其他神一律不再拜，當然這個提議完全不被華社接受。53
1906 年，林

文慶及其友人的努力下，華社取消了長期以來的農曆七月祭拜和妝藝遊行，並將

祭鬼迎神費用轉為教育經費。另一個例子是泗水陳少峰曾寫信問林文慶有關對於

祭祀孔子日期提出疑慮和對儀式進行方式的不熟悉，林文慶回答祭祀時不論身份，

只要行拈香之禮，不必區區品類，不必拘衣冠，祭祀之儀不是重點，而且在外洋

不能夠備齊物品，可以不必遵照辦理。很顯然泗水華商無法認同林文慶的說法，

後來泗水孔廟仍依傳統的儀式進行。54  

                                                                                                                                                            

史料彙編》的書中把時間誤植為 1902 年 12 月 9 日。 
51

 這裡提出跨區域是指，這個籌款運動不只限於新加坡的華商，名單之中還包含了其他地區的華

商，例如吉隆坡的陸佑及林大斗。 
52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pp.292-334. 
53

 林文慶一直嘗試要改變華社民間祭拜的習俗，1906 年，林文慶及其友人的努力下，華社取消了

長期以來的農曆七月祭拜和妝藝遊行，並將祭鬼迎神費用轉為教育經費。而當年執行情況如何，有

待進一步查證。見李元瑾，《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

會，1990，頁 123。 
54

 林文慶與泗水陳少峰的書信往來見《日新報》1900 年 7 月 16 日、7 月 17 日；泗水祭孔現況見

《天南新報》，1902 年 0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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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檳城華社與孔教發展 

一、 1911年以前的檳城孔教 

  報紙是歷史的初稿，《檳城新報》為檳城福建商人林花鐕（林汝舟）所創辦，

《檳城新報》為十九世紀末期馬來亞開辦甚早的華文報，直至 1936 年以後併入由

孫中山所創辦的《光華日報》。創辦人林花鐕是平章會館創建時的福幫大總理之一，

1903 年獲得海峽殖民地政府授予太平局紳，亦為清朝楊士琦侍郎奏保，欽賜道銜，

在檳城具有極尊崇的社會地位。55在孔教出現在檳城的同時，當時林花鐕年事已高，

至 1912 年逝世之前，他每日閱報，獲取知識，十分關心社會活動的發展，在孔教

方面，林花鐕尤為落力，除親自出席孔教相關會議外，捐款亦不少。56 

  《檳城新報》有關孔教報導的言論主要放在兩個版面，一為頭版的專論，二

為｢本埠｣新聞。57《檳城新報》自 1899 年吉隆坡大規模祭孔之後，斷斷續續有關

於孔教言論，但尚未有類似吉隆坡集體祭孔之檳城本地報導。一直要到 1906 年孔

誕日，由檳城華社領導中心──平章會館率領紳商及中華學校教職員學生至平章會

館向孔子牌位行跪叩禮。58這是首次在檳城報上所見由華社領導社團進行孔子祭

祀，平章會館的成立，是由廣福兩幫各公舉領袖群組成，當時檳城各方言群幫群

衝突日益難解，共組新的跨幫組織，是以尋求相互協調、整合、合作的平台，期

以維護華社利益。59
1906 年，平章會館首次舉行值協理人員選舉，福幫林花鐕及

粵幫梁樂卿公推為總值理人。60此二人亦為日後孔教主要勸捐總理，其他平章會

館紳商亦多為協理員。南洋華人早期結社形態，凝結社群的中心是公廟及宗祠，

在早期幫權時代，公廟為融合同幫群的平台，神權是否顯赫也就表示了這個幫群

                                                      
55 吳龍雲，《遭遇幫群：檳城華人社會的跨幫組織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9，

頁 30-33。 
56

 同上註。有關支持孔教及捐款部分，見下文。 
57

 由於檳城新報的孔教言論多出現在孔誕前後，因此本研究觀察報紙的時間範圍，主要是在

1899-1936 年孔誕前後一週及重大事件時間點為限。 
58

 見《檳城新報》，1906 年 10 月 15 日，第 5 頁。 
59

 陳劍虹，《檳榔嶼潮州人史綱》，檳城：檳榔嶼潮州會館，2010 年，頁 37-38。 
60

 吳龍雲，《遭遇幫群：檳城華人社會的跨幫組織研究》，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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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的大小，其所祀之神主要為各個方言社群所共同認可奉祀的神祈，主要社會

作用在於同鄉信仰的精神寄託、神人共管以凝聚社群並以神權權威維持社群秩序。

筆者認為，平章會館的建立，原意是為了在複雜的方言幚群權力中取得一個權衡

的機制。在跨幫之際，必需為組織的共同精神象徵做出詮釋，孔子做為遙遠朝廷

祀典對象，並不分屬於任一方言群體，其崇高的地位象徵是之於全體華人，而神

格化的教主地位，或可以做為凝聚群體的象徵意義。事實上十九世紀的華社在結

社過程中，即便是同一方言群內也不斷尋求一個神威顯赫的神明做為幫群代表，

而幫群勢力的消長，也代表著神明的進位與退位。
61
 

  按報載 1906 年至 1908 年都是由平章會館率領紳商及教員學生祭孔至平章會

館舉行祭禮，除中華學校放假一天外，並未提及華社之間對於孔誕日之慶祝情形，

在吉隆坡開始祭孔的前幾年，由平章會館所領頭的尊孔活動，按報導形式來看，

都只是部分紳商和教員生的尊孔活動，參加人員行官紳儒生祭孔的跪叩禮，不過

應將其視為民國初年另一波更具規模的活動的醞釀期，原因在於接下來民國初年

的祭孔活動將更加盛大。62在華人宗教民間傳統裡，設廟為一地方之要事，也是地

域性權力結構的象徵，檳城華人沒有直接來自政治性的干預──無論是英殖民政府

或是清廷，以廟宇為中心的權力網絡是以地域性紳商為主要架構者。當檳城孔教

支持者在地域性的理解之下，孔教推行之第一要事為設立孔廟，於是開始了熱熱

鬧鬧的籌款建廟活動。 

二、 張弼士與檳城孔廟議 

  新馬第二波籌款建廟的活動是在檳城展開，第一次在新加坡的籌款建廟活動

是無疾而終的。檳城和新加坡最大的差異在於，檳城是以一場大型嘉年華會似的

籌款方式，展開了孔教活動的序幕。1911 年 7 月 31 日由廣福宮公啟一則〈為建立

孔廟兼辦學堂廣告〉告示在平章會館舉行會議，會議內容主要在討論募捐鉅款以

                                                      
61

 例如在王琛發《19 世紀檳城閩南社群神農信仰的一時盛衰──探討民族意象在異地演化成幫權守

護神的困境》一文中提到當時閩南人試圖以神農信仰做為幫群的守護神，由林花鐕主導嘗試做為團

結各幫及社會意識的象徵，而後隨著勢力消長，神農信仰也逐漸衰退。 
62

 按 1909 年及 1910 年《檳城新報》之微膠卷數位資料部分缺失，因此無法判斷這兩年是否如期

進行祭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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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孔廟，並且重整學堂。觀其廣告中之言論，試與孔子同大伯公、觀音、關聖等

同論，文中提到海外學堂林立而孔廟付之闕如，因而倡建孔廟。63 

  1911 年同日另一則報導是勸捐聖廟言論，當時報紙排版頭版為全版廣告，這

兩則新聞則置於第 2 版頭條，往後幾年間的關於孔教的活動言論都是放在頭條，

對於孔教之態度實屬謹慎。由於報紙創辦人林花鐕本身就是平章會館紳董，同時

也是廣福宮、城隍廟董事，同時他也是孔教會理事的主要成員，對於地方事務具

有領頭作用，在檳城設立孔廟一事上林花鐕也顯得十分落力。同年 8 月 3 日，檳

城閩粵紳商，齊集在平章會館，討論設立孔廟、整頓學堂一事，該日出席會議者

包括張弼士、林花鐕、林成輝、柯孟淇、王漢宗、梁樂卿等兩幫領袖共 32 人。 

  在第一次籌款會議中，以曾擔任檳城首任副領事，並和清廷有密切關係的張

弼士為主要的發言人。張弼士，原名振勛，他在 1893 年初被委為檳城首任副領事，

次年升任為新加坡代理總領事，並於十分落力於華人的團結，對於清朝十分認同

及效忠，並且授官至商部右侍郎，兼欽命考察南洋商務大臣。64 由於張弼士在統

合華社的能力相當著稱，在會議上張弼士說服閩粵幫紳商建立孔廟、整頓學堂，

並做出實際的決定。當天會議由林花鐕為首座主持會議，張弼士則率先發言，張

弼士說道： 

  「前中華學校之設，係由謝春生翁、張耀軒翁、梁碧如翁、胡子春、

及予等，首先提倡，各捐五千五百元，而開銷甚鉅，現今尚不敷八萬餘

元，係由予自己籌墊，列翁有意設立孔廟，係應辦之著舉，且俾少年等

得知孔聖道理，尤我等應當之義務，茲將學校以前所開之賬列明當眾宣

布……」65 

    接著張弼士把所有中華學校積欠的賬目當場一一列出，又言：「若欲設孔廟，

以予之見，將現今學校前面暫作孔廟，後面作學校，眾意如何？」當場並對在座

紳商說明，若在現場能捐題十數萬至二十萬，以備整頓學校外，張弼士所墊之八

萬多元則不計較，再捐款添至十萬元，作為孔廟及學校的經費。不足之處才向公

                                                      
63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7 月 31 日。 
64

 陳劍虹，「檳榔嶼潮州人史綱」，檳城：檳榔嶼潮州會館，2010，頁 123-124。 
65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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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店鋪募捐。並決定將這次的會議情形，刊入報中，讓大眾清楚。這次籌款的

活動，和新加坡籌款活動相比，顯得十分有組織，並且實際。第一、當時檳城已

有平章會館的跨幫組織，粵閩兩幫的互動已行之有年；第二、主事者張弼士為當

地主要華社領袖之一，他的倡議能起領導的作用；第三、張弼士先是解決了中華

學校的欠款問題；第四、張弼士直接給予孔廟暫設於中華學校內的暫行計劃，因

此初期並不會發生如新加坡的觀望情況。於是在 8 月 3 日《檳城新報》的以兩大

版的篇幅詳細記錄了會議內容，並且把一則勸捐文章同時刊載，勸捐內容除了提

到檳城的立孔廟學堂的內容外，也提及了新加坡為何不能成功的原因： 

  「彼世之崇拜菩藏、迷信神權，不惜擲黃金于虛牝者，無非為邀福

避禍計耳。豈知人而善良，則冥冥中自多默知；人而險惡，雖日日求神

禱佛，豈能免其罪過。作善降祥，不善將殃，此普天下各教同具之公理

也，而孔子則固為教中之王，故人能崇拜孔子，信奉孔子……環顧南洋

各島，我華僑不下數百萬眾，有只泗水一處略具規模，上年新加坡雖經

提議，其時在座倡捐諸君不及二十人，已捐有六七萬之多，亦可謂踴躍

熱誠之極矣，當時若使擴充捐題，雖數十萬，難立致。乃有名教罪人之

總領事羅仲亮陰梗其間，遂致事成中惙，至今叻中人之說及此事者，猶

鄙議之。何幸本埠樂道好義諸君子，出而提倡，于昨日在平章會館公議，

而張侍郎弼士亦適來是間，慨然允將已墊中華學校之八萬餘金，再捐萬

餘元合成十萬元，為孔廟及中華學校之費，似此慷慨樂輸，誠不愧為南

洋華僑之冠……」66 

  從上述言論看來，檳城孔教另一位主導人物便是張弼士，孔教信仰對於張弼

士的影響由報上所觀察更多是來自於張之洞的思想。當尊孔的熱潮在星馬點燃之

時，檳城紳商將孔教隨著空間移動到檳城而再傳承並且創造，合理性解釋為當地

移民社會的認同力量。當張弼士倡檳城孔教之時，中國正在革命，當新中國成立

之後，孔教成為批判的對象，而張弼士則加入了陳煥章的孔教會成為十三位發起

人之一，無論是積極參與或是掛名的發起人，張弼士都為孔教會的會務提供了實

                                                      
66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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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資助。67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會上題捐之外，張弼士強調孔廟既暫借學校進

行運作，以宣揚孔聖道理為重，不能兼演黨派。68在孔廟這件事情上，除了解釋為

防堵革命黨人作為講革命之場所外，現有論著多傾向在公共事務上的事端解釋為

保皇派與革命派的恩怨，然而更進一步觀察在 8 月 5 日一則報導中的言論，｢……

今保皇革命兩黨，常如冰炭之不能相容……嗟乎，識時務者為俊傑，故處保皇時，

則應保皇；處革命時，則應言革命，凡我同胞，亦第就現今時局，一平心熟查知

可耳。｣
69
這較為貼近南洋華人大眾對於政治性事務的判斷，檳城紳商討論孔廟事

務時，存在的政治性思考，對外可能為不得罪清政府，不造成英殖民政府的注意，

對內亦避免煸動華社革命情緒之事，而將設廟的宗教動機與政治性事務作一切分，

也就是說設廟一事對紳商來說更是屬於地方事務的思考。 

三、 孔誕做為檳城及各埠華人公共假期 

   1911 年 10 月 17 日林花鐕及梁樂卿共同致書參政司，稟告華人農曆 8 月 27

日是孔子聖誕日，新加坡及四州府華商均於是日停市，檳城亦表同情，且接下來

年年如是。也就是報備英殖民政府這一天是華人公共假期，且往後皆比照辦理。70

筆者認為，林花鐕及梁樂卿對於孔教的重要節日──孔誕日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他們試圖在英殖民地提升孔誕的合法性，並且試圖擴大孔教對於地方事務的影響

力。 

  孔誕在華人社會中一直都沒有成為公眾假期，至多只有學堂書院在當天休業

一天舉行祭禮以表對孔子的敬意，進入民國後，只有短暫的宣布學校在孔誕日放

假一天，一直要到 1952 年中華民國才訂 9 月 28 日為孔誕紀念日暨教師節，只紀

念不放假。而在星馬，不只檳城華社，在吉隆坡、新加坡等華埠在一段時間內都

同樣休市一天以表尊孔之意。 

                                                      
67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 193。 
68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8 月 3 日。 
69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8 月 5 日。 
70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10 月 17 日，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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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華人學者楊慶堃在其著作中指出節日是決定社會價值的標誌，因為節日

慶典發揮了不斷重申社區價值的功能。71以華人宗教的角度來看，傳統節日慶典是

另一種形式的宗教場合，具有重要的公共意義。早期華人移民在保持文化的過程

中，會自覺地保留傳統節日，華人移民對重要的節日都能設法以原鄉的方式進行

慶祝，這些節日包括農曆新年、正月初九、正月十五、清明、端午、中元、中秋。

72華人傳統節日發揮一種重要的社群和文化功能，這些節日提供一個共同焦點，讓

大眾可以普遍參加。當時華人並沒有如同例假日的概念，這些傳統的共同節日，

就作為慶祝和休息的日子，因此過節是閒暇的「大事」。巴素 Purcell 在馬來亞華

僑史中對於華人的公共生活有一番描述，｢華人在初期數十年中所過公共生活，因

為很少受到外界的干預，所以他們有餘暇的時間，來奉祀他們所高興的誕節……

｣73當孔子誕辰由華社自主決定成為共同的假期時，一個新的文化焦點在大眾意識

中開始形成。以目前資料所示，最遲到了 1923 年孔誕日，平章會館仍然印發宣傳

慶祝孔誕傳單，平章會館宣布孔誕日華社休市一日，以申慶祝。慶祝孔誕為孔教

主要活動，當天除了休市外，慶祝活動有許多形式，除了在中華學校祭典之外，

演戲、運動會、學生遊行及宣講茶會是面對大眾的慶祝方式。在祭孔相關活動行

之有年後，其所展現的慶祝重點在於教育活動上，早期對於保教保種的民族文化

意識，已經轉化為對教育下一代的支持。 

  當孔教思潮傳向南洋，1899 年孔教支持者在吉隆坡祭孔開始，響應活動者則

以商人階層為主，由於紳商的推動及經濟上的支持，孔子誕辰在一段時間內成為

各埠華人公共假期，其包含了華人文化意涵更體現了社會的價值觀，孔誕做為一

個新的華社公共假期，具有其特殊文化意義及群體共識。 

第四節 小結 

  十九世紀末的新馬華社對於祭孔展現出高度興趣，由吉隆坡開始，各幫華社

領導人共同發出聲明及訂定章程，使祭孔成為吉隆坡當地重要的華人慶祝活動之

                                                      
71

 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97-99。 
72

 顏清湟，〈東南亞華族文化：延續與變化〉，《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頁 319-321。 
73

 巴素原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明日報有限公司，1950，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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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尊孔活動在新馬的發展，事實上外在因素是受到清廷政策

的影響，清朝在南洋一帶，不再強調祭孔的排他性，大眾祭孔成為朝廷所嘉許認

可，這是權衡之後的結果。而內在因素則視幫羣合作的機制是否成熟，跨越方言

群的排他性，是新馬華社內部的拉力，尊孔活動能否順利推行，皆決定於華社領

導者是否有推行意願。1902 年新加坡尚未建立起較成熟的跨幫羣合作機制，因此

第一次大規模的籌款建廟活動是無疾而終的，對於海外華社都不熟悉的孔廟，華

社領導人多報持觀望態度。到了 1909 年清廷推行尊孔主張，將祭孔提升至大祀，

新式學堂的推行，華社內部起而響應，新加坡華社的第一個聯合各幫群的組織─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為推動的最主要力量。加上英殖民政府對建孔廟學堂的認

可，新加坡第一場大規模面對大眾的孔教活動，事實上由此開始。而在檳城方面，

大力支持孔教的張弼士的實際行動及平章會館的支持，則成為檳城孔教活動面向

大眾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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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馬大眾祭孔的認知與實踐 

第一節 1899年吉隆坡首次祭孔之實踐 

一、 吉隆坡首次祭孔盛況 

  一個地方慶典的形成以及其表現方式，事實上反映了這個區域大眾的需求。

華人移民大量到來新馬土地上，以信仰作為文化認同核心之一，當祭孔活動來到

新馬，由華社所進行的祭祀活動中，表現出孔子作為族群凝聚的象徵，並由當地

大眾所需要的熱鬧慶祝活動中，找到屬於當地所認可的價值，而這個表現形態是

由當地華社領導層自己決定。新馬地區第一次的大眾祭祀孔子及相關慶典，事實

上十分接近於華人廟會的形式，公眾祭祀之後的宴飲及慶祝烟火構成了一幅慶典

活動的盛況。 

  根據報紙資料的描述，新馬第一次的大眾祭孔，是一個盛大的地方慶典。由

孔誕日過後的紀實報導，我們可以勾勒出吉隆坡當時祭孔的盛況，一位以吉隆老

竹林為筆名的讀者，書寫下吉隆坡各幫華人共同祭孔的盛況，作者認為十分自傲

在中國未有人慶賀孔子誕辰，沒想到在南洋此處有這樣的盛舉： 

「八月廿七曰孔子誕吉隆闔華人創行慶賀余亦趨赴行禮詩以紀之○ 

鄒魯風吹海外來，人心草昧漸催開； 

二千四百斯文起，妄誕妖邪異教灰。 

(註 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年中國士民向無慶賀不料海島吾人有此盛舉)  

無類盡歸仁里寓，合群同上杏壇臺； 

聖門道義包天地，四億蒼生一貫該。 

當風招展耀麟旗，恭祝千秋萬世師； 

(註 是日麥澤生翁繪麟吐玉書旗一面高掛桅杆招展風日)  

借座共瞻夫子貌，振衣下拜小生儀。 

(註 暫以同善醫院祝嘏懸 孔子像于堂中瞻拜濟濟多人足見聖澤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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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滿街烟景懽呼地，合座燈光火吐詞， 

(註 晚間有燒火炮有放火箭者有放花筒者七點半至九點半鐘烟景連綿不

絶各店戶懸燈結彩鏡如映相樓尤其輝煌可觀)  

(註 恭祝後宴飲者二百餘人各酒樓上扎紙燈上大書 孔子千秋字樣照耀通

紅)  

遙溯宣尼浮海話，已知黃種向南移。」1
   

    另一則紀錄當日現況的報導，則提到了在舉行公眾集會之前，華社先向英殖

民政府報備了這一天的活動。2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這次的祭孔活動是一個在當地

政府的許可之下的正式公眾集會。 

「慶祝聖誕○ 南洋華人之崇祀孔子者 

  自本年八月廿七日始也，夫孔子迄今二千四百五十年，為我中國四

萬萬人之教主。舉中國內地之官紳士子而問以孔子誕辰，茫然罔覺者比

比也，問以孔子降生至今若十年，則更啞然無以對也。試問外洋之教主

外洋之人士有如此矛盾，(此處少一行)同聲相應和。然樂從而吉隆坡眾華

商且稟請政府准其燃放爆竹以助慶鬧，其餘各相距較遠知必能共體此意，

而一律舉行者善乎諸君之尊崇孔聖主，敬存誠特開南洋風氣之先。本館

同人寔深欽仰繼，自今尤願達官顯宦豪賈殷商，磨盪熱力募建聖廟推行

聖教，俾得變海濱為鄒魯，化鴃舌為絃歌。上為國家儲有用之才，下為

孫子迼無疆之福，人生盛事孰有逾於此者哉。」3
 

  由上述章程及報導中，並未提及祭祀時的程序，只在章程之中提到守禮經燔

柴之義，省去祭祀當用之香燭寶帛供品，祀典在華人社會的祭祀活動之中事關重

大，泗水在祭孔時也引發了相關的討論，而與林文慶有書信往來論及祀典儀注一

事，關於祀典儀注簡化一事，將在後面章節進行討論。 

                                                      
1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2 月 2 日。 

2
 十九世紀末期，吉隆坡地方自治的甲必丹制度逐漸在英殖民政府的介入中被取代，並在 1898

年設置總參政司(Resident General)，以吉隆坡為行政中心實行直接統治的方式來統治馬來亞四

州府。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202。 
3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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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各報導可以大略勾勒出一幅吉隆坡祭孔當日的地方圖像： 

  1899 年 10 月 1 日上午，各幫紳商聚集於吉隆坡茨場街 71 號的同善醫院，進

行新馬地區第一次大規模的公眾孔子祭祀典禮。在進行祭祀之前，當地華商事先

向英殖民政府報備此次公眾活動，並申請當日晚間准予燃放煙火以增加孔誕日的

熱鬧氣氛。地方上不論男女老少只要肅整衣冠，誰都可以到場一同祭拜，祭拜孔

子的禮儀，以如同祭天的儀式辦理，公眾不必攜帶香燭寶帛供品等到場，以示簡

化之意。當日街上張燈結綵，尤其是「鏡如映相樓」最為輝煌可觀。一面由麥澤

生所繪代表祥瑞之兆的「麟吐玉書」旗飄揚在場外，同善醫院祭孔禮堂中懸掛著

孔子像，瞻拜者濟濟。恭祝典禮後參與餐宴者多達兩百多人，宴飲的酒樓掛上書

寫著「孔子千秋」的燈籠照耀通紅，晚間七點半開始煙火連綿不絶，有「燒火炮」、

有「放火箭」、有「放花筒」等，幾乎等同於年節廟會的熱鬧景象，一直到九點半

才結束。 

二、 林文慶講演及「名教罪人」之辯 

    1899 年 10 月 1 日，新馬地區在吉隆坡同善醫院的第一次大規模公眾孔子祭祀

典禮後，為了後續的建孔廟一事，10 月 13 日（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吉隆坡紳

商也邀請林文慶到吉隆坡演說，這也是林文慶第一次針對孔教活動的公眾演說，

以下是《天南新報》的相關報導： 

「吉隆盛事○ 

  吉隆友人麥君澤生遞來寸柬云，吉隆閤埠紳商之議，孔廟興孔也莫

不熱心熱力踴躍而為。稟以林君文慶熟悉中西時務為南洋中人所欣仰，

故於重夷之日下午六點鐘，敦請林君在甲必丹花園演說，倡建孔子廟事，

並發明孔子教道理。是日聚而聽者約有二百餘人之眾，而建孔廟一事現

亦議定想不日即擇地鳩工為之建立矣，至曰所出之傳單即云： 

   本月初九日下午六點鐘敦請 林文慶先生在甲必丹花園演說倡建 

孔子廟事祈移 玉到敘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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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闔華人公啟」4 

    同一時間，新加坡一份西字報更詳細地記載林文慶在當天晚上的演說內容，

林以英語發言，由阮卿雲代為翻釋，文中還特別提到孔教必開學堂，但華人方言

參差太甚，須以正音教之，亦開啟了新馬開設學堂、統一教學語言思考的先河。

當時林文慶的演講是在著名的甲必丹花園進行，與會者也多為當地領袖，可見吉

隆坡當時對此事的重視： 

「吉隆瑣筆○ 

  本坡輔里勃禮士西字報（筆者註：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初十日曾接加倫坡來電，謂林君文慶在該處演說奉勸華商建 

孔廟創學堂設病院等事，均列昨報茲復接到吉隆訪友人來信云。閩人有

林君文慶者今之傑士也，昨由叻坡稅駕吉隆，以英國大酒店為居停行旌，

暫駐小作勾留乃諸君素耳其名，遂於初九晚請其在甲政葉君花園演說，

倡祀孔子事。林君亦樂從其事請，是晚七點鐘車馬蟬聯衣冠麟集不期而

會者約百餘人，咸聚於甲政園中聽林君高論，林君操英語傳言者則阮君

卿雲也，其言曰：我中國數千年而衰弱已極追溯其原由皆由於不能寔力

奉行孔教……林君又云，諸君今晚高會吾亦甚為欣□惟□□既尊 孔教必

開學堂，但我華人方言須概以正音教之，則語音整齊不致，參差太甚矣

云云，已上均林君是晚演之詞，其論閎議尚□□能畢述□□其大略登諸

報耳。」5 

    兩個月後，《天南新報》出現一則吉隆祭孔的相關報導，一位中國南來的某進

士批評吉隆坡倡祀孔子的言論，還直指當地紳商為三合會黨及康梁羽翼。 

「名教罪人○ 

  ……某甲者自稱某科進士月前來……沿門托钵甚可恥也，及聞吉隆

諸君有倡祀 孔子創建學堂之舉，遂大放狂詞肆其墨論，謂此皆三合會黨

之為所為，為作新黨之先聲，為康梁之羽翼等語。其狂瞽之說尚多茲特

言其大略餘……而乃敢于大庭廣眾之中、化日光天之下肆其狂吠，阻人

                                                      
4
 見 1899 年 10 月 17 日《日新報》。 

5
 見 1899 年 10 月 17 日《天南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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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之心，吾不知其立意何居也……」6 

    隔日《天南新報》吉隆坡一署名「古梅鈍根生藁」的作者對這位南來的進士

發文指出許多不平之聲，作者認為衣冠中人理應贊成此等盛舉，卻反過來說華商

乃三合會黨，真是喪心病狂之人。 

「論名教罪人○ 

  昨報吉隆近日有新到一抽豐客自稱為某科進士分泒硃卷聯扇強人收

受及聞該埠諸君子創建  孔廟設學堂之舉竟侈然肆其狂妄之說謂此乃三

合會黨之為所為，作新黨之先聲，為康梁之羽翼等語。執筆人耳聆之下，

不軒渠而起曰，是誠中國之讀書人也知有分泒硃卷聯扇而已矣……衣冠

中人理應贊成此等盛舉，今彼不特不樂贊其成，而且反敗乃公事，是直

名教罪人衣冠之敗類。……孔子者不特我中國四萬萬人所當立廟而崇祀

之，即地球上凡有倫常之責者，皆不可不立廟以祀之誠以  孔子者為人

之道之極，則萬世之師表也，意者該進士非人道中人乎？……孔子者乃

倫常人公共之  孔子非讀書中人獨私之，孔子我旣為倫常中人當即當

奉。……較之某進士謂創建 孔廟乃三合會黨之所為云云，直是喪心病狂

之語。……」7 

    另在 12 月 12 日及 13 日又有一署名「西鄉純介」作者連續二日在《天南新報》

題名〈駁某進士勸令吉隆華人勿建孔廟學堂議〉一文中反駁此進士的妄言，還說

「今吉隆諸君子慨然倡 孔教學堂之宏議以為南洋數十埠之先聲，凢在華人有尊 

聖之盛心，具愛國之熱力者宜，無不聞風興起，樂其有成」，作者也詳細地說明為

何南洋對建孔廟學堂之事如此熱衷。最後更痛陳此人為「抽豐進士」，也就是專向

有錢人斂財之文人；更諷刺中國南來文人多是在中國不得志，無處可謀職之人才

回遠渡南洋。現截文如下： 

  「南洋之人，歲時伏臘必肅衣冠、持香燈，羅拜於大伯公師爺廟之

間，而獨於明禮樂正人倫之 孔子未嘗一伸其拜跪之禮，其寄居異域者更

數世不知有 孔子廟堂何 孔氏之徒無人一至此歟，無他特未有為之倡耳。

                                                      
6
 見 1899 年 12 月 04 日《天南新報》。 

7
 見 1899 年 12 月 05 日《天南新報》。 

 



第四章 新馬大眾祭孔的認知與實踐 

 

72 
 

今邱林諸君子盡力提倡，各埠商人聞風興起，創數千年未有之盛舉，救

四百兆將死之人心，倡辦盛名當與宇宙並垂不朽。……孔子非康梁之所

私也，而彼必謂倡 孔廟者即康梁之羽翼，譬猶飲食康梁之所同也，而我

必謂能飲食者即康梁之羽翼可乎？ 

……有品之士通籍以後，大都供職京華以備任使，寒士中有長安居大不

易之歎，然亦但謀一館地讀書以自娛。其最下流者方肯持一大字名帖、

挾一濃圏硃巻，跋涉重洋搖尾於富翁大賈之門，及贐儀到手即反眼若不

相識。從未聞有抽豐客可為肝胆交者，盖彼為利來利盡，則交情亦因之

而盡也。」8 

  上文中，值得注意的是極力反駁「尊孔者皆為康梁同黨」之說，企圖說明吉

隆坡之華社領導人的尊孔活動並未直接與康梁有所干係。撰寫者認為祭孔及建孔

廟為華人所有之文化傳統，其時南洋一帶受風氣所及，原本所處之移居地數世不

知有孔廟可以祭拜，當時各埠華商聞風興起，並成為一股熱潮。然而大眾皆可祭

孔之說，追溯其本源確由康梁等人大力提倡之結果，然而康梁藉由清朝的詔書下

到南洋，將大眾祭孔活動在海外具體實現了。 

三、 華社聞風興起──新加坡、吡叻與麻六甲 

  在華人社會中，廟會一直是表現地方主體與鞏固權力網絡的場合。9由前述首

次祭孔情況而論，除了祭祀禮儀之內容未記載於報上而無法討論之外，其他一切

活動的進行，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廟會。當然，此時孔廟尚未建成，暫以書院或是

醫院作為祭祀場所的權宜之計，並進行一系列的慶祝活動，這些活動的進行反映

著大眾的心理和習慣。清朝晚期的中國具有相當高的文化整合度，當然，不同地

                                                      
8
 見 1899 年 12 月 12 日及 13 日《天南新報》。報編在文末對作者西鄉純介有大略的介紹，作者為

廣東東亞同文會議員，此次正好來叻坡，聽聞吉隆華商有倡建 孔廟及病房之舉為之拍案叫絶，認

為吉隆華商之卓見遠識能知大義，非內地士夫之所可及。今見有人阻止倡建 孔廟學堂，故憤懣之

極，繕稿函囑登報。報編還說除了西鄉純介外，另有劍俠子、太息主人、祖龍前身、距楊墨居士等

諸君來函，但沒書寫真實姓名，所以作罷。 
9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台北：

中央研究院，頁 39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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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存在著重要的差別；大多數民眾自身都已認同於包羅萬象的「中華文化」，而無

須由地方領袖來提醒他們擁有傲人的文化傳統。10而各地域發展的差異，也會形成

具有地方性的特色，並籍由慶典的細節，可用以描述地方上各種權力網絡的結構

和維繫方式，然而如同科大衛 David Faure 所言：「地方上的歷史並不會導出普遍

化，而是具有地方性。」11 

  因此，當 1898 年清光緒帝廢淫祠改聖廟學堂的詔書來到南洋，地方領袖願意

起而行之，而進行的方式則由地方民眾自行運作。即使光緒帝的百日維新很快地

就結束，但孔子祭祀已被打破界線，加上孔教倡議者在海外的持續支持鼓吹，使

得地方領袖仍願意進行，因此孔教得以在此舒展，所以即使是維新失敗後的這一

年才有孔教在南洋的大規模活動。吉隆坡祭孔的新聞見報後，新加坡、吡叻及馬

六甲不久後也進行了規模不一的尊孔活動。 

(一) 新加坡萃英書院改祀孔子 

  萃英書院成立於 1854 年，是新加坡福建幫領袖陳巨川、陳振生等十二位地方

商人集資所辦，是新加坡第一間華人學墊。12如同中國的書院一樣，萃英書院崇祀

文昌帝君及紫陽夫子神位，並於每年農曆七月七日祭祀魁星。13 

  在吉隆坡集會的兩星期後，新加坡萃英書院的董事決定響應吉隆坡華人的倡

舉來紀念孔子誕辰。14按報載，決定是否改祀孔子一事，董事們慎重其事邀請了當

時的新加坡總領事羅叔羹出席共同討論。由原本的七夕祭祀魁星改祀孔子，並以

孔子誕辰為祭祀日期，總領事羅叔羹提到在中國是以丁日做為祭孔的日期，若改

以孔子誕辰之日，「是誠恪遵 聖祖仁皇帝欽定日期，亦猶行古之道也。」關於此

點，筆者翻閱相關資料，並未見康熙帝欽定祭祀孔子日期是按孔子誕辰進行，清

                                                      
10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92-324. 
11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頁 376。 
12

 黃堯編，《星馬華人志》，頁 193。 
13

 陳荊和、陳育崧合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91-292。 
14

 顏清湟，《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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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皆以春秋二仲上丁日作為祭孔之日。筆者認為羅叔羹以遵康熙帝為由，告知

眾閩商此議可成，一來意在避開論及光緒帝可能帶來的麻煩及爭議；二來在清朝

華僑政策及方針的指示下，領事對當地華人采取的態度是軟性訴求的，以拉攏在

地華人、華商的歸順為主要目的。15因此當地閩商領袖願意參與有關中國文化認同

象徵的祀孔，沒有阻止的道理。因此在會議中各董事立即決定了萃英書院自此改

祀孔子，其會議進行細節之報導，如以下敍述： 

  「自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坡中諸商號特徇本館同人之一律燃燈結綵

共申慶祝。而吉隆、廖內等埠諸君子且俎豆而馨香之，典禮尤為隆重，

此誠轉移風氣之第一關鍵，吾道其南之徵也。昨初八日 豐興行東主陳

君若錦、振裕行東主李君清淵、豐源行東主林君和坂、德豐行東主蔡君

三重、許君山治諸院董，暨顏君春山、黃君世集等，於午後二點鐘齊到

書院僉議要公。而我 大清國駐叻總領事官羅叔羹方伯亦命輿踵至，諸

紳董遂倡議自明年八月廿十七日為始，致祭 先師孔子聖誕永以為例，

所有七夕祀魁星之禮著即停罷云云，請諸方伯以決從違。方伯曰：善哉 

孔子為萬世師表，誠我中國四百兆民之教主也，尊而祀之固其宜也，惟

中國祀典祭聖多用丁日，義有取於文明。今海外諸君擬於八月廿七日舉

行典禮，是誠恪遵 聖祖仁皇帝欽定日期，亦猶行古之道也，眾聞其說

議遂定焉。愚按，該書院以四十年專祀魁星之老例一旦翻然悔悟改祀 孔

子，且重其事，而請我總領事羅公以決從違，足見諸紳董素負闔坡重

望……」16 

  另外，《日新報》也在同一天報導書院改祀孔子一事，「向例院中每逢七月初

七日，院中生醵香供祀文昌魁星，相沿成習，不知其非，今則議定明年為始，改

期於八月廿七日恭祝大成至聖孔子聖誕，而七月之例概已刪除。」17新加坡最早出

現華社對於祭孔的反映，最早來自於閩幫書院的改祀，並且得到清廷駐新總領事

的支持，不過仍止於福建人的學堂，屬於全體新加坡華社的孔教活動要等到 1901

                                                      
15

 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大系，2002，頁

159。 
16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0 月 13 日。 
17

 見《日新報》，189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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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兩廣總督陶模的支持後才大規模出現。 

(二) 馬六甲聯合眾幫行三獻禮 

  從十九世紀以來，涌到馬六甲的華人，多數是工匠和墾植者，馬六甲的貿易

都是在華人手中，大多是工廠或是園坵的老闆，巴素：「它是峇峇的家鄉，以及告

老的富有土生華人與其他希望隱居者的天堂」。18至十九世紀末在馬六甲的主要方

言群為福建、海南及客家。在馬六甲，各幫除了自創社團外，也會和其他方言群

建立合群性的社團，例如馬六甲的和勝宮、觀音堂及湖海殿，這種聯合性的社團

在新加坡幾乎沒有出現。19我們可以由祭孔時的參與人員的結構來了解跨幫祭孔的

情形，因為馬六甲早年對於跨幫的合作有一定的經驗，因此在跨幫祭孔事宜上是

較容易成功的。 

  吉隆坡祭孔後不久，馬六甲華商也在報上刊登告示： 

「麻六甲華商倡祀孔子○ 

  麻六甲訪事人來信云：今年以來，海外各埠華商之倡祀孔子者，比

比皆是。麻六甲雖僻處一隅，而叻坡之名望中人，大半生長甲埠，是甲

島為南洋發祥之地。此次眾華聞風興起，皆以崇祀孔子為華人之要舉，

已於九月十五曰敬設孔子神座，迎入中華醫院內以示崇。一俟募捐鉅款，

擇地建廟，然後擴充學堂，宣揚聖教，以與各埠並駕齊驅，挽回風俗，

其關係豈淺鮮哉！」20 

  另外一則報導則是詳盡的列出九月十五日當天擔任祭典主祭官及分獻官名單

以及倡祀孔子的商家名單，由擔任祭典名單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聯合各幫群，以

及平均分派的意味，其名單如下： 

  

                                                      
18

 黃堯編，《星馬華人志》，頁 142。 
19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頁 124。 
20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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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馬六甲祭典主祭官及分獻官名單 

主祭官  廣州府 李廷玉 

通贊正引  晉江 鄭謀滋 

副引並瘞毛血 同安 蕭丕濤 

讀祝 嘉應 熊琴軒 

瘞毛血並捧帛 永春 梁題聘 

進毛血 同安 蕭敬修 

進毛血 海南 馮桂江 

總理祀事 汀州上杭縣 方耀光 

  共同倡祀孔子的華商包含青雲亭住持共計七十二位。21馬六甲首次祭孔和吉隆

坡一樣，借用中華醫院場地奉祀孔子神位，進行隆重的三獻禮，並由各幫群代表

形成地域性的祭祀社群。 

(三) 吡叻成立道南樓 

  朝廷派任邱逢甲及王曉滄為保商一事前往南洋探訪僑情，此時正值首次吉隆

坡祭孔之後不久，新馬尊孔風起，邱逢甲及王曉滄兩位具有維新改革思維的文人，

在新加坡邱菽園的盛情接待之下，聽聞新馬的孔教情況，起而支持並發表了不少

言論。22離開新加坡後不久兩人前往檳城、馬六甲、吉隆坡、吡叻等地。在各地的

行跡中，在吡叻一處留下最多文章及演講辭。吡叻一地的倡建孔廟言論也是在吉

隆坡祭孔之後引起當地華商的注意，邱逢甲及王曉滄途經此地正好為此事推波助

瀾。由當地一位名士王桂珊寄往《天南新報》的新聞稿中，可以觀察到當時的情

況： 

  「吡叻，亦言白臘，或稱霹靂，譯章之歧異也。其地本巫來由舊轄，

而歸英保護，設參政司以治之。我華商之開採錫礦及各項生理者，不下

十餘萬眾。近見吉隆、巴城、望加錫、泗水等埠皆倡建孔廟學堂，以文

吾種，以保我教，其功德至大，其名望極隆，皆有怦怦欲動之心。欣值

邱仙根工部、王曉滄廣文，以保商事東駕遙臨，奉宣朝廷德意，並敦勸

                                                      
21

 見《天南新報》，1899 年 11 月 13 日。 
22

 有關邱逢甲及王曉滄在新加坡事宜，詳見第四章，本處以討論兩位在吡叻的影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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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出為提倡……」23  

在邱逢甲及王曉滄到來之前，吡叻已受吉隆坡等各地倡建孔廟的影響而興起

建立孔廟的想法，按王桂珊的說法建立孔廟是功德至大、名望極隆之事，又正好

有抗日名人邱逢甲的倡言，當地的華商開始起而行之。 

  在吡叻的報導之中，實際上的行動表現在建立了一所圖書館。是由當地福建

商人王維泉及李振和捐出其店屋二樓，作為圖書館，並由邱逢甲題名「道南樓」，

門聯曰：「道心通列聖 南國集群賢」，並囑咐邱逢甲轉託《天南新報》代為購書，

並議將捐出一塊值七八千元的地建立孔廟，並設藏書樓。
24
這波風潮在吡叻表現出

來的是以提倡文學風氣為主，建立了一座圖書館「藏書以餉好學之士」。吡叻孔廟

事實上後來並未有後續，這與後來的局勢發展有關，但倡建孔廟學堂的聲音一時

之間在華社之間傳開。邱逢甲在吡叻得到不少共鳴，也留下不少詩作，其中一首

〈自題南溟行教圖詩〉最能作為代表： 

邱逢甲 〈自題南溟行教圖詩〉25 

莽莽羣山海氣青，華風遠被到南溟； 

萬人圍坐齊傾耳，椰子林中說聖經。 

二千五百餘年後，浮海居然道可行； 

獨向道南樓上望，春風迥處紫瀾生。 

 

  由此三地的反應觀之，由朝廷來推廣大眾可以祭祀原本民間禁止祭拜並且代

表中華文化最崇高的對象時，藉由不同地方所呈現不同的面貌，我們可以觀察這

個崇高的象徵在跨越社會界線的過程如何被改變或是保存。吉隆坡祭孔之後，在

報紙上出現了各地「當仁不讓」的聲音，新加坡、吡叻、麻六甲也相繼有所行動。 

同一時期可以由新加坡福建人的書院改祀孔子，馬六甲聯合閩粵各幫祭孔，吡叻

成立圖書館中看到不同的表現形態。 

                                                      
23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頁 142。 
24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頁 143-146。 
25

 梁元生，〈客風南被與南洋儒學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客家詩人對馬華人社會的衝擊〉，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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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12年以後的吉隆坡孔教蹤跡 

  吉隆坡的尊孔活動在進入 1912 年之後是絶少被論及的部分，史料事實上也十

分缺乏，僅在一本研究尊孔中學及坤成女中歷史的專書上提及此事。 

    1913 年一個名為「吉隆坡宣孔教堂」的組織向殖民地政府注冊，並在政府公

報(Gazette)中公告。其公報列號 Secretariat Selangor 1576/1915 的檔案，標題是：

The Sun Hong Kau Thong or Confucian Hall Registration of :24.3.15，檔案內容是說，

宣教堂已經存在多年了，現在他們提出申請注冊。26在列治士(Mr. Ridge,前任華民

事務官)任職時曾說：這是一個純粹的宗教團體，不受社團法令所轄所以不需注冊。

而列治士發現它只是一個提供報紙的閱報社，而不是一個孔廟教堂。但後來還是

准許注冊，讓這個團體繼續存在，因為這個團體會在會所裡演講宣揚孔教，及舉

行祭孔。在報告中，這個講堂的地點在諧街門牌第 188 號一個租賃的屋子做為講

堂。而到 1921 年這個孔教堂已經無人負責，而被雪蘭莪參證司通告這個團體已不

存在。27由前述的簡短記錄之中，難以斷定這個團體的規模有多大，但至少可以觀

察到有兩個活動，祭孔和講經，這和孔教會所運作的方式是一致的，民國之初，

一股立孔教會講經的風潮在各地發展，但是由於史料闕如，各地的發展不可一概

而論，但是幾乎都在短短幾年內即作鳥獸散。28
 

  當時在新馬大眾之間存在過多少這樣的孔教宣講堂其實不得而知，進入民國

之後，一股組織化社團成立熱潮，以簡化禮儀、教育目的及強調講演經典作為共

同的表述模式，漸漸失去將孔子神化的動機，而與華人信仰模式及習慣漸遠，埋

下了和大眾遠離之因。  

第二節 1909年新加坡及各埠共慶孔誕 

一、 1909年新加坡慶孔誕 

                                                      
26

 萬家安，《尊坤史事鈎沉》，雪蘭莪：當代本土史料研究室，2008，頁 108-112。 
27

 萬家安，《尊坤史事鈎沉》，雪蘭莪：當代本土史料研究室，2008，頁 108-112。 
28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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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斯福 Stephan Feuchwang 在討論官祀與民祀的問題時，提到中國官方的廟很

少只是為官方所用，但孔廟就是，在官府祭拜孔子時士紳們主要去的是孔廟，而

這種官方祭祀代表著文人身份等級，具有身份排他性。29
 

  祭拜孔子代表著文人身份等級，具有排他性，在沒有文人階層的社會，正統

孔子祭祀是遙遠的。王斯福注意到那些想以財富獲得地位進入文人階層的商人都

熱衷於建造官廟，通常是孔廟和關帝廟，通常還要再建一所學校，這要勝過單單

建造關帝廟或是天后廟。30在中國地方士紳透過建造孔廟和朝廷的文化正統性會產

生明確的聯繫；然而在遠離朝廷的南洋英殖民土地上，這種聯繫能否存在？這個

存疑是留在最初支持建造孔廟者的心中。31立一座孔廟的規模及過程或許有諸多顧

慮，但對於慶典的進行則相對容易多了。接下來孔教的活動沉寂了一段時間，間

中也少有關於孔教的言論出現在報章上。32 

  在張之洞的推動下，1905 年主宰仕途的科舉正式廢除，取而代之的新式學校

體制裡，試圖把尊孔嵌入教育體制之中，五項新的教育宗旨的順序為──「尊君、

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尊孔的位階仍在尊君之下，因此當尊孔明訂為教育宗

旨時，當時刑部主事姚大榮奏議把祀孔典禮由「中祀」提升為「大祀」，奏請清廷

實行「尊孔主義」，明確把尊孔提到「主義」的高度，這在近代中國還是第一次。

33
1906 年 11 月 15 日清廷正式升孔廟祀典為大祀，但對清末內外大臣來說當時用心

於頭緒紛亂的官制改革，孔廟是否升為大祀對當時政治變革並不重要，反而是在

大眾社會之間引起一些注意，而這些反應有褒有貶，不過多來自於知識份子的聲

音，而在民眾的意識之中，孔子仍具有深遠的教化及崇拜意義。34 

  在活動停擺了至少六年之後，1908 年《叻報》、《南洋總匯新報》、《中興日報》

                                                      
29

 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著，趙旭東譯，《帝國的隱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71-92。 
30

 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著，趙旭東譯，《帝國的隱喻》，頁 71-92。 
31

 見《天南新報》，1902 年 9 月 27 日。 
32

 另外，當時《天南新報》已在 1903 年易手，並在 1905 年停刊，而《南洋總匯新報》則是在 1908

年才開辦，因此這段期間，只能參考英文報及《叻報》，因此為孔教喉舌的報紙在這個時期的從缺，

要到 1908 年開始才有較多的新聞報導。 
33

 李俊領，〈清末文廟祀典升格與人心失控〉，《史學月刊》，期 5(2012)，頁 63-72。 
34

 有關升大祀之後中國對祭孔的態度，中央和地方冷熱不均。相關細節參閱李俊領，〈清末文廟祀

典升格與人心失控〉，《歷史月刊》，2012(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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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報導中國升孔子為大祀以及新加坡當地慶祝孔誕的情形，《叻報》更首次連續一

週刊載有關尊孔的言論及報導。在這一年也是甫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文告全埠

應張燈結彩慶祝一天。 

   「昨廿七日相傳為我宗教主至聖孔子先師生日，坡中人士恭祝聖誕

者，慶鬧異常，各埠學校莫不結彩張燈，總協理事偕同教習，率領生員

在校行禮，而本坡生長諸華人，亦假座商會以申慶祝。此外如各私墊，

各商家，出自箇人之誠，設位恭祝者，更不乏人，本館亦於是日，給假

一天，□□景仰之誠，聊盡吾人之分，以海外而有此現象，則內地之慶

祝者，自必更盛於斯……」35  

  經過一年的醞釀，1909 年一場熱鬧的孔誕慶祝活動即將展開。1909 年中華總

商會宣告孔誕日為華人假期休假一日，檳城由平章會館宣布放假，吉隆坡則見新

加坡宣布放假後，由吉隆坡總商會跟進宣布在孔誕日休假一天，當年的慶祝活動

可謂十分盛大：36  

  「商界慶祝迭紀 前報昨日大小坡一帶商店均張燈結彩、龍旗招颺、

百工休業，如樂熙春。養正學堂大放烟花，甫五點餘鐘圍觀者如蝟集，

六點餘鐘來觀之人重重包攏草坡附近，幾無隙地。士女如雲萬頭攢擠，

會場之內該堂復設各座位以招待商界來賓及各學堂總董、學生等，座位

數百坐為之滿，至八點餘鐘燃燒，此時萬齊明照耀，仿同白晝，鼓掌之

聲如雷，各學生復和之以軍樂。每燒畢一盒間以各色花筒、火箭等光怪

陸離觀者，為之目迷心醉。最特色者則為九點鐘所燒之横彩，綻出「孔

聖萬歲」四大字，兩旁又有小字數行光現五色九點半鐘該堂學陸伯明向

眾演說洋洋數手演畢鼓掌之聲如塌山岳復放烟花二盒，聞其第一盒名為

光天化日，第二盒名為進步文明，第三盒名為一柱擎天云。至十一點餘

鐘又燃燒嘉炮百萬隆隆之聲徹雲漢。十二點餘鐘遊覽者尚擠攡於道是夕

也縱横數里無論大街横巷電車馬車手車陳列如林至圍觀之人盈山遍黟更

                                                      
35

 見《叻報》，1908 年 9 月 23 日。 
36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5 日及《叻報》，1909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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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數計矣洵盛事哉。」37 

  上述慶祝之情況同多年前截然不同，呈現出來的完全是屬於「大眾」的慶典

活動，對大眾來說慶祝活動的娛樂性更是這個公共節日的重點，下列報導中，更

明確指出哪些行業不可在當日停工，以免慶祝之日沒有娛樂活動。在沒有例假日

的時代，休假成為重要的社交聚會的機會，在祭祀過後的集體娛樂，為大眾在辛

勤的勞動之後，得以狂歡的正當理由： 

  「……叻地諸般商業多可停公，惟獨魚肉、香花、茶坊、酒肆、戲

園、勾院等則有不宜盡歇，因聖誕係為慶日，以上各項均喜慶所必需，

若並輟焉，則誌慶者欲為之設宴、稱觴、徵歌、演劇亦不可得，索然乏

趣、寂寞寡歡，亦非所以慶祝無疆之意也，明理君子以為然否。」38 

    另兩則小文亦很生動地把當天的活動一一細繪出來： 

「劇場小本○  

  昨日豆腐街口昇平園以是日為孔聖誕辰，特串演新戲以為慶祝，且

百工休業，觀劇者比前更為擠擁，座中幾無餘地……」39 

  「牛車水梨春園永壽年班居然特色該班是日於園門外張燈結彩頗極

煇煌，龍旗飄揚，花球點綴。門前特懸一牌大書「本日開演天官大賀壽 恭

祝聖誕」云云……其園內則恭奉「大成至聖孔子先師」銜牌，桌上陳設

果品供物並懸掛花籃數座，五光十色大放異彩……」40 

  由遊行、放烟火、「孔聖萬歲」横彩、演新戲所組成的慶典活動，我們可以觀

察到，由 1899 年以來，這是新加坡首次大規模的祭孔慶典活動，有如新年時節氣

氛。由中華總商會的呼籲及倡導大眾，才可能有這種大規模的慶祝活動。自此時

起，每年的孔誕日皆由中華總商會宣布新加坡華社放假一天，一直延續至 1930 年

代。 

二、 1909年新馬各埠共慶孔誕 

                                                      
37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11 日。 
38

 見《叻報》1909 年 10 月 12 日。 
39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11 日。 
40

 見《叻報》190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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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其他地區的孔誕慶祝活動也在新加坡的報章上報導，總領事通告孔

子升大祀並且在報上刊登周知，各埠華社決定孔子誕辰皆放假一日，會引起諾大

迴響，還有來自於外在因素激起了華社凝聚的動力。 

   吉隆坡的孔誕活動經過十年的沉寂，在這一年才又開始熱烈展開，按報載活動

十分盛大，其中華社團結的象徵十分明顯，尤其是「手持者『中國燈籠』所書者

係『華僑齊心 振興土貨』八字燈籠，所至之處振興土貨之聲不絶于耳」： 

  「吉隆闔埠均閉門休業一天以誌紀念……所至之處無不龍旗飛揚，

更有懸掛中國紗燈及時菓燈、彩門捲書等等。不一而足，陳列生花五光

十色洵大觀也……各商往尊孔學堂祭聖者絡繹不絶于途……四點半在學

堂公宴，到者數百人酒次，復聞鼓聲隆隆。出門之則見鄧顯先生書舘之

生徒數十人乘坐手車，持中國龍旗及宗教紀念等高標巡遊街道。入夜，

訪員復遍行埠，所至各處多有高唱八音，懸掛臘盞，輝煌悅目。埠上行

人如蟻，擠擠擁擁，其慶鬧為歷來所未見，至宣孔教堂門首，聞人言堂

內人宣講孔子道理，圍聽者塞途竟無從插足，不得已繞道而行，適遇手

車一隊魚貫而前趨而避之。見乘車者學生也，學生手持者「中國燈籠」

所書者係「華僑齊心振興土貨」八字燈籠，所至之處振興土貨之聲不絶

于耳。訪員狂喜，不禁踴躍高呼曰：大哉孔子盛哉我民氣。」41 

  在吉隆坡的慶祝報導中，明顯感受到一股愛國之情，另外，下列的四地祭孔

活動則呈現出兩個不同面貌，一則戲院祭孔、演街戲，一則是肅整衣冠的三獻禮、

分胙肉，在祭祀活動中進行演藝活動，尤其是歌謠和戲劇，在大眾的宗教活動中

廣泛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並且是休假時民眾的重要娛樂。這種既嚴肅又熱鬧慶典

活動，吸引民眾的是祭祀後的演劇與胙肉，並不是官方所謂聖人和禮教。 

  「古毛律聯合暗邦埠華僑，在古毛戲院祭聖並演街戲一本……又雙

文丹埠各華僑聯合萬撓埠之華僑，在雙文丹祭聖三獻禮。各人均衣冠肅

整，聞祭聖後每人分祀聖胙肉十餘兩，各商店均閉門休業，陸君弼臣之

錫礦亦停工半日以為紀念云。」42 

                                                      
41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13 日。 
42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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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吡叻金寶把抵制日貨一事和慶祝聖誕一事做結合，以表現愛國之心，由報上

一則華人堅持進入日本妓院而遭追打一事，可以看出當時華社所激起的民族情

緒： 

  「吡叻金寶埠華僑之熱心 抵制日貨事金寶華僑經於昨曰廿五集廟

會決定實行並議本月廿七闔埠僑商休業一天以慶祝孔子聖誕而示紀念。

即此兩事已可見華僑愛國熱誠而海外民智大開……廿六晚有華人在日本

娼院打茶圍，街上行人勸之不聽致動眾怒，眾人待其出院合群追之，數

人無路可走，欲入東勝客寓又被店主逐之……」
43

 

  在吡叻祝孔的情況描述，大街上的恭祝孔聖大典之牌額，使人聯想起了各種

神誕的慶祝佈置： 

    「八月廿七為我國主孔聖降生之辰，霹靂商會育才學堂、樂育學堂

及垻羅古廟，各于早日刋印傳單派送其傳單……行至大街遊覽，見各號

陳列旗幟、生花，恭祝孔聖大典之牌額不可勝數，較元旦更為熱鬧……」

44 

  楊慶堃對中國的孔教運動下了註解，認為這個運動本質上是希望通過儒學來

恢復民族信心，為飽受摧殘的中華文明來拯救傳統道德政治秩序。45而在新馬，孔

子印象本離民間高而遠，筆者認為對當時新馬來說試圖將孔子置於各群體的至高

點，欲將孔子做為凝聚族群的象徵意義而不是拯救傳統道德政治秩序，並且將之

轉化為在地性的認同力量。這種認同的力量，試圖通過以孔子為教主的儒家崇拜

而形成。46 

                                                      
43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13 日。 
44

 見《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10 月 13 日。 
45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318-321。 
46

 在這裡由於篇幅的關係，無法討論儒家崇拜和儒家思想之間的差異，鄭志明教授在其著作中提

出儒家思想過渡到儒家崇拜中間具有一個轉折的認知過程，近代的文化論戰缺乏了對這種轉折心理

的認知。實際上，傳統中國社會是儒家思想崇拜後的社會，已遠離了儒家思想自身的哲理體系。即

儒家思想崇拜的社會不等同於儒家思想的社會。當儒家思想被政治體制所吸收和轉化時，已把儒家

思想神聖化，形成了社會群體的崇拜活動，和宗教的儀式功能頗為類似。崇拜心理在實際的歷史時

空裡大致有兩種路向，一是以宗教天人感應的力量來支持儒家的道德教化，一是把儒家人文理念權

威化形成類似宗教的支配力量。這在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了推動儒家思想的教化力量竟然來自於社

會群體宗教儀式的崇拜心理。參閱鄭志明，《儒學的現世性與宗教性》，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第四章 新馬大眾祭孔的認知與實踐 

 

84 
 

  這種認同的凝聚力量，在值遇重大事件時會更加凸顯，除了孔子升大祀之外，

1908年正值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抵制日貨運動，此時激起了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意識，

抵制的方式包括拒買日貨，不為日本公司辦事，拒絶為日本居民 提供服務及回

拒日本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牙醫和妓女。47變故會引起人們對一種能為全體華人所

接受和認同的共同文化的需求，加上總商會在各埠此時皆陸續成立，慶祝孔誕一

事皆由各地總商會或合幫會館主持，因為孔子做為凝聚各幫群的象徵，成為跨越

排他性的中介，在此時是再適合不過了。 

三、 1912年以後的新加坡孔教 

  當陳煥章等人在中國發起倡設孔教會，海外華人地區也一同響應。1914 年，

當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董事為發起人，召集各界人士，組織成立「實得力孔教會」，

並向英政府立案，會所則登記在中華總商會內，首推廖正興為會長。每年孔誕日

即假總商會禮堂，召集慶祝。48社團組織的成立，則有招收會員的規則，雖然不限

種族、不限籍貫招收會員，入會則必需填寫入會志願書。由筆者前往孔教會的訪

談所取得的資料中得知，1914 年至 1934 年之間共計收得 565 份志願書。49
 

  目前新加坡南洋孔教會會長在關於組織屬性的問題上，認為新加坡實得力孔

教會時期並沒有在新加坡引發大規模思辯，發起人和董事們也沒有遵循孔教是宗

教的路線來謀劃該會的宗旨和活動，因而呈現出「似教非教」的狀態。而當時孔

教會的領導層事實上就是等同於中華總商會的領導層，其與中國依官紳階層或地

方行政系統發起的孔教會不同的是，新加坡實得力孔教會的領袖是由商人組成，

會董和會員們的經濟援助對於新加坡實得力孔教會的發展十分重要。50因此這個時

期的新加坡實得力孔教會，基本上是清末時期發展的延續，因此在面對公眾的活

動上，仍然持續進行。 

                                                                                                                                                            

頁 93-110。 
47

 顏清湟，《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頁 196。 
48

 蔡多華，〈孔教會創設之緣起及新嘉坡分會成立之經過〉，《慶祝孔子聖誕專號》，新加坡：南洋

孔教會，1950，頁 8。 
49

 訪問日期 2012 年 5 月 29 日，地點：新加坡南洋孔教會，訪談對象：會長郭文龍及林緯毅先生。 
50

 訪問日期 2012 年 5 月 29 日，地點：新加坡南洋孔教會，訪談對象：會長郭文龍及林緯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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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面章節的表述，我們看見了各埠慶祝均有不同方式，有祭聖演街戲，有

行三獻禮分祚肉，有設公宴宣講，筆者認為孔教運動，至始至終並非為統一的有

組織的運動，這股孔教思維傳至各埠華社眼中，是各自加以表述而形成的一股熱

潮，而這種表述方式，至少維持到了 1920 年代。至 1918 年，孔誕慶祝活動已行

之十多年，休業一日已成為常態，慶典的持續仍具規模，咸以為新馬本地化的孔

教活動實與中國的孔教活動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其思維來自於中國本土知識份子

的思潮；在新馬社會中，為了民族的危機感、衛教的努力是屬於部分上層社會菁

英的思維，在民間則轉化為群體慶典、增加群體的歸屬感、各群體之間也增加聯

繫的機會、更為常民提供了的休憩消遣的理由。下面兩段引文，可以具體表現出

民間社會在進入 1912 年之後的孔誕情況： 

   「昨日為孔子生辰，本坡各界之休業慶祝者，極為熱鬧。……均閉

門休業，恒有往年所未舉行者，今亦一致舉行，縱有叩門買物，亦不開

門。……菊部梨園，則照常開演，以為休業者之消遣。至茶居酒樓，理

宜照常開市，以為休業者之宴樂，而亦多有閉門休業者，是見我人之心

理，群知崇拜孔子也。迨至入夜，則有各團體之大唱八音，笙歌達旦，

以伸慶祝，遊人往來，絡繹不絶……」51 

  「恭祝聖誕之見聞 昨日孔聖誕辰 我僑民之升旗休業，張燈結綵

以伸慶祝者，比之昨年更為熱鬧。養正學堂，特于昨日夜開音樂大會，

前往觀聽者，極為踴躍……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昨日特申慶祝，並具

特別大餐，以便休業祝聖者得以飛觴醉月，故昨日到該公司嘗試特別大

餐者極為擁擠云……」52 

  「昨曰乃孔子聖誕之日，本坡各商戶多有懸誌慶，休息一天，是晚

張燈結綵，凡茶樓酒店，亦一律休業，鼓樂喧天，同伸慶祝，比於往年，

更為鬧熱云。」53 

  1920 年以後，孔教的發展屢屢受制於中國國內的情勢，尤期是五四運動的影

                                                      
51

 見《叻報》，1918 年 10 月 9 日。 
52

 見《叻報》，1920 年 10 月 9 日。 
53

 見《總匯新報》，192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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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當時實得力孔教會面對會員要求退會、孔教講經會中途叫停等等，都和中國

國內時局密切相關。中國國內反孔情緒高漲，反宗教的言論不斷出現，這樣的反

孔言論同樣也出現在新加坡。因此實得力孔教會的發展也受到限制。這段期間，

在報上關於尊孔也有兩種聲音，有國民黨背景的報章，對於孔誕日的報導較少，

也較多諷刺的言論，但在少數報導之中對當時社會景況仍可見一斑： 

「雙十節與孔聖紀念○ 

  十月十日□□□國慶日，夏歷八月廿七日為孔聖紀念日，夫國慶日

為我國最重大之慶典，而星僑淡然視之。而於孔聖紀念日則全埠休業以

慶祝，鳴呼而□彼重此若斯其甚耶。吾信孔孔子有知必嘆曰『吾道其東』

雖然吾於此亦以知吾僑程度之……」54 

「總商會對于雙十節應否傳單○  

  （君）孔子誕日，總商會已酉年起歷年有傳單矣。然雙十節之國慶

大典則未知總商會有無歷年傳單，或云雙十節乃國慶大典。凡為中國之

人，無不對于此日致敬。其對此日之不傳單慶祝者，舍受滿清遺毒之深

者，無不大悟此日為我國之大慶，而應慶祝者，但本坡之總商會其對于

此日不知亦有傳單否。」55 

    於是全埠華人慶祝孔誕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中期之後規模逐漸萎縮，在這之

中包含了多個外在因素，新加坡領導者的更迭、來自中國幾股思潮的影響、大環

境開始變遷、聚族的宗教動力被新的政治信仰所取代、學校成立的思維已在華社

傳播並成為共識、藉由孔教之名而設學的動機不復在、孔教會仿西式教會制度的

明文確立，這些種種因素，使得孔教在新馬即將退潮。然而早期的孔教活動聚合

族人的動機及實踐，顯而易見的在各埠華社的慶祝活動之中，其對新馬華人具有

一定的時代意義。 

第三節 1911年世紀之交的檳城孔教 

                                                      
54

 見《新國民日報》，1919 年 10 月 12 日。 
55

 見《新國民日報》，1920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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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檳城新報傳播孔教活動 

  1911 年開始一直至 10 月間相關的孔教言論不斷出現在報紙上，無論是宣教性

的言論、活動公啓或是籌款告示都冠以宗教之名，並以十分大眾化的方式把孔教

傳播到檳城華社之中。無論當代對於孔教的宗教性有多少辯駁，當孔教以宗教的

姿態進入檳城社會時，那麼對當時大眾來說無疑就是宗教。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有

關店鋪休業之報導，在孔誕前一日報上公告停刊休業一日，並且一連三天隨報紙

奉送孔子像，以便民眾在家膜拜。據報載新加坡的祭祀活動都是以木主的形式出

現，偶而在報上會看到書社販賣孔子像。在檳城則直接把孔像附贈於報紙中，讓

民眾貼在牆上進行膜拜，在孔子像右邊書寫「孔聖真像」，左邊書寫「降生二千四

百六十二年」、「宣統辛亥年八月念七日聖誕」、「香江孔教會真影 曾雪梅敬摹 檳

城點石亝印」。 

  關於民眾於孔誕日慶祝之情況，我們可以籍由 1911 年 10 月 19 日孔誕日隔天

的報導略知一二，當天報紙第三版有三則關於紀念孔聖活動的報導，大約占了近

半版的篇幅仔細的記錄了當日情況，分別是〈聖誕大紀念：店舖之休業〉、〈物品

之報效〉、〈學堂之熱鬧〉並於文後節錄當日演講稿。 

  這一天的新聞描述了孔誕日的情況，「昨日歡祝聖誕，工商各界咸表同情，停

市壹天，而店戶則懸旗結綵殆遍，即肩挑小販亦多業者，沿街叫賣食物寥寥無幾。」

56這則新聞表明孔誕這一天已經成為了檳城華社的共同節日，在孔教出現在檳城的

前幾年，孔誕只作為中華學校及部分學堂的假期，到了 1911 年間則成為了華社的

共同假期。檳城廣福宮的樂樂公社為設孔廟籌款義演的告示標題就十分吸引人：｢

熱心宗教者看看看｣、｢演劇中之宗教熱｣，以十分大眾化的方式把孔教的意象傳播

到檳城華社之中。 

  「本晚演大戰潼關、三氣周瑜、柴桑弔喪一套……觀者多拍掌，至

於戲臺之上，點綴華美、煥然一新，多燃氣燈，照耀如同白晝，懸有五

色橫彩多幅，如『見義勇為』則為吉隆□武社所贈者……『熱心宗教』

則為廣源號所贈者，『宗教昌明』則為吳德志所贈者，『善與人同』則為

                                                      
56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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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號所贈者……喜捐孔教緣銀貳千大元……雖女豪傑者流,究不過一

婦人女子，且能熱心國教，慨捐鉅欵……」57 

  廣福宮下設的樂樂公社於於孔誕日在戲院演出三日，以為孔廟籌款，由於反

應熱烈因此再加演一日，戲院東主也免去場地租金，以支持孔廟籌款活動。所演

戲碼皆是熟悉的故事，私下三關、五郎救弟等華人傳統忠孝節義之故事，待戲劇

演畢，接著進行孔教講演，講演內容多為淺白易懂的內容，以使參加者明白。當

時方言群的界限還十分明顯，以福建話進行的講演，會配有一名粵語翻譯，以使

不同方言群能同時參加同一活動。當時一次賣票義演籌款即可取得六千八百廿元

的款項，可謂十分踴躍。 

二、 1912年以後的檳城孔教 

  進入 1912 年以後的孔教，在中國康有為的大弟子陳煥章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取得博士學位後，先是在上海成立了「孔教會」，開始了以「宗教社團」作為號召

的時期。58在失去國家體制的支持之後，孔教在儒家衛道者的摸索之下找尋適當的

出路，而在新馬則是一面延續先前的氣勢，一面在大眾信仰及知識份子企圖社團

化的實踐之下找尋發展的可能。1912 年這一年，閩幫林花鐕及粵幫梁樂卿兩位熱

心地方事務的重要領導者先後謝世，而張弼士此時則已不在檳城活動，如前所述

檳城孔教運動主要在於地方紳商的主導態度，雖有其他紳董關心孔教者，然而要

神也要人，缺少強有力的領導人物，孔教活動數年後漸漸退出華人公共事務而成

為「孔教會」會員的活動。 

  1912 年孔誕日前夕，《檳城新報》上由署名由廣福同人刊登孔誕日休業升旗傳

單，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傳單日期印為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五日，並請各界齊升

國旗也就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為示統一不得升其他如青天白日旗或海陸軍旗等；

同日亦刊登了由新嘉坡粵東商務行公佈的新加坡恭祝孔誕之傳單，呼籲高懸國旗

並加以說明｢凡文明國通例，慶祝國家紀念日，均以國旗為主，如海陸軍旗幟可免

                                                      
57

 見《檳城新報》，1911 年 10 月 21 日。 
58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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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示文明，而昭統一｣。59在這裡有兩個面向，第一、為新馬華人在面對中

國改朝換代之際，南洋華人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執政者改換在南洋華人誠以實

際態度面對，所以無論辛亥革命之前情形如何如何，大勢之所趨才是華社所關注；

第二、新加坡認為孔誕日為國家紀念日，當時中國國內國教運動正熙熙攘攘的展

開，除了教育部公布學校不拜孔子、廢讀經書外，數座文廟被毀，孔誕日並未於

當時成為國家節日，而是為新馬華社所共識的公共節日。 

  1913 年孔誕由平章會館公告各界休業停工一日以為慶祝，慶祝方式如同前一

年。這一年的慶典更加熱鬧，茲節錄報載如下： 

  「前日舊曆八月廿七為我大成至聖孔子先師二千四百六十四週年誕

辰，埠上除少數食物店照常營業外，其餘各商店工場，多休業以紀念之

□，出門一望，但見五色旗煇湟捐展，隨處皆是，各學校則均各照預定

之一切儀式，恭行紀聖，惟中華學校為埠上僑業之公學，則於謁聖後在

校內大開運動會，校之頭門及禮堂運動場等處，懸旗□綵，外觀華美，

亦足見司其事者對此形式上之點綴煞費苦心也……至於林氏學校暨同善

學校諸生，當排隊鼓樂赴中華學校禮堂謁聖時，步伐整齊，儀容肅穆，

沿途觀者，亦嘖嘖稱其成績之良好，至時中學校今年則於謁聖外，祗稍

事體操，不及去年之大開運動之慶鬧耳。然最可敬者，是日屠行以恭祀

孔聖故，全行一體休業，未宰一豕，此真能犧牲利權，以盡其輸誠祀聖

者哉，又是日埠上呇團體及各商店之張燈結彩，絯歌鼓樂，以誌聖誕紀

念者亦甚眾，而□福街之尊孔會暨興和行等，尤為致誠盡慶……」60 

  此時的活動按報導看來仍是全埠華人同申慶祝的節日，加上自前一年即開始

的慶祝孔聖誕學校運動會，以展現尚武精神，整個慶典顯得十分熱鬧，埠上民眾

多前往參加；至於一頭豬都不殺，相信是來自於華人宗教對於神誕日不殺生的傳

統，經由民間對於孔教的宗教性理解，而做出的反應。61由這一年的報導看來，檳

城的孔教活動是一個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調和，顯示出來的也就是檳城處

                                                      
59

 見《檳城新報》，1912 年 10 月 5 日。 
60

 見《檳城新報》，1913 年 9 月 29 日。 
61

 見《檳城新報》，1912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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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環境下的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 1913 年的報導中，有許多轉載中國關於孔教為國教之爭的專件

報導，以大篇幅的版面支持孔教的立場鮮明。1912 年陳煥章等人於上海正式成立

孔教會，孔教會在中國的活動、新聞及言論，在這一年當中以專件的方式出現了

多次。62上海孔教會是以孔教為宗教作為前提而進行活動的，1913 年新加坡立即響

應成立孔教會，值得注意的是，檳城遲至 1922 年才成立了孔教會，然而由於報紙

資料的缺失，未能觀察到 1922 年設立孔教會當年的言論，當時中國反傳統、反宗

教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檳城孔教會此時成立應有其特殊意義，尚待筆者進一

步研究。另外，1928 年孔教會六週年時，怡保孔教會派代表到檳城參與慶祝會，

大抵是說怡保孔教會希望檳城孔教會指示怡保辦理孔教會的方法。63新馬孔教的發

展此時已開始進入會員制度，各地孔教會之間的聯繫，事實上已轉為教會組織制

度下的活動，已非將孔教置於全體華社的公共事務之下。報紙上自 1928 年已未如

同往例，宣布停工休市一天。自 1929 年之後，報上的孔教報導，都是以孔教會成

員及中華學校師生為主的慶祝活動，主要慶祝活動大致上為謁聖及演說，其他活

動已不復見。 

  《檳城新報》於 1912 年起在報頭置上孔子降生年號及中華民國年號，到 1929

年元月起即取消了孔子誕生年號，而只剩下中華民國年號，由此觀之，也可看出

孔教在檳城的興衰。孔教在檳城十數年的發展已逐漸進入組織化，而這個組織化

的發展以現有資料看來早期是由平章會館及廣福宮等檳城主要紳商所共同經營，

在 1922 年成立孔教會之後，則由檳城孔教會主持。由上列報導看來，在 1912 年

以後，孔教的活動仍然持續，檳城孔教活動一直到 1928 年以後逐漸退位成為孔教

會組織成員的活動，至 1936 年以後沒有了孔教會的報導。64同年，《檳城新報》併

入另一份由孫中山所辦之華文報章《光明日報》，而後報紙減版，由原本的 22 至

24 版減為 4 版，1941 年日本南侵報紙停刊，戰前孔教的報導也告一段落。 

                                                      
62

 例如可見《檳城新報》，1913 年 9 月 25 日共計有三篇來自於孔教會於北京舉行釋菜禮之情形，、

孔教會公啓錄及李純主張以孔教為國教之電文專件等直接由中國之新聞轉錄。 
63

 見《檳城新報》，1928 年 10 月 11 日。 
64

 同年，《檳城新報》併入另一份由孫中山所辦之華文報章《光明日報》，而後報章減版，由原本

的 22 至 24 版減為 4 版，1941 年日本南侵報紙停刊，戰前孔教的報導也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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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在展現新馬祭孔在大眾之間的原貌，所有祭祀及其相關活動更加接

近民間類似廟會的慶典活動。在有關章程及祭孔報導中，並未提及祭祀時的程序，

只在章程之中提到守禮經燔柴之義，省去祭祀當用之香燭寶帛供品。祀典在華人

社會的祭祀活動之中事關重大，康豹 Paul R. Katz 檢討了中國帝制晚期華人宗教信

仰與儀式在地方社會的重要性，他提到華琛 Watson 認為舉行適當的儀式對於決定

誰可以被視為｢中國人｣非常的重要，華人宗教信仰及儀式的延伸是文化結構的一

體，進而形成華人的文化認同，華琛更進一進步指出文化認同不僅早於中國國家

認同，並有助於創造國家認同的假設。65康有為、陳煥章等孔教會人士已意識到宗

教和儀式之間的關係，因此十分重視創建孔教的宗教儀式，孔誕致祭按丁祭之禮

辦理，由衍聖公主持儀式，明訂孔子為教主，曲阜為聖地等，致力創造成為國教

的條件。66 

  檳城孔教的祭孔活動，原本尚有三跪九叩之儀式，進入民國時期之後，漸簡

化為三鞠躬禮。1913 年報上一則時評曾對此舉提出意見，｢自民國成立，一般新志

士沉醉歐西風……中國數千拜跪之禮教一掃而棄之，對於祖宗父母師長前皆行三

鞠躬之禮，其簡褻無文可謂極矣。如謂民國改為洋裝，自當傲照洋禮，何以洋人

對于宗教之天主耶穌亦有拜跪祈禱之禮文。……禮義由賢者出，莘莘學子明日謁 

聖其尚以京師上丁釋奠行三跪九叩之禮儀為法焉可。｣67也就是說已有關心孔教者

考慮到這個問題，在其文字意涵中表現出了儀式本身代表作為華人的文化標誌及

宗教象徵，其所焦慮的即是在於無法維繫孔教當有的傳統。檳城孔子祭祀儀式化

約問題，十分值得日後探其究竟，當儀式簡化不能凸顯出其重要象徵時，無法維

繫一個地方傳統；祭祀禮儀本來就屬於儒家五禮之首的吉禮，以凝聚族群內部的

文化意義上，祭祀禮儀前後的一切活動均是要繁複的人事多方配合，儀式行為的

背後包含著信仰的義理，加上民眾對於共同文化心理的支持，才能使之行之久遠。

                                                      
65

 康豹 Paul R. Katz，〈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0，頁 375-412。 
66

 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 117-129。 
67

 見《檳城新報》，1913 年 9 月 26 日，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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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進入民國之後的這個時期，尊孔活動除了大眾的慶典之外，各地活動之中主

要還加入了新式學校的學生遊行、運動會等慶祝活動。民國初年以後在新馬的孔

教會，則是響應陳煥章在上海所成立的孔教會而來。陳熙遠指出，在中國民初孔

教會的成員，仍以傳統社會菁英為主，雖然孔教會一再強調孔教會的會員是向全

民開放。但孔教會的在各地的組織對要如何「傳教」，既無經驗也無訓練，更何況

要深耕大眾，需要長時間投。69社團化的孔教組織如何在廣大的民眾之中培養信仰，

只靠講經及簡化的祭孔一途，並沒有辦法引起普遍大眾的共鳴，最後，孔教會在

新馬仍保留下來了，不過只是在會員之間的活動，已無力凝聚大眾的目光，而孔

教在新馬漸漸走上民間宗教這條道路已經是在戰後的事了。70
 

  1920 年以後，孔教的發展屢屢受制於中國國內的情勢，尤期是五四運動的影

響，基本上都和中國國內時局密切相關。由報上各年的報導來看，新加坡和檳城

孔教面對全埠華人慶祝到 1920 年代之後規模逐漸萎縮，主要華人領導層中華總商

會和平章會館也不再在報上宣布全埠放假一天，孔教會在新馬只剩下在會員之間

的活動，簡化的祭孔以及講經活動，已無力凝聚大眾的目光。 

 

                                                      
68

 李豐楙，〈禮生、道士、法師與宗族長老、族人──一個金間宗祠奠安的圖像〉，《金門歷史、文

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頁 215-247。 
69

 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頁 535。 
70

 走上民間宗教一途是指儒釋道並存的儒教，如德教會在新加坡創於 1952 年，立德傳心堂立於

1972 年，這些發展都在戰後。見徐李穎，〈從花果飄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教在民間發展的三

種模式〉，頁 21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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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孔子，在中國被世代祭祀，祭孔成為重要的國家祀典。在清末民初世紀之交

國家存亡之際，祭孔之禮在官方推動下，被推向與「祭天」同等的「大祀」，試圖

以孔子作為凝聚人心的文化認同象徵，但卻已無力解救人心的疏離。 

  然而在海外，各地主要的華社皆出現過公開的大眾祭孔活動，本文以新馬作

為研究對象，通過原始報紙資料，對清末民初時期在大眾的祭孔活動進行考察。

由其產生的歷史脈絡、外在環境、內部推力、領導人物、大眾活動、社會場景等

展開討論。過去相關研究基礎多建立於以新加坡為主軸的研究，然而對於作為新

馬祭孔活動開場的吉隆坡以及民國肇始第二波尊孔活動高潮的檳城論述闕如。本

研究力求建構清末民初新馬地區尊孔活動的發展及轉折，並論述新馬華社如何轉

化中國官方祭孔的象徵符號，發展出一場移民社會在地化的尊孔意識以強化華社

群體認同。 

  尊孔思維在戊戌政變後，其中一個脈絡是透過報章傳達至新馬華人社會。由

林文慶及邱菽園主持的《天南新報》即是在戊戌變法發展至高潮之際創刊，在海

外華社辦報支持康有為的維新言論，而康梁的孔教思想也是報章言論的重點之一。

這個時期新馬尊孔的影響來自於維新份子的孔教言論，而維新份子的孔教言論最

初仍是依附在皇帝所下的詔書，即改淫祠為聖廟，又命駐洋使臣勸諭華商興建學

堂，因此南洋一帶華人開始討論有關興建孔廟以及祭孔一事。也就是說，在戊戌

政變之前，尊孔言論早已存在新馬社會之中，但也僅只於知識份子的言論層面。

另一方面，對於多數人來說，祭孔是屬於官方的祭祀，是知識菁英的專利，一般

人是無法進入到這個場域。戊戌變法時的推動尊孔以及大眾祭孔的做法，無疑是

加强了大眾對孔子祭祀正當性的理由，也可以說康有為的孔教言論是促使海外尊

孔活動生成的觸媒，而尊孔活動在新馬地方的發展，則視地方領導層之態度及認

知而各自詮釋。 

  吉隆坡首次的祭孔活動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報章及孔教倡導人鼓吹海外商人

應該作為祭孔活動領導層的重要性，主要強化以孔子作為團結華人的精神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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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康梁的孔教言論中，試圖對海外華社灌輸對於中國面對外敵的屈辱，應該要

具有民族危機意識。早期華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而晚清以前，大眾意識也缺少

了民族或是國家意識，當時在海外華社各方言群社團，相互內耗，一直沒有能夠

團結華社的力量。對支持維新變法者來說，提倡尊孔的目的，除了建學堂以開民

智，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藉孔子在海外形成凝聚族群的象徵，作為對內團結、對

外自立的力量，而這個象徵在諸多尊孔的言論中逐漸形成。 

  吉隆坡首次祭孔，表現出來的特點主要是聯合吉隆坡各幫群的祭祀活動，尊

孔建廟與設學二事息息相關，並且開啟了南洋倡建孔廟興學堂的熱潮。新馬第一

次的大眾祭孔，事實上是一個盛大的地方慶典，當清緒帝廢淫祠改聖廟學堂的詔

書來到南洋，地方領袖願意起而行之，而進行的方式則由地方民眾自行運作。即

使光緒帝的百日維新很快地就結束，但孔子祭祀的排他性已被打破界線，加上孔

教倡議者在海外的持續支持鼓吹，使得地方上領袖願意進行，因此本屬於知識份

子的尊孔活動得以在此舒展，所以即使是維新運動失敗的一年後，尊孔活動在南

洋仍然大規模的進行。原本民間禁止祭拜的孔子，在朝廷主動推廣下，大眾可以

祭祀並且代表中華文化最崇高的對象，在吉隆坡首次祭孔所呈現的面貌，反映著

大眾的心理和習慣。一種以廟會的慶祝活動形式，被大眾定調為孔子誕辰活動的

主軸。吉隆坡祭孔之後，其他地區也相繼有所行動，而實際行動的差異性也在不

同地區表現出來。 

   吉隆坡的祭孔活動，引起了其他地區的注意，新加坡也有所回應，但僅止於

福建幫的萃英書院所進行的改祀活動，而未有面向大眾的慶祝活動。康梁的孔教

活動在新加坡方興未艾之時，孔教主要倡導者林文慶及邱菽園因為涉入康有為的

政治活動之中，致使清廷注意而介入策反邱菽園，邱菽園因此告辭《天南新報》

總理一職，隱居走避，也失去報章上主導孔教的言權。清廷當時應當已經了解孔

教熱潮在新馬自是「民氣可用」，順著邱菽園一事，新加坡孔教言論的主導權巧妙

的由兩廣總督陶直接指派一位由中國來的文人吳桐林及寓居吉隆坡的張克誠所接

替。 

  接著，新加坡首次跨越方言群談論建立孔廟一事，事實上是有明顯的官方介

入性質。清末孔教在新馬的開展，標誌著新馬華人社會嘗試兩個方面的跨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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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嘗試跨越正統祀孔的排他性，二是嘗試跨越方言群的排他性。跨越正統祀孔的

排他性，達致大眾皆可祭孔，以孔教成為聚合民眾的力量；當輿論風氣形成，清

廷的官方支持則成為該運動最主要的推力。在新馬，清廷不再強調祭孔身份的排

他性，因此民間蓋孔廟、祭孔成為朝廷所讚賞的，這是權衡之下的結果；而跨越

方言群的排他性，則是新馬華社內部的拉力。 

  1902 年新加坡的籌款建廟活動，在新馬尊孔歷史上皆被視為第一次高潮。然

而由籌款建廟的過程來看，最終是沒有結果的。主要是新加坡華社對於建孔廟事

一直保持觀望，雖然聯合募款建廟在新加坡並非頭一遭，然而面對蓋一間孔廟，

是海外華社從未有過的經驗，所以茫無頭緒。由於林文慶及邱菽園此時已失去言

論主導地位，吳桐林及張克誠二人不為新加坡華社所熟識，籌款也沒有專責的領

導人，各種的疑慮都是造成耽擱的原因。 

  長久以來孔廟的官祀地位，在大眾之間是陌生而遙遠的，因此華社觀望的態

度是可以合理解釋的。因此當新加坡華人接收到來自於朝廷的認可和倡導，並以

一種微妙的方式進行干預，直接把尊崇孔子信仰加强於地方層面的崇拜之上，從

而可以形成一種有助於跨幫群、跨區域的高度文化認同的整合。華人對於統一文

化的建構主要是取決於共享儀式的培養和維繫，因此官員們關心的主要是正當的

崇拜實踐，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建廟和舉辦慶典。所以官方更關心的是實踐而不是

信仰內容，因此當孔教在新馬華社的闡釋方式是基於民間固有的信仰方式進行──

例如吉隆坡事實上如同神誕日來進行祭孔，對於祭孔在海外華社的變體，官員僅

以「不得已之苦心」來支持這個地域基於文化認同的信仰發展。但是如果當尊孔

的地方倡導者未能將儀式本身制定合宜，或根本不強調儀式，而是重視信仰內涵

以及所謂强調改良社會，例如廢淫祀以及簡化一切祭拜儀規，以當時大眾對信仰

根深蒂固的觀念是難以立即改變的。 

  新加坡的祭孔活動直到 1909年才有第一次真正大規模面向華社的活動。其時，

清朝官方欲奉孔教為國教，升祭孔為大祀，整個新馬祭孔活動才大規模的進行，

並且，加上外在因素──正值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抵制日貨運動，此時激起了海外華

人民族意識，在一時間凝聚了華社的認同。 

  外在的變故會引起人們對一種能為全體華人所接受和認同的共同文化的需求，

 



第五章 結語 

 

96 
 

加上總商會在各埠在清末之時皆陸續成立，慶祝孔誕一事皆由各地總商會或合幫

會館主持，因為孔子做為凝聚各幫群的象徵，成為跨越排他性的中介，在此時是

再適合不過了。 

  在檳城方面，此地的籌款建廟則是與新加坡相對的例子。和新加坡籌款活動

相比，檳城顯得十分有組織，並且實際。當時檳城已有平章會館的跨幫組織，粵

閩兩幫的互動已行之有年，而其主事者為當地主要華社領袖之一，其倡議能起領

導的作用，因此並發生如新加坡的觀望情況。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檳城華社強調孔廟的運作，不能涉入黨派。在孔

廟這件事情上，現有論著多傾向在公共事務上的事端解釋為保皇派與革命派的恩

怨，尤其大力支持孔教的富商張弼士是一位堅定的反革命派商人，因此特別強調

孔教與黨派無關。然而更進一步觀察，檳城紳商討論孔教事務時的態度，對外可

能為不得罪清廷，不造成英殖民政府的困擾，對內亦避免煸動華社情緒之事，而

將設廟的動機與政治性事務進行切分，也就是說設孔廟一事對檳城紳商來說更重

視地方事務的思考。 

  進入 1912年以後在新馬的尊孔活動主要以民初成立的「孔教會」做為主導者，

而孔教會在面對大眾的活動仍是以一年一度祭孔做為主體，新馬祭孔活動一面延

續先前的氣勢，一面在大眾信仰及知識份子企圖社團化的實踐之下找尋發展的可

能。而組織化之後的孔教活動數年後漸漸退出華人公共事務而成為「孔教會」會

員的活動。全埠華人慶祝孔誕之活動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中期之後規模逐漸萎縮，

在這之中包含了多個外在因素，領導者的更迭、來自中國幾股思潮的影響、大環

境開始變遷、聚族的宗教動力被新的政治信仰所取代、學校成立的思維已在華社

傳播並成為共識、藉由孔教之名而設學的動機不復在、孔教會仿西式教會制度的

明文確立，這些種種因素，使得孔教在新馬退潮。然而早期的孔教活動聚合族人

的動機及實踐，顯而易見的在各埠華社的慶祝活動之中，其對新馬華人具有一定

的時代意義。 

  在清末民初之際的新馬大眾祭祀活動仍十分受到中國官方是否支持的影響，

而地方紳商的領導權在地方的運作及影響力使致各地方的發展有差異性。這是長

久以來由朝廷、神明、紳商所建立起來傳統的信仰權力運作方式，即新馬孔子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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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是在原有的華人信仰模式的基礎之上運作，而非開創新的結構及局面。康梁孔

教對於新馬的影響，在於尊孔觀念的傳播，在實際層面上的影響只停留在祭孔活

動及建立孔廟兩位事情上，關於以孔子做為信仰對象甚至取代其他信仰，以及改

變原有傳統習慣上，至最後仍未見其成效。 

  一個華人信仰的形成，來自於所奉神祇的內在精神邏輯，對於廣大的社會大

眾來說，關公的忠孝二字可能比講解儒家經典更有效，然而華人信仰幾乎無不在

儒家經典的話語之下形成。但如同黃進興所言，經典和教義的詮釋，大多為知識

菁英的興趣，對大多數華人而言，所關心的是效益，這是華人信仰的本質，也是

形成民間社會的一個面向。當孔子信仰轉向大眾時，對新馬大眾而言其信仰精神

內容先由聚合各方言群，進而提倡教育；提倡孔教、廣設學堂，這是新馬華社民

族教育的第一課，換言之，民族心理的凝聚在新馬這塊土地是由信仰孔子開始的。

把孔子神聖化，可以形成社會群體的信仰心理，在實踐的過程中，證明了有效推

動孔子思想民間化的力量是來自於社會集體信仰的傳統心理。早期由商人支持而

發展的祭孔活動傾向表現在信仰的動機之中，透過大眾祭孔的儀式、慶典及公共

假期的制定 

  而在帝制中國終結進入民國之後，知識份子著手組織化的孔教會成立，明確

以西式教制、簡化禮儀、教育目的及強調講演經典作為共同的表述模式，事實上

也由此埋下了孔子另一次和大眾遠離之因。對大眾來說，組織化後的孔教會漸漸

失去將孔子神化的動機，而與華人傳統信仰模式及習慣漸遠，新馬屬於大眾的孔

子祭祀則完全的走進民間信仰之中，進入眾神的廟宇成為其中一個神誕祭典。於

是，孔教會在知識份子和大眾之間形成了實踐上的斷層，成為會員的活動。 

  新馬大眾祭孔活動的趨向，表現出華人信仰對於社會的一種適應過程，由朝

廷的下令號召尊孔開始，到流亡海外康梁的孔教支持者鼓吹的蘊釀，接著新馬當

地華社商人的領導及推動，新馬華社的祭孔開始實踐並成為華社一股風氣，進入

民國之後，華社領導層的更迭以及知識份子的主導，祭孔活動一則完全走入民間

信仰祭典的其中之一，一則成為孔教會的會員活動。 

  高深的儒家經典，並不是普遍能為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由華社領導層的支持，

民間化的慶典活動以及祭祀禮儀的實踐，使其融合為民間的文化生活，並在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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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中，通過耳濡目染，形成共同族群文化認同，進而能凝聚族群。清末民初

新馬的尊孔意識發展出一場移民社會在地化的尊孔活動以強化華社群體認同，成

為一個短暫而精采的聚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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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錄吉隆眾閩商來函〉 

錄吉隆眾閩商來函○天南新報館諸公史席 月來奉讀 貴報有倡興孔教

及商會之說，具徵忠愛為懷，洵是救時急務。頓令海隅數百萬眾逖聽風

聲□呼爾動，不禁神為之旺，氣為之揚，此舉若成，誠開中國四千年未

有之局，造億兆無疆之福，孔聖有知，當必掀髯微笑曰：吾道南矣！ 微

夫人之有不及此然，則 貴報提倡之功，與百執事助成之力，不且與日

月合其明，同川流而不息者哉。迨四月初十曰（筆者註：1899年 5月 19

日）續讀 貴報載，中國駐叻總領事劉公稟奉閩總督許制臺批示，准由

興泉永惲道會同汀漳龍榮道在廈設立保商局，諭令出洋商民放心回里各

等，因迴環莊誦感激涕零。信乎各大憲之真能為我出洋商民作保護主也。

伏念劉公既有體念商民之盛意，而列憲復有保護商民之深心，惟稟中所

述在洋商民回籍苦況，尚屬膚泛成文，究未詳其確獘，商等生長泉漳往

來數，四目擊之而身遇之，稔知下口官吏之為洋客害者，以稅厘巡丁為

頭關，而官紳之□肥私噬尤其後焉者耳。請詳列其受害情形為貴執事陳

之，當輪船之到廈港也，各小艇雖由海關領旗盤駁客商，每名收稅一元，

箱筐每隻一元，及上岸扛工亦然。而稅厘巡丁即在渡頭接至關口厘局徵

餉完厘，翻箱倒筐絲毫必究，倘無布疋餉貨之可徵，則又遍身搜檢自頂

至踵不留餘地。偶或衣袋藏有二、三寸小刀或痧氣丸等類，則厲聲恐嚇

曰是私帶軍裝也，是隠匿藥材也，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便指為偷關漏稅。

諸多勒索不遂所欲，彼則將行李衣箱扣留不放，雨濕風吹不稍寬恕，其

在行囊裕者，歸心似箭與校任彼需索銀元或零物數件方肯放行。若夫囊

空如洗，僅有枕箱被席，亦必毛索疵多方訛索，無論手洋餅所值無幾終

難免，其苛求務使飽填慾壑而後已。查騐既畢，餉稅既完，所有衣箱欲

轉運內地□港者，復須報晛口並由餉關買給封條粘貼鎖鑰，層層剝削已

屬難堪，乃各巡丁復從而駕舟追截，揭去封條仍前查（此處少一行）□

□□□□號，以勾引其匪徒逞兇攔拾或載到僻港無人之處，强奪其資而

陷溺其命，致令冤沉海底無從申雪，此固可查非□憑空誣捏。而追原禍

始何，莫非巡丁違例起封重行搜檢，致露財物階之厲也。至於安溪、南

 



參考書目 

 

109 
 

安、永春等，距廈較遠受苦愈甚，所有歸舟當由同安轄屬之石潯□□面

經過該鄉，吳姓族大丁多强悍素著，不論客商有無登陸每名需索銅錢十

二文，謂之路頭錢即買路錢也。舟人按名代為收納，否則非飛仙不可輕

渡矣。及抵同安近城則塩舘販役復要征抽鹽稅，蓋由同安以至內地皆屬

山嶺險峻，朝行暮宿買食為難，不得不預俻路菜如鹽魚、醬瓜之類以為

佐飯之資。彼遂藉口有鹽必遵例貼餉，方無阻滯，雖所抽之數無多，然

平情而論，豈是教化之國所宜出此也？又同安赤蘭腳葉姓亦係鉅族，出

其途者亦□買路錢以藉資其保護安南永三屬之人，日日往來啻千百名口，

而慘遭數處之剝蝕。試問出洋之人如何辛勤，如何儉□□得歸，見里間

及關役之擾累苛刻，既如此强鄉鹽館之恃勢，橫行氶如彼。而地方有司，

但知養尊處優毫無覺察，徒令往來行旅者如在荊天□地中而□若罔聞鳴

呼噫！君門萬里泣訴無由，所賴為民作主誰耶？公祖也，父台也，公祖

父台固如是耶！商等雖居海外，心存鄉國，明知此際國步艱難外憂內訌

相乘迭至，而我 聖明天子且尚坐困瀛臺，政不由己。遑論草野小民之事

事受屈者乎，然而時至今日，若不痛除積弊，聯絡商情，萬一强□壓境

如旅順、膠州、九龍之續爭地、爭城，眾心離散其有關於大局何堪設想？

今幸 貴報紀事編言指除利弊悉遵  聖天子□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之，旨

復得總領事劉公暨吾閩各大憲有保民恤商之諭，用敢貢其愚昧之見祈照

錄諸報章。倘蒙忠君愛民之宫得聞其說，電鶴風行按欵查辦，能使數十

年之惡習一掃而空之，則所以保商者，在此所以保民者，亦在此而謂國

勢有不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 

                                  旅寓吉隆眾閩商公啓 

右函係本日十點鐘由郵局傳來，函中列名簽押者通計二百三十六人。所

指稅關胥役以及强鄉棍徒勒索各情形，確係切實話語，毫無欺飾惟是廈

門現雖新設保商局，其詳細章程未見發出，非兼採眾論嚴行整頓，竊恐

虛有其名，而無其寔於時局，庸有濟乎鄙意。保商局章程□經督憲批准，

是必由廈道鈔錄一分，移叻總領事署以便刋登各報，俾眾週知則商情自

必歡躍，民心倍形固結，豈不甚善。至來函另有擬□公稟由各埠商號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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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郵呈京師總理衙門或都察院王大臣，請其奏聞辦理。此意似有未妥，

曷若就近仍由總領事轉詳閩中大憲或逕移廈門道憲，懇請按照條欵認真

辦此法似尚可行，甚願海外諸鄉先生如能確指內地貪官汙吏以及蠧役劣

紳，藉端勒索各實據不妨□寔擬稿然後逼請各埠商號聯名蓋印愈多愈妙，

郵寄前來本館情願勉力効勞以與 諸君子共贊盛舉為為桑梓訴厥苦情，

為閭閻除厥巨蠹，亦守望相助之遺意也，顧何樂而不為哉！  本館附

識 

               《天南新報》1899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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