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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里長征的馬天英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的壯舉

▓石永貴

吳鐡城先生於1941年5月在重慶中

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提出宣慰南洋報告

書，影響至為深遠。其中，談到馬來亞

華僑人物中，曾具體提出六位：彭亭邦

與陸佑一對開發汶萊的貢獻；甘文閣、

林種美、方飽參，對霹靂邦繁榮促進，

功不可沒；馬天英等組織回教訪問團赴

馬來亞宣傳，影響甚大。（請見陳鴻瑜

主編《吳鐡城與近代中國》，台北：華

僑協會總會，頁244。）

東姑拉曼與馬天英結為至友

其中，馬天英先生為近六十年中，

馬來亞華人社會傳奇人物，對國人也許

陌生，但馬來亞僑民，尤其知識份子，

對他的瞭解與認識，一如馬來人對東姑

拉曼，可謂無人不知的華人代表人物。

馬天英為虔誠伊斯蘭教信仰者，抗

戰勝利後，他曾駐節怡保，中英斷交，

馬來亞變色，他應好友東姑拉曼之邀，

續留馬國，從事回教工作。此後，他在

東姑拉曼支持下，即負起對馬來亞華人

傳教的工作。他日以繼夜，透過報紙、

書籍廣播文宣小冊子，負起宣傳伊斯蘭

的重任，用功甚勤，用力甚猛，可惜因

為華人還是堅守原來先人的信仰，受感

動者甚眾，但以行動加入伊斯蘭教者，

為數甚微，此點令馬先生至為難過，也

為東姑拉曼所不解。

有一次，我去吉隆坡拉曼官邸，

拜訪他的時候，他就說：「石先生，為

什麼中國人就是對伊斯蘭不感興趣，保

持距離，不求瞭解，你是學大眾傳播

的，你在馬來亞華人媒體界有不少學弟

學妹，可以一起研究研究，找出原因，

發揮一點傳播功能，有助於華人對於伊

斯蘭的瞭解，也有助於族與族間的融

合。」

這確實是這位一生致力華巫團結，

馬來西亞國父的肺腑之言。

凡是瞭解或有機會接觸馬天英的

人，就會深深為他的熱情所吸引所感

動。他憑著一雙手、一支筆，不為己

謀，能在馬來亞華人社會，為馬國朝野

所共重，確實不凡。馬先生一生只做幾

件事情，但都轟轟烈烈，感人至深。

他是個天才型人物，原是北京牛

街出身回族子弟，但不甘居於平凡，乃

發憤學法文，不只法文成為他的基本外

語，還有其他五、六種之多，不管哪種

語言對他來說，隨口而出，馬來語也朗

朗上口。

馬天英有恩於我石家三代

馬天英有恩於我們石家父子三代。

抗戰期間，東北淪陷，我家居於滿洲鄉

村，父親報國抗日，不知去向，音訊全

無，生死不明，全賴北平馬府，與我們

作通訊連絡站，始知父親的「下落」，

所以我們全家，上自祖父母，都很感恩

北平的馬府。

馬天英善於外交，不拘小節，他

具體對於國家的貢獻，還不止吳鐡城在

向中常會報告書所指出的：「馬天英等

組織回教訪問團赴馬來亞宣傳。影響甚

大。」

馬天英率團訪問中近東

那是抗戰初起，國際間在日人無

所不用其極的宣傳，對我艱苦神聖的抗

戰，一無瞭解，回教國際尤其如此，於

是在政府號召與支持下，回教青年菁英

組織了一個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一年

多不停地奔波，訪問中近東十國，十萬

里長征，為趕上朝覲季節，起自沙烏地

阿拉伯，歷經埃及、利比亞、敍利亞、

伊拉克、伊朗、土耳其、越南、馬來

亞、印度、新加坡、錫蘭等國地。

訪問團成員除基本學歷以外，都精

通四種國際語言，其中，團長王曾善，

土耳其文；團員馬天英，法文；張兆

理，英文；王世明，阿文。

1938年自上海出發，歷經年餘，才

返回中國。

訪問團返國後，於1943年曾出版一

本《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洋洋

五百餘頁，事無巨細，每日支出一分一

厘詳記其中。出版後轟動各方，咸認訪

問團的貢獻，是無法估計的，除對於中

國抗戰，有正確的認識，甚至於途中有

將軍與青年，自動請纓，要加入神聖的

中國抗戰。對於戰後中國外交的陣線加

強與開拓，更有助益。因為，當時，他

們所到之處，與我國有公使館的，只有

土耳其，領事館只有埃及，且人員極

少，領事館只有一、二人，公使館也只

有三、五人。當時政府所以看重土耳

其，顯然受到凱末爾革命，所造成「現

代土耳其」之影響。這是因為凱末爾推

翻奧斯曼帝國，成為土耳其共和國。當

時土耳其、中華民國與蘇維埃，成為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成員，右起：團員馬天英、團員薛文波、團長王曾善、團員張兆理、     
團員王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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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亞洲新興國家」。

土耳其脫胎換骨，棄積弱成為軍事

強勢，當時成為與俄國併為新中國學習

的對象。近東訪問團，一年多以來，真

是「馬不停蹄」，日夜都在爭取訪問國

的軍民同胞，對於我國抗戰之瞭解與支

持。白天忙於拜會演講，晚上在旅館接

受當地新聞界訪問，民眾與僑胞會面，

真是二十四小時國民外交。他們所見所

聽，更關心的，是我國未來與這些國家

的友好關係，因此，乃在建議書上，建

議政府「遵從總理遺教，迅速與近東各

國成友好關係，並互派使領」，乃具有

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共同奮鬥」，扶傾助弱，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此一觀察與遠見，與後來蔣

委員長參加開羅會議，成為世界三強，

二次戰後的四強，有所前後呼應，成

為1949年，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撤退來

台，列強外交幾乎崩潰，近東外交陣

營，仍屹立不搖，訪問團有播種之功

能。我外交當局，適時在疾風苦雨中，

遍訪各國，得到雪裡送炭的回應。

訪問團每天所見的，不管國王總

統、王親貴族，或是販夫走卒，均一視

同仁，親切無比，笑臉相迎，尤其是馬

天英有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笑話連連

的故事，實在是一副天生的開心果。所

到之處，予人對中國人留下深刻而美好

的印象。因為訪問團的足跡，所種的美

好的種子，在他們以後的人生旅程中，

都有意想不到深遠影響，馬天英就是一

例。訪問團回國解散後，或回到原工作

崗位，或返回學校就讀，各奔東西，為

國珍重。

馬天英因緣際會，就在埃及與馬

來西亞兩國關係，先後發生了微妙的緣

份。

馬天英濟助流亡利比亞國王

馬天英到埃及開羅領館工作，他

所做的是「開門外交」。每天開門，各

方訪客，絡繹不絶，笑臉相迎，有說有

笑，因為來者是客。有一位神秘客，幾

乎每週來二、三次，領館就指定馬天英

接待。來者衣裝不整，生活看似潦倒不

堪，馬天英不但不厭其煩，而且以教親

相待，所費不多，總不會讓他空手失望

而歸，沒有公款可報，只有在微薄薪水

中抽出一點，以解老人生活之困。

這位不速之客，常常來，把中國領

館當成家，每次都是Ibrahim Ma(馬天英

回教名)見他，久之，如同家人。

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炮火停了，

這位不速之客也不見了。不久，在報紙

上看見他的照片，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

鼎的易得利斯，也就是利比亞易得利斯

王朝第一代國王，結束了逃難流亡的生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絕版54年，
係王曾善之子王爾勵精神感召，在甘肅一
圖書室找到，視為至寶，在吉隆坡重印，
1997年3月致贈作者。

活，被迎回國當國王去了。

利比亞，時來運轉，發現了石油，

國王的身價，更是集富貴榮華，權力地

位於一身。

易得利斯坐上王位，享受富貴榮

華的生活之餘，念念不忘的，還是流落

在開羅的生活，帶給他希望的笑臉常開

中國人。很想找到昔日恩人，可以不敘

舊，但不能不報恩，這個時候，主客環

境大翻轉，中華民國政府丟掉大陸，落

難台灣，馬天英身在異國，有國歸不

得。

國王的日子，是舒服的，是奢華

的，但他的內心，常感空虛，因為有恩

未報。國王左右，知道老王的心思，乃

透過外交關係，找到了馬天英的下落，

但不是在中國，也不是在台灣，而是在

馬來西亞。

國王知道他的恩人近況，放心不

少，但掛念的是他生活際遇如何？他知

道流落異國作客的滋味，有無特別需要

幫助的地方？

馬天英為台灣回教的具體貢獻

彷彿是天方夜譚的故事，老王和他

的國家至少為馬天英、為台灣回教，做

了四件事：

馬天英收到老友另一種「求救」方

式之後，他心裡難安，數夜難以成眠，

這是一生從未有的經驗。是興奮？是困

擾？是不安？他自己生活環境也不是很

好，又拖了一大家人，寄人籬下，東搬

西移，但作為回教人，不能伸手拿人家

金錢財物，於是找他的老友東姑拉曼商

量。剛好，東姑離開政壇，衣食不缺，

但精神難免寂寞。老國王的盛情也不能

悖，於是在合乎宗教前提下，擬具了一

個亞太宣教中心，作為在東南亞傳教，

推展伊斯蘭教的長遠工作，由東姑、馬

天英作為發起，這個宣教中心，總部設

在吉隆坡。

據說，老王接到建議書後，很稱讚

東方人的宗教精神與智慧。這個中心，

由東姑作為創始人，擔任創始主席，也

曾在台灣圓山大飯店舉辦一項規模盛大

的國際青年夏令營。東姑親來台灣主

持，並拜訪了總統與主管宗教事務的內

政部長。總統特別囑託要好好接待這位

有道義的客人。東姑擔任亞洲足球協會

▲中國回教協會，台北市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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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期間，堅拒排我會籍的議案，因為

我國是發起國。如今，這個中心照常運

作，我國的中國回教協會與中國的回教

文教基金會都是會員。

二是提供中國回教協會青年獎學金

到利比亞研讀宗教與語文。這是我國中

斷埃及獎學金後，利比亞與沙烏地阿拉

伯是二大中國回教青年留學國，政府遷

來台灣後，是培養我國外交與語文教育

的人才庫。

三是台北新生南路台北清真大寺落

成，利國國王慨贈禮拜大殿地壇和水晶

吊燈。

四是台灣桃園龍岡清真寺改建，

利國捐一筆款，得以完成停工多時的工

程。這是新政權的持續作為，得力於亞

太宣教中心副主席澳洲醫生王爾勵博士

從中促成。利國成立宣教會，秘書長夏

利夫深得格達費的信賴，奔走國內外，

執行格達費的宣教政策。

格達費發動不流血政變

很不幸的，歷史重演。1969年9月1

日青年軍官格達費發動不流血政變，推

翻易得利斯王朝，取得政權。

格達費建立利比亞阿拉伯社會主義

人民合眾國，解散議會，逮捕閣員，利

王則仍走老路，選擇埃及開羅定居，每

月接受利比亞新政府的生活津貼，這真

是戲劇人生。

易得利斯國王何以這樣輕易就轉往

埃及？這是因為埃及與利比亞領土不可

分，利比亞、埃及部份稱西部沙漠，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發生過激戰。（作者

為前中央日報社社長）

法國分會活動報導

法國分會2013年3月31日中午假巴黎101 
TAIPEI小館(48, Rue Gay-Lussac, 75005, 
PARIS)舉辦餐敘。同時由邵榮仁會長頒
發第三屆「熱心會務狀」，計有羅健武、
費冠仁、梁子漢、陳世明、徐清靈、徐錫

僑生回國求學甘苦談
▓蘇玉珍

1949年5月，隨著荷蘭駐上海總領事

館的撤僑行動，慌忙中，我和哥哥弟弟

趕到碼頭集合，搭上荷蘭郵輪「芝加連

卡」號離開上海，回到了印尼棉蘭。

不久，上海淪陷，同時中共在東

南亞地區進行統戰，大肆宣傳新中國的

好處，並揚言要在短時間內解放台灣。

父親堅持我們必須繼續念大學，他說：

「政府到那裡，我們就到那裡，要念

大學，不是廣州，不是香港，而是台

灣。」

要到台灣念書？親朋好友都說我父

親是不是頭殼壞了？因為「台灣很窮，

老百姓三餐都吃不飽而吃香蕉皮，歡迎

海外華僑返回祖國共同建設新中國。」

這是中共在海外宣傳的重點。

拜訪傅斯年第一位台大僑生

父親堅持自己的想法，帶著我兄

妹兩人來到台灣，1949年夏天，我們先

到香港，再設法申請入台證。對入台證

的手續毫無頭緒，便到處打聽，請人幫

忙，尋找各種管道，還是要在香港等了

三、四個月，拿到入台證時已經十月，

各大學都已開學。因政府遷台不久，那

個時候的僑委會，教育部對於僑生回國

升學都還沒有任何召考入學的辦法。我

榮、符如梅、石瑾瑜、陳乙江、李湄、陳
慧芬、沈珍明、林麗芬、歐陽明、林華桂
等十五員。現場氣氛熱絡，對會務活動交
換意見；最後大家合影留念。（編輯室）

▲蔣中正總統伉儷接見國家女子籃球隊，攝於民國40年代，後排最高者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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