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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鐵城的南洋之行
 1940-1941在馬來亞

▓陳是呈

吳鐵城1939年11月20日被提名出任

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至1941年4月2
日才卸任的約一年半任期內，最為顯著

的工作是代表蔣介石，以專使的身分奉

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吳1940年9月末啟

程到南洋，至隔年2月初重返重慶，歷

時達五個月，分別造訪了菲律賓、荷屬

東印度、馬來亞和緬甸，遍歷大小城市

一百五十餘處。本文專注的馬來亞在當

時不僅是國民黨在海外的重要據點，也

是南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在新加坡

更設立了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

賑祖國難民總會」。

吳到訪馬來亞不僅要復興馬來亞中

國國民黨，對抗外敵日本，也要抑制內

敵馬來亞共產黨勢力。因此，吳有為此

與英殖民地政府接洽商討。此外，吳在

當地也要重新啟動籌款，成立新華僑社

和鼓勵海外僑教。另一方面，吳鐵城在

該次參訪中與馬來亞僑領陳嘉庚發生糾

紛。這當中吳是否從事挫折陳嘉庚之領

導及影響的宣傳工作，以至有和時任中

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進行污衊

陳嘉庚的運動以及「聯胡文虎，倒陳嘉

庚」的策略，還是試著爭取陳對國民政

府的支持，皆有待進一步去考證。

本文正是要通過吳在南洋，尤其馬

來亞之旅的過程和發展了解真正情況。

這也要分析這參訪在抗戰時期對國內尤

其黨政和國外特別是馬來亞的海外黨

務、僑務和情報事務所帶來的影響。

吳鐵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時

（1937-1938），中國國民黨五屆四中全

會於1938年4月通過了「改進黨務及調整

黨政關係案」，首先對國民黨中央指導

海外黨務工作的組織機構作了較大的調

整，取消海外黨務計劃委員會，改設海

外部來負責海外黨務及宣傳事宜。國民

黨中央海外部的成立開啟了國民黨在海

外發展另一里程碑，顯示了國民黨在抗

戰時刻有意加強其在海外的活動力，要

在僑務和黨務有一番作為，更要動員和

凝聚僑胞與海外黨員，增進抗戰力量。

吳鐵城則在1939年11月20日被提

名出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至1941
年4月2日才卸任，為期約一年半。處事

積極的吳鐵城從偏於一隅的港澳負責人

（1939）升任到掌管海外黨務和僑務的

領導，在推行和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更

是不遺餘力，也進而擴展自己的人際關

係網絡和勢力。鄭彥棻稱他為「華僑導

師」，是繼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後，國民

黨最關心海外黨務僑務的人物。

吳首先在1940年2月及6月間，對於

增強黨在海外的力量，分別提呈了與三

青團處長康澤擬訂的海外部與三民主義

創會七十週年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特輯之六

青年團工作聯繫辦法以及海外總支部直

屬支部增設青年及婦女運動委員會，以

期與抗戰力量相配合。

他更在同年7月間的五屆七中全會臨

時動議上，提出應即致電海外僑胞表示

嘉慰以彰忠義。這舉動顯示吳要爭取華

僑對國民黨的支持與好感。此外，吳為

了要在海外尤其南洋地區建立情報工作

和網絡，也同樣在該全會中，提出〈應

付南洋局勢發展海外黨務辦法綱要〉，

主張「設立海外調查統計機構，佈置南

洋情報路線，以為本黨海外之特務機

關」。

實際上，吳在海外部部長一年半

的任期內，最為顯著的工作是代表蔣介

石，以專使的身份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

胞。吳1940年9月末啟程到南洋至隔年2
月初重返重慶，歷時達五個月，分別造

訪了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尼）、

馬來亞和緬甸，遍歷大小城市一百五十

餘處。

在此，吳鐵城南洋之行，尤其在馬

來亞活動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對其參訪有

著一定的影響。顏清湟指出，當時外來

的壓力激起了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尤其

是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更引起激烈的

愛國回應。顏進一步指出反日的運動在

1937-1942年間達到了高峰期，當中其重

要作用是體現在各種組織，尤其是籌賑

的如南洋籌賑總會。

另一個在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後期

激進的反應是抵制日貨。這裡可看出海

外華人民族主義在中國抗戰初期達到了

高峰並以多種形式出現。李盈慧把華僑

與中國政府及海外民族主義放入兩種

框架來分析，也就是涉內因素（華僑參

與華僑政策的程度）和涉外因素（中國

政府、華僑和僑居地所面對的敵人）。

李盈慧總結到：「國民黨主政的各個時

期，華僑參與決策的程度高，僑務政策

都較有成效，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

正逐漸形成。而其中尤以抗戰時期最能

凝聚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使中國

政府與華僑休戚與共，而華僑政策的推

行效果也最為顯著。」這顯示抗戰成功

把華僑、中國政府和僑居地政府聯繫在

一起，並配合達高峰時期的海外民族主

義。

從這點來看，吳鐵城南來時正是中

國政府與華僑關係的「黃金時代」。至

於當中的事件可從新馬華僑處於愛國高

峰時期，最為令人矚目的抗日救亡運動

略見一斑。Stephen Leong Mun Yoon研究 
1937-1941年馬來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

來源、機構和體現中點出當地海外華人

民族主義最終真正體現在1937-1941年的

抗日救亡運動上。

另一方面，美國學者孔飛力（Philip 
A. Kuhn）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國家

製造的走廊（state-made corridors）」。

孔飛力在《他人中的華人：近代的移民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論到二十世紀初期國

民黨意識到東南亞是個適當的地域來通

過其海外僑民擴張影響力。南洋成為國

民黨激起效忠祖國（中國）的場地，而

1930年代這地區則是中國對抗日本的經

濟戰場。

但孔飛力有一值得關注的觀點是

抗戰之前，國民黨並不十分有效地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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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華人，而日本對中國侵略才看到

了新客熱衷參與籌賑。作者也提出另一

個看法，抗戰期間不論對中國有多少熱

情，社會的獨特性（particularistic）結構

是群眾積極主義（public activism）的根

基，尤其是獨特的陳嘉庚。陳在吳的到

訪時就和他發生了糾紛，似乎會影響著

華僑對中國的熱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孔飛力貫穿

其著作主軸的走廊（corridors），在國民

黨及其黨代表被派到全球的華人社會，

以動員籌款或監督教育可被看作是形成

「國家製造的走廊」。這點顯示此關鍵

詞可應用在國民黨和海外華僑建立起的

聯繫，而吳鐵城在這時段南巡宣慰華僑

也可說正逐步建構這「國家製造的走

廊」。

正如前所述，吳在僑務方面一貫展

現其積極性和拓展性。他到訪南洋之前

已先對於南洋各地華僑的文教工作，進

行相當的部署，如分派中學教師前往南

洋各中學任教，又擇各地重要僑報，增

加其經費設備，分派總主筆前往主持筆

政。他在這其中也被指組織華僑投入抗

戰。此外 ，他在未前往南洋的九月間，

更通過中央秘書處轉陳外交部別實施海

外各地使領館職員不得兼任黨部職務一

事，以繼續增強黨領導僑民力量。

本研究將專注吳鐵城參訪的馬來

亞當時不僅是國民黨在海外的重要據

點，也是南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在

新加坡更設立了由陳嘉庚領導的「南洋

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

會』）」。

吳鐵城前下屬莊心在指出當時吳

奉派宣慰南洋各地僑胞，執行兩大任務

也就是整飭各地黨部黨報和推廣愛國公

債。有些學者對吳的南巡宣慰華僑尤其

到訪的馬來亞地區頗為關注。楊進發和

R.B. McKenna提到吳這次到訪是自1912
年以來，多位國民黨黨政高官訪問新馬

的其中一次，也有貢獻在復興馬來亞中

國國民黨運動。

Stephen Leong Mun Yoon認為吳的到

訪是復興當時正和馬來亞共產黨（簡稱

「馬共」）在抗日救亡運動上競爭的馬

來亞中國國民黨，Leong甚至以吳鐵城到

訪前為兩黨在這運動競爭的第一期而到

訪後為這競爭的第二期，分別是1937年7
月至1940年10月和吳鐵城到來後的1940
年11月至1941年12月。這顯示吳到訪對

這競爭有著重要的轉折作用。

總而言之，吳鐵城當時的任務不僅

要復興當地國民黨，對抗外敵日本，也

要抑制內敵馬共的勢力。這再加上他也

要重新啟動籌款，成立新華僑社和鼓勵

海外僑教。外交部的檔案則指出吳此行

也是與英國殖民地政府商討有關馬來亞

中國國民黨在當地公開活動事宜並指導

改善黨務。 
吳鐵城於1940年11月14日抵達新

加坡，先在當地參訪，過後一路北上，

途經柔佛、馬六甲、森美蘭、雪蘭莪、

彭亨、霹靂、檳城和吉打各大城小鎮，

行程約二千英里，所過約六十餘埠，出

席了諸多歡迎會，接見了當地國民黨、

社團和會館僑領，並發表演說約百五十

次。

吳過後從檳城返回新加坡，並在

1941年1月中旬離新赴緬甸仰光。吳在

〈告英屬馬來亞僑胞書〉說明此次奉命

南行，主要是敦睦邦交和宣慰僑胞，

離馬前在〈告別馬來亞僑胞書〉提出贈

言四要點，分別是：自強爭存、團結復

興、敦睦邦交、和建設祖國。吳風塵僕

僕，不辭勞苦走遍馬來亞各大城小鎮，

並親歷親為接見國民黨、華僑以及當地

各界人士，還發表演講訓詞，這不僅可

在馬來亞樹立個人聲望，更可藉此建立

和開拓自身人際關係網絡，並在國民黨

和馬來亞華僑之間建構「國家製造的走

廊」進而對吳和國內外黨政帶來深遠影

響。

吳回國後在〈宣慰南洋報告書〉

其中提到政府應對南洋華僑，宜因勢利

導，善為運用，以謀國力的海外發展，

另提到宜發動國民外交，結合土人，並

組織僑眾，以發揚國家王道文化的精

神，建立三民主義的共存共榮的國際關

係。

其實，吳鐵城馬來亞活動之行也並

非一路風光，一帆風順，而是和馬來亞

僑領陳嘉庚發生糾紛。陳嘉庚指吳鐵城

的南行除了「誣余（陳嘉庚）受共產黨

包圍，到處宣傳謗毀，還屢投稿報館，

譏刺擁護蔣委員長是假的，及口是心非

等言論。」楊進發說明吳鐵城南來其中

一個目的，就是從事挫折陳嘉庚之領導

及影響的宣傳工作。

在這點上，陳嘉庚與當時國民政府

間的裂痕益愈擴大是顯而易見的。明石

陽至（Yoji Akashi）則點出吳鐵城和當時

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淩百進行污

蔑陳嘉庚的運動，以阻止陳重新當選為

南僑總會主席，但因南洋華僑不要受到

國民黨的控制而遭遇失敗。

但是，吳前下屬李樸生卻指出是

陳嘉庚誤信了一些意見和受中共的影

響後，就開始攻擊國民政府，進而和代

表蔣介石和國府的吳鐵城發生糾紛，但

吳並沒有如傳聞中「聯胡文虎，倒陳嘉

庚」，反而時時不忘爭取陳嘉庚對國民

政府的支持。

實際上，吳鐵城和陳嘉庚之關係

的真實情況和發展在吳從南洋歸來，未

升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前，已逐步浮出

檯面，並可從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

以及高凌百給吳的電稿和一些文件有所

了解。陳自己在回憶錄提到吳離開後他

在演講中如何抨擊吳棄廣東省而逃、在

重慶建豪宅、惡意對待新加坡中正中學

校董以及逍遙法外。至於電稿和文件則

說明了吳到訪馬來亞時有倒陳嘉庚的意

圖，但審時度勢下，不便付諸實行，而

回渝後則欲通過高凌百進行此項活動。

陳則揭開吳的企圖並指其貪污，使吳氣

憤不已為己辯白。

最後，吳鐵城此次南洋之行，尤其

馬來亞的活動在抗戰時期對國內，尤其

黨政和國外特別是馬來亞的海外黨務、

僑務和情報事務所帶來的影響，在其

1941年4月2日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

長後更為明顯。

這當中分別是陳嘉庚事件、海外黨

務高級幹部會議與136部隊。首先，是吳

鐵城與陳嘉庚之間的的糾葛，並不隨著

吳的回國和升任秘書長而有所停歇，反

而趨於白熱化之勢。但是，隨著太平洋

戰爭的爆發，日軍進攻馬來亞，吳為了

大局著想，不再打倒陳嘉庚而是要收編

陳。吳、陳之間的糾葛，也隨著陳到荷

屬東印度躲匿日軍而暫告休止。

第二方面則是海外黨務高級幹部會

議。蔣介石在1941年7月致電吳鐵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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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黨務工作極應建立一高級幹部負責

統籌辦法，並指定吳等十三人為委員，

由吳負責召集。此工作定名為海外黨務

高級幹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

召集臨時會議。會議的範圍有四項，分

別是決定海外黨務之原則及方針、決定

海外黨務一般工作計劃、海外黨部組織

人事發生糾紛事項之商討與處理及溝通

各方意見。這說明了蔣介石認可吳之前

執掌涉及海外黨務僑務的港澳黨務和海

外部之能力與成績，進而讓他處理和統

籌海外黨務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該海外中央高層會

議在1942年3月破例邀請了新加坡僑領林

慶年、王吉士、林謀盛、胡少炎和莊惠

泉參與，而林慶年則在4月的會議上參與

籌備發起南洋華僑協會。這顯示了吳對

曾經到訪的南洋華僑事務給予高度重視

並和南洋華僑尤其新加坡僑領建立起良

好的關係，進而邀請他們參與討論及決

策海外黨務工作。 
第三方面，是吳鐵城當時在馬來

亞參訪建構的人際關係網絡和走廊，也

延伸到海外情報方面，而當中顯著的例

子是馬來亞地區的一三六部隊。這建構

起來的資源使吳在這地區情報網絡和工

作，特別是136部隊不僅有影響力，也扮

演重要的角色。

1942年1月28日，英國殖民地政府在

馬來亞因日軍進攻而節節敗退，退出區

域情報極為缺乏，便從新加坡急電徐恩

曾請求中國政府提供情報。吳鐵城居中

協調，通過中央海外部和中華民國駐新

加坡總領事館的鄭介民指示當地黨員和

通訊機關隨時將所得情報提供給英國。

吳在1942年3月海外黨務高級幹部

會議所邀請的林謀盛及莊惠泉則在日後

領導136部隊。其實，136部隊的成立發

展是當時由新加坡撤退至印度的英國經

濟作戰部馬來亞支部（Malayan Branch, 
British 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軍官古泛羅上校（Colone l  Bas i l  G . 
Goodfellow）、台維斯上尉 (John Davis) 
及布倫上尉（R.N. Broome） 正計畫籌

組一類似歐洲戰場的別動隊（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簡稱SOE），往

馬來亞作敵後反抗的秘密活動。經過考

量和客觀的需要，他們便邀請中國留

印海員戰時工作隊合作，當時林謀盛

便請示吳鐵城，過後獲得中英兩國政

府的同意，由吳與英國駐華大使森遜 
（Samson）簽署協定，共同組織一三六

部隊，再由中國政府指派人員前往印度

受訓後，潛入馬來亞作敵後秘密活動。

綜合以上數點顯示吳在參訪和進

行活動的馬來亞不僅建立起良好的人際

關係網絡，也建構孔飛力所提的「國家

製造的走廊」。吳使用人際關係網絡，

配合架構起互動的「走廊」，於抗戰艱

難時期在互相通報、互相支援、互利互

惠中持續與海外如馬來亞地區國民黨和

華僑保持聯繫，並維繫黨國和個人影響

力，以期能加強黨政的力量。

縱觀吳參訪馬來亞對國民黨、國

民政府、抗戰、海外黨務、僑務和情報

事務有其正面意義，更能助吳以及黨國

進一步擴展在海外尤其南洋的人際關係

網絡和勢力，建立中國和南洋的「走

廊」，但吳與陳嘉庚之間的糾紛不免對

這些事項帶來一些衝擊和影響，可能也

是吳所預料不到的。（作者為新加坡大

學博士候選人）

會用電才能省電
▓柯博文

高電價時代來臨，用的愈多，電價

漲幅也愈大，省電已經成了大家最關心

的事情了。

雖然台電的經營績效頗有爭議，但

基本上，筆者是贊成調高電價的，事實

上，台灣的電價並不貴，所以不易養成

節約能源的習慣，而工業用電，在低廉

電價下，廠商不會投資在節電設備上，

於是不該用的電，用了；能節省的電，

懶得省了。台電的虧損，讓全民買單。

雖然有人譏笑諷刺說，政府的電價

是和美國比、生活水準卻和非洲比，這

話乍聽有理，但深入一想，就有問題。

歐美日本的電價是貴，但是他們的節電

習慣卻不是我們能比的，而工業在高電

價下，盡量投資節電設備，讓他們的競

爭力還是很高。至於我們的生活水準，

是否在和非洲比，就不必多說了。

工業、商業用電離我們比較遠，不

必去說他，筆者要談的，是生活用電，

也就是我們家庭如何來省電。

我們先來認識什麼是一度電

在電機學中，對一度電有運算公

式，但卻有簡單的計算法，那就是「一

小時用掉1,000瓦的電」，就是一度。雖

然這不夠精確，但相差很有限，日常生

活中用，就足夠了。

「一小時用掉1,000瓦的電」是什麼

意思呢？就是說，假如你有一盞 100 瓦
（俗稱 100 燭光）的電燈，點十個小時

就耗費一度電。

電燈是每個人家不能缺少的設備，

我們先來談談如何在這上面省電。

介紹一個簡單的計算公式

一盞燈每天點6個小時，那每月耗電

量大約就等於電燈的瓦數除以5。如果你

有一盞燈是27瓦的，除以5，每月耗電約

5.4度。如果點不到6小時或超過6小時，

那就取其大概的平均值，再作加減。任

何一種燈都適用這公式。你算算家裡電

燈的總瓦數，再抓一個大概的點燈時

間，就知道每個月在電燈上要花多少電

費。

現在的電燈一般可分四種：白熾

燈、鹵素燈、日光燈、LED燈，前二者

耗電，照明效果差，後二者則省電。

白熾燈也就是鎢絲燈，自1906年開

始量產，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這種

燈泡非常浪費電，有將近90%的電被浪

費在發熱上，只有10%來產生光。為了

節約能源，很多國家現在都禁止生產這

種燈泡了。

鹵素燈和白熾燈差不多，但是在燈

泡內塗上一層材料，讓燈光更亮一些，

很多畫廊裝設的投射燈，都是這種燈。

由於也是鎢絲燈，所以照樣耗電。

日光燈就不同了，非常省電，現在

常見的PL燈和省電燈泡，其實都是日光

燈的一種。

這種燈的原理，是在密封的玻璃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