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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第三期基于编者力有不

逮，只收入两篇文章和一篇书评，还

盼诸位海涵。

本期专题为“新媒体与政治宣

传”。编委会特请两位媒体学的专家

刘惟诚讲师和龙耀福讲师就有关专

题，作出深入的探讨。值得一提的

是，两位讲师非纯学院派学者，而是

曾经涉及媒体行业，对大马政治实际

狀况有一定的掌握，他们两人将结合

学术理论与实际经验，分享相关的专

题。

刘惟诚讲师的《“沉默的螺旋”

与砂拉越州选》一文，是以纽曼的“

沉默的螺旋”理论，来解读这一次的

选举结果。笔者尝试先剖析行动党的

政宣模式，然后引用“沉默的螺旋”

理论，探析沉默选民如何出现，再从

中讨论为何这个群体能够如此“沉默

地”影响选情。

笔者认为行动党过去两届大选基

本上用的选战策略是以“政治明星效

应”和“网络宣传效应”为主轴。笔

者阐明这种“政治明星”和“网络宣

传”的政宣战略，是可以利用“两级

传播论”的框架下解释。虽然“两级

传播论”并没有对意见领袖的形成过

程提供很好的解释，但行动党塑造政

治明星的过程，显然是生产“意见领

袖”的过程。这理论确立了意见领袖

是‘衔接传播细胞’，其拥有传递同

行有关政治事件、社会议题和消费选

择的能力，并形成了倾向在野党的‘

后308时代’舆论环境。

笔者相信砂州州选开始之前，社

交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景象是‘后308

时代’的舆论环境。因此，网络舆论

对在野阵营是有利。此外，西马网民

的配合与引领，导致推高了在野党的

选情。刘惟诚套用了“沉默的螺旋”

理论进一步解释，这种在野党强势的

势头，必定令国阵支持者形成沉默群

体或沉默选民，这个排除沉默群体的

意见市场，造成州选前倾向行动党的

舆论如螺旋般越转越高。而这种情况

进一步促使网络出现“回音室效应”

，持续形成一种在野党势强的网络情

景。基于社交媒体在上两届大选后，

已经让行动党支持者处于沉默螺旋的

最上层和意见市场也变成行动党支持

者的“回音室”。在这种前提下，在

野党领袖会出现自我感觉良好而忽略

了“回音室”以外的沉默群体，甚至

最终失控。

笔者的结论是在野党制造沉默群

体的诱因，加上州选的慢热投票率和

砂行动党在竞选过程所察觉的淡静氛

围，印证沉默群体的进一步形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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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本处于“沉默螺旋”最下层的群

体，反而成为这次州选最大的支配选

情群体。

《浅析新媒体的政治沟通》是龙

耀福讲师尝试分析与梳理移动媒体改

革对政治环境的影响、传统媒体与行

动媒体的沟通、面对的机会与挑战及

新媒体的政治沟通的方法。

文中先介绍“M-革命”的观念，

并以此为起点，探讨如何民众已经从

被动，变成主动，改变了对于政治人

物沟通的方式。

笔者接着就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

进行比较，并从“讯息传播的结构”

、“人人都是媒体的年代”和“专业

的经营社交媒体”，三个切入点探讨

两者的差距。

龙耀福认为社交媒体为从政者带

来的机会及改变是重要的 ，并以“

可预测的结果”、“社交媒体的‘部

落格’化”、“文宣或宣传部的重要

性及多元性”和“政治领袖与更多意

见领袖的直接交流”来详细的论证社

交媒体的重要性。

最后，笔者通过“政治沟通的新

公关手册”一环，尝试以“移动的沟

通”、“用图片说故事” 和“还在

讲新闻价值？我们讲的是转发力量”

提供一些启示或方法，如何通过社交

媒体有效的传达信息和塑造个人形

象，并警惕从政者必须注重社交媒体

为结论。

《我们是谁？中英博弈与马来亚

华人的身份认同》是甘德政博士的新

作。甘博士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大视

角，尝试为面对“后殖民文化困境”

迷思的马来西亚华人解答这三道哲学

范畴里的“终极三问”。该书详尽叙

述和深入剖析在中英两大帝国博弈之

下，清末至民国时期马华社会身份认

同的变化，让读者理解当今马来西亚

族群政治的“前世今生”。书中详细

论述华人先民飘洋过海下南洋开拓、

大英帝国挟着资本主义优势威压马来

亚各族、晚清官员推动侨务和文教工

作争取马来亚华人的认同、革命活动

催发华侨民族主义、英殖民政府分而

治之激起马来民族主义、马来亚建国

先驱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初衷等历史

事迹，其中不少真知灼见，足以令读

者有所反思和启发。

4

李锡锐，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中华研究院硕士、马来

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

士。曾任马青总团宣传局

秘书、马青总团出版局主

任等职，曾为马青编辑《

马青一甲子（1955-2015

）纪念特刊》、《马青五

十年风雨路（1955-2005）纪念画册》（2005）

、《铁胆雄心——马来西亚华裔警察故事》（2007

）、《回首——马青53年风雨路》（2008）、

《2009年国庆日爱国漫画比赛作品集锦》（2009

）等等。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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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州选举：支配选情
的沉默舆情

砂拉越第11届州选尘埃落定，

州国阵横扫82席中的72席，并且以

61.38%的得票率（Popular Votes）

远抛得票37 . 2 9 %的在野、无党阵

营，强势执政，令砂州在野阵营，

特别是行动党（DAP）遭受前所未有

的沉重打击。砂州各个在野党中，除

了伊斯兰党（PAS）得票率在本届选

举稍有提升，即从上届州选的1.44%

升至1.72%，以及刚加入战围，仍无

法推断支持率变化的诚信党（AMN）

以外，其他在野党的得票率均面对

重挫，如砂行动党从20 . 0 5 %跌至

18.84%、公正党即从17.41%猛挫至

9.82%。

这场州选的选举成绩，显然是出

乎在野阵营的意料之外。回顾过去

两届州选，在野党均取得不俗的成

绩，支持率更是一届比一届优异，即

从2001年的18.17%（包括本土的革

新党STAR），逐步递增至2006年的

33.68%（包括本土的国民党SNAP）

和2011年的41.66%（包括国民党和

新成立的爱国党）。

另外，支持率也同样反映在州

选所获席次中，即从2001年的2席，

逐步递增至2006年的8席（行动党6

席，公正党和国民党则各有1席）和

2011年的15席（行动党12席、公正

党3席），这种席次结构甚至展现

308政治海啸（第12届全国大选）

后，州内城市选区所出现的两线版图

和趋势，令其他不在阵线之内的小型

在野党，如国民党、爱国党皆难以突

破。

然而，在这种已稍微成型的地方

两线版图中，依旧以联盟形式出战的

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尽管来势

汹汹，并且带着“城乡同步”的气势

参选，但其选举议题却意外地无法挑

起城市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的兴

趣，导致其最终失去5席，且这5席

都是原本由州议会最大在野党的砂行

动党所掌握的，议席跌幅高达42%，

令西马行动党极为震惊。

砂行动党在以华裔为主的城市选

刘惟诚，马来亚大学国际战略博士在读生。现任拉曼大

学中文媒体新闻系讲师，时事评论人、时评专栏作者。

学术专业为政治传播、新闻学、当代大马政治、亚洲战

略研究和大国博弈研究。

“沉默的螺旋”与砂拉越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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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惨败，除了显示州内华裔选票回

流国阵，更出现前所未有的慢热投

票率（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投票率为

70.1%，较上届州选更高，但投票日

当天，即5月7日，截至下午4时的投

票率仍不足55%，这已刷新记录，情

况和2006年、2011年反风猛刮时相

差甚远），完全和希盟领袖在选举前

所期许的大不相同。

在古今中外的选举过程中，出现

这种选举和预期结果不同的情况，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当地沉默选民

（silence voters）的存在。但在

探讨沉默选民之前，我们需要优先剖

析行动党的政宣模式，探析沉默选民

的出现，再从中讨论为何这个群体能

够如此“沉默地”影响选情。

两级传播的舆论环境

由于砂州州选的本质，砂行动党

向来引领着整个行动党的竞选策略。

过去10年的两场州选，即2006年的

第9届州议会选举和2011年的第10届

州议会选举，都是行动党验证新策略

的两场选战，比如2006年网络政治

宣传、政治明星塑造，这个战略在砂

州突破了传统的出版局限，成功塑造

了张健仁、杨薇纬等形象讨好、嫉

恶如仇的政治明星，让行动党得以夺

下6州席；而在2011年就更进一步推

出了乌巴（Ubah）政改战略，将州

内议题配上网络政治宣传，令反风狂

刮，行动党因而再夺6州席。

由于当时的战略奏效，西马行动

党迅即将这些战略沿用在2008年和

2013年的全国大选。而在这个全国

层次的选战过程中，大量学者如许利

平、James Gomez等在当时均认为政

治明星效应和网络宣传的参与都是协

助行动党引来胜利的关键战略。如西

马行动党在2008年的第12届大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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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潘俭伟（年轻企业家）、黄泉

安（著名部落客）、刘镇东（政治策

略研究员）、丘光耀等政治明星，配

合网络的政治宣传，成就了308政治

海啸，而行动党在2013年的第13届

大选中采纳乌巴战略，再成就了505

华人海啸。 

然而，这套政治明星和网络宣传

的捆绑战略，是可以在“两级传播

论”（Two-Step Flow Theories）

的框架下解释的。这个由拉扎斯菲

尔德（Paul Lazasfeld）、柏勒逊

（Bernard Berelson）和哥迪特

（Hazel Gaudet）在1944年共同开

发的理论，和当时强调大众传播的主

流学术思想不同，其主要集中在小众

传播，即资讯会先抵达“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而这批讯息

在经过诠释后，将再经由他们觉得

适当的管道，传递给以意见领袖马

首是瞻的“意见追随者”（Opinion 

F o l l o w e r），这整个过程，依据

Elihu Katz（1957）的说法，是会

在某个程度影响追随者的选择。

尽管两级传播论并没有对意见领

袖的形成过程提供很好的解释，但

行动党塑造政治明星的过程，显然

即是生产“意见领袖”的过程。这理

论确立了意见领袖是‘衔接传播细

胞’（connective communication 

tissue），其拥有传递同行有关政

治事件、社会议题和消费选择的能

力。

如此，行动党宣传局只要让形象

鲜明的政治明星频密地曝光，并突破

传统的媒体宣传模式，再配合适当的

宏观议题，即可影响网民追随其为意

见领袖，而部分受到意见领袖影响的

网民，由于对政治议题积极，在社

交圈子中掌握了一定的诠释权，又会

成为各自群体的意见领袖，以少人影

响数人，数人影响多人的细胞分裂模

式，逐渐扩大成对自方有利的意见

市场，并借此形成了倾向行动党（民

联）的‘后308时代’舆论环境。

沉默螺旋和形势误判

这种舆论环境，就是选举结果和

预期感受有出入的前提。此刻提起纽

曼（Noelle Neumann）的“沉默的

螺旋”（Spiral of Silence）是最

适合不过。

1965年德国学者纽曼在观察德

国选举时曾经发现，基民党和社民党

在刚开始的竞选民调中发现两党胜算

均等，但随着投票日的接近，基民党

的胜算却突然飙高，而该党最终确实

以狂胜的姿态胜选。这种在当时被政

坛称为“雪崩”的现象令纽曼和一众

学者感到困惑。这种困惑促使学界最

终发展出“沉默的螺旋”，从中解释

双方支持者在刚开始时因为害怕被孤

立而保持沉默，不愿表明自身立场，

直至其中一方发现被认同时才大胆发

言，令愿意表态支持基民党的人数越

来越多，日趋强大的言论也就此影响

当时的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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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现象，纽曼在1980年

出版了《沉默的螺旋：舆论 – 我

们的社会皮肤（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 – Our 

Social Skin）》来完整概括这套理

论，其在书中假设，得到支持并占支

配地位的意见会吸引更多人的迎合，

占劣势的意见则会因为害怕被对方孤

立而逐渐保持沉默，这种一方表态

一方沉默的现象就会形成一种螺旋过

程，并不断把占支配地位的意见放

大，直至最终将其确立、营造成主流

意见。

在砂州州选开始之前，社交媒体

所呈现出来的景象是‘后308时代’

的舆论环境，因此在无论什么情况下

网络舆论对在野阵营还是有利的，

尽管砂州首长阿德南在过去推出52

项惠民措施，并顺利从中掀起“阿

德南旋风”，但对华裔选区而言，行

动党支持者还是基于国阵的人联党

（SUPP）和亲国阵的联民党（UPP）

间的纠纷，以及行动党的竞选势头和

华社倾向行动党的主流舆论等两种情

况，认为行动党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

位，并且就算没有新议席入袋，也能

捍卫原有的华人议席。

以上的两种选情，除了东马原有

的支持者，亦吸引了更多来自西马网

民（主要是行动党支持者）的配合，

令网络舆论开始逐渐往行动党倾斜，

而在这过程中因为发生首相纳吉献金

风波、在野领袖被禁入境等事，诱发

网络舆论的挞伐和抨击，造成西马网

民持续引领网络舆论的现象，并从中

直接推高行动党选情。

若套用“沉默的螺旋”进一步解

释，我们都能够发现这种势头，必

定令支持国阵者和仍在观察者沉寂

下来，因其想法在意见市场中已处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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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未免被孤立或被攻击，而选择了

不参与表态，形成沉默群体或沉默选

民，这个排除沉默群体的意见市场，

造成州选前倾向行动党的舆论如螺旋

般越转越高。而这种情况进一步促

使网络出现“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认同主流意见的网民将

对网络传递的上述意见实施社媒指令

（面子书的转发和按赞、推特的发帖

回应），令主流意见充斥在更多对时

局不满的网民和行动党支持者的个人

专页内，开始形成一种行动党势强的

网络情景。

这种势强的境况令砂行动党误判

形势，比如行动党砂联委会主席张健

仁就曾在3月揶揄纳吉是行动党的超

级助选员，并指行动党能够因为献金

风波而保住原有的12个议席和突破

最多10个乡区议席。此外，阿德南

因为禁止、限制大量西马在野党领袖

和助选员入境砂州，也一度被网络舆

论揶揄为希盟助选员，间接促成砂国

阵自砸饭碗、行动党在华裔选区胜算

已定的选前形势，让行动党对本届州

选信心满满，并继续采用原有的竞选

模式强打州选。

沉默选民的出现与影响

在现有的意见市场和意见领袖的

攻势下，处在“沉默螺旋”下的非主

流意见者，就自然形成沉默选民，并

且以消极的方式来应对此次的选举，

成为难以抓摸、隐形的摇摆群体。

拉扎斯菲尔德、纽曼等学者在考

察美国、德国选举时都曾经发现这种

情况，对他们而言，这类群体的投票

和政治意向都是难以预测的，因此我

们可以假设这个群体在每场选举都会

出现，但能否影响选情，当然有视沉

默选民的数量。

若循着前文讨论的要点切入，我

们可以发现其实第11届砂州选举所

营造出来的意见市场和舆论环境，和

2013年全国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虽然大部分的政治明星被禁止入境

砂州，多少会影响其传统的意见领袖

竞选模式和选情，不过由于目前由行

动党支持者经营的网络市场已成熟，

其在这些市场中更拥有大量的意见领

袖，因此行动党显然在一开始并没有

很担心，因为没有政治明星，他们依

然可以启动网络的竞选模式。

然而，由于网络意见领袖多采用

面子书等社交媒体，而社交媒体在经

过308、505的洗礼后已让行动党支

持者处于沉默螺旋的最上层，意见市

场也变成行动党支持者的“回音室”

，因此他们是在支持者、追随者的围

观下展开政治宣传，其宣传成效当然

良好，且以华裔为主的城市居民已完

全适应后308时代的新媒体生态，更

掌握了发放和诠释讯息的技能，所以

已能够在不受政治明星的鼓动下制造

舆论，从而在这个群体内产生更迅速

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意见领袖最

终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而忽略了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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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室”以外的沉默群体，甚至最终失

控，出现西马舆论凌驾东马意见的情

况。这情况在某个程度上，有在砂州

制造沉默群体的诱因，而州选的慢热

投票率和砂行动党在竞选过程所察觉

的淡静氛围就是沉默群体的扩大的证

明，令这些原本处于沉默螺旋最下层

的群体，反而成为支配选情的群体。

由于这场选举首先出现沉默群体的支

配模式，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很快的预

见，来届全国大选的战场依然会是在

网络上，但现有的网络意见市场（主

要是针对华裔群）具有制造更多沉默

选民的潜能，在进行网络战时需要更

谨慎。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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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耀福，现任拉曼大学媒体系讲师、Kingsman公关策

划公司伙伴、电台及电视台时事评论人及《星洲日报》

专栏作者。曾任新闻从业员、政府部门公关、政党竞选

团队公关及新闻学院执教。博大公关硕士、拉大公关学

士及拉曼学院公关文凭，专注政治公关及策略研究。

淺析新媒體的政治溝通

政治沟通（或称文宣）应该是一

门专业的事业。

不过，过去50多年的马来西亚政

坛大选成绩显示，传统的政党与民众

的沟通工作，已经力不从心，甚至渐

行渐远了。

自2008年大选开始，整个政治

的游戏规则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接下

来的505大选成绩，更是告诉了那些

一成不变，什么大选摇摆钟论等自我

安慰的话，通通变得毫无意义了。对

于过去常胜军的国阵来说，选举的环

境仿佛突然之间变形了。多场补选也

是十输一胜的比例，候选人不再靠满

街插满党旗或门户访问派个传单；报

纸媒体接受访问亮相；各大宴会上高

喊“吾爱党国”；就能轻易中个5年

限期的YB彩票。

我们后来都知道掌握各大资源

及媒体机关的执政政府检讨后，发

现自己忽略了网络文宣的工作，再

追回已经慢人家很多了。你不会感

到惊讶，有些传统政党的领袖虽不

抗拒新媒体的崛起（实话是根本无

法拒绝），但对这种新沟通方式仍然

非常不了解，甚至还达到惧怕的程

度。

有者设立了数个社交媒体的户头

后，就以为自己与新媒体的选民联系

上了；有者给一些不知名的网民骂多

几下，其户头从此就消失匿迹了（等

竞选期时再启动？）；有者甚至不断

转发各种东抄西扯的资讯，以为这就

是与网民进行沟通，殊不知，自己到

最后也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你究竟是

什么身份了！

本文尝试浅析移动媒体改革对政

治环境的影响、传统媒体与行动媒体

的沟通、面对的机会与挑战及新媒体

的政治沟通手册。

行动M革命对政治环境的改变

首 先 ， 要 认 识 新 媒 体 或 社 交

媒体，你得认识M-革命（Mob i l e 

Revolution），一个被称为第三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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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的改革。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比电视或个

人电脑发挥更大影响的科技革命。知

名学者兼IBM前副总裁恰克马丁归纳

了媒体的三次改革，即第一荧幕（电

视）彻底改变组织接触民众的方式；

第二荧幕（个人电脑）促进了组织与

民众间的互动；第三荧幕（智慧手

机）让民众更容易直接互动，无论何

时何地，皆能及时分享资讯与观点。

这个M手机的革命，彻底颠覆了

整个大众传播的线，如：

• 手机是极为个人的装置，不像

电脑那样可以与人共用，也不像电视

般能让一群人观看。 

• 一个多元用途的装置，可通过

声音、打字、荧幕触控与人沟通，也

可以拍摄，传送及接收相片和影片、

还可以阅读、录音、扫描……

• 掌握时间，地点，以及供需：

智慧型手机内建定位技术，可掌握民

众的确切位置，加上时间资料，其实

就能完全了解顾客需要的讯息。

• 站着用的媒体：无论身处何

地，行动民众总是不断互相分享资

讯。

• 广大的用户群：手机的即有用

户群是科技产品中最庞大的。

• 自动服务平台：行动业者建立

自助服务平台，因为网络基础设施和

相关技术能力已齐备。

• 行动方案：当民众带着一个随

时开机的手机，我们可以根据时间及

民众所在位置等资料，来推测他的需

求，及时发讯息给他们。

• 行动生态体系：行动产业已形

成一个生态体系，包含行动通讯营运

商，行动装置制造商，形形色色的行

动平台，以及如雨后春筍冒出的无数

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

• 以用户为中心：在行动时代，

行动民众掌控一切。

在政治的意义上，这几年的公

民运动，我们都可以看到新生代

向有关当局发出强烈的讯息。大家

拥有手机的便利，比以往更方便召

集，更愿意参与公共议题，而不是

被动地任由政治精英来单方面决

策。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

民众已经改变了对于政治人物沟通

方式的要求，过去“我说，你听”

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社交媒体与传统的比较

1.讯息传播的结构

 

接下来必须要了解新旧媒体的特

质。过去的传统媒体是一种属于封

闭式的选稿。从采访的记者、新闻

主任、编辑主任到总编辑，一关过一

关，专业的新闻撰写训练拒绝了大量

没有“新闻价值”的公关稿及文告。

选稿的标准，有时也会因为媒体的政

策及主管的偏好，忽略了大部分没有

掌握政府机关或资源的领袖。

新媒体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

媒体的传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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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 没 有 专 业

处 理 的 社 交 媒 体

户 头 ， 经 常 会 祸

从 口 出 ， 反 而 引

起 更 多 更 大 的 争

议 ， 商 业 及 政 治

上 的 例 子 比 比 皆

是。

传统媒体大部分属于中央集权的

组织结构、生产及销售。社群媒体则

有如“世界是平”的年代，无阶层的

隔阂，依照用户需求而出现不同的形

式及内容呈现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交媒体可以

各种形式来呈现资讯，包括文本、图

像、音乐和视频，资讯的多样化选择

及自主性，更是导致传统媒体流失读

者群。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都可以

向全球传播。

2.人人都是媒体的年代

过去的传统媒体，如果你想拥有

它，你必须是千万富翁级以上的富

翁。媒体界一直都戏谑百万富翁拥有

了媒体后会破产，虽是戏言但据事实

也不远，因为要拥有电视台、报纸、

电台等传统媒体都需要投入非常浩大

的资金。最近倒闭的《大马局内人》

就被揭发每年亏损至少600万令吉。

社交媒体的崛起，则完全改变了

这种局面。这是一个大众免费使用的

媒体。任何人只要上网进行简短的申

请，就可以任意发布资讯。被动的读

者身份，转换为主动分享的用户，他

们拥有更多编辑的权力，一些经营得

当的用户甚至自行结成某种特定的阅

听社群，拥有一群媲美传统媒体的忠

实粉丝。

3.专业的经营社交媒体

如果你拥有面子书户头，平常只

是与亲朋戚友分享生活上的点滴，专

业门栏相对来说较低，只要具备普通

的打字及拍照能力，就能经营自己的

面子书社群。不过，对于一个政治领

袖或政党来说，这种业余的分享并不

能长久带来良好的政治沟通效果。

一般的传统媒体，都是要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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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专业，如全职的记者、摄影师、

编辑、财务规划等。当然，并不是每

个政治领袖有庞大集团如此的资源，

可以支撑整个文宣工作。无论如何，

一般只要一至两位或外包专业的工

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经验及新闻敏锐

度，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交媒体讯息

上与其他人竞争。

社交媒体为从政者
带来的机会及改变

我们都看到2008年美国首个黑人

总统奥巴马、台湾多场选举、直到大

马过去多场大大小小的选举，社交媒

体为政党文宣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及改

革。我们接下来谈对从政者带来的机

会及改变。

1.可测试的效果

过去，你走遍了多少的讲座会、

晚宴及拜票等，都无法有效地跟踪媒

体报道。许多从政者最常问的，就是

文宣投入的数量到底去了哪？

早期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从

媒体的每篇文章获得了多少的点击量

来作一个大概计算。但是，移动式的

社交媒体可以让使用者得到更好的成

绩及效果。

发布者可以从发表的文章、照片

及短片中，在后台了解许多用户给予

图二：面子书给予管理员的其中一项功能，就是能了解

追随者的各种反应及回应，让用户可以调整有个靠谱的

科学方式，来调整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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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馈及反应。更重要的是，发布

者可以一一了解谁在阅读、跟踪、分

享、留言及给予的各种反应等，让他

们可以理解发表的内容，可以到达何

种程度的反应。

2.社交媒体的“部落化”

社交媒体加速政治讨论的部落

化。我们在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很多政

治讨论，不是亲政府，就是反政府，

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亲国阵”、“亲

希联”、“亲伊斯兰教党”、甚至最

近砂拉越州选出现的“西马人”与“

东马人”，而这种互相对立的标签部

落，只有不断增加，不会减少。

许多人在拥有这“自由自在”的

发表权利后，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是

非常极端，非友即敌。你不难看到身

边多年的老朋友会因网络上的政见不

合翻脸的人大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没

有中庸（中庸都闭嘴了）。任何与用

户在社交媒体上持有违反、冲突及相

异看法的人，都被一键按走，排除在

交友名单外了，久而久之全部都是志

同道合的社群好朋友。

有人说这纯属是网络兵团的兴风

作浪舆论，但不要忘记在群组内的大

部分沉默，长期下来都会受到影响。

与其说社交媒体是属于自己的空间，

用户更多是趋向寻找与自己相同意

见，尤其是群组内的政治对话，不断

通过“赞”、“分享”等认同来加强

本身对于一些事情看法的信念。

这就会演变成哪个政治阵营掌握

的内容有道，加上部落够多，可以一

呼百应，在舆论上就会占上风。过去

数届大选的竞选工作就是一个最好的

证明。

3.文宣或宣传部的重要性及多元

性

马来西亚每个政党都拥有本身的

宣传机制。一般的文宣部都会集中在

各大传统媒体的宣传工作，如发表文

告、媒体关系及各种有关活动等，甚

至身兼网络网站的工作。这在国外的

政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直走在

网络前端的台湾民进党在蔡英文准备

竞选总统前，该党就已经把这个宣传

部一分为二了，即文宣部及网络宣传

部。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对于宣传

的形式及策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络战的文宣工作掌握科技后，

手握许多重要的数据来影响重大的

决定。举个例子，我们看到有些政

党做焦点小组、问卷调查和客户热线

电话，来知道民调。如今通过社交媒

体及科技的涌现，做民调的人力、物

力、财力及速度都是决胜关键。

4.政治领袖与更多意见领袖的直

接交流

社交媒体可以推进更多的人际交

流。

从政的领袖不再像以往般，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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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推特的 1 4 0 字内的写法，可以训练个人精简有趣地表

达一件事情。

地发出的文告、讯息或想法给几千人

后，最后或许只有1%的回复率。在

社交媒体，可以更有针对性的与意见

领袖建立良好关系，甚至与媒体记者

建立强力的关系。

笔者曾经见识过一个政党领袖非

常善用社交媒体的科技便利，长期

追踪“值得关注”的几名记者。这

名年轻领袖甚至每次会在发布讯息出

去的时候，不厌其烦地拨电给记者，

进行“马拉松式”的解说工作，并在

各种社交媒体软件上资讯轰炸，直

到有关记者回复他，“够了，YB，

我已经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明天会见

报。”

事实证明，这个领袖在社交媒体

上进行资料收集、了解及针对性的出

击，为他的文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效

应。

政治沟通的新公关手册

随着网络资讯的快速流通，加上

新世代选民的强势崛起，大马的传播

环境进行了多次次的改革，颠覆了政

治的传统与版图，各政党及领袖在各

方面必须要更积极，结合新兴的沟通

力量与创意来与民众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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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本质，对执政党来说，就

是要说服选民，委托他们继续执掌政

府，执行惠民的政策；若是反对党，

就是要阻止执政党，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竞选的过程，是一个说服的过

程；是一个销售过程；是一个沟通过

程，是一个比拼政见想法的过程。结

果没有对错，只有胜利者与失利者的

后果。

新手册一：移动的沟通

大部分人严重依赖手机的程度，

本文不再累赘论述。这里要提醒的

是，政党是否有了解到民众的阅读

讯息习惯？长篇大论的论述文章虽兼

具逻辑及理由，但有多少人会耐心看

完呢？单是文章标题的对比，执政党

的“政治转型带来的社会改变”对

上“你不知道的3个政治改变黑幕”

，效果马上立竿见影。

在社交媒体的年代中，政治沟通

必须学会撰写抓人眼球的标题及用

twitter式的140字清楚表达一件事

情。接下来，要制作各种适合移动

平台的阅读方式，如ipad及手机的

阅读面就会影响文章内容及其呈现方

式。

 新手册二：用图片说故事

我们在看到政党在进行政治沟

通，说服选民的时候，很难想象还有

些政党可以派发长篇大论，一篇文章

往往超过1千500字的文宣。就算是

退休人士，也不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在

单一的文宣上。

这是一个图像化的年代。我们看

到奥巴马一个简单的“Change”，

蔡英文的“点亮台湾”，都是一个简

易主题，再以各种信息图、图片分

享、视觉故事法的元素来与选民沟

通，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政治

沟通中获得更多选民的青睐。

新手册三：还在讲新闻价值？我

们讲的是转发力量

许多政党都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

道，建立本身的粉丝及政治沟通基

础。部落格、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增

加了网络新闻的数量和传播的速度，

只要具有大量价值的新闻事件，视

频，tweet的“病毒式内容”，进行

病毒式传播而不是购买广告位，效果

是倍增的。

举个例子，香港四大天王黎明最

近就因在社交媒体上，处理演唱会被

迫取消的手法而再次爆红。黎天王一

改以往沉闷、说话没有重点及孤傲的

形象，将自己的人气推至最高点。网

络上后来即刻出现以黎明处理危机的

能力，比较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行政能

力（虽然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但

有心人士挟持黎天王帖子数以百万计

的转发力量，这种隐病毒式的文宣力

量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很有效地政治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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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一个政党若忽视网络形成的公民

运动挑战及压力，将成千上万的网民

视为洪水猛兽，或是选择眼不见为干

净，后果是致命的毁灭。民众因为手

机的普遍，可以随时随地参与论政，

社交媒体的渲染下，燃起了多少人的

心中怒火。

执政党从一开始对网民的施压及

阻吓，到惊慌失措，再到后来的无可

奈何，后来索性来个冷对待，不反

对，也不赞成，直到近来开始严正看

待，都远远落后民众所期盼的改变。

有人自我安慰，网民只是占小部

分。讽刺地是，等到选举的时候，这

些候选人才冒出来与网民沟通，殊不

知，失去了各种科技先机的优势，加

上敌对党长年累月的网络练兵，与他

们交手时，自己早已经沦为网络上的

政治幼稚兵，不堪一击。

图四：黎明处理演唱会的公关手法，在网络上被撰

文揶揄梁振英的无能领导，广泛流传。注 : 取 自 黎

明面子书。



前言

本书是甘德政博士的新作。甘博

士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大视角，尝试

为面对“后殖民文化困境”迷思的

马来西亚华人,解答三道哲学范畴里

的“终极三问”。该书详尽叙述和深

入剖析在中英两大帝国博弈之下，清

末至民国时期马华社会身份认同的变

化，让读者理解当今马来西亚族群政

治的“前世今生”。本书试图呈现一

种更全面，让读者能够认识华人“身

份认同”的理论结构，所讨论的内容

或理论，自然与主题呼应，是值得向

大家推荐的书籍，它恰如其分的提供

相关课题的知识。

第一章 宗教与认同政治

甘德政尝试从东西方比较的视

角，来进行“宗教与认同政治”理论

的探索。本章除了涉及西方“现代

性”语境下的“认同政治”理论，也

深入分析中华经典中萃取“大一统”

、“圣人以神道设教”以及“华夷之

辨”这三大概念所形成的“中国式认

同政治”理论。

第二章 “ 大 一 统 ” 与 “ 威 斯 特

伐利亚体系”：两种观念在南洋的碰撞

本章从民间视角切入，探索东西

方文明在南洋地区的“碰撞”。笔者

注重论述早期华人先民飘洋过海下南

洋开拓，在没有国家力量支持之下，

带着“大一统”和“圣教”的意识形

态出洋来到南洋，并在南洋遇上“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意识形态，

两种意识形态对华人产生何种程度的

认同冲击。

第三章 大英帝国对马来西亚华

人的统治

此章深入探讨中英两国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后，对当地华人的影

响。清政府在英属马来亚设驻海峡

殖民地总领事后，中英两方的官员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博弈，

作者：甘德政

书名：《我们是谁？中英博弈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

同》

出版时间：2016年

出版者：南洋基金会丛书

页数：371页

ISBN：978-967-130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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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华人“认同政治”有重大的

影响。此章也详细论述大英帝国挟

着资本主义优势，如何威压华人，

以方便统治。

第四章 晚清政府对马来西亚华

人的“圣教”

本章主要论述晚清政府对南洋华

人“圣教南暨”的文教战略，晚清官

员如何从儒释道和民间宗教等不同管

道对马来亚华社的认同，进行“统一

战线”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如何催发

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萌芽。

第五章 中英在南洋的博弈对后

世“认同政治”的影响

甘德政从中英两大势力在马来西

亚博弈脉络，进一步探讨对后世“认

同政治”的影响。本章探讨民国政府

进行的海外侨务工作，如何引起了英

殖民政府的反弹，并决定加速扶持当

地土著的“民族主义”以资抗衡。英

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马来民族主义政

策和马来亚建国先驱如何解决身份认

同危机，也是此章的重点。

结语

笔者在总结中强调，很多当代的

马来西亚华人陷入严重的“认同危

机”。因此，有必要在“弑祖”与“

返祖”之间，重新以理性、客观保存

或转化来自中国祖家的传统，以建立

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公民意识、独立

自由的民主法治社会的“文化主体”

。在这“文化主体下”，双重认同的

立场，即政治上效忠本身在地的“国

家“”，文化上饮水思源认同“祖

家”，这两个认同不但可以“重叠”

的，也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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