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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香港報業的獨特角色和發展概況

香港報業始於 1840年代初，早期出版的都是英文報刊，中文報刊方

面，最早面世的是 1853年 9月創刊的《遐邇貫珍》。2 不但在香港，在中

國內地以至全球華人社會中，這是鴉片戰爭後，最早出現、而且是用鉛

字排印的中文報刊。「報刊」是報紙和雜誌（期刊）的統稱，從內容來說，

報紙主要是刊登新聞，雜誌則以揭載評論為主；一般人區別報紙和雜誌

的方法，多從外觀着手，因為報紙為摺疊的，雜誌為裝訂的。3《遐邇貫

珍》是雜誌，《中外新報》是報紙，雜誌的出現是先於報紙的。

論者指出，報紙構成的要素包括公告性、定期性、時宜性和一般

性：一、公告性，即消息傳達的方法；二、定期性，因新聞的公佈需要

定期刊行；三、時宜性，一切廣義有新聞價值的材料均可包含在內；

四、一般性，指普通報紙的內容有一般興味而言。前二者為報紙外觀方

面的特色，後二者為報紙內容方面的特色。概括地說，報紙（newspaper）

的原質「即新聞公佈之謂也」；再扼要一些，「直可謂為新聞 [news]」。4 

香港早期的報紙或為周三日刊（即星期一、三、五或星期二、四、六出

版），或每日出紙，星期日都休刊。後來由於社會發展和需求漸增，加上

同業競爭，每日出版遂成報紙常態，《華僑日報》首創報紙星期日照常出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香港社會，不但出現經濟轉型，在文化及

消費生活上也產生巨變，隨着香港人的家庭平均實質收入逐年增加（由

1976 年的二千三百元左右升到 1991 年接近一萬元），香港人對消費及

娛樂的要求因此大增，本地報紙也作出了多方面的調整，小報如雨後春

筍，大報則走雜誌化之路。論者認為，《華僑日報》在 1980 年代的表現

已呈老態，「它的文化教育近乎是說教老套，包裝傳統呆板，它在八十年

代以來一落千丈，是不難理解的事實」1。雖然《華僑日報》於教育資訊

方面仍佔有相當優勢，但只能維持學校和教育團體訂閱，個別讀者逐漸

流失，大學生和教師多看《明報》2、《快報》3 等。

1980 年代開始，由於香港社會變化迅速，《華僑日報》平實報導新聞

的手法和整體上的穩重作風，正逐漸從優勢變成相對劣勢。1985 年岑維

休去世後，由他的兒子岑才生接任《華僑日報》主持人。其後，《華僑日

報》因其保守的辦報風格而逐漸跟不上時代，讀者減少，並陷入經營不善

的困境之中。1991 年 12 月，《華僑日報》被英文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收購，但發展平平，並無突破。1994 年初，該報由

香樹輝（董事總經理）及陸錦榮（總編輯）接手，內容和版面均有顯著

的變化，看似可以一改形象，尋求新的出路，但這年恰逢股市和樓市雙

重災難，《華僑日報》不但未能重振聲威，反而一蹶不振，遂於 1995 年

1 月 12 日停刊。大致來說，1970 年代中的《華僑日報》已呈滯後現象，

1976 年至 1990 年是它的持續期，1991 年至 1995 年是它的變動期。這不

單只是該報本身的問題所造成，實亦與報業環境的改變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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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和社會環境，起初未有任何成就。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尤其

是 192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以降，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期間，是中國

報業空前蓬勃的時期，不僅營利性的報紙在企業化的道路上邁進一步，

不少政治性的報紙亦向企業化道路推進，甚至出現「企業化與政治化的

合流」。推其原因，一方面由於日本侵略日亟，民氣高漲，刺激報紙銷

路；一方面由於工商進步，交通發達，產生有利報紙滋長的環境。而報

紙本身不斷改進，銳意於社會服務與業務推廣，益使它獲得讀者的信賴

與支持。9

香港報業的發展情況大致相同，不過「民報」的出現顯然較內地的報

業中心上海還早。所謂「民報」，就是由華人自己辦理的報紙，亦即「民

辦報紙」，文人和商人所辦的報紙都包括在內。論者已予指出，在中國新

聞事業發展的歷史上，香港於幾個方面都擁有特殊的地位：第一，它是

中國近代報業的發祥地；第二，它曾經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共同的輿論

基地；第三，它是中國大眾化的商業報紙起步較早、發展較為充分的地

區；第四，不少香港報紙，立足香港面向內地和海外，其影響不僅限於

香港一隅之地。10 以下舉述若干重要的報紙略加說明。

1842年起，西方人士在香港相繼出版了一些英文報刊，第一種每天

出版的日報是 1857年創刊的《孖剌報》（The Daily Press），該報旋即創辦

一種商業性質的中文報紙，名為《香港船頭貨價紙》，後來又創辦《香港

中外新報》，除了伍廷芳（1842-1922）曾參與其事而廣為人知之外，該報

早期的歷史缺乏可以佐證的材料。香港中文報紙最為學界注意的，首推

1874年王韜（1828-1897）主辦的《循環日報》11，因其開中文報紙論政的

版的先河。

一、香港早期的中英文報紙

在 1990年代中，新聞史研究者李少南將香港報業史分為「精英報業」

時期（1841-1873年）、「黨派報業」時期（1874-1924年）和「社經報業」

時期（1925年以後）。5 1925年創刊的《華僑日報》，是商營企業報紙出

現的標誌，可以視為「社經報業」時期的代表性報紙，而且該報一辦就是

七十年，戰前、戰時及戰後持續出版，至 1995年 1月停刊。同年 6月創

刊的《蘋果日報》6，「以完全市場導向的姿態加入競爭，衝擊整個報業市

場」7，從而躍居香港三大暢銷報紙之一。所以不妨認為，以商營企業報

紙為標誌的「社經報業」時期，是由 1925年至 1995年；1996年以來，香

港報業已踏入以完全市場導向為特色的「大眾報業」時期，銷量最多的報

紙依次是《東方日報》、《太陽報》和《蘋果日報》。這是從香港報業本身

的發展而言，而香港報業與近代中國報業以至海外華文報業又有千絲萬

縷的關係。

早期的中文報刊都是來華的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紙最先都是英文

報紙的附刊，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以前，報界幾乎是「外報」的天

下；後來這些中文報紙或歸由中國人獨立經營，而國人自辦的報紙亦逐

漸抬頭，取代了外報的部分勢力，下開「民報」勃興現象。8 此後的中

國報業，主要走兩條路線：政治性的報紙，在經濟上常有固定的輔助或

津貼，對營業不甚注意；營利性的報紙，雖然時刻謀求經濟獨立，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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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但戰後香港報業很快復興，這是由於香港商務繁榮，是南中國一

大吞吐港，又是東南亞一大商港，報紙發達實與商務繁榮息息相關；加

上交通發達，無論海陸空，香港都扮演着國際橋樑的重要角色，電訊發

達也促進了報紙的發展。「所以香港華僑所辦的報紙，無論在歷史上，在

質量上，比諸國內任何一個通商口岸或任何一個大都市的報紙，並無遜

色，甚至更為優越」，眾多的原因總結起來，「這是因為香港具有一切現

代條件所致」。19

二、研究《華僑日報》的動機和關鍵

《華僑日報》創刊時，《循環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仍是香港的大

報；《工商日報》作為《華僑日報》的競爭者登場後，香港商業報紙至此

已趨成熟。1938年 8月，又出現新的對手《星島日報》20；但商業報紙的

發展因戰火蔓延而一度備受摧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始出現《華僑

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三大中文報紙鼎峙爭雄的局面；直至

1984年《工商日報》和 1995年《華僑日報》先後停刊，這個時代也就宣

告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娛樂性為主導的大眾化報紙；至於免費報紙

的登場和日趨普及，已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事了。

《華僑日報》刊行長達七十年，成為二十世紀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文

報紙，這一紀錄直至 2009年才被《星島日報》超過，該報在 2011年已進

入第七十三個年頭。如果將《華僑日報》連同它的前身都計算在內，總共

有一百三十八年，在香港以至全中國報業史上，則仍然獨佔鰲頭。《華僑

先河，當時連日本報界也受到香港報紙的影響；其後有《中國日報》12，

是 1900年孫中山（1866-1925）派陳少白（1869-1934）等人來港創辦的報

紙，被譽為「革命報紙的元祖」，辛亥革命後遷至廣州出版。此外，抗日

戰爭時期廖承志（1908-1983）所辦的《華商報》13 也備受重視；1941年

的《光明報》14，則是北京《光明日報》的前身。至於早期在香港社會一

直佔有重要席位的商業報紙，例如向來受到香港史研究者注意的《香港華

字日報》15，至今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不過學界大體上對這類報紙

的價值是予以肯定的。中國報業史權威方漢奇說：

中國資產階級的商業報紙起步於本世紀 [20世紀 ] 的最初十幾二十

年，華東地區的上海和華南地區的香港，曾經是這一類報紙相對集中的

地區。20世紀 30年代前後，上海香港兩地的資產階級商業報紙，都曾

有過比較大的發展。直到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才歸於沉寂。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內地的資產階級商業報紙已

經風流雲散，而香港則由於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類報紙仍然保持着

強勁的發展勁頭。16

香港報人、報業史專家林友蘭指出，1920年代中，「香港社會受了新

增的大量人力財力所影響，各方面都起了變動，在經濟方面，最顯著的

是新九龍地區的開發。在文化方面，是兩家商辦報紙的創刊。」17 他所說

的兩家商辦報紙，一是岑維休（1897-1985）創辦的《華僑日報》，另一

則是《工商日報》18，都在 1925年相繼面世。其後雖經香港淪陷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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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報業史及新聞研究的學術回顧

報業史有時也稱為報學史、報刊史或新聞史，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報

紙；至於新聞傳播史、大眾傳播史，研究對象則包括廣播、電影、電視

等較後出現的傳播媒介。有關中國報業史的著作很多，其中亦有涉及香

港報業和海外華文報業的介紹；而專論香港報業發展的書，一般也注意

到香港報業與近代中國的關係。回顧學界的研究成果，不難發覺對於個

別報紙的探討是頗為缺乏的，包括《華僑日報》在內，香港出版的報紙極

少有專書或專文作出全面論述或專題研究。

一、近代中國報業史研究述要

關於中國報業史、新聞史的著作為數不少，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

是奠基之作 21，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22、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

聞事業通史》23，這些專著大多是由中國報刊的起源講起，概述中國新聞

事業的發展歷程，穿插介紹重要的報刊和報人。書中通常都會提及香港

幾種在報業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報紙，如《遐邇貫珍》、《中外新報》、《循

環日報》等，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二十五章第二節，就

日報》一向與香港各界團體關係密切，於香港社會、文化、教育等多方面

都有積極參與；香港是國人往返海外和內地的南大門，長期起着橋樑的

作用，該報又是以「華僑」命名的重要報刊，以服務香港和各地僑民為辦

報宗旨，對於促進海外僑務和加強華人社會的聯繫，所擔當的角色是值

得注意的。

換句話說，《華僑日報》在香港報業史、華南報業史以乃至海外華文

報業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單是報紙本身的悠久歷史就已具有

研究價值。（參閱附錄一）報上刊登的大量新聞、信息、文章和廣告等，

見證了香港二十世紀前期至 1997年回歸祖國前夕這數十年間的社會變遷

和發展歷程，一套報紙有如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加上相關的出版物，例

如華僑日報出版部持續編印了四十六年的《香港年鑑》，內容是非常完備

而且可觀的。有鑑於此，就《華僑日報》作出研究的重要性實在不容忽

視。關鍵在於如何以該報為脈絡，把複雜多變的香港社會發展有條理地

貫串起來；而社會變遷又如何賦予《華僑日報》以時代特色，並且影響了

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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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9月，有「大馬糖王」之稱的南洋商人郭鶴年控制的嘉里集團購

入《南華早報》集團控股權；1994年 4月 21日，梅鐸將手上所有的《南

華早報》股份售予跟郭鶴年有關連的人士。26

《華僑日報》轉手前業務缺乏進展是事實，但據報社編輯何天樵透

露，「《華僑日報》當初結業並非因為虧本，只是因為跟過去相比少賺了

錢。岑 [才生 ]先生認為與其等到虧本才結束，還不如提早賣出去。岑家

是把《華僑日報》看作一盤文化生意。⋯⋯岑先生有財富、有地位、有

名聲，根本不需要辛苦地辦下去。」27 岑才生自己也這樣說：「《華僑》

是股東生意，直到一九九一年，有很多股東決定移民，終於把《華僑》賣

給《南華早報》。」28 岑才生在《華僑日報》留任三年，至 1993年才離開。

二、報紙再轉手和停刊經過

不過，《南華早報》接手《華僑日報》後，該報並無起色，兩年內

虧損以千萬元計。1993 年 12 月，財經界人士香樹輝牽頭的 Goldbase 

Holdings Limited 以二千萬元從《南華早報》有限公司收購《華僑日報》

和《香港年鑑》五成股權；次年年初，香樹輝任《華僑日報》董事總經

理，陸錦榮任總編輯，接手辦理，進行改革。此後《華僑日報》的版面較

前精簡，包裝亦較精美，形象有年輕化趨勢，內容亦多着重財經方面。

該報在激流中求變圖存，業界已予注意。29 但《華僑日報》告急之際，正

值股市及樓市低潮，報界競爭白熱化，《華僑日報》終於 1995年 1月 12

日停刊。據說《華僑日報》停刊前仍然銷紙五萬餘份，可能不至於到了要

第三節　《華僑日報》易手和停刊因由

《華僑日報》在岑維休主持下，建立了大報的規模，1985年底岑氏逝

世後，這個報業集團逐漸失去了創辦人那種堅持到底的毅力。1987年，

在報社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總編輯何建章退休；1988年 4月 1日，《華僑晚

報》停刊。《華僑日報》由 1970年代中以來的持續期，在這五年間已經向

1990年代初的變動期過渡了。

一、南華早報集團接辦經過

南華早報集團於 1991年 12月成功收購《華僑日報》，翌年 1月正式

接辦，《華僑日報》成為南華早報集團屬下的一個機構，這亦是澳洲「報

業大王」梅鐸（Rupert Murdoch）首次購入中文報章。當時梅鐸在澳洲、

歐洲、美洲、亞洲各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報館、雜誌社、電視台、電視

公司及出版社超過一百家。《南華早報》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影響

力而且最具規模的西報，抗日戰爭後，該報的主要股權落在英資怡和集

團手中；1960年代末，滙豐銀行加入經營，另三分一股權，則由美國道

瓊斯公司持有。1987年梅鐸進行收購，持有該報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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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華僑日報》此一具有悠久歷史的中文報紙停辦，當時港督彭定

康在前一晚發表聲明作出回應，並為此感到難過，他說：「多年來，《華

僑日報》在香港報業扮演着很傑出的角色。該報素來以不偏不倚及關心社

會聞名。對每天均閱讀該報港聞及評論的萬千讀者來說，肯定是會懷念

這份報紙的。」33《華僑日報》停刊的消息似乎來得很突然，令不少人覺

得驚訝，翌日，「岑才生希望能復刊」34；有人感到可惜，亦有人想援手，

直至 2月間，仍傳出有人洽購的消息 35。雖然一些文化界人士強調《華僑

日報》仍有可為 36，畢竟停刊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三、報紙停刊與報業轉型的關係

《華僑日報》停刊，宣告了一個報業時代的結束。岑才生強調：「《華

僑》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主要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華僑》最

反對製造新聞，希望報導的新聞準確而嚴謹。」37《華僑日報》一直強調

報業是為社會公眾服務的，為公眾的利益服務。換言之，該報所採取的

是「信息模式」，即客觀呈現作為信息的新聞，長期以來逐漸確立了一套

成熟的報導模式：第一，是迅速、翔實地報導重大事件，傳遞信息；第

二，是如實報導，不事誇張，更不作渲染；第三，是盡量將事實與意見

分開，在新聞中不直接發表意見。

在報業發展史上，這種「信息模式」本已超越了言論重於新聞的「政

論模式」，但香港在面對「九七」問題的時候，有關政治問題的報導成為

熱門題材，連帶「政論模式」有復興之勢；另一方面，「故事模式」的報

停刊的地步，情況有點令人詫異，所以不少社會人士和讀者都為此感到

惋惜。

香樹輝在〈告別讀者、感謝諸君〉中說：

筆者自去年 [一九九四年 ] 一月十五日受命接管《華僑》以來，志

切改善內容，美化編排，追上時代節奏，並將讀者市場定為高教育、高

收入、商業文教並重的路線。經一年的努力，各員工的拼搏，銷路大有

起色，外間讚譽日增，這方面算是略有成績。

但他指出：「遺憾的是，銷路增加，印刷費、新聞紙費也隨之大

升，⋯⋯在經營成本方面，確實是百上加斤。與此同時，廣告市場則有

萎縮跡象，本地房地產、大陸樓房、消費物品等廣告都開始吹淡風。在

成本上升、收入不穩定的關頭，本報股東忍痛作壯士斷臂之舉，毅然把

報紙停刊，着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是種理性的經濟行為。」另外，在

〈華僑日報有限公司通告〉中，香樹輝以執行董事的身份宣佈「董事會基

於經濟能力的理由，已決定停辦本報。董事會直到本星期一 [1 月 9 日 ]

為止，一直與有潛力的買家進行洽商，以便本報可繼續出版。但是最後

洽商終告失敗，以致作出停止業務的決定」30。當天香港一些報紙都有

報導此消息，闡述該報刊行七十年，「飽嘗升沉滋味，岑氏出售後兩度易

主，未能起死回生」，並謂「《華僑日報》虧損現負資本，南華嘉里承擔

所有負債，逐步清理後結束，公司不再持該報商譽」31；亦有報導指出

「老牌大報近年兩番易手，董事局稱繼續出版不符經營之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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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開始抬頭，這種模式就是發現新聞並使之具有人情味，其特點是以戲

劇化的方式描寫生活中吸引人的事。「信息模式」與「故事模式」的最大

不同在於：「信息模式」要提供新聞事實中包含的重要信息，其目的在於

告知讀者，訴諸讀者的理智；而「故事模式」的重點卻不在告知，它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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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華僑日報》為代表的「信息模式」，在「九七」回歸前後備受「政

論模式」的衝擊，但這只是一個較為短暫的現象，採取「政論模式」作報

導的報紙在香港「九七」回歸後亦多偃旗息鼓；而「故事模式」的報導開

始大行其道，成為本地報業以至傳媒的主流，有人認為《華僑日報》停刊

是由於政治原因，其實並非關鍵所在。正如一些論者近出，1980年代以

來，《華僑日報》對中國大陸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以及關於

解放香港回歸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均多持贊成和肯定的態度，對香

港的社會輿論，發揮着有益的作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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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報業的情形為例，《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

這些在中國報業史上早期的中文報紙，其進一步求新求變的後續動力明

顯不足。1925年《華僑日報》創刊以前，香港中文報紙的內容編排仍以

刊登廣告、經濟、航情消息為主。14《華僑日報》自創刊時起，即革新版

面安排，第一版刊登副刊文字，而不是廣告。其後隨着國際形勢和內地

政局的轉變，各報紛紛以國際新聞或中國新聞為主，廣告及航訊則轉移

到內頁各版。15

作為二十世紀香港重要的中文大報，《華僑日報》在報界有崇高地

位，既促進新聞事業的發展，亦推動了本地的新聞教育。首先必須指

出，該報做到與英文報紙同日報導新聞消息的地步，為本地的中文報紙

帶來新氣象，並且奠定了現代報紙的形式。其次，香港政府於 1933年宣

佈《華僑日報》為登載法律廣告的有效刊物，這在中文報界是破天荒的

事情，其後《工商日報》和《星島日報》才獲得相同的地位。再者，《華

僑日報》在戰前與本地的《南中報》、《南強日報》、《中華日報》、《華強

報》聯營，與廣州的《大中報》和《大華晚報》聯營，又在澳門創辦《華

僑報》，成為一個華南報業集團；香港報業於 1960年代開始策劃海外版，

照顧海外華文讀者的需要，《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相繼發展海外版

事務，對世界華文報業起了促進作用。16

1954年創立的香港報業公會，是由《華僑日報》、《南華早報》、《星

島日報》、《工商日報》這四家在當時為「香港政府特許刊登法律性質廣

告之有效刊物」倡議組成的，該會的主旨「在成為香港報業之中心機構，

以促進香港新聞事業之合作，並推動一切有關香港報業事宜及會員之權

第三節　《華僑日報》的歷史地位及其評價

《華僑日報》所採取和確立的新聞報導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

一，是迅速、翔實地報導重大事件，將信息傳遞給讀者；其二，是盡量

如實報導，不事誇張，不作渲染；其三，是將事實與意見分開，在新聞

中不直接發表意見，而以「小評」等形式另行闡述。該報所奉行的，明

顯是屬於「信息模式」。社會對於信息的渴求，讀者對於信息真實性的倚

重等，都是信息模式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原因，而這與報紙成為一種專業

組織也是相聯繫的。在報社本身，編輯部已經成為報紙的獨立部門，報

紙內部也有明確的勞動分工和等級劃分，報紙且具有較明確的理念。而

在報界，新聞教育機構開始出現，與報紙有關的各種專業協會亦宣告成

立，都是使報紙成為「有組織信息」生產者的條件。13《華僑日報》成為

信息模式的典範之一，這也是它對香港報界和社會所作出的貢獻。

一、《華僑日報》對香港報界的貢獻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在介紹和傳播西方文化方面的建樹是很可

觀的，但是，論者已予指出，全新的文化事業在香港本地的發展是遲緩



243242第八章　結論：一張報紙與一個時代

二、《華僑日報》對香港社會的貢獻

《華僑日報》刊行的七十年間，對香港以至海外華人社會的作用和貢

獻是受到肯定的。該報創刊之初對省港大罷工的報導，在華人社會中贏

得了聲譽；由於《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的影響，香港其他中文報紙

亦相繼勉力恢復出版。大罷工風潮在翌年得以解決，「僑胞公共意見」是

起到一定程度作用的。「這是香港中文輿論對當地社會一個空前的貢獻，

自此以後，商辦報紙益見地位鞏固，而任重道遠。」19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華僑日報》是少數能夠屹立於報界的報紙，銷量一時稱冠，面對

各種復刊報紙和新辦報紙的競爭，仍然領先並成為中文報界的領袖。1956

年，香港政府年報中就指出「最重要的地方日報是《華僑日報》，它的早

報擁有廣大的銷紙數量，並且印行晚報，它的政治立場是獨立的，《華僑

日報》通常是一份可靠的報紙」20。

《華僑日報》一向強調立場「中立」，一般認為，該報的態度屬於「中

間偏右」，這是當時報界的主流，除了一些「左派」和「右派」的報紙外，

大多數報紙都持這樣的態度。岑才生曾強調，《華僑日報》「沒有明顯的政

治立場，主要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又說：「《華僑》的辦報宗旨是為

社會。」21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由 1920年代中至 1960年代初，《華僑

日報》一直是代表香港工商界利益的報紙。又指出，在 1950年代和 1960

年代，《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雄霸報界，執中文報業牛耳，當時《華

僑日報》每天出紙七大張，而一般報紙只出紙一至兩張。文化和教育更是

《華僑日報》出色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幾乎都有天天看《華僑日報》的習

益」。17《華僑日報》人員在報業公會一直擔當重要角色，岑維休從創會

時起出任主席，連任三屆至 1957 年，此後又多次出任主席、副主席之

職，至 1984年為止；岑才生由 1986年起擔任報業公會主席，至 1994年

改任名譽顧問，1999年起，成為該會名譽會長；司庫之職一直由《華僑

日報》人員出任（有時是以《華僑晚報》的名義），1954年至 1981年是

何少庵，1982年至 1992年是汪石羊，1992年至 1994年是趙國安，1995

年是陸錦榮，從來沒有間斷。18 香港報業公會在加強報界合作和協調同業

意見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保障了各報有良性競爭的客觀環境，直

至 1990年代中始因報紙減價戰而發生變化。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的成立和發展，《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等

大報都有促進的功勞；該會以提倡新聞自由為宗旨，共謀全球中文報紙

合作和改進。岑才生在該會擔任要職多年，參與和主持過多屆報業研討

會，在加強本地與海外華文報界的聯繫方面，《華僑日報》的角色一直是

很重要的。此外，戰後香港的新聞教育有長足發展，1965年香港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成立新聞系，1968年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前身）成

立傳理系，珠海書院（珠海學院前身）、樹仁學院（樹仁大學前身）等院

校也相繼有新聞系的設立，《華僑日報》每年都捐出獎學金，藉此培養新

聞專業人才，該報主要人員如岑才生、汪石羊、吳灞陵等都曾應邀參加

活動及發表演講。對於香港報業，《華僑日報》所作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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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戰後香港居民中有「僑居」心態者，隨着歲月的流逝已日見減少；

加上土生土長世代的成長，「華僑」一詞的使用在海外以至本港均趨於淡

薄。1990年代以後，「華裔」、「華籍」、「海外華人」漸漸替代了「華僑」、

「僑民」、「海外僑胞」。論者已予指出，華僑報刊轉變為華人報刊是一

個漸進的過程，以東南亞華文報刊為例，戰後很多報刊的僑民色彩已不

存在。24 香港的情況有異於海外華人社會，1970 年代以後，「僑民」、

「華民」等字眼已在日常生活中幾近絕跡了。不過，須予特別指出，「華

僑」這一名字並未對該報構成發展的妨礙，《華僑日報》轉讓給《南華早

報》時，報館仍然盈利；該報停刊前夕，每日尚可銷紙五萬餘份，長期以

來很多機構、社團、學校都慣常訂閱，該報停刊頓使香港文教界失一支

柱，殊可惋惜，因此當初不少讀者仍寄望它會有復刊的一日。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夕，《華僑日報》終於完成了它的時代使命；

而它在漫長的刊行期間對香港和鄰近地區以至海外華人社會所發揮的積

極作用，則是應該予以肯定和值得加以研究的。《華僑日報》是一張曾經

與時並進和帶領潮流的報紙，在二十世紀中文報業史上和眾多讀者腦海

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於此還應指出，1990年代以來，大眾化報紙雖有

龐大銷紙記錄，但報導新聞方式、遣詞用字誇張、副刊內容低俗之類的

批評不絕於耳，香港缺少像後期《華僑日報》那樣帶有文教意味的報紙，

未嘗不是社會一大損失。《華僑日報》的經歷及其與香港華人社會發展的

一段關係，實在有助於探索二十一世紀中文報紙的方向和前景。

慣，直至該報停刊時止，教育界一直很倚重《華僑日報》的新聞資訊，教

師找職業也一定要看《華僑日報》，正正基於這點，《華僑日報》「也是一

份極為莊重純潔的報紙」22。 正如論者指出一般，「《華僑日報》重視教育

新聞，報格嚴肅而傳統，在香港教育界具有影響力與良好聲譽」23。

香港社會在 1960 年代開始出現急劇的變化，從一個轉口港轉變成

為世界上重要的工商及金融服務業城市，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經已成

長，香港報紙於 1970年代至 1980年代間亦相應有所改變。例如《明報》

受人注視，成為香港最多教師和大專學生閱讀的報紙，大眾化報紙則以

《東方日報》最為突出，《信報》以財經報紙的面貌出現，《華僑日報》這

類綜合性報紙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競爭者的衝擊，若進行改革則會失去長

期以來的支持者，若維持原有路線則無法適應新的時勢，處於進退兩難

的局面。尤應注意的是，《華僑日報》雖然一直注重工商界，但至少在

1960年代以後，已轉移於社會上一般市民大眾的立場，且與支配經濟發

展實力的大企業的意見並不同調。

總括而言，《華僑日報》的創辦及其興衰，見證着二十世紀香港華

人社會的變遷和發展，該報本身的歷史和經驗也是香港社會文化進展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為中國報業以至海外華文報刊提供有價值的參

考。戰前香港華人以內地來港者居多，華僑又每每以香港作為往返海外

和內地的中繼站，報紙以「華僑」為名，確有切合當時情況之妙，而又具

有因應潮流的遠大眼光。《華僑日報》除了拓展本港市場和讀者空間外，

戰前在澳門創辦《華僑報》，戰後開拓海外版，報上亦多刊載東南亞等各

地華人消息，確實做到「服務僑群」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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