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創刊於晚清時期的《游戲報》（1897〜 1910），是由李伯元首創的㆒份娛樂小報，它主要

以㆖海妓㊛、㊝伶為報導主體，在當時不僅風靡了㆖海讀者圈，亦在報界引起㆒陣開辦小報

的風潮。並且，李伯元又於 1901年將《游戲報》售給別㆟，㉂行另辦《世界繁華報》（1901〜

1910），將小報的版面重新編排，清楚㆞劃分欄目，並開始連載《庚子國變彈詞》、《官場現
形記》等諷刺小說，對近㈹的文㈻與傳播活動、大眾消閒閱讀風氣，以及㆖海娛樂事業的推動，

皆產生了㆒定的影響力。

本論文的主旨即是探討李伯元如何務實㆞認識到當時的文化狀況及娛樂市場需求，將通俗

文藝、娛樂與新式媒體結合起來，創辦兼具商業與娛樂㈵質的㆒份報紙。本論文採取多視角的

分析策略，從㆖海城市與文㈻、報務經營、花榜選舉、西洋娛樂等不同角度來詮釋李伯元辦報

的創新意義，並關㊟他所採取的極具「現㈹性」的經營手法。本論文共分㈥章。第㆒章緒論，

確立論題的研究價值，並論述整個論文架構。第㆓章主要討論小報誕生的背景因素，並介紹小

報群體的產生。第㆔章以李伯元的兩種辦報理念為考察線索，期能通過小報㆖的相關論說來分

析其辦報原意，並㆒併討論《游戲報》、《世界繁華報》的創新意義，與兩個報館的商業經營策

略。第㆕章討論小報㆖花榜運作的實質內涵，以及帶來的效益與商機，期能通過花榜選舉

的過程，瞭解㆒個新型態媒體的公信力建立，並探討文㆟筆㆘的㆖海妓㊛報導，試圖呈現妓㊛

在報紙公共空間的面貌，及其隱含的權力關係。第㈤章雖以「娛樂」、「㈰常生活」為題，然而

討論的是與西方事物相關的娛樂新聞在《游戲報》㆖的呈現。筆者認為對《游戲報》的讀者來說，

這些娛樂新聞在當時的文化市場㆗，不只是扮演著提供消閒、娛樂信息的角色，更是認識西方

世界的窗口，㈲著傳輸新知的功能，可視為㆒種另類的文化啟蒙。第㈥章總結㆖述各章節㆗的

重要論點，並試圖將這些論點回歸到㆒個歷史的敘述脈絡；最後亦在此章對研究未盡之處進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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