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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過去許多亞洲國家的統治集團嚴密規管傳統媒體，令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

異議份子只能經由可能被界定為「非法」，或「合法」但觸達範圍有限的異議書刊傳

達意見，但此局面已隨著電腦與互聯網的普及而發生了變化。本文以挑戰國家的輿論

與媒體規管效率、促進輿論多元的角度，梳理互聯網對於促進馬來西亞民主化的作

用，亦剖析馬來西亞的經濟與政治的變遷，如何催化民眾對互聯網的使用，同時引發

黨國對互聯網構成的「威脅」展開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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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前，在威權統治的亞洲國家，統治集團嚴密規管傳統媒體，令

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而異議份子只能經由可能被界定為「非法」，或「合法」

但觸達範圍有限的異議書刊傳達意見。由於傳統媒體的生產成本不菲，且受制於出版

法規，異議媒體要繁衍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景象，幾乎不可能，影響力大受限

制，因此有些國家仍然願意「允許」一些所謂異議報刊存在，作為「民主櫥窗」。1
 

以東南亞兩個僅有一水之隔的鄰國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為例，雖然它們都有憲法明

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權，但也都另有附帶條款授權國會基於國家安全、社會秩序

乃至外交友好關係等十多項理由立法約束這項憲賦權利，以致馬新兩國存在多項雖然

侵犯基本人權，但法理上卻又不違憲的法規，而這些法規一直都發揮傳統媒體的緊箍

咒的作用，不容於政府的言論往往未能經由傳統媒體發聲。2
 在這兩個國家合理化其管

制媒體與輿論的其中一個主要論述，就是兩國是多族群、多文化與多宗教的社會，自

由放任的媒體將有可能炒作「敏感議題」而導致族群衝突，破壞社會和諧。這種論述

在主流意見市場有其說服力，乃藉助兩國皆曾發生激烈族群衝突的歷史記憶。3
 

由於駕馭嚴刑峻法，執政黨－國家長期壟斷發言權與論述權，然而此局面已隨著

電腦與互聯網的普及而發生了變化。從網際網路（互聯網）問世以來，即被視為表達

個人自由和包容多元意見的科技象徵（左正東，2009：241），而且對於公民政治參與

至關重要的訊息獲取與傳播，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手段，因而也被視為一種民主化

                                                
1 馬來西亞是其中一個例子，第四任馬哈迪執政時，公認是傳統媒體遭到最嚴厲管制的年代，但卻允許

一份由民權組織出版，撰稿人以大學講師為主，讀者主要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發行量只有五、六千份

的政論月刊《激流月刊》（Aliran Monthly）存活，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它未能深入一般市民市場，影

響層面有限。《激流月刊》英文版已出版了 29年，但馬來文版在 1990年代初面市後，只經營了三年就

因乏人問津而停刊（莊迪澎，2009：181）。此外，政府亦簽發出版准證給在野黨出版黨報，但規定黨

報只能向黨員發售，而不能向公眾發售，否則內政部會到販賣點充公這些黨報，甚至撤銷出版准證。 

 
2 對照兩國《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之保障與約束的條款，馬來西亞是在第十條款，而新加坡是在第十

四條款，但除了國家名稱不同，以及新加坡因沒有州議會而刪掉「州議會」字眼外，行文完全一樣。兩

國《憲法》闡明可約束言論自由權的理由有：國家安全、維持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公眾秩序、社會

道德、保障國會或州議會特權、防止藐視法院、誹謗或煽動從事任何罪行。 

 

3 以馬來（西）亞為例，從 1945 年（國家獨立前）至 1957 年 12 年裏，一共發生了 17 次族群衝突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1988：46）。獨立後，1969年 5月 13日發生被稱為「五一三事件」的大

規模族群衝突，官方公佈死亡人數約兩百人，但是非官方的統計數字往往高出三至四倍，甚至估計死了

上千人（Parker, 1979：2）。「五一三事件」這一慘痛的歷史經驗，使「族群和諧」成了馬來西亞政治

舞台的主流論述，官方經常以「五一三事件」警惕百姓維持族群融洽相處，並告誡媒體謹慎處理族群議

題，以免破壞族群和諧致難以修復，而政府也常以維持族群和諧之名立法和執法，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1948年煽動法令》（莊迪澎，2004：38）。新加坡曾在 1950年、1964年及 1969年發生因媒體的報導

而造成族群動亂及流血事件的案例，其中 1964年那一場族群衝突在兩萬名回教徒於 7月 21日舉行回教

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的盛大遊行期間發生，23 人死亡，454 人受傷，這場暴亂為馬新分家埋下了伏

筆（林義明，20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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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力工具，特別是在大眾媒體已遭政府控制，從而限制了政治辯論和參與的國家

（Banerjee，2007：21）。 

借助互聯網的力量推動民主化的現象，可歸類為學者謂之的「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意指「嘗試在不受時間、地點及其他物質條件限制的情況下，利用資訊

與傳播科技或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實踐民主」，但它仍

只是意欲改變傳統舊式的運作與政治習慣的一種嘗試（attempt），是一種勘探與實驗

（van Dijk，2000：30）。 

就亞洲國家而言，比較常見的「數位民主」表現，應是「網路媒體」挑戰國家機

關的言論與媒體管制，大大降低權威「一言堂」、提高輿論與消息來源多元的作用。

此現象在 1990 年代大力推動資訊與傳播科技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尤其顯著。新加坡

第一個異議網站「新加坡社會與文化」（soc.culture.singapore）在 1994 年以線上布告

欄（online bulletin board）形式出現後，其他所謂「地下政治網站」相繼浮現，至 2001

年已有 82 個以新加坡為主或與新加坡有關的政治網站，提供替代論述（George, 

2006）。在馬來西亞，1998 年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運動催生許多反政府

網站後，第一個英文新聞網站《當今大馬》（malaysiakini.com）在 1999年全國大選前

夕創設，迄今正規的各語文新聞網站已經超過十個，經常揭露傳統媒體怯於報導的議

題。 

本文主旨，是以挑戰國家的輿論與媒體規管效率、促進輿論多元的角度，梳理互

聯網對於促進馬來西亞民主化的作用。由於政治制度、民主模式、技術基礎設施、社

會經濟發展，以及審查與監管，都是具體影響能否有效使用互聯網以作政治培力、參

與和民主的因素（George，2006：23），本文亦剖析馬來西亞的經濟與政治的變遷，

如何催化民眾對互聯網的使用，同時引發黨國對互聯網構成的「威脅」展開反撲。 

 

貳貳貳貳、、、、馬來西亞的民主與媒體管制馬來西亞的民主與媒體管制馬來西亞的民主與媒體管制馬來西亞的民主與媒體管制 

 

馬來西亞曾是英國殖民地，在 1957 年獨立時承襲西敏寺（Westminster）民主政

體，但實際「民主」程度如何，學界素來冠以不同形容詞，例如「準民主」（quasi-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偽民主」（pseudo-democracy）、

「柔性威權」（soft authoritarianism）、「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曖昧政權」（ambiguous regimes）（轉引自Wong & Norani，2009）、「種族威權民

主國家」（ethnic-authoritarian-democratic state）（祝家華，1994），甚至「殘缺民主」

（flawed democracy）（Tan & Zawawi，2008：9）。 

馬來西亞之民主程度予人負面評價，其中一個重要成因是國州議會選舉採用「簡

單多數票當選制」（ First-Past-The-Post），且獨立後選區劃分不均（ mal-

apportionment）與不公（ gerrymandering），導致多黨組成的執政集團國民陣線

（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得以長期以佔據國會超過三分之二席次的優勢執

政，並因此動輒修憲和修訂各種法規，強化社會控制。4
 

                                                
4 獨立時的《聯邦憲法》規定，每州最大選區和最小選區的選民人數，不能多於或少於其平均選區選民

人數的 15%，而且每州所佔國會議席比率應該接近該州選民占全國選民的比率，並盡量符合州人口的比

率，以體現「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精神。但是，聯盟（國民陣線前身）政府從未格守 15%的限制，

且在 1962 年修憲，把差距限額改為 50%，鄉村選區的選民人數可以只是城市選區選民人數的一半。

1973 年，聯盟政府再度修憲，完全廢除選區大小的限制，以致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可任意劃分選區。從

歷年最大國會選區和最小國會選區差別，可看出選區劃分不均的比例，例如在 2004 年大選，最大選區

的選民有 10 萬 4185 人，最小選區有 5079 選民，等於說最小選區選民的選票價值比最大選區選民大

20.5倍，完全沒有體現「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原則（曾薛霏，200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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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陣線不只強勢控制行政與立法機關，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執政期間（1981-

2003），在 1988 年向最高法院（現在的聯邦法院）宣戰，先是修憲剝奪法院的司法

權，破壞三權分立基礎，後又以「行為不檢」之罪名將最高法院院長及三名法官革

職，並任命「審判」上司有罪的代院長接任院長；這場「司法危機」導致司法獨立遭

到政府嚴重破壞（Means，1991：242）。5
 

執政集團牢控行政、立法與司法三大機關，對媒體的管制可謂輕而易舉，而且效

果事半功倍。馬來西亞政府迄今尚無明確的媒體政策，多年來主要依賴兩種手段控制

媒體業和限制輿論空間。第一種手段是立法管制，馬來西亞將承襲自殖民地政府制訂

的各種媒體相關法規修訂得更加嚴苛，目前大約有 47 道媒體相關法規，較直接限制媒

體業與新聞自由的法規有《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1972 年官方機密法令》、

《1948年煽動法令》、《1960年內部安全法令》及《1957年誹謗法令》。觸犯這些法

規，輕者罰款，重則強制性監禁（mandatory imprisonment）或報紙被令停刊。6
 

第二種手段是所有權管制。目前馬來西亞的主流媒體都由執政黨的黨營企業或與

執政黨過從甚密的企業家所有，而且壟斷經營，例如規模最大的媒體集團――首要媒

體集團（Media Prima）――是執政集團主幹政黨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UMNO）的投資臂膀，旗下控制所有四家私營無線電視台、三家電台

（英語、馬來語及中文各一）、三份報章（兩份馬來文、一份英文），以及廣告公司

和制作公司。7
 現存歷史最悠久、曾是發行銷量最大的馬來文報章《馬來西亞前鋒報》

（Utusan Malaysia）的前鋒報集團（Utusan Group）也是巫統黨營企業。8
 

國陣另一成員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則控制了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章

《星報》及一家中文廣播電台。規模最大的中文報業集團是由與執政黨過從甚密的伐

木大亨張曉卿控制的「世界華文媒體集團」（世華媒體集團），控制西馬半島四家主

                                                
5 1988 年司法危機與巫統黨爭衍生的一宗訴訟案息息相關，此案的判決隨時會導致馬哈迪無法繼續當首

相，因而人們普遍認定被革職的四名法官是莫須有罪名的犧牲者（最高法院院長遭革職後，新任院長便

將尚未審理的前述訴訟案撤銷）。馬哈迪的繼任者阿都拉巴達威（Abdullah Badawi）在 2008年 4月 18

日宣佈，政府決定向在 1988 年司法危機中遭革職及停職的六名最高法院法官（其中兩名法官曾遭停職

調查，但最終沒有遭革職）發出撫恤金，補償他們所蒙受的痛苦和損，此舉形同承認前首相馬哈迪鐵腕

革除最高法院法官的舉措是錯誤的，也間接為遭革職的法官平反（潘永傑，2008.04.18）。馬來西亞政

府後來在國會透露，共發出馬幣 1050萬元撫恤金（台幣約一億元）給六名法官，各得馬幣 50 萬至 500

萬元不等（獨立新聞在線，2008.11.06）。不過，馬哈迪迄今仍然不願為其當年侵害司法獨立的作為認

錯，堅持他當時是「依法行事」，甚至奚落政府發出撫恤金的舉措讓這六名法官獲得雙份退休金（曾薛

霏，2008.05.09）。 

 
6 對報業最嚴厲的管制是《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規定出版報紙必須向內政部申請出版准證，內政

部長有絕對裁決權（absolute discretion）決定是否批准。出版准證有效期一年，期滿後必須重新申請，

而在出版准證有效期內，內政部長有權隨時撤銷而無需說明理由。此外，《1972 年官方機密法令》在

1986 年修訂後授權內閣部長等行政官員有權隨時將任何文件列為四種不同等級的機密文件，凡泄漏、接

獲或擁有這些官方機密文件者，其最低刑罰是強制性監禁至少一年，最長七年。 

 
7  馬來西亞僅有五家無線電視台，除了首要媒體集團控制其中四家，另一家是國營的馬來西亞電台

（Radio Television Malaysia，共有 RTM1及 RTM2兩個頻道）。首要媒體控制的報章是銷量第一和第二

的馬來文報章《大都會日報》（Harian Metro）與《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以及銷量第二的英文

報章《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 

 
8 根據馬來西亞發行數據認證機構（Audited Bureau of Circulations）的資料，《馬來西亞前鋒報》在

2008年 7月 1日至 2009年 6月 30日的平時銷量是 18萬 1346份，在馬來文報章中排名第三，但其星期

刊的銷量卻高達 41萬 3727份，高踞馬來文報章之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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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文報章《星洲日報》、《中國報》、《南洋商報》、《光明日報》及 19 種雜誌，

在中文日報市場佔有率高達 93%。9
 

由於同時遭受嚴刑峻法的外力管制，以及所有權控制的內部約束，傳統主流媒體

無可避免成為政府／執政黨的喉舌，發揮為政府政策、立場背書的作用，遠大於成為

公民社會的輿論平台。加之以媒體自我審查之故，媒體內容長期呈現一言堂或同質化

現象，造成公信力闕如，例如 2008 年的一份調查顯示，部落格讀者「最不信任」的媒

體首推主流媒體，而「最信任」的媒體首推外國主流媒體，其次則是本地異議媒體

（Tan & Zawawi，2008：61）。 

 

叁叁叁叁、、、、互聯網沿革互聯網沿革互聯網沿革互聯網沿革與網路媒體與網路媒體與網路媒體與網路媒體崛起崛起崛起崛起 

 

互聯網在東南亞國家開始普及是 1990 年代的事，馬來西亞在 1994 年成為第一個

開放讓公眾使用互聯網的東南亞國家（Rodan，2004：151）10，而「新媒體」過去 12

年在馬來西亞從誕生、普及乃至煥發，既是政府謀求經濟轉型而推動資訊與傳播科技

（ICTs）建設帶來的無心插柳之作，也是在政治動盪中，異議份子尋求突破言論封鎖

而另闢蹊徑的結果。 

馬來西亞互聯網的發展，最早可追溯直馬來亞大學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教授在

1987 年建設的「馬來西亞電腦網路」（Rangkaian Komputer Malaysia，RangKom），

當時的主要用戶是本地大學，僅可經由撥號方式銜接澳洲、美國、荷蘭及韓國的網

路，且僅提供電郵和電子論壇服務。後來政府責成 1985 年成立的馬來西亞微電子系統

研究所（Malaysian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 System，MIMOS）負責推動互聯網的建

設。馬來西亞政府與私人界對資訊與傳播科技的決心，則見諸於 1996 年「多媒體超級

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計劃之推行，以及負責擬定《國家資訊工藝議

程》（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enda）的國家資訊工藝理事會（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ncil）之設立（Musa Abu Hassan，2002：137）。 

「多媒體超級走廊」是一個集中發展資訊科技的大型科技園區，面積 15公里寬、

50 公里長（合計 750 平方公里，比面積只有 685 平方公里的鄰國新加坡本島還大），

從吉隆坡市中心的雙子塔（KLCC）延伸至吉隆坡以南吉隆坡國際機場（KLIA），總

投資額超過馬幣 500 億元（約新台幣 4700 億元），預計在 2020 年完全竣工。「多媒

體超級走廊」是馬哈迪著眼於在 2020 年將馬來西亞打造成發達國家所構想的巨型項

目，堪稱其任內最寵愛的工程（pet project）（Zaharom & Mustafa，1998；Rodan，

                                                
9  張曉卿曾任國陣成員黨人聯黨（砂拉越州執政黨）總財政、副主席，並獲舉薦連任兩屆上議員

（Senator），他的弟弟張泰卿則連任四屆國會議員。在馬來西亞，伐木是特許行業，根據 1994 年《亞

洲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當時張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砂拉越州 198 萬英畝的伐木權，張曉卿能掌握如此龐

大的伐木利益，其與執政黨的密切關係不言而喻。人聯黨籍的砂拉越州原任副首席部長黃順開在 1996

年州議會選舉敗選後，出任張曉卿控制的上市公司董事主席至今，詳情見莊迪澎（2004）。張曉卿是在

2001 年至 2006 年間完成全面控制《南洋商報》與《中國報》的過程，期間引發當地年輕知識份子先後

發動「反收購」與「反壟斷」運動，詳情見林德順等編（2001）及曾維龍（2007）。世華媒體集團控制

93%的中文日報市場佔有率，乃引自世華媒體集團的 2009 年年報（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09: 22）。 

 
10  東南亞其他國家開放讓公眾使用互聯網的年份是：新加坡（1994）、菲律賓（1994）、印尼

（ 1994）、泰國（ 1995）、柬埔寨（ 1997）、越南（ 1997）、遼國（ 1999）（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2001）。緬甸遲至 2000年方連接互聯網，但軍人政府嚴厲控制公眾使用互聯

網，詳情可參閱 Zaw Oo（2004）。本文截稿時，尚未能查證到汶萊是在何時開放讓公眾使用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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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即使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取消多項大工程，但馬哈迪仍然堅持繼

續推動此工程，甚至高調邀請了包括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內的 44位世界級多媒體

企業名人組成「多媒體超級走廊國際顧問團」（MSC 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

（Hilley，2001：133）。 

根據馬哈迪的說法，多媒體超級走廊「從兩年多禪精竭慮的研討中誕生了一項成

套的企劃」，「將成為以訊息為基礎的工業研究與發展中心」，硬體建設包括一座新

機場、兩座「精明城市」（smart cities）、一所大學、一條與吉隆坡相銜接的快速鐵路

及一條專用高速公路等。配合多媒體的發展，馬來西亞政府也制訂《1997 年數位簽名

法令》（Digital Signature Act 1997）、《1997 年電腦犯罪法令》（Computer Crimes 

Act 1997）、《1997年遠程醫療法令》（Telemedicine Act 1997）及《1998年通訊與多

媒體法令》（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 

多媒體超級走廊的大部分概念與興趣，乃源自於馬哈迪關切的經濟現實（Khoo，

2003：33）。馬來西亞以農立國，憑著得天獨厚的豐富天然資源如橡膠、錫礦、油

棕、椰子賺取外匯，曾是全球最大的橡膠及錫米出口國。馬哈迪在 1981 年就任首相

後，大力推動工業化政策，憑著廉價勞動力吸納外國直接投資在馬來西亞開設紡織、

半導體及電子裝配等勞工密集的工業。1990 年代初期，這類投資大量轉移到勞動力成

本更低的其他東南亞鄰國如緬甸、越南等。 

易言之，依賴外國直接投資而推動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經濟已經到了極限，後冷

戰時期，全球市場不斷調整國家吸引力的標準，有跡象顯示馬來西亞再也不能憑其開

放性作為競爭優勢。馬哈迪與其兩個工業大藍圖的規劃人所盤算的是，馬來西亞經濟

必須沿著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方向轉移到增值鏈中更加有利可圖的前期與後期製作

階段。因此，在「2020 年宏願」（Vision 2020）的規劃中，一個以多媒體超級走廊掛

帥的馬來西亞（MSC-wired Malaysia）將讓其製造業經濟大步跨入後工業社會（同上

引：33-34）。11
 

馬哈迪宣佈建設多媒體超級走廊後，勤走國際「推銷」時也是對外商「曉以大

利」，例如 1997 年 1 月 14 日，他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為多媒體超級走廊投資

者召開的會議上發表演講，宣稱「作為奉獻給世界的禮物」的多媒體超級走廊「將使

我們和那些目光遠大的合作夥伴共同致富」（Mahathir, 1997.01.14），整篇講稿中至少

提了四次「共同致富」（mutual enrichment/mutually enrich）這個詞彙。 

儘管多媒體超級走廊之構想，乃出自經濟轉型考量，但馬哈迪政府爲了推銷這個

巨型項目而實行的舉措，卻為日後以互聯網為平台的異議媒體的浮現與受落，產生了

「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作用，一是爲了吸引以西方為主的外國業界成就多媒體超級走

廊而許下的不審查互聯網之承諾，二是政府經由公私營傳統媒體大事宣傳「資訊工藝

醒覺運動」（IT Awareness Campaign），加速網民人數劇增。 

馬哈迪在前述 1997年的演講中，正式向所有獲准進入多媒體超級走廊的公司開出

保證書（Bill of Guarantees），除了保證硬體建設和設施品質優良訴求、財政補助及稅

務優惠之外，還保證「將確保不審查互聯網」（Malaysia will ensure no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12
 馬哈迪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互聯網作為顛覆性媒介的潛能，但由於渴望

                                                
11 不過，Mosco & Jackson（1999）認為，這個劃定界線的投資與生產區域，雖然規模龐大，但與馬來西

亞境內的眾多工業區的差異並不大；舊的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與多媒體超級走廊的顯

著分別，在於前者鼓勵一種明確的工業發展模式，後者愛高談闊論「後工業」及「知識」經濟。 

 
12 保證書的十項承諾：一、將提供世界級的硬件和資訊基礎設施；二、將無條件允許從外國雇傭知識型

工作人員；三、將保障公司所有權的自由；四、允許為建設多媒體超級走廊的基礎設施而向世界各國自

由募集資金，並保證借款的自由；五、將採取具有競爭性的財政鼓勵措施，包括免徵所得稅和為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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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資訊與傳播科技的開發政策帶來的經濟優勢，因而許下不審查互聯網之承諾，而

此舉意在與當時因審查互聯網而備受國際社會抨擊的鄰國新加坡競爭（Brown，2005：

46；Abbott，2001：104；Rodan，2004：152）。13
 

雖然根據以往的經驗，人們對於所謂的不審查承諾仍然得有所警惕（Mosco & 

Jackson，1999），而且自 1998年以降的確印證政府對新聞網站和部落客並不友善，但

這項「保證」畢竟也成為公民社會非議政府插手互聯網事務的合理依據，在一定程度

上令政府投鼠忌器；例如，政府曾規定網咖必須登記消費者資料，且若經指示，必須

將資料交給警方，但此規定招致國際批評及損害多媒體超級走廊投資者的信心後，在

1999年 3月撤銷（Tan & Zawawi，2008：17）。14
 

一如馬哈迪過去提出「七千萬人口政策」與「2020 年宏願」等其他政策時，國營

電台及傳統主流媒體極力背書宣導，多媒體超級走廊的號角吹響後，媒體上的「Cinta 

IT」（鍾愛 IT）、「Guna IT」（使用 IT）之聲堪稱氾濫成災，各家主要電視台甚至現

場直播馬哈迪於 1997年 10月 11日在一場論壇上高談闊論資訊科技對馬來西亞經濟與

社會的挑戰的演講，歷時兩個半小時（Hilley，2001：132）。Mosco & Jackson

（1999）刻畫了當時的情境： 

 

有關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發展的報導，十分頻密地出現在大多數的主流報紙

上，電視的新聞廣播和訪談節目經常邀請專家談論最近的技術變化，以及這

些變化如何影響觀眾的生活。政府啟動全國性的「鍾愛 IT」運動，經由海

報、廣告牌，以及在政府的電視頻道定期播出廣告片宣導，以教育廣大市民

認識科技革命帶來的好處。 

 

儘管學者批評政府的資訊科技宣傳工作，是在推動知道科技（awareness of IT）遠

甚於認識掌握科技（IT awareness）（Hilley，2001：135），但這種鋪天蓋地的宣傳攻

勢中，不啻營造了趕上互聯網時代的氛圍，而互聯網用戶人數也在此時快速增長。馬

來西亞首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 1990 年設立，但直到 1995 年僅有三萬個互聯網用

戶，推介多媒體超級走廊的 1996年也僅有 18萬個（多媒體超級走廊在 1996年 8月 1

日舉行推介禮），1997 年以後則大幅增加，直到 2008 年，互聯網用戶已超過 1586 萬

個，相當於人口的六成。表 1是 1995年至 2008年的聯網用戶人數。 

 

 

                                                                                                                                                   
的投資稅收補貼，以及對多媒體設備免徵進口稅；六、將在知識產權保護和與電腦相關的立法方面走在

本地區的前列；七、將保證不審查互聯網；八、將實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電子通訊關稅；九、將在投標

中把多媒體超級走廊關鍵的基建合約交給有意把多媒體超級走廊當作其地區性中心的世界級大公司；

十、將確保新成立的擁有極大權力的執行機構――多媒體開發公司（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成為一個提供「一站式服務」的高效率運作機構，以滿足公司的需求。（Mahathir, 

1997.01.14） 

 
13 值得注意的是，馬哈迪在 1996年 8月 1日為多媒體超級走廊主持推介禮時，雖然在演辭中也臚列保證

書內容，但並沒有「將確保不審查互聯網」這一條；由此可見，這是後來才填補上去的（Mahathir, 

1996.08.01）。 

 
14 民間以「違反不審查互聯網的承諾」批評政府打壓互聯網活動的例子，包括警方在 2003 年突襲搜查

新聞網站《當今大馬》（malaysiakini.com）的辦公室後，在野的民主行動黨疾呼多媒體超級走廊國際顧

問團向馬哈迪抗議此舉抵觸不審查互聯網之承諾（Lim Kit Siang，2003.01.24）。較近的例子，政府在

2009年 3月 13日援引《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起訴六名網民侮辱霹靂州蘇丹後，律師公會亦批評

政府違背不審查承諾（黃書琪，200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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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995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8年年年年馬來西亞互聯網用戶人數馬來西亞互聯網用戶人數馬來西亞互聯網用戶人數馬來西亞互聯網用戶人數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用戶人數用戶人數用戶人數用戶人數 滲透率滲透率滲透率滲透率 

1995 30,000 0.1% 

1996 180,000 0.8% 

1997 500,000 2.3% 

1998 1,500,000 6.8% 

1999 2,800,000 12.3% 

2000 4,000,000 17.2% 

2005 10,040,000 37.9 % 

2006 11,016,000 38.9 % 

2007 13,528,200 47.8 % 

2008 15,868,000 62.8 % 

資料來源：Minges, M. & Gray, V. (2002)；Internet World Stats (2008)  

 

1998年 9月，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遭馬哈迪革職肅

清後號召的「烈火莫熄」改革運動，不但是馬來西亞社會運動自 1987 年「茅草行動」

以後的十年沉寂中開始蘇醒的轉捩點，也是獨立媒體運動興起的關鍵起點；它一方面

令人們深刻意識到主流媒體（尤其是巫統控制的報紙和電視台）如何極盡扭曲新聞之

能事及封殺改革運動的訊息，另一方面啓發了人們注意到互聯網突破輿論封鎖的重要

作用，進而催化互聯網的普及性及催生互聯網新聞事業（莊迪澎，2002，2004，

2009；Brown, 2005）。 

1997 年的亞洲經濟危機，以及隨之激化的巫統權爭，令政府對尖銳的批評與調查

性報導的敏感程度不但加劇，也延伸到各種媒體，開始縮緊輿論尺度（Rodan 2004：

141）。在臨近安華被革職時，馬哈迪已經加緊了媒體控制15；安華被革職後，媒體對

安華事件的報導，除了中文報章尚可看到些許關於安華的言論和「烈火莫熄」運動的

報導16，英文及馬來文媒體幾乎口徑一致，對安華事件與「烈火莫熄」的報導皆以馬哈

迪和官方說法爲準，且極盡醜化之能事，例如 Manan（2001）採用語言學的「詞法分

析」（lexical analysis）與「及物詞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研究巫統控制的英文

報章《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在 1998 年 9 月爆發安華事件與「烈火莫

熄」改革運動之後三個月里對這兩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報導，發現安華被標籤為「頭

目」（ringleader）、「暴民煽動者」（rabble-rouser）及「同性戀」（homosexual），

進而合理化馬哈迪政府將一個不利於國家發展、國家利益及政治穩定的人。對於「烈

                                                
15 安華在 1998年 9月 2日被革職，7月 14日及 18日，三名被視為「親安華」的媒體主管先後在政治壓

力下離職，即《馬來西亞前鋒報》集團總編輯、《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集團編輯及第三電視

（TV3）營運總裁。這三個媒體都是由巫統投資臂膀所控制，通常這些高層主管都是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ment）。據外國媒體報導，馬哈迪對《馬來西亞前鋒報》及《每日新聞》主張經濟與政治改革的

立場、詳盡報導政府計畫拯救其長子的船務公司十分不滿，以及負面報導新機場的問題十分不滿。見莊

迪澎（2004）。 

 
16 中文報章雖然稍有報導安華陣營的說法及「烈火莫熄」的活動，但不乏充滿偏見的報導，其中一個筆

者人在現場見證且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烈火莫熄」支持者配合英女王為吉隆坡共和聯邦運動會主持閉

幕，在場外一個擺設了巨型人猿吉祥物的空間請願。在請願中途，鎮暴隊以暴力驅散請願群眾，以致人

群四處竄逃，吉祥物周圍的擺設品因而遭撞倒損壞，但第二天的《星洲日報》報導此事時，刊登一張人

群遭驅散後的現場照片，照片說明竟寫吉祥物周圍的擺設物遭示威者「蓄意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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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莫熄」，該報也使用林林種種負面形容詞強化這場群眾運動乃國家敵人，而參與其

中乃被視為非法及「罪犯」。17
 

正是在這種遭主流媒體污名化，同時又被否決回應權及傳達己方訊息的情勢下，

安華陣營的人馬及「烈火莫熄」支持者因時制宜，利用互聯網作為發聲的替代渠道。

在「烈火莫熄」運動開跑後的幾個月里，「烈火莫熄」網站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數目

遠遠超出 50 個，另外還有許多其他黨派味道稍淡的網站（Rodan，2004：153）。除了

少數內容較為嚴謹、支持改革但並未明顯傾向安華的「烈火莫熄」網站外，大多數網

站都是匿名設立，而且網站名稱衝著馬哈迪而來，或者明確標示「烈火莫熄」，例

如：Mahazalim（意指「大暴君」，但字面卻結合馬哈迪的名字「Mahathir」和殘暴

「zalim」）、Mahazalimtwo、Mahafiraun（意指「大法老」，字面也是結合馬哈迪的

名字和法老）、Reformasi Nasional（國家改革）、Anwar Online（安華在線）、Laman 

Reformasi（烈火莫熄網）等等。 

這些匿名網站發揮了三種重要作用：一、突破主流媒體對安華／烈火莫熄的封

鎖，成為公衆得知安華動向及言論的訊息來源；二、揭秘，敘述政府高官貪污情況，

甚至張貼機密文件；三、動員群衆，傳達一場又一場的街頭大集會的詳情（莊迪澎，

2009）。它們雖然僅是昙花一現，隨著「烈火莫熄」運動及街頭集會歸於平淡而相繼

消失，但對於啓發後來者創設網路媒體促進輿論多元化，意義匪淺。對於推動網路媒

體普及化的意義而言，這些匿名的、揭秘的、反政府／國陣／巫統的網站，才是後來

新聞網站浮現的「先行者」。18
 

 

肆肆肆肆、、、、網路媒體與輿論多元化網路媒體與輿論多元化網路媒體與輿論多元化網路媒體與輿論多元化 

 

1998 年以降，經過十年演進，各種網路異議媒體相繼崛起，語文、風格各異，堪

稱百鳥爭鳴。George（2006：4）認為，網路媒體所為是一種「異議新聞事業」

（contentious journalism），意指直接且明確地挑戰統治菁英設定的國家議程與打造的

共識。最低限度，誠如 Manan（2001）所說，主流媒體的保守性格與「政治忸怩」

（political coyness）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互聯網上的反對聲音（通過不同政見者的網

站）所制衡。本文則認為，網路媒體對促進馬來西亞的民主化至少有三種意義：一、

在高度同質化的輿論市場中提出異議，還原官方消音的新聞；二、揭露國家機關的媒

體控制動作及削弱其效率；三、訊息來源廣泛分散。 

 

一一一一、、、、提出異議提出異議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及及及及還原還原還原還原消音消音消音消音 

 

大權在握的政府首長向來是傳統媒體避免開罪的人物，舉凡牽涉這些政要的負面

新聞，若是非得報導不可，一般會以異常精簡、小版位處理，而且絕口不提名字。從

                                                
17 Manan 列舉了 30 個形容詞，例如：反黨（anti-party）、非法和具有潛在爆炸性示威遊行（illegal and 

potentially explosive demonstrations and marches）、暴力抗議（violent protest）、暴力的反政府抗議和示

威（violent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暴徒（mob）、街頭暴力（street violence）、

勾結外部勢力的叛徒（betrayers who work with external forces）、暴民統治（mob rule）等等。 

 
18 一般認定在 1999年 11月 20日創刊的英文新聞網站《當今大馬》（malaysiakini.com）是馬來西亞第一

個正規原生新聞網站，但在《當今大馬》創刊之前，除了前述匿名、黨派色彩顯著的「烈火莫熄」網站

外，另有一個由知識份子創建、供稿，以英文與馬來文雙語架設的新聞網站《目擊者》（saksi.com）。

《目擊者》既含「烈火莫熄」動向的報導，也有深度的評論。《目擊者》發表安華被捕當天較早時向五

萬名群眾演講的報導，當天的點擊率達到兩萬人次（Rodan，200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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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迪、阿都拉巴達威到納吉，這種作業方式並無改變。已在野的人民公正黨領導人

安華於 2007 年 9 月 19 日揭露，與第四任首相馬哈迪關係密切的大亨陳志遠的律師，

曾於 2002年與當時的馬來亞大法官阿末法魯斯（Ahmad Fairuz Sheikh Abdul Halim，此

事被揭露時是聯邦法院首席大法官）講電話，宣稱可說服陳志遠遊說馬哈迪擢升他出

任上訴庭主席。雖然這是一宗嚴重的司法醜聞，但媒體報導時含糊其辭，而且完全不

提當事人的名字。 

比較《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及《獨立新聞在線》報導安華記者會的導言，

主流報章如何低調處理及過濾政要的名字，顯而易見（見表 2）。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網路媒體和一些部落格當天已經全文刊載了錄像中的通話內容手抄本，但遲至四個月

後的 2008 年 1 月 14 日皇家調查委員會召開聽證會後，《南洋商報》才在封面報導通

話內容，甚至還打上《司法短片內容曝光》的題目（南洋商報，2008.01.14）。 

 

表表表表 2：：：：主流報紙與新聞網站對司法醜聞報導比較主流報紙與新聞網站對司法醜聞報導比較主流報紙與新聞網站對司法醜聞報導比較主流報紙與新聞網站對司法醜聞報導比較 

媒體媒體媒體媒體 星洲日報星洲日報星洲日報星洲日報 南洋商報南洋商報南洋商報南洋商報 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新聞在線 

題目 資深律師安排法官人選  

安華聲稱接爆料錄影片

段 

有人操縱「司法弊案」 

安華收到司法黑幕光碟 

政治人物商界名人干預

法官擢升 

大法官曾靠陳志遠遊說

晉升？ 

安華公布錄像揭司法界

醜聞 

 

導言 前副首相拿督斯里安華

今日（週三，19 日）召

開新聞發佈會，聲稱接

獲爆料錄影片段，揭發

當年所謂的有人涉嫌幕

後操縱及安排高級法官

人選的司法弊案。（全

文僅 377 字）（星洲日

報，2007.09.19） 

一名神秘人日前寄發錄

影光碟予人民公正黨顧

問拿督斯里安華依布拉

欣，指責在當年有政治

人物、著名律師及商界

名人干預擢升高級法官

事宜。（全文僅 503

字 ） （ 南 洋 商 報 ，

2007.09.19） 

前副首相、人民公正黨

實權領袖安華依布拉欣

今日召開記者會，放映

一節長達 8分鍾 26秒的

錄像，揭露著名律師維

卡納伽林甘曾在 2002年

一通電話對談中表明，

將說服企業大亨陳志遠

和現任旅遊部長登姑阿

南遊說當時的首相馬哈

迪擢升阿末法魯斯出任

上訴庭主席。（全文

2077 字，另附錄像中的

通話內容手抄本）（陳

慧思，2007.09.19）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2007 年至 2009 年的兩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及納吉――亦有類似案例。在

2008年 3月 8日舉行全國大選，期間國安部因《時代》週刊（Time）一篇專文《選票

定位》（Poll Positioning）批評阿都拉的政績、提到阿都拉的私生活，以及其夫人珍阿

都拉（Jeane Abdullah）的打扮等「敏感內容」而勒令代理商將刊載此文的頁面抽掉，

試圖藉此手段「消音」，讓讀者無緣閱讀此文（曾薛霏，2008.03.11）19。《獨立新聞

                                                
19 該文只佔第 28與 29 頁共兩頁，但是由於這篇文章恰好在雜志中間對開版，因此牽連其他兩頁的內容

也被抽起（曾薛霏，2008.03.11）。雖然該期《時代》的書面刊期是 3月 10日，但在刊期前已經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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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在 3 月 11 日揭露此事後，第二天透過在新加坡的人脈取得該文，全文中譯刊

載，反擊政府的「消音」（莊迪澎，2008.03.13）。 

至於在 2009 年 4 月 3 日就任第六任首相，歷來爭議不斷的納吉（Najib Abdul 

Razak），在副首相任內就捲入「蒙古籍女子遭謀殺炸屍」醜聞，但期間傳統媒體多次

慣例地「保護」納吉的名字不受牽連，其中一個例子是安華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指責

此命案與軍用潛水艇交易相關，要警方調查兼任國防部長的納吉，結果除了《太陽

報》（theSun）之外，各大英文報章及馬來文都只字不提這則新聞。中文報章《星洲日

報》、《南洋商報》及《中國報》雖報道安華的言論，卻都隱去納吉的名字，且不提

安華言談的重點（陳慧思，2007.01.11）。20
  

不過，報章「姑隱其名」的做法又是另一次的鴕鳥，因為新聞網站及部落格一直

都詳盡跟進此案，例如政治部落客拉惹柏特拉（Raja Petra Kamaruddin）在其主持的

《今日馬來西亞》（Malaysia Today）網站公佈納吉與第三被告（即納吉的幕僚）的辯

護律師互傳的手機簡訊內容，揭露納吉對律師說，該被告「會面對暫時性控狀，但還

有希望」，有干預司法之嫌。雖然報章不引述報導此事，納吉卻因在國會大廈遭網路

媒體記者追問而不得不回應，主流報章才不得不報導。21
 

由 64 個非政府組織及在野黨合組的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凈選盟）於

2007 年 11 月 10 日在吉隆坡舉辦一場以選舉改革為訴求的大集會與遊行，當天有大約

四萬人參與其盛。這場大集會是繼 1998 年「烈火莫熄」以後，近十年來第一場規模如

此之大的群眾集會，但在集會當天，警方不但封鎖主要的集合點與遊行目的地（國家

皇宮），更以化學水炮及催淚彈驅散民眾，警方也宣稱逮捕了 245人。22
 

凈選盟大集會至少具備三種新聞價值：一、其提出的選舉改革訴求；二、它是近

十年來第一次的大規模集會；三、警方暴力鎮壓，甚至多名國內外記者也遭殃。不

過，由於內政部曾指示封鎖、低調報導凈選盟的新聞，大集會第二天的各語文報紙都

以極有限的篇幅，且只將焦點鎖定吉隆坡因警方設路障造成交通堵塞，以及官方為大

集會定調為「非法集會」，將會嚴懲的說法，只有一家中文報紙《光華日報》刊登唯

一一張顯示集會者陣容強大的照片（莊迪澎，2007.11.11）。23
 

然而，內政部這種試圖消音的傳統手段，在網路媒體與傳統媒體並存的時代，就

變成一種掩耳盜鈴的笑話，因為在凈選盟大集會當天，各語文新聞網站及部落格都圖

                                                                                                                                                   
正值大選期間。該文形容阿都拉巴達威只是「僥幸出線的首相」，引述一名經濟學家評論阿都拉的表現

「平平無奇，不了解未來」；此外，一名回教黨支持者更非議阿都拉雖然出身良好回教徒家庭，卻沒讓

自己的妻子戴頭巾（莊迪澎，2008.03.13）。 

 
20 28歲的蒙古籍女子來馬後在 2006年 10月 21日失蹤，她被炸毀的殘骸遺骨是在 11月 6日被發現。脫

氧核糖核酸（DNA）化驗證實，這些遭人以軍用 C4 炸彈炸毀的碎骨屬於這名女子。兼任國防部長的納

吉被指牽涉此案，是因為不但炸屍的炸藥軍隊才有，而且三名嫌犯當中，被控謀殺罪的首、次被告是納

吉的貼身保鏢，而被控唆使謀殺罪的第三被告是納吉的重要幕僚，未免太「巧合」。 

 
21 報章對事件背景的報導也含糊其辭，例如《南洋商報》提到背景時，只寫道：「《今日馬來西亞》網

站上載宣稱為納吉與資深律師沙菲益在 2006 年 11 月炸屍案爆發時期的來往短訊。」但簡訊內容是什

麽，完全不提（南洋商報，2008.10.15）。「巧合」的是，兩個星期後，此被告被判無罪釋放。被控謀

殺罪的另兩名被告後來被判罪名成立。在馬來西亞，謀殺和唆使謀殺罪，都是死罪。 

 
22 被捕人數有爭議，人權組織「馬來西亞人民之聲」表示，只有 34 人被捕，警方報大數挽回顔面（曾

薛霏，2007.11.12）。 

 
23 內政部指示報章封殺凈選盟的報導，見莊迪澎與陳慧思（2007.11.07）及莊迪澎（200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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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並茂詳盡報導大集會過程。單單是《獨立新聞在線》，當天就採用即時更新最新狀

況的方式報導大集會經過，至最後截稿時共刊登四篇詳盡報導，以及超過 50 張現場照

片，過後數日也繼續跟進事態的發展。24
 

 

二二二二、、、、揭露揭露揭露揭露黨國黨國黨國黨國打壓打壓打壓打壓 

 

馬來西亞的媒體法規賦予個別內閣部門掌握傳統媒體的生殺大權，政府要干預傳

統媒體的新聞篩選輕而易舉，許多對政府或執政黨不利的事件不是完全消音，就是十

分低調處理。25
 以內政部為例，常見的干預手段是致電向個別報社的總編輯發出指示

或警告、或請到內政部「喝咖啡」、召見各報社總編輯出席「匯報會」、延宕核發出

版准證等，受制於強權的報社亦只能唯命是從，次日就讓內政部不願看到的報導絕

跡。媒體業行之有年的「共識」是，彼此不會報導同行遭內政部或其他部門警告或指

示之情事。26
 

媒體不報導，估計是擔心此舉會令內政部認為故意令它難堪，但是網路媒體出現

後，政府對各種傳統媒體所做的干預、審查，再也無法一如過往般「雁過無痕」。以

《獨立新聞在線》為例，2005 年創刊以來的其中一個新聞重點，就是揭露內政部等政

府單位干預新聞自由的舉動；表 3 摘選《獨立新聞在線》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對

政府干預、打壓傳統媒體事件的報導。 

 

表表表表 3 ：：：：《《《《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新聞在線》》》》對政府干預對政府干預對政府干預對政府干預傳統媒體傳統媒體傳統媒體傳統媒體之報導之報導之報導之報導 

報導日期報導日期報導日期報導日期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新聞標題新聞標題新聞標題新聞標題）））） 

2008年 10月 1日 示威警察暴力畫面「惹禍」 《追蹤檔案》月內二度禁播 

2008年 9月 12日 三報紙被追究責任 內政部限一週解釋 

2008年 9月 10日 電檢局禁播「改信回教」專題 《追蹤檔案》節目被迫抽起！ 

2008年 8月 6日 內政部敏感時刻召見各報總編 指示別炒作警隊電子通訊系統 

2008年 4月 16日 大選期間刊最多在野黨新聞 《麥卡奧賽》准證沒得更新 

2008年 4月 15日 僅《南洋》封面報道大集會 多數報章不提批馬哈迪納吉 

2008年 4月 14日 內政部促勿突出「敏感課題」 報章料低調報道今晚大集會 

2008年 3月 11日 專文評論首相政績私生活 《時代》週刊四頁被抽起 

2008年 2月 15日 東方日報出版准證仍未更新 驚傳指示勿炒作華小換政府 

2007年 11月 13日 國安部召見各報總編輯 再指示低調報道淨選盟 

2007年 11月 7日 國安部又封鎖新聞 這次對象是凈選盟 

2007年 7月 20日 國安部指示産生寒蟬效應 「回教國」課題絕迹報章 

2007年 7月 19日 國安部禁止跟進回教國課題 報章只能報道正副首相觀點 

                                                
24 筆者時任《獨立新聞在線》總編輯，當時編輯部幅員僅五人，總動員採訪這場大集會，不但記者得兼

顧攝影，營業經理也下場採訪。就集會人數與遊行範圍而言，記者疲於奔命不在話下。單一報社派出採

訪的記者和攝影記者人數，至少超過十人，但諷刺的是，他們最後卻僅成了到場的觀察者而已。 

 
25 在馬來西亞，內政部（2004 年至 2008 年一度改組為國內安全部）監管印刷媒體如報紙、雜誌、書籍

等，新聞、通訊、文化與藝術部規管國營「馬來西亞電台」（Radio Television Malaysia），而科學、工

藝與創新部則監管私營電視台與互聯網事務。 

 
26一般上內政部不會承認施壓，只有極少數情況，有官員會鬆口，例如 2000 年 11 月，時任副內政部長

曹智雄在國會回答在野黨議員郭金福質詢時，大言不慚地說內政部給報社打電話「是很普通的事情」

（莊迪澎，2008.03.18）。此外，2007年 3月 17日，時任副國內安全部長胡亞橋也公開承認，身為負責

執法的副部長，他偶爾會在「敏感課題」見報時，致電提醒媒體（林宏祥，200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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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續續續續）））） 

2007年 6月 9日 媒體不可挖掘首相夫人轶事 首相署指示只引用官方資料 

2007年 1月 5日 政府藉准證控制過路費報道？ 四大中文報迄今未獲出版准證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這類報導不但令過去只能經由口傳聽聞「總編輯會被請喝咖啡」，卻知之不詳的

民眾獲知政府如何干預媒體的報導，有時甚至令政府的「懲罰」行動緊急刹車。這方

面至少有兩個例子： 

（一）《獨立新聞在線》在 2006年 11月 21日發表獨家報導，揭露《南洋商報》

在 11 月 19 日以封面整版高調報道華人社團與政黨炮轟執政黨巫統年會的過火言論

後，招致巫統政要不滿，總編輯與執行總編輯已奉命前往國安部交代，而內閣預料將

懲罰這家中文報社（莊迪澎、林宏祥，2006.11.21），但可能礙於消息曝光，懲罰行動

中途喊停（莊迪澎，2006.11.23）。27
 

（二）《獨立新聞在線》在 2008年 3月 21 日發表獨家報導，揭露數度碰觸「言

論底線」的國營馬來西亞電台第二電視（RTM2）的中文時事論壇節目《你怎麼說？》

可能因主管易人而遭變相腰斬，「改走比較安全的路線」，並且撤換原來兩名主持人

（莊迪澎，2008.03.21a）。這則報導在上午發表後，剛履新三天的新聞部副部長旋即

介入，指示電視台官員收回成命，並於傍晚接受《獨立新聞在線》獨家專訪，厘清事

件來龍去脈（莊迪澎，2008.03.21b）。28
 

 

三三三三、、、、訊息源分散訊息源分散訊息源分散訊息源分散 

 

部落格在馬來西亞引起較大的注意，約莫是 2005年的事。根據一項調查顯示，馬

來西亞網民中，35%有部落格（Tan & Zawawi，2008：6）。29
 雖然馬來西亞的部落格

以非社會政治類為多，但比較引起關注的還是「社會政治」類部落格，這些部落格又

以英文為主，站主多為城市地區的中產階級。 

由於有正規的異議新聞網站提供有別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分析與評論，網民

未必會把部落客視為具有公信力的訊息來源，但是由於一些部落客以打遊擊方式出其

不意「爆料」，因此會吸引網民蜂擁登陸，而且再經由新聞網站跟進報道引起社會更

大層面的注意，例如早期有黃泉安（Jeff Ooi），後期則有拉惹柏特拉。 

以拉惹柏特拉為例，他在安華受牢獄之災時擔任「釋放（前副首相）安華運動」

（Free Anwar Campaign）負責人，後來創建《今日馬來西亞》（Malaysia Today）網

站，憑著其身為皇族的豐富人脈，經常爆出許多非常有震撼性的政治內幕，例如揭露

現任首相納吉傳簡訊給「蒙古籍女子命案」首被告的辯護律師，暗示首被告會沒事、

                                                
27 《獨立新聞在線》揭露此事後，官方否認此事。當時，此新聞乃由筆者追蹤，曾向包括報社高層在內

的三個匿名消息來源查證此事，對方都確認惹上這個麻煩。消息來源甚至透露，《南洋商報》可能遭受

的處分包括：一、書面警告；二、停刊兩個星期；三、編輯部高層「人頭落地」。 

 
28 馬來西亞國營電視台歸新聞部管轄，通常中文節目組交由新聞部副部長（華人）監管。此事發生時，

適逢原任副部長在 2008 年 3 月 8 日全國大選時敗選，而新任副部長尚未正式視事的「空窗期」；素來

不滿該節目碰觸言論底線及邀請在野黨人上節目的電視台製作人（公務員）企圖乘隙搗虛，趁著新任副

部長未履新前，更改節目路線及撤換主持人。 

 
29 這個比例是根據向 4670名網民調查所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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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納吉的妻子及隨扈等人串謀殺人，以及揭露在 2008 年指控遭安華性侵的年輕男子

事前曾見過納吉及查案警官等，堪稱最令執政黨政要（尤其是納吉）頭痛的部落客。30
  

整體而言，部落格發佈消息要比新聞網站更加「奔放」，不像新聞網站還得拘泥

於新聞作業的傳統規範，有時更能吸引讀者眼球。不過，與其說部落格與新聞網站是

競爭者，不如說兩者是互補，因為部落格令新聞網站的新聞來源更加多元，而新聞網

站的轉述與跟進查證，則補足部落格爆料的可信度。總的來說，部落格一方面促成了

社會訊息來源與輿論的多元，另一方面也令政府對互聯網內容的管制在技術上更加困

難。 

 

伍伍伍伍、、、、黨國黨國黨國黨國反撲反撲反撲反撲 

 

亞洲各國對於網路立法管制已經日趨普遍，近來才逐漸鞏固其民主制度的東南亞

國家，對於五花八門言論的網際網路，始終保持警惕（左正東，2009：240）。馬來西

亞的網路媒體在 1998 年的政治風起雲湧之際發軔，雖然曾有官員說，時任首相馬哈迪

儘管聲望陷入極低點，也堅持不審查互聯網承諾，拒絕阻截網站的建議（George，

2006：70）31，但是過去十年來，從馬哈迪到現任首相納吉，政府整治網路媒體及部落

客的動作不時有之，只是礙於互聯網的技術優勢，國家機關的監管手段無法向監管傳

統媒體那樣有效率而已。32
 

馬來西亞執政黨和政府對網路媒體的反撲，可歸納為四大類：一、污名化與網路

兵團；二、調查、逮捕、起訴；三、剝奪採訪權；四、立法管制。 

 

一一一一、、、、污名化污名化污名化污名化與網路兵團與網路兵團與網路兵團與網路兵團 

 

將網路媒體「污名化」可說是執政黨屢試不爽的手段，試圖藉著貼上「充斥謊

言、謠言」、「沒查證」等標籤，製造網路媒體毫無公信力的印象。這種「污名化」

手段，從首相到部會首長都曾使用，例如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任期：2003 年 10

月 31日至 2009年 4月 3日）指責部落客利用網站「編造故事」，而且「謊言層出不

窮，他們認為他們自由，不能受到干擾，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麽」（轉引自 Tan & 

Zawawi，2008：23）。更惡劣的例子，則是 2007年 3月 8日，時任旅遊部長東姑安南

（Tengku Adnan）抨擊「部落客都是騙子，以種種方法欺騙別人。根據我的瞭解，一

萬名沒有工作的部落客當中，有八千名是失業女人。」（星洲日報，2007.03.08）  

                                                
30 拉惹柏特拉是雪蘭莪州蘇丹的堂兄弟，他因指責納吉夫婦涉案而先後被控煽動罪及刑事誹謗罪，也曾

在 2008年 9月 12日遭警方援引《1960年內部安全法令》扣留。2009年 4月，他以避免被控「叛國罪」

（死罪）的理由，棄保潛逃，但照舊在《今日馬來西亞》爆料。2009年 12月 31日，警方證實拉惹柏特

拉現居英國。「流亡」的拉惹柏特拉逍遙自在，不時在網站上張貼生活照，2010 年 5 月 22 日甚至在倫

敦一所法學院公開演講，向馬來西亞政府嗆聲（沈志偉，2010.05.23）。 

 
31 這名「官員」是馬哈迪的繼任者阿都拉巴達威的女婿凱里（Khairy Jamaluddin），他是在 2002 年與

Cherian George 訪談時如此說。2005 年以降，對阿都拉決策諸多不滿的馬哈迪，多次猛轟凱里幕後主導

阿都拉的決策。2009 年納吉拜相後組織政府團隊，凱里雖然貴為巫統青年團團長，卻反常沒獲得一官半

職，反而他的黨選對手（馬哈迪的幼子）雖然敗選，卻出任副部長。政界普遍認為，凱里無緣當官，是

馬哈迪從中阻撓之故。倘若此時再問凱里同樣的問題，他會如何作答呢？ 

 
32 Brown（2005）認為，網路媒體的挑戰不足以破壞政府對媒體業的宰制及推動馬來西亞的民主化，但

他認為，它們重要地反映了國家監管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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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政府更要主流媒體別引述部落格的內容，以免為部落格的公信力背

書，例如曾任《馬來西亞前鋒報》總編輯的新聞部長再努丁曾對記者喊話說：「你

（記者）不應讓你的讀者相信部落格是可靠的消息來源。」（轉引自 Tan & Zawawi，

2008： 21）此前，國安部也曾發函警告媒體切勿引用網路的消息（林宏祥，

2007.03.20）。 

在網路媒體與部落格遭受污名化之際，作為執政集團主幹政黨的巫統，卻被指安

插「網絡兵團」（cyber-troopers）喬裝身份在《今日馬來西亞》張貼種族言論，一批

人先喬裝成華人攻擊馬來人及回教，另外一批人回應攻擊華人，然後再報案指責此網

站侮辱回教及挑起種族情緒（莊迪澎，2007.07.26）。33
  

另外，在野的人民公正黨最近也揭露，新聞部雇用數以百計的大學畢業生充當

「網路兵團」，這些人月薪馬幣三千元，大約相當於馬來西亞人均所得（per capita 

income）的 1.5倍。除了薪酬，他們還獲得供應電腦和上網設備，工作就是監督和收集

情報，並反擊有損國陣公信力的指責及攻擊民聯領導人（獨立新聞在線，

2009.08.14）。巫統宣傳局主任阿末馬斯蘭（Ahmad Mazlan）雖否認巫統聘雇「網路兵

團」打網路戰，但反問記者：「那是錯的嗎？」（陳慧思，2009.10.16） 

 

二二二二、、、、調查調查調查調查、、、、逮捕逮捕逮捕逮捕、、、、起訴起訴起訴起訴 

 

獨立建國以來，馬來西亞政府調查、逮捕，甚至起訴記者和異議份子，不時發

生，尤其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強勢執政的 22 年里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媒體規管機制，

而且從嚴處罰「犯規」媒體和記者。馬哈迪政府在政治動盪的 1987 年發動代號為「茅

草行動」（Operasi Lallang）的大規模逮捕行動，撤銷三家報社的出版准證，令媒體業

長期陷入「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陰影中。34
 

在「後馬哈迪時代」，雖然沒有大動作對付媒體，但是阿都拉巴達威短短五年半

的任期內，零星行動倒是不少，例如 2005 年因丹麥的「褻瀆回教先知漫畫事件」延

燒，馬來西亞六家媒體遭到程度不一的處罰。對於網路媒體，阿都拉巴達威政府試圖

「依法」管制的念頭不變，也不時發出警告35，但具體行動並不多；直到他在 2008 年

大選後大權旁落及納吉接班後，針對部落格及網路媒體的行動頻頻發生。表 4 是這段

時期發生的針對部落格與網路媒體的部份事件。 

 

 

 

                                                
33 《今日馬來西亞》主編拉惹柏特拉遭巫統報案侮辱國家元首及回教，警方援引《1948 年煽動法令》傳

召他錄口供後，撰文揭露此事。筆者數年前設有評論部落格時，也曾出現在同一天內出現多則羞辱馬來

人的回應貼文。 

 
34 馬哈迪在 1986 年以後遭遇激烈黨爭、與司法機關惡鬥，以及華人社會因華文教育的問題而反抗等挑

戰，兼任內政部長的馬哈迪在 1987年 10月 26日展開惡名昭彰的「茅草行動」，援引《1960年內部安

全法令》大規模扣留了 106 名異議份子及吊銷英文《星報》（The Star）、中文《星洲日報》及馬來文

《祖國報》（Watan）的出版准證。次年三月，馬哈迪向國會報告說，這些報紙被吊銷出版准證是由於

它們「故意突出敏感課題」及「為個別族群利益鬥爭，妄顧族群和諧、公共秩序及國家安全」，並辯稱

這場鎮壓行動乃為了「阻止緊張情勢繼續惡化，以致流血收場」（莊迪澎，2004）。 

 
35 例如 2007年 7月 24日，掌管法務的首相署部長納茲里在上議院總結《2007年電子政府活動法案》的

辯論時說：政府將會毫不猶豫地援引《1960 年內部安全法令》、《1948 年煽動法令》及《刑事法典》

向部落客采取行動（莊迪澎，200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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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008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9年年年年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打壓部落格與網路媒體打壓部落格與網路媒體打壓部落格與網路媒體打壓部落格與網路媒體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009年 9月 15日 一名部落客因貼文提到同年七月在反貪污委員會辦公樓離奇墜

落身亡的一名政治助理可能是遭他殺，而接到馬來西亞通訊與

多媒體委員會警告。 

2009年 9月 14日 新聞部長萊益士雅丁承認審查網路，每個月透過部落格、電

郵、臉書（Facebook）和 Twitter，鑒定 500到 540個對皇室、

回教價值、馬來人成就、「一個馬來西亞」等政府政策作出的

不實指摘。 

2009年 9月 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要《當今大馬》撤下兩則有關執政黨人帶

牛頭抗議興建興都廟事件的紀實短片，且為此四度登門調查

《當今大馬》。 

2009年 3月 13日 總檢察署援引《1998 年資訊與多媒體法令》在全國四地提控六

名在互聯網發表或散播羞辱霹雳州蘇丹的言論的男子，其中一

人認罪後判罰款馬幣一萬元（或以五個月監禁取代）；其他四

人不認罪，一人缺席。 

2008年 9月 12日 警方援引《1960 年內部安全法令》未經審訊扣留部落客拉惹柏

特拉，直至 11月 7日法院諭令警方放人才重獲自由。 

2008年 9月 17日 部落客賽阿茲迪賽阿茲在部落格號召國人在國慶日期間倒掛國

旗抗議政府貪污猖獗，遭警方以煽動罪逮捕。 

2008年 7月 17日 總檢察署以刑事誹謗罪提控部落客拉惹柏特拉。 

2008年 5月 5日 總檢察署以煽動罪提控部落客拉惹柏特拉。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 

 

三三三三、、、、剝奪採訪權剝奪採訪權剝奪採訪權剝奪採訪權 

 

馬來西亞政府在 1990年代中旬規定所有記者必須領取新聞部簽發的記者證，方可

採訪官方活動，但政府部門歷來並未嚴格執行此規定，直到 2001 年初，當時的副內政

部長曹智雄以沒有新聞部記者證的理由禁止《當今大馬》採訪官方活動（莊迪澎，

2004：139）。網路媒體因未能符合申請「記者證」的若干規定而無法領取「記者證」
36，「沒有記者證」因而成為新聞網站採訪國會等政府機關或執政黨年會的障礙，例如

2006 年巫統年會就以「沒有記者證」的理由不讓網路媒體進場採訪（林宏祥，

2006.11.06）。 

網路媒體無法領取記者證，可理解為政府不承認網路媒體為「新聞媒體」的地

位，此現象直到執政黨在 2008 年大選中執政黨遭遇重挫，互聯網左右選情的現象引起

注意後才稍有轉圜。時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在選後公開承認忽略互聯網是執政黨選戰

的敗筆，新任新聞部長隨之採行一些看來對網路媒體與部落客友善的動作，包括主動

約見部落客交流、安排部落客上國營電視台座談，甚至在同年七月開始依據申請核發

記者證給網路媒體。37
 

                                                
36 新聞部規定申請記者證必須附上出版准證（印刷媒體）或執照（廣電媒體），但網路媒體無需申請出

版准證，也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單位有權向網路媒體發准證，因此網路媒體即使願意配合，也無法附上出

版准證。 

 
37新聞部起初只發出記者證給包括《當今大馬》在內的十家網路媒體，《獨立新聞在線》過後向新聞部

陳情後，也在新聞部長的演講會上當面提出此事後，在同年十月獲得記者證（莊迪澎，200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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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聞部記者證並非網路媒體的採訪權保障，2009年 3月 24日巫統年會不發

採訪證給六家新聞網站，該黨總秘書東姑安南更以強烈措辭抨擊網路媒體報道不負責

任、報道方式令人厭惡（曾薛霏，2009.03.20）。38
 2009年 4月 9日，新任首相納吉宣

佈政府團隊的記者會，首相辦公室點名禁止《獨立新聞在線》記者進場採訪（陳慧

思，2009.04.09）。39
 

 

四四四四、、、、立法管制立法管制立法管制立法管制 

 

馬來西亞的《1998 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雖然明文闡明不可用以審查互聯網內容，但政府仍然可以援引現存的其他媒體

法規箝制互聯網上的言論，除了煽動、刑事誹謗等法規外，政府始終沒有放棄經由立

法途徑擴大其管制互聯網的權限，例如修訂主要用以管制印刷媒體的《1984 年印刷機

與出版法令》。 

馬哈迪執政時期，曾不只一次宣稱要再修訂《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以將

其權限擴大至管制互聯網（南洋商報，2001.04.16）。繼任者阿都拉巴達威在 1999 年

出任副首相兼內政部長時，有五百多名媒體工作者連署備忘錄，冀望他推動廢除或修

訂《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但他就任首相後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在 2006年多

次利用這道惡法整治媒體，面對記者三次追問是否廢除此法時更是不置可否（林宏

祥，2006.11.07），其任內的副國安部長胡亞橋曾宣稱，政府將檢討府將檢討《1984年

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以便拉近電子媒體和印刷媒體在運作指南及執照的差距」，

並探討是否有必要成立一個全面的小組管制網絡媒體（星洲日報，2006.07.27）。40
 類

似言論，在阿都拉任內不只出現一次。41
 

納吉在 2009年 4月接任首相後，內政部秘書長阿末阿當（Mahmood Adam）在六

月透露，該部正在探討網路媒體是否該遵守《1984 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因為「任

何報章違反條例，都須向內政部解釋，可是網路媒體目前受到的管制不如印刷媒體嚴

密，尚存漏洞」，「印刷、電子和網絡媒體都該遵守相同的條例，以示內政部一視同

仁」（雷慶玲，2009.06.12）。 

 

 

 

 

                                                                                                                                                   
 
38 被拒於門外的六家新聞網站是《獨立新聞在線》、《當今大馬》、《馬來西亞局內人》、《The Nut 

Graph》、《Siasah Online》、《辣手雜志》，僅有親巫統的《每日議程》（Agenda Daily）獲准進入現

場采訪。不過，時任首相兼巫統主席阿都拉巴達威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此事時，顯然不知情（曾薛霏，

2009.03.24）。 

 
39 《獨立新聞在線》是唯一被禁止進場採訪的媒體，指示來自首相辦公室，但無說明理由。《獨立新聞

在線》事後致函首相抗議，要首相說明，首相的新聞秘書遲至一個月後才覆函，但僅表示已收到公函及

知悉《獨立新聞在線》的立場（獨立新聞在線，2009.05.11）。 

 
40  不過，胡亞橋翌日否認說過政府要管制網路媒體，並非議報章歪曲他的言論（陳慧思，

2006.07.28）。 

 
41 胡亞橋是在 2006年 7月 26日為「2006年媒體大會」閉幕後發言，未及五個月，副科學、工藝與創新

部長江作漢也透露，政府有意立法管制網路，包括強制部落客注冊，以防止網路作者制造不安及散播謠

言（陳慧思，200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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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誠如一般看法都認為，馬哈迪政府為了打造「多媒體超級走廊」而推廣互聯網使

用，甚至向外資許下「不審查互聯網」之承諾，著眼點在於經濟需要，而非政治民主

化工程。1998 年的「烈火莫熄」改革運動雖然讓異議份子看到了互聯網成為替代性言

論渠道的潛能，但同時馬哈迪政府也很快就意識到其對國陣／巫統政權的「威脅」。

在「烈火莫熄」改革運動鬧翻天期間，曾出現謠傳吉隆坡有外籍（印尼）勞工大量收

集「巴冷刀」（Parang，一種大約 12 寸長的刀）作亂的電郵，警方後來逮捕及提控了

四名被指轉發此電郵的網民。就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言，政府此舉難免有以殺雞儆猴之

嫌，意在警告支持或同情「烈火莫熄」的網民休想在互聯網上造次。 

巫統在「烈火莫熄」事前遭受互聯網上排山倒海而來的攻訐後，於 1999年中旬成

立一個委員會，專司調查「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誹謗性指責」（Rodan，2004：

154）。政府宣佈也成立一個委員會，過濾互聯網上的外國媒體對馬來西亞的報導，並

要國內媒體避免刊載可讓「外國」媒體利用來污衊馬來西亞形象的負面報導（同上

引：143）。 

政府的這些動作所產生的阻遏作用不可小噓，因為網民顯然不相信政府會因「不

審查互聯網」承諾而完全放棄監督互聯網，例如爲了避免讓政府查獲身份，《烈火莫

熄網》（Laman Reformasi）網主就說，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是這個網站的負責

人，（因為警察）「正在搜找我們這種人」（同上引：154）。「烈火莫熄」的活躍份

子尚且有所顧忌，何況是一般網民？ 

馬來西亞的新媒體過去十年從萌芽到煥發，可說都是在政治與經濟的壓力中力求

將威權的夾縫掙開。這場博弈看似民間處於相對優勢，令政府牢控的主流媒體的公信

力大不如前，例如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雖然傳統媒體仍是民衆主要的貪污消息來

源，但網路媒體在報道貪污事件中，滿意度更高於一般的傳統媒體，高達 48%的民衆

認為媒體報道貪污大案時偏頗，其中 74%的受訪者相信媒體偏向國陣、58%認為偏向

警方、45%認為報道傾向司法機關，還有 32%及 28%認為分別偏向私人領域和民聯

（翁慧琪，2009.11.16）。 

然而，危機猶存，畢竟從未經歷政權輪替的執政黨始終沒有放棄以既有法規控制

網路媒體與輿論的念頭。2008 年大選之後一度對網路媒體及部落客表現出來的「開

放」與「友善」，已隨著執政黨權爭、黨政首長易人而成為昨日黃花。 

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因執政黨在 2008年大選遭遇重挫而被迫將領導棒子交給

納吉時，人們擔心「馬哈迪主義」（Mahathirism）複歸。42
 納吉接班逐步定案之際，

阿都拉治下的「開放」氛圍（雖然也許只是幻象）已有逆轉迹象；從部落客拉惹柏特

拉接連遭起訴煽動罪與刑事誹謗罪、2008年 9月 12日的《內安法令》逮捕行動、限三

家媒體解釋其出版准證為何不應被吊銷、巫統喉舌報《馬來西亞前鋒報》一再炒作族

群／宗教課題、阿都拉主導的兩道改革法案最終以沒有下放首相權力的妥協版本出台

                                                
42 納吉的政客作風與馬哈迪比較接近，公認是馬哈迪真正屬意的首相人選，阿都拉巴達威只是過渡時期

人選。阿都拉巴達威領軍參加 2008 年大選卻遭遇重挫後，馬哈迪不只運籌帷幄，而是公開操盤，以迫

使阿都拉提前下台，讓納吉接任。「馬哈迪主義」意指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國家機關任由踐踏，以及

法治蕩然無存。馬哈迪治國的 22 年里，不斷擴大首相署的行政權、修憲剝奪最高法院（聯邦法院前

身）的司法诠釋權、將最高法院院長革職、將國家元首宣布緊急狀態的權力轉移到首相手上，還有肆無

忌憚動員國家機關打壓異議份子及侵犯公民社會（茅草行動乃代表作）、限制輿論空間及打造「圓形監

獄」囚禁媒體，不一而足（莊迪澎，200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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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態，莫不預示了納吉治下馬來西亞民主與異議空間萎縮的可能性（莊迪澎，

2009.01.02）。 

在另一邊廂，過去十年來仰賴網路媒體發聲，且在 2008年大選大有斬獲的在野黨

聯盟（人民聯盟），似乎缺乏把推動制訂有利新聞自由及異議媒體發展的媒體政策列

為主要工作項目的決心。人民聯盟執政的雪蘭莪州雖意欲制訂《資訊自由法》，卻因

成員黨有歧見而一波三折，未能在原訂的會期提交州議會 
43；而同樣是人民聯盟執政

的檳州則宣稱州政府法律顧問以違憲的理由反對訂立檳州《資訊自由法》，因而得觀

察雪蘭莪州政府的立法行動成功之後再在檳州議會跟進立法（Lim Guan Eng, 

2010.05.03）。《資訊自由法》的延宕反映訂立有利於媒體及民主化的新法將會是顛簸

崎嶇之路。既然在野黨未能提出政策競爭，就無法刺激執政集團以友善的媒體政策回

應；按此情況而言，網路媒體與國家機關之間的角力，不但將持續，也有可能加劇，

甚至也可能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減緩。 

 

 

 

 

 

 

 

 

 

 

 

 

 

 

 

 

 

 

 

 

 

 

 

 

 

 

 

 

 

 

 

                                                
43 人民聯盟在 2008年 3月執政雪蘭莪州之後，原訂在 2009年 11月於州議會提出《資訊自由法》草案，

但卻因「有細節要修改」而未如期提交立法，展延至 2010年 4月的會期提交（曾薛霏，2009.11.09）。

然而，至 2010 年 4 月的會期，雪蘭莪州政府仍未能如期在州議會提交立法。不過，雪蘭莪州務大臣卡

立依布拉欣（Khalid Ibrahim）在 2010年 5月 22日宣稱，透明度不會成為州政府的負擔，下一季州議會

復會時（2010年 7月 12月至 16日）將提交《資訊自由法》法案（曾薛霏，201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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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forced to function a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under the tight control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dissidents 

could only voice out their views via the so-called “illegal” publications or “legal” publications 

with limited circulations.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computers and Internet, the State 

can no longer dominate over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now.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Internet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alaysi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alleng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ulation by the State over the mass media and promoting 

pluralism in public opinion.  It also discusses how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have 

catalyzed the use of Internet by the mas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pted the State to launch 

counter-attacks against the perceived “threats” posed by the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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