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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大眾傳播媒體已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資訊來源，而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群

裡，報紙所扮演的卻不僅是傳播工具的角色，更被昇華為族群的精神象徵與支

柱，當地所謂的「華社三寶」，即是指華文報業、華文學校與華人社團，其重要

性可見一斑。經過華人社群的長期努力，馬來西亞也成為在中國、台灣、港澳之

外，擁有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與華文報業的國家；目前馬來西亞大約有六百萬

華人，其中即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閱讀華文報。 
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雖有榮景，但面對的困境也十分艱辛，而這些困境亦幾

乎是全國各語文報業共同的問題；馬來西亞統治者經常強調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權

力，據此對許多事物進行嚴格管制，包括民主社會必備的新聞自由，除了法律直

接管制，間接的控制和干預也所在多有，手段之多、監視之嚴，對華文和所有語

文報業的發展，製造了非常不利的環境；除了政治層面，近年來企業發展的問題

也成為華文報業的挑戰與發展的轉捩點。 
本文將藉由資料蒐集與歷史的陳述，首先獲致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通盤瞭

解，繼而嘗試從傳播理論與新聞學的角度切入，選擇以「媒介與政治」及「報業

經營」兩大面向，由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事件，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對華人社

會的重要性，以及收購事件隱含的政經意義和影響。此外，《東方日報》做為新

創辦的第五份全國性日報，其創刊背景和社會價值，以及力求在市場佔有一席之

地的發展策略等，皆為本研究的旨趣。 

 

關鍵字：華文報業、東方日報、五二八事件、政治干預、報業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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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spap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current events. In Malaysia, 

Chinese newspaper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Chinese Community to conne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Further, Chinese newspaper has become a symbolic network to hold the 

community together. The so called ”three important things of Chinese society” has 

three important components：Chinese newspapers, Chinese school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These institutions nurture an outstanding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in 

Malaysia. There are six million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one third of them read 

Chinese newspapers. 

As a mass media, Chinese newspapers in Malaysia must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ough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basic idea of democracy 

which is usually been neglected by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Malaysian government 

usually monitors Chinese newspapers from every perspective which hinder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papers.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newspapers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market diminishment. 

The research will first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papers in 

Malaysia via various documents. Then we utilize theories from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to analyze the action of MCA’s purchase Nanyang Press. Further, we use 

political economy to decipher the implication of MCA’s inten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will also take Oriental Daily as a case to study how it becomes the fifth domestic 

newspapers. 

 

Key Word：Chinese newspaper, Oriental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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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大眾傳播媒體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資訊來源，許多調查研究皆已證實，它是

多數人獲知世界大事與政治事務的主要管道；人們藉其獲得世界資訊，也賴以形

成關於目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知識，舉凡報紙、廣播、電視和網際網路等媒體，

無論傳播的形式為何，皆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而儘管科技不斷進

步，影像、聲音逐漸取代文字的傳播功能，但報紙仍然受到人們的倚重。1 

但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群裡，報紙所扮演的不僅僅是傳播工具的角色，更被

昇華為族群的精神象徵與支柱，當地所謂的「華社三寶」，即是指華文報業、華

文學校與華人社團，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經過華人社群的長期努力，馬來西亞也

成為在中國、台灣、港澳之外，擁有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與華文報業的國家；

目前馬來西亞大約有六百萬華人，其中即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閱讀華文報。 

馬來西亞約有 18家華文報刊，其中規模較大的全國性日報為《南洋商報》、

《星洲日報》、《中國報》與《光明日報》等，位於北馬檳城的《光華日報》雖屬

地區性報紙，重要性卻不亞於四大報紙。而根據統計，儘管華人約佔馬來西亞總

人口的 25％，但華文報每日的總銷售量，竟遠超越了主流的馬來文及英文報紙。

但多達 18家的報社爭奪 200多萬的華文讀者，也導致報業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

因此近年報社逐漸走向企業化經營，並有朝向報業集團發展的趨勢。2 

綜觀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歷程，從傳教士於馬六甲創辦宗教性月刊展開

序幕，並由清末民初的文人辦報發展至集團化經營，其角色也從中國事務的宣傳

者演變為當地華人的守護者，而悠久的歲月更見證了中國和馬來西亞的政治變

遷，以及華人移民由落葉歸根轉換為認同本土的思想轉換過程。研究華文報業的

歷史，等於翻閱馬來西亞華人的頁頁史冊，認知其與華人社群的重要關係和功能

角色，也有利於對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瞭解，而近期華文報業發生重大收購事

件，更是探討政府、市場如何影響報業發展的珍貴研究素材。 

                                                
1 蔡明燁譯，Ralph Negrine著，《媒體與政治》（台北：木棉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90年），頁 2。 
2 《星洲日報》總編輯蕭依釗在 2003年 9月「第二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的演講中，對馬來西亞

華文報業的現況進行簡報，並對華文報走向集團化經營的趨勢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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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的政治發展，始終無法跳脫種族主義的視野，不論是歷

史的遺緒或統治者的推波助瀾，在號稱多元文化、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馬來民

族卻擁有憲法保障的特權，影響所及，首當其衝的即是身為第二大族群－華人的

政治和經濟權益；在瞭解此背景環境之後，對於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蓬勃發展現

象，當能獲得初步的體會與認知。 

對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而言，華文報不僅是一種傳播工具，更是民族精神的

象徵與族群權益的重要捍衛者，這不但與華文報的發展歷程有關，亦和上述的政

治環境難脫干係。在政經權利備受威脅及不易取得發言權的困境之中，馬來西亞

華社必須仰賴華文報為民喉舌，反觀華文報也以盡責的喉舌角色，獲得華人的支

持與呵護，以致今日迥異於其它海外華文報的繁榮景象。 

資本主義社會中，報業發展至一定程度後，市場的併購與壟斷情況雖富爭議

卻勢不可擋，早在九０年代，馬來西亞歷史悠久的《南洋》和《星洲》兩大報，

已分別收購一家報紙而躍升為報業集團。但在 2001年 5月，《南洋商報》及其所

屬集團被收購一事，卻引起了華社極大的反彈與爭議。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透過黨

營的投資機構「華仁控股公司」以 2億 3012萬零吉的價格，3收購南洋報業集團

72.35％的股權，入主成為新經營者。4此舉遭致極大的批評，董教總隨即聯合全

國超過三百個華團，激烈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認為由政黨直接或間接控

制做為人民喉舌的媒體，將使後者失去獨立自主權，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商報》

及《中國報》的行動，不應被簡化理解為單純的商業交易；5此外，馬來西亞媒體

大亨張曉卿在收購事件的幕後角色，也引起華社批判其壟斷華文報業的企圖心。

6馬來西亞華社將此收購事件稱為「五二八事件」，認為這是馬華文化史上最沈痛

                                                
3 馬來西亞貨幣的單位為「零吉」，1零吉約合新台幣 10元。 
4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ation, MCA），簡稱馬華公會，成立於 1949年 2月 27

日，黨員約 103萬，為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政黨。收購事件發生當時的總會長為林良實，現任總

會長則為黃家定。 
5 董教總，是董總（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總會）及教總（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的合稱。 
6
 張曉卿是砂勞越大木材商，身價達 15億美元。其事業包括伐木、種植、畜牧、收費大道、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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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傷，而由知識界、文化界發動的抗爭行動也至今未歇。  

雖有學者指出，媒體替特定的團體說話，似乎在以市場為基礎的新聞體系中

並不適當，因此媒體多半只從傳遞資訊的角度來定義它們自己。7但這套說法在馬

來西亞卻越來越不樂觀，因為許多跡象皆透露，馬華公會是聯合當地媒體大亨張

曉卿的《星洲日報》集團進行收購南洋報業的行動。這可從以下的跡象中看出端

倪：首先，《星洲日報》以異常低調的手法處理收購的新聞，甚至在初期都隻字

不提；而當收購拍板定案後，《星洲日報》的前總執行長和前副總編輯又分別被

華仁控股公司委以南洋報業的重要職務。因此，馬來西亞華社合理的質疑，馬華

公會與張曉卿同聲一氣；而由後者所經營的華文報紙，將幾乎佔全國華文報發行

量的 90％左右，嚴重壟斷報業市場與華人的言論空間。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在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商報》、《中國報》後掀起

陣陣波瀾，更催生了新的平面媒體；新報紙《東方日報》是由砂勞越富商劉會幹

擁有的啟德行集團所創辦，趁勢打著突破華文報壟斷的旗幟，高喊捍衛華社言論

自由的口號，成為報業市場的新競爭者，雖然銷售量不大，仍被視為當地華文報

章的威脅與挑戰對手。8《東方日報》創刊至今始終遭受有共事一主嫌疑的四大報

紙聯手圍攻，華文報業市場陷入惡性競爭的激戰中。9 

回顧南洋報業集團遭政黨及財團聯手收購的事件，其引發華人社會對新聞自

由的再壓縮及報社喪失自主性的擔憂，並催生第五份全國性華文報，後續發展值

得關注。筆者畢業於新聞系，曾接觸媒介的相關學理，對於新聞媒體之社會現象

長期關心，經指導教授提及此事件，引起了筆者研究的興趣，嘗試藉由相關學理，

對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進行研究探討。 

筆者認為欲探討收購事件及其引發的連串反應，必須分析事件形成的背景，

因此本文將針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過程進行資料彙整，據以瞭解報業發展

的現況，而選擇《東方日報》為個案研究對象，正如前文所述，著眼於其對政黨

                                                                                                                                        
貿易、人工養殖、人造林、銀行、媒體和資訊工業等，幾乎遍及各行業，擁有超過 200間公司；

除馬來西亞外，張曉卿還擁有香港《明報》、中文《亞洲週刊》，在柬埔寨及北美洲皆有報業。 
7
 徐永絮、唐維敏譯，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著，《大眾媒介與社會》（台北市：五南圖書

出版公司，民國 86年），頁 132。 
8 http://www.asiatimes-chinese.com亞洲時報線上中文版-大馬華文報戰（政治篇） 
9
 http://www.kkja.com.my/oriental.html亞庇新聞從業員協會-東方日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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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報紙及報閥壟斷市場的反動；再者，《東方日報》身為新的挑戰者，報紙發

刊初始便遭受市場既佔者的聯手打壓，生存及突圍策略格外重要。在兩種角色或

目標皆不易達成的情境下，使其發展更具研究意義與價值。 

貳、研究目的 

由早期華人移民馬來亞的歷史觀之，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之外，隨著知識份

子與政黨人士的南來，亦鼓吹了文人辦報的風氣，及至華人資本家創辦商業報紙

後，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一直處於蓬勃發展的狀態。探究箇中原因，除與當地華文

讀者眾多外，馬來西亞自獨立後的種族矛盾和政治發展，激起華人的自我保護意

識，更仰賴報紙扮演凝聚共識與捍衛權益的喉舌角色，使華文報有其無法取代的

重要功能與民族精神象徵，為報業提供持續發展的沃土。 

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已發展為龐大的報團形式，捍衛

民族權益的角色依舊，似乎也成為獲利豐厚的文化工業。由於擁有對華社影響力

甚鉅和盈利頗豐的雙重吸力，華文報業始終籠罩在政黨覬覦與大報壟斷的企圖

下，待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事件爆發、星洲報團參與收購的質疑四起，激起華

社對干預新聞自由和壟斷意見市場等行為的強烈批判，直指收購行動導致原已侷

限的言論空間受到更大的壓迫。在輿論和華社的撻伐聲中，一份以「捍衛華社言

論自由、突破市場壟斷」為號召的新報紙－《東方日報》順勢創刊，自許為馬來

西亞華社開闢自由且流通的言論場域。 

不過《東方日報》創辦伊始，便遭受星洲、南洋兩報團的圍攻與通路封鎖，

經營發行備極艱辛；另方面，馬來西亞嚴苛的媒體政策與法令，對自許「捍衛華

社言論自由」的《東方日報》更是一大挑戰。在政府法令與報業競爭的雙重考驗

下，《東方日報》如何成功生存並符合華社期望，不但是華社關心的焦點，也是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能否衝出市場壟斷危機的重要指標。 

本文將藉由資料蒐集與歷史的陳述，首先獲致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通盤瞭

解，繼而嘗試從傳播理論與新聞學的角度切入，選擇以「媒介與政治」及「報業

經營」兩大面向，由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事件，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對華人社

會的重要性，以及收購事件隱含的政經意義和影響。此外，《東方日報》做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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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的第五份全國性日報，其創刊背景和社會價值，以及力求在市場佔有一席之

地的發展策略等，皆為本研究的旨趣。就此，本文將藉由歷史發展回顧、學理探

討及實地深度訪談，期能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由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華文報的互動關係，以及報業發展歷程中的角色

演變，探討華文報對當地華人社群的重要功能與意義，並促進國內對馬

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現況的瞭解與認知。 

二、從政府與市場影響報業發展的角度，分析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所面臨的困

境，並藉由馬華公會聯同星洲報團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探討其對華人

社會與報業發展的影響，以及在此影響下，《東方日報》趁勢投入幾近飽

和與大報壟斷的報業市場，其創刊目的及所彰顯的意義為何。 

三、從報業經營的角度，分析力求在市場站穩腳步的《東方日報》如何突破

星洲、南洋兩大報業集團的聯手打壓與通路封鎖，以及《東方日報》如

何在法令管制與質性趨同的報業大環境下，成為同中求異的新報紙。 

第二節 研究範圍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起源甚早，基於於華人移民歷史與英殖民時期馬、新兩

地共同治理的因素，馬來西亞主要報紙《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皆為新加坡

人士所創辦，直至兩國各自獨立之後，兩大報的經營權才正式為馬來西亞本地資

本家擁有；因此探討華文報業發展歷程時，在 1970 年以前應將馬、新的華文報

業合併討論，而自馬六甲第一份華文報於 1815年誕生開始，至 2004年共歷時 189

年餘，是為本研究之背景範圍。 

本文具體的研究範圍，則鎖定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近期發展，由「收購南洋

報業事件」之成因與華社反應為起始，推及新報紙《東方日報》受收購事件影響

而崛起的過程，以及其發展至今的狀況。研究範圍涵蓋華文報的功能角色、馬來

西亞的媒體管制、政黨操控報業、華文報業市場壟斷及經營權集中等課題，並選

擇《東方日報》為個案對象，除與上述諸課題輝映，更基於其在報業市場中的特

殊性，該報創刊的波折與生存發展策略亦具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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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一國報紙事業之發展，必須由國家的政治、經濟與公民社會環境進行瞭

解，針對華文報業的研究，亦不可忽略其與華人社會的交互影響作用。不過本文

並非以馬來西亞政治發展、公民社會或華人社群為主體，文中涉及各領域之討論

乃基於研究需要及論述的完整性，並做為研究華文報的相關背景資料，具體範圍

仍以華文報紙事業為主要對象。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除廣泛蒐集相關資料作為

分析架構之基礎外，並以深度訪談之方式，實地瞭解馬來西亞《東方日報》營運

狀況與報導策略，兼顧理論與實務之探討。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係社會科學研究運用極為廣泛的一種研究方法，藉由對文獻資料

之蒐集、檢證及證明，以系統性的分析歸納，釐清所研究之問題。本文除廣泛蒐

集國內、外相關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報業環境之學術專書、期刊論文、政府

出版品、相關政策法令、報章新聞、網路資料外，亦包括與新聞報業相關之大眾

傳播理論及新聞史、新聞學原理之書籍、論文等。除政府出版品、相關法令政策

由馬來西亞新聞部或相關部門取得，其他的資料大多都可在國內設有新聞傳播系

所之大學圖書館內取得，至於《東方日報》資料和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現況則透過

深度訪談法進行蒐集與瞭解。藉由文獻整理及分析，認識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歷

史淵源、發展趨勢與現況、東方日報發行的背景等，及相關傳播理論、新聞學原

理的解釋與研究發現，以建構本研究之分析基礎。 

二、深度訪談法 

直接觀察法、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等，皆屬於質化研究方法的範疇。

本文採用的是深度訪談法，旨在發現被訪問者的觀點，蒐集特定的爭論問題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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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訊息，也是安排事件發生、刺激資料流動的手段。因為不少關鍵的過程與資

料並非公開的能夠取得，所以深度訪談對於研究資料的蒐集非常重要。 

另方面，質化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不應該拘泥於早期研究者所發展出來

的訪談或觀察大綱。對質化研究而言，問題、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三者是同時

進行，而且研究者必須同時在三者之間來回修正，才能達到質性研究所欲達到的

概念多樣性與資料密度豐富的目標。10 

至於深度訪談的方式，Patton提出一個訪談分類：11 

（一）非正式對話訪談：研究問題出於情境的脈絡，並就事件的自然過程提

出問題，沒有預定的問題或措辭；非正式對話是參與觀察的主體部份。 

（二）訪談指引法：研究主題是訪談前先決定，研究者決定問題的順序與用

字遣詞。 

（三）標準化開放式訪談：以相同的順序，向被訪問者發問相同的問題。 

以上三種用法中，非正式對話訪談與訪談指引法二種，較屬於對話性質並符

合對情境配合的要求。由於本研究乃欲瞭解馬來西亞的政治與媒體關係、華文報

業的發展狀況與《東方日報》的創刊背景、生存策略和報團夾殺困境中突圍等問

題，因此兼採訪談指引法與非正式對話訪談，針對不同的受訪者（政治評論人、

報界人士、傳播教育者）或部門（編採、業務）提出事前設定的不同主題，亦斟

酌受訪者身份、職位層級或意願，隨時視情境增刪或修正問題，以非正式的訪談

方式瞭解相關受訪者之主觀評估與看法。 

至於訪談名單之選取與採樣則主要是以「滾雪球」的方式進行，即非機率抽

樣法中的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雪球抽樣顧名思義便是如同滾雪球般，

樣本愈抽愈多，利用隨機方法或社會調查名義選出起始受訪者，然後從起始受訪

者所提供之資訊去取得其他受訪者。 

                                                
10
 徐宗國譯，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著，《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市：巨流圖書出版公司，民

國 86年），頁 132-135。 
11 引自李秀容，《行政組織中性騷擾問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3年），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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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則首先透過指導教授與馬來西亞留台學生的協助，取得起始受訪者的

聯絡方式，之後和當地任職於《東方日報》的新聞記者展開聯繫，赴馬後首先與

其進行訪談，再藉由該記者的引薦與中介，尋求符合受訪身份的人士，以及掌握

決策權力之高級主管的受訪。以滾雪球的方式，提升受訪對象之數量與代表性，

順利取得有效的訪談成果。 

貳、研究限制 

一、文獻資料不易取得 

國內、外的學術界、政府部門及商業單位等，對於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研究

與調查報告甚少，著作也僅著重於報業史或新聞政策的分析與介紹，且多為早期

出版，無法反映實際情況與現狀，令筆者在資料的掌握與蒐集上倍感困窘。 

二、研究者個人限制 

受限於筆者個人能力、時間、經費之有限，研究範圍及對象無法擴及馬來西

亞各主要華文報社，僅選取其一作為研究主體，若欲將所得之研究結果推論至整

體華文報業，將有其限制。此外，由於筆者未諳馬來語文，對於馬來西亞當地以

馬來語文發表或撰寫之著作無法掌握，恐造成資料蒐集上的缺漏。 

三、其它因素之限制 

    馬來西亞實地深度訪談部分，筆者已盡最大誠意約訪相關人士，但由於部份

欲邀訪者出國或缺乏意願，在筆者結束行程之前仍未歸國或應允，故無法進行訪

談；其次，當地華文報業競爭激烈，且受訪報社正處於對手封殺打壓、密探虛實

之際，對業務拓展及市場策略等訊息多有保留，亦影響資料的蒐集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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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流程 

本文之研究流程，首先選擇研究主題並確定研究對象，並提出研究動機與目

的，其次針對研究主題與目的進行初步文獻蒐集與統整，瞭解研究主題的背景資

料與前人研究經驗或發現，繼而進行田野調查及訪談，除切確掌握第一手訊息和

實際現況，並藉以蒐集新資料與獲得新發現，彌補先前的不足。 

在完成資料蒐集與深度訪談後，先由所得資料彙整出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

展歷程與現況，並分析影響報業的內部與外部因素。而《東方日報》屬於整體華

文報業的一環，互為關聯與影響，所以由此基礎對《東方日報》的創刊背景、生

存策略及社會價值進行分析與探討。 

貳、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以下分別就各章內容進行簡介： 

第一章 緒論 

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論述研究之問題意識，其次對本文所欲探

討的主題進行範圍界定，並且說明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面臨的限制，最後則呈現

本文之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針對本研究之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檢視，呈現前人研究成果與不足之處，並

透過學理之探討，建構本文的分析背景與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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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歷程 

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進行歷史性的回顧，探討華文報與當地華人社會

的關係，以及華文報在不同歷程中的功能及角色演變，做為本研究的背景資料。

本章亦介紹華文報的發展現況，並概述主要報紙的歷史與營運現況。 

第四章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之困境 

本章呈現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包括政治、經濟和其他諸現

象，由法令限制、政黨操控與商業壟斷等面向，探討報業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以

及其對華人社會與報業發展的影響。 

第五章 《東方日報》的崛起、發展與意義 

瞭解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歷程，以及報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後，本章將從華

文報業化危機為轉機的角度，介紹報業市場新崛起的競爭者《東方日報》。由於

《東方日報》的出現，使報業市場成為五報競逐的態勢，但新報紙創刊與發行的

過程中倍受其它大報的打壓，其突圍與生存策略將是本章討論的重點。 

第六章 結論 

總結本文各章節中所有論點，藉以瞭解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發展歷程與現況，

以及影響報業發展的各種因素，並展望本文個案研究對象《東方日報》和馬來西

亞華文報業的未來發展，最後則對後續研究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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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馬、新地區的華文報業起源甚早，相關的新聞史研究著作尚稱完整，但對於

華文報的學理層面或現況發展則幾乎尋無著作。本研究試圖由新聞傳播、媒體政

治和報業競爭的角度，探討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發展態勢與諸多現象，以及新報

紙的社會意義與突圍策略。基於以上目的，筆者依據現有資料的整理歸納，按屬

性分為以下面向： 

第一節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之研究回顧 

國內學者馮愛群編著之《華僑報業史》、古鴻廷教授所著《東南亞華僑的認

同問題-馬來亞篇》，以及馬來西亞韓江傳播學院副院長葉觀仕所著《馬、新新聞

史》中，皆將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華文報業合併討論。葉觀仕更認為馬、新兩地

的新聞史是一脈相傳，無法單憑分家後各自三十幾年的報業發展，來窺探過去百

餘年的華文報業歷史。12 

葉觀仕將馬、新新聞史的研究時期，依年代、地區與媒體性質劃分為：一、

萌芽時期（1815-1879）；二、成長時期（1880-1919）；三、發展時期（1920-1941）；

四、淪陷時期（1941-1945）；五、光復時期（1945-1957）；六、獨立時期

（1957-1995）；七、現階段華文報業。13詳細介紹各時期華文報的功能與型態，

以及不同程度的挫折與壓力。此書不僅細數華文報百餘年歷史始末，也對各華文

報社的營運狀況、人事更迭進行蒐集與整理，其中略述現今馬來西亞政府對於新

聞傳播事業的約束與管制情況。 

葉觀仕關於新聞史的研究，為研究者提供完整的背景敘述與介紹，並透過歷

史的分期，將報業發展與歷史事件相互結合；而學者古鴻廷則由華僑政治意識成

長的角度探討華文報的角色，認為對已不在學校的馬來亞華族知識份子而言，中

文刊物、尤其當地出版之報章雜誌，不但提供必須資訊，更在指導公共意識上居

                                                
12
 世上最早的華文報紙是 1815年 5月 8日創刊於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由英國傳教士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所辦。請參閱：葉觀仕，《馬新新聞史》（檳城：韓江新聞傳播學院，1996

年）頁 12-16。 
13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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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領導地位。14馬、新地區早期的華文報紙多是中國政治事務的宣傳品，尤其在

清朝戊戌政變後，由於當地華人眾多，也成為保皇、革命兩派的文宣角力場所。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更積極利用當地華文報紙作為中國本土與海外華人的聯繫管

道，大力鼓吹中國國族主義，甚至所有的馬來亞華文報紙都以民國為紀元，不論

政治及社會主張、立場，都以中國為其政治認同之目標。古鴻廷認為，一九二０

年代的馬來亞華僑，雖因華文報的蓬勃發展而喚起其政治意識，但由於侷限在對

中國之政治認同，而未能促進其積極參與當地之政治事務，所以當日後土著民族

興起後，華僑無法在當地政治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15 

以上學者之研究面向，多由報業史與華人史的角度為之，提供後進研究者詳

實而珍貴的資訊與史料，可據以作為分析今日華文報業的基礎。不過，葉觀仕在

《馬、新新聞史》一書中，除詳盡記錄與介紹報業的歷史外，鮮少評論與分析，

其著作類似華文報業的編年史或大事紀。至於古鴻廷的華文報業與華人國家認同

之相關研究，由於研究的時期為清末民初，與今日的社會情境迥異；且偏重政治

分析，並非報紙事業的探討，不過其明確分析了華文報對馬來西亞華人的重要意

義及影響作用，為研究華文報業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觀點。  

在歷史的研究角度之外，馬來西亞報人朱自存以《縱觀華報五十年》一書，

分享其從事新聞工作的見聞與感想，並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現象提出針砭

和期勉。而近期發生的「收購南洋報業事件」，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產生

重大影響，有數名新聞人員、社會觀察家及評論人，共同出版名為《報殤》之作

品集，其中除陳述收購事件始末，也不乏評論人的嚴厲質疑和批判；此外，收購

事件當事人之一的《中國報》記者呂堅強所自行出版的《報變 96小時》，更以第

一人稱的寫作方式，記錄《中國報》易主的過程，呈現了不同於官方新聞和媒體

版面上的另類觀察。 

相較於早期的相關著作，這些出版品不僅記錄詳細，更能貼近當代的社會，

對於研究近期的華文報業發展，提供非常實用的參考資料。不過這些著作大多沒

有嚴謹的格式，而且諸多篇幅取自媒體報導或評論文章，較缺乏立論根據與證

                                                
14 古鴻廷，「一九二０年代星馬華僑政治意識成長之研究」，《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

（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86年），頁 75-76。 
15
 同上，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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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易使人產生內幕或八卦新聞的質疑，或是太過主觀的疑慮；儘管如此，這類

資料仍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背景，並促進筆者對華文報業發展現況的瞭解。 

在上述研究面向之外，目前已有研究者將焦點放在華文報的文本分析上。黃

國富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為例》的碩士論文

中，16便以華文報對某爭議課題的報導內容進行文本分析，認為當地華文報意在

形塑一組對立的關係，從中清楚劃分出「我群」與「他者」，以有效凝聚族群認

同和動員，以進行政治、社會或文化的抗爭。根據文本分析，其歸納出六項有助

於建構族群認同的報導策略：一、強調同一性；二、呼喚集體記憶；三、存續策

略；四、合理化策略；五、排除策略；六、污名化策略。作者指出華文報紙所呈

現的內容，在當地華人建構族群認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目前與馬來西亞華文報相關已出版的研究與著作，大致屬於上述面向，與筆

者所欲進行之研究方向不盡相同，尤其缺乏華文報業的經營和競爭策略的研究。

但筆者仍可藉由此類資料的整理與歸納，瞭解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發展歷程、在華

人社會中扮演的功能角色，和近期發生的諸多現象，對於之後研究的進行，提供

了詳細的分析背景。 

第二節 媒介與政治之理論 

政治與大眾媒介的關係一直為人所關注，其不僅影響政治發展，新聞自由度

與媒介制度等更是評比人權發展、社會民主之指標。長期以來，研究媒介與政治

關係所發展出的理論與獲致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本文即針對相關理論及研究發

現略述如下。 

壹、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關於新聞自由的論述方面，學者認為首先須釐清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不同

之處。李金銓即指出，新聞自由的發展與自由主義的民主發展，可說有共同的背

景，從西洋歷史脈絡來看，言論自由的意義歷經三次重大的變化：首先在十六、

                                                
16 黃國富，《馬來西亞華文報紙與族群認同建構-以華小高職事件為例》（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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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時，以古典自由主義為基調，強調”freedom from”，旨在消極免除專制

皇權的箝制；其次至十九世紀，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義已充分實現，言論自由的

重點是”freedom for”，即積極透過自由討論去追求真理和最完美的結論。最

後在二十世紀中葉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前蓬勃躍進，導致生產工具所

有權的集中壟斷，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間出現一道鴻溝，僅少數人能攀登媒介，

取得發言權。新聞媒介與權力結構的交互滲透關係，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新聞媒

介總是權力結構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不論在何種制度下皆然，即使在英美各

國，新聞媒介雖然有「第四權」的美稱，但主要仍還是反映權力中心的利益與觀

點。17 

我國憲法學者林子儀也認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有其相異之處，他指出憲

法之所以要保障新聞自由，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新聞媒介的自主性，使媒介能

提供未受政府控制或影響的資訊、娛樂及意見，促進人們對政府及公共事務的關

心，促成公眾討論，形成公眾意見，以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故新聞自由是獨立

於行政、立法、司法外的第四權。而根據第四權所建構的新聞自由，他認為具有

如下的特性：18 

一、制度性的基本權利：新聞自由為一種制度性的基本權利（ an 

institutional right），而非一種個人權利（an individual right），

即屬於新聞媒介做為民主社會一項制度所需之制度的基本權利。 

二、主體為新聞媒介：享有新聞自由的主體為新聞媒介而非一般大眾，即新

聞媒介的事業主、編輯或記者是新聞自由的實際享有人，但其非以個人

身份享有新聞自由，而是以作為新聞媒介一份子享有新聞自由。 

三、屬於工具性的基本權利：新聞自由是一種工具性的基本權利，即新聞媒

介為社會整體的利益，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而有助於媒介完成工具性

的功能。 

四、以實踐閱聽大眾民主理念的利益為中心：新聞自由並非以保障或促進媒

體自身利益為中心，即是以一有限的制度空間，讓新聞媒介能夠產出與

                                                
17 李金銓，《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出版社，民國 78年），頁 284-285。 
18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月旦出版社，民國 82年），頁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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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訊息、意見及對未來的一些想法，提供一些事實與想像，在必要時，

提供人民有充分的資訊及理論根據，挑戰或抗拒政府的某些作為，故是

以視聽大眾實踐民主理念的利益為中心。 

五、提供媒介言論自由以外的特別保障：新聞自由提供新聞媒介一些言論自

由保障之外的特別保障，即為使媒介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憲法應特別

保障新聞採訪權、不洩漏新聞來源的權利、不受搜索及扣押證物的權利

等。 

但新聞自由的第四權理論，也並非得到普遍的認可與支持，如 Lang 就曾提

出四點質疑。第一，新聞媒介果真對社會具有影響力？因為並無充分的證據顯

示，經由媒介傳達的言論或意見，對社會的影響力，絕對大於未經新聞媒介傳達

的言論或意見。第二，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果真不同？因為藉由新聞媒介所表達

與傳播的意見，與一般人藉由言論、演講或出版等表達或傳播意見，除了表意人

的屬性不同外，本質上並無不同。第三，由誰界定「新聞媒介」？因為如果允許

政府界定何者為新聞媒介，無疑等同一種事前限制的執照制度，與憲法保障言論

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理念不同。第四，給新聞媒介特殊待遇是否合理？因為給新聞

媒介特殊待遇，無疑使新聞媒介居於社會菁英地位，難保不使「新聞媒介統治政

治」，而非民主政治了。19  

針對此類質疑，林子儀則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的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漠

不關心，若無媒介存在，誰來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且從社會的分工來看，媒介

較可長期、持續並專業的監督政府，有經驗且專業的媒介，其實比一般大眾，有

更多資源、適合擔任監督政府的工作。現代社會中，媒介已成為現代人獲取新聞

資訊的主要工具，在公眾意見形成上，新聞媒介的確較一般人對社會公意的形

成，較具影響力。20 

    在瞭解新聞自由的原理與主張後，同樣得面對新聞自由的現實境遇。李金銓

即認為，新聞自由的威脅來自兩大來源：一是政治的箝制，一是資本的壟斷。他

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大致已經掙脫政治勢力的直接控制，媒介內容製作過程雖仍

                                                
19 引自同上，頁 85。 
20
 同上，頁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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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力馬首是瞻，但已形成多元化社會一般的制衡力量，而媒介最主要的威脅來

自資本的集中壟斷；目前資本主義國家媒介所有權集中壟斷，基本上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以後生產資本全面性、滲透性加速壟斷的必然結果。21    

學者麥奎爾（McQuail）也指陳資本社會對新聞自由的影響，他認為伴隨著

商業的自由化，自由民主國家將出版刊物以及散佈這些刊物的權利，開放給所有

的個人或團體，而不受政府的限制和干涉。出版自由可以被視為是財產權的一

種，而這個財產權會保障出版的多樣化，而且出版自由會受消費者意見導向所引

導。丹頓（Denton）便指出，所謂的市場導向是建立在找出或是製造出迎合消費

者需求或渴望的基礎之上，而就報業發行來說，所謂的市場僅指讀者與廣告主的

市場而言，在市場導向的運作過程下，得以將政府排除於對報業發行的控制之

外。22但這樣的論點似乎過於樂觀，麥奎爾曾提出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在自由市

場之下，不管任何形式的媒介，包括平面媒介與電子媒介，都會不可避免的出現

獨佔的現象，而且在媒介之中，因為自由市場的競爭，所以對於各種媒體的資本

要求，事實上也會像政治控制一樣的壓迫新聞出版自由。23 

綜上所述，從盛行於西方民主社會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觀點出發，

言論自由或所謂出版自由、報業自由，都是發源於啟蒙運動所承襲的蘇格拉底思

想，透過對抗羅馬教會與絕對王權的檢查制度（censorship），逐步完成其解放

的歷史發展進程。在這種認知背景下，英美自由主義者慣將檢查制度窄化為國家

公權力篩選、防堵資訊流通的各種控制措施，認為在自由社會裡也只有戰時及緊

急狀態才會被迫實施。至於其他未能「跟上」啟蒙運動思潮、破除政府檢查或道

德化傳播監控機制的政權，自由主義者往往將之貼上充滿負面意味的「保守」或

「威權」標籤。24在這種「舊」檢查制度下，新聞自由將可以理解為：報業及其

他新聞媒體不受公權力機關直接監控，或不至於因各項事後懲罰手段進行「自行

檢查」的「自治」（autonomy）領域。事實上，新聞自由表面看似國家無法介入

的權力真空場域；然而，深入檢視其中篩選、分配資訊流通的管理暨營運機制，

仍將發現處處佈滿各方權力牽引、制衡的明顯痕跡。 

                                                
21 李金銓，《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 10。 
22
 引自蘇鑰機，＜完全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個案研究＞，陳韜文等合編《大眾傳播與

市場經濟》（香港：鑪峰學會，民國 86年），頁 217。 
23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4 ), p.384. 
24
 石世豪，＜當報業搖身變為「新聞」主角＞，《當代》，159（民國 89年）：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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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業理論 

美國傳播學者麥奎爾曾提出六大報業理論，分別為：威權報業、自由報業、

社會責任、共產報業、發展媒介與民主參與等理論。其強調無論是哪一種規範皆

會影響媒介運作，進而影響媒介產製的內容。25以下略述各理論主要意涵：26 

一、威權報業理論（authoritarian theory）：此理論認為報業應該支持與

宣揚統治階級的政策，為國家利益服務，媒介不得批評政府或權威。 

二、自由報業理論（free press theory）：指出賦予報紙言論及出版自由，

政府不應有任何干涉，媒體報導新聞應力求多元化，並且扮演「第四權」

的角色。強調新聞自由，主張保障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權。27 

三、社會責任理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強調新聞媒體在享

有新聞自由時，需擔負社會責任，確切扮演社會公器的角色。主張新聞

事業應實行新聞自律，社會大眾應實行公眾監督；而若媒體本身的自律

或公眾的他律均無成效時，則由政府出面經營或管制。 

四、共產報業理論（soviet media theory）：認為報業必須為黨服務，發揮

煽動、宣傳、組織的功能來傳達共產主義的理念。 

五、發展媒介理論（development media theory）：指出媒介應該配合國家

的建設發展，共同抵禦傳播帝國主義，強調國際資訊新秩序，反對西方

文化的強勢入侵，認為國家要有自主權，文化要有自主性。 

六、民主參與理論（democratic-participant theory）：主張社會是水平而

非上下式的溝通，重視民眾媒介接近權，鼓勵小型的、互動性的、參與

性的媒介，反商業、反壟斷、反菁英化。 

                                                
25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pp.380-386.  

26 1956年，新聞學者塞伯特(Fred Siebert)、彼得遜(Theodore Peterson)和施蘭姆 (Wilbur Schramm)合

著四種報業理論，除自由、共黨和社會責任論外，並將十五世紀中葉、西方報業萌芽之初，和當

時君主政制相互依存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合併於內，麥奎爾將其擴展成六大類。 
27
 第四權（The forth power）是由美國聯邦大法官 Potter Stewart所提出，認為新聞界應是行政、立

法、司法外的第四權力，而新聞自由應是種制度化的權力（institutional rights），具有監督政府、反

映民意的功能。請參閱：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 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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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推究麥奎爾彙整提出的報業理論，其實自由報業模式有其缺陷，因為一

旦將出版自由和個體財產的購買權，以及販賣報紙的權利之間劃上等號，很容易

走上放任主義的路線，於是才有社會責任論應運而生。報紙固然是其擁有者的財

產，有在市場上買賣的可能性，但其擁有人及報紙本身同時也都具有對社會的義

務，亦即提供資訊、呈現多元化意見、鼓勵最好和最專業之新聞活動，以及追求

真相與知識的義務；不過實際上報紙往往只是私人營利的私人企業，只能冀望私

人擁有權能夠受到社會良知的些許束縛。28 

而發展媒介理論認為開發中國家有特殊的經濟、政治及社會條件，媒體應該

執行有利於正面發展的任務，因此媒體應該接受國家的管制，以符合發展國家之

需要。與其扮演「破壞性（destructive）」的角色（如批評、質疑、挑戰當權者），

媒體不如負起「建設性（constructive）」的功能。這個理論受到西方媒體及新

聞記者嚴峻的抨擊，有人擔心對開發中國家的採訪工作將因而受到大幅限制，有

人則憂慮它將使當權者太容易以國家利益做藉口，壓制任何合理的批評。29 

麥奎爾提出的六大報業理論，提供研究者有效的分類依據，無論是國家與媒

介關係、媒介的社會功能等，皆能進行初步的探討；而劍橋大學教授威廉斯

（Williams）則把媒介制度分成四類：一是權威制，關心「能」講什麼。二是家

長制，關心「該」講什麼。三是商營制，四是民主制。商營制與民主制最大的不

同是，商營制易造成貧富懸殊，不只金錢財物，也包括連帶各項資源（如媒體近

用權），使原本象徵著民主延伸的媒介，在傳播權上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媒介

所有權的控制權愈集中，大吃小的傾向就越來越嚴重。30 由此可知，在不同的媒

介規範理論下，政府對於媒介也將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更會影響媒介制度與媒介

市場。 

參、國家及市場對媒介運作之影響 

羅根（Logan）在《報紙集中和獨佔：報紙所有權和營運的新觀點》一書的

序言中，曾引用美國先哲傑佛遜（Jefferson）和麥迪遜（Madison）對於報業管

                                                
28 蔡明燁譯，Ralph Negrine著，《媒體與政治》，頁 33。 
29 同上，頁 34。 
30
 同上，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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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不同觀點，說明一九八０年代報業經濟研究兩種不同立論。傑佛遜認為，由

於報業在社會中扮演特殊角色，因此政府應對報業的獨佔及報團勢力的擴張，進

行管制，以免限制意見多元市場的運作。麥迪遜則認為，管制將限制媒介的經濟

活動，造成報業組織上的矛盾，並將使報業陷入國家控制的困境之中。31 

國家對新聞媒體主要以兩種形式進行控制，一種是被動的，即政府允許或期

望媒體發表對政府有利的消息；第二種是有目標的主動干預，如利用媒體動員人

民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時譴責或詆毀反對者。32學者布姆勒（Blumler）指出，國

家多以透過行政系統的方式影響媒介，一是利用政策法規，規定所有權的範圍、

執照的審查與發給、生產原料的管制、產品價格及稅率的限制；二是透過人員任

命的方式，制定新聞人員的任用標準與紀律規章。33 

而皮卡德（Picard）也認為，以報業經濟而言，國家介入的性質應該為何，

取決於國家與其公民的關係。民主機制下的國家，介入機制較無強制性。國家介

入的範圍及程度，是深廣或淺窄，必須視報業的經濟需要而定，且必然應合於其

對整體經濟的介入方式及程度。而國家介入的類型，則取決於該國家所能接受的

政治與經濟方面的信念。34 若進一步分析，政府介入市場中的經濟運作，大至可

以分為以下四種主要的類型：35 

一、制定法規（regulation），此類型下又有三種： 

（一）技術性的法規。如設定各行各業的標準並維護之，確保共容性、品質

與安全，如生產機械的規格、安全標準。 

（二）政府介入市場結構的規範，以控制市場生產者與賣主的數量，如：特

許制及執照的核發，或反托拉斯法案的制定與實施，及透過貸款、基

金及捐贈等方法，以控制市場結構。 

                                                
31 引自林富美，《台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以聯合報為例，探討媒介雙元特質對報業組織作為

的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6年），頁 42。 
32 陳雪慧，《台灣報社的政治生產》（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2年），頁

43。 
33
 引自林富美，《台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頁 33。 

34 R. G. Picard, , The Press and the Democracy：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sponse in Public Policy. 

(Westport, CT：Green Wood,1985), pp.124-125. 
35
 馮建三譯，Robert G. Picard著，《媒介經濟學》（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 83年），頁 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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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以「行為規範」作為手段，控制相關公司，包括阻止反競爭行動

的出現，如：對於誹謗性言論或暴力、色情會產生不良影響的內容，

加以管制，如因對市場機能有害，如：對於價格凍結、傾銷性價格及

私相授受瓜分市場行為等的管理。 

二、優惠待遇（advantages）：政府以偏好的方式對待相關產業，或是以壓

低的價格，由政府本身、經過政府規劃的公司行號。或是與政府有關的

代理機構，提供產品。其介入的方式有賦稅減免，以免除特定法規的適

用。以媒介而言，如政府對於出版品郵匯率的優惠，及提供郵信業務的

便利服務等。 

三、補貼政策（subsides）：政府將金錢轉至特定產業，藉以提振其運轉或

某種方式的生產。如購買該媒介產品給政府人員閱讀，及提供基金，獎

勵相關研究，提升其內容品質與改善基本資源的使用。 

四、稅賦手段（taxation）：涉及從生產者或消費者的口袋中，轉移金錢至

政府手中，並以此支付政府活動的經費。如對於購買產品的消費者抽取

一定額度的稅賦，政府再以所收的稅賦補助其政策中，所需補助的對

象。或將廣告支出列入營運成本，可抵其繳銷售稅等。 

關於制定法規部分，國內學者尤英夫在《新聞法論》書中指出：各國對出版

品所持態度，反映於其出版立法制度上，從各國之出版立法制度，大致可分為兩

大類：36 

一、追懲制或放任制：指政府對於出版品於其出版發行前不加任何限制，任

人民自由出版。惟其出版品之內容有違反法律規定者，於其出版發行

後，得依法律規定加以追訴處罰；大多數民主國家皆採用此制。 

二、預防制：出版品不僅於出版發行後，可能因其違法之內容受到法律之追

訴處罰，甚至於出版發行前，應依照法律規定踐行一定程序並受到國家

之干涉管理。這種制度又因國家干涉程度之不同，而可分成四種： 

                                                
36
 尤英夫，《新聞法論》（台北市：世紀法商雜誌社，民國 86年），頁 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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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查制：出版品在印製前，應將其內容送請主管機關檢查，經檢查通

過後，始得印製出版品。如果檢查未通過，即可能無法出版。目前民

主國家均不採取。 

（二）保證金制：指經營出版品者，應繳交主管機關一定數額之保證金，始

得發行出版品。繳交保證金之目的在於一旦發現出版品之內容有違法

時，主管機關可就保證金加以抵充罰金。 

（三）許可制或核准制：指發行出版品之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必須申請

獲得許可之後，始得出版發行。如其申請未獲得許可，則可能無法出

版發行。至於是否能獲准發行或許可則未可知。 

（四）備查制或登記制：發行出版品之前，由負責人向主管機關辦理備查手

續或登記即可發行。主管機關對於人民之登記手續，無權表示不同

意。台灣對於報紙、雜誌、出版社的管理便是採登記制。 

從以上關於出版品的制度，可見政府與大眾媒介具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吾人

也可再次由塞伯特的分類中瞭解它們之間的關係：37  

一、限制：包括了新聞審判、侵犯隱私，以及黃色、暴力新聞。 

二、管理：制定法規，如出版法、著作權法等。保障著作人之著作權，相對

也制約了新聞傳播。但學者都指出政府對大眾媒介愈少管愈好，塞伯特

即指出：「有報紙無政府勝於有政府而無報紙。」（have newspaper 

without Government rather than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 

三、協助：例如印刷品的郵費低。 

四、參與：政府直接經營媒介，如美國的美國之音，英國的ＢＢＣ，法國的

法新社等。 

 

                                                
37
 引自彭懷恩，《大眾傳播與社會 Q＆A》（台北市：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 91年），頁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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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研究與相關理論 

除了新聞自由、報業理論和媒介制度外，媒介與社會的另一研究重點，則屬

新聞報導反映社會真實的討論。Gaye Tuchman在一九七八年所出版的《製造新聞》

一書中指出，新聞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認為新聞具有兩種本質，一是作為合法性機構的盟友，二是將社會現狀合法化。

書中也指陳新聞專業與新聞組織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做為一

種社會資源，新聞媒介所建構出來的現實，使我們無法瞭解生活的真實狀況。簡

言之，新聞組織決定呈現什麼資訊給大眾，並且藉此將社會現狀合法化。38 

Boyce 也指出新聞的弔詭之處，報紙的可信度來自其「明顯獨立於政治和政

黨機器」的立場，但它的本位卻「恰是屬於政治機器的一環」。報業的實務操作

經常破壞它的可信度，因為政治與經濟權力中心既是定義社會和政治範疇的重要

元素，也是主要的消息來源，於是對於各種過程及社會問題，報紙媒介很自然開

始提供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解讀方式。39 

另方面， McCombs & Shaw則提出議題設定理論（agenda setting theory），

此理論起源於李普曼（Lippman）的心像理論（image theory），以及柯恩（Bernard 

Cohen）對媒介效果的看法。認為媒介訊息會影響人們腦海中的圖像，媒介或許

不能很成功地告訴人們要怎麼想（what to think），卻能很成功地引導人們該想

些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40議題設定理論有以下幾個假設：41 

一、顯著的議題經常是公共辯論的主題。 

二、這些議題是來自於民意的結合以及政治菁英的選擇。 

三、媒體的新聞和訊息會反映出議題的優先次序。 

四、媒體對議題所做的描繪會對其內容以及民意的相關顯著性產生影響。 

                                                
38
 引自羅世宏，《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台北市：時英出版社，民國 81年），頁 310。 

39 蔡明燁譯，Ralph Negrine著，《媒體與政治》，頁 30。 
40 引自羅世宏，《傳播理論》，頁 360。 
41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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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設定理論證實了大眾媒介將會影響民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也指出媒

介報導與真實世界之間，確實存有差距。而諾爾紐曼（Noelle-Neumann）更提出

沈默螺旋理論，以選舉、墮胎等議題，研究傳播媒介與民意之間的關係，認為媒

介具有累積、雷同、公眾三大效果。其理論意涵指出，媒介會型塑何謂主流意見，

控制意見消長的過程，呈現多數人的意見，告知人們持何種意見可以避免被孤

立，具有建構的功能。42 

大眾媒介及其內容既成為人們獲取資訊或影響態度的重要憑藉，則媒介市場

的問題便顯得重要，因為媒介市場與媒介內容有著密切的關連。一般而言，媒介

市場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制度： 

一、獨佔專制：無競爭對手，市場壓力極小，媒介內容可能大膽創新也可能

因循苟且。 

二、寡頭壟斷：少數幾家聯合瓜分市場，造成惡性競爭，內容大致雷同，競

逐大眾口味。 

三、開放性競爭：市場開放競爭，競爭者多，內容多元，以特殊風格取勝。 

由媒介市場的角度觀察，競爭者的存在或數量多寡，是決定媒介內容與品質

的重要因素，多元開放的報業市場將能使最多的意見或訊息流通。而在自由民主

國家，媒介則多有寡頭壟斷的情形發生。以美國報業市場為例，學者李茂政指出：

報紙高度壟斷和集中，使得新聞事業完全被大財閥、大報閥所獨佔；壟斷財團是

壟斷報團的後台，壟斷報團成了壟斷財團的喉舌。他也引述寇爾遜（David C. 

Coulson）於一九八０年《新聞學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春季號中＜反

托拉斯法與媒介：使報紙不危害民主政治＞（antitrust law and the media: 

making the newspapers safe for democracy）一文，認為報業壟斷的問題雖沒

有逃過國會和司法部的注意，但這兩個部門解決問題的取向，顯然對這項工業的

真正問題及其在憲法上的獨特地位缺乏瞭解。政府的反托拉斯法，有能力但卻不

對民主政治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雖然自由發行受到憲法的保護，但並不保證

可以自由的去合併，而致使其他報紙無法發行；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下，報業自由

                                                
42
 引自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市：三民書局，民國 85年），頁 1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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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政府的干涉，但報業自由並非意味報紙可以受到私人利益的壓制。」43 

綜觀上述各種理論與研究發現，媒介內容對社會大眾的認知與觀感有極大的

影響力，而媒介制度、市場制度則會影響媒介產製的內容。儘管以上文獻與馬來

西亞華文報業並無直接的討論，但透過相關新聞傳播學理的回顧，可讓筆者對研

究主題進行更完整的討論，無論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或《東方日報》的創

刊意義等面向，皆能提供學理的分析觀點。 

第三節 報業經營與市場競爭策略 

除了新聞史的回顧及新聞傳播學理的分析觀點，本文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及

《東方日報》的研究重點，也涵蓋報業市場競爭與報社的經營策略。學者指出，

媒介經濟學最基本的原則是：閱聽人的數量越多，則收入和利潤也越大。因此大

眾媒體如報紙等都以吸引最大量的閱聽人為首要目標，而報業競爭是牽連甚廣、

形貌繁複的活動，時時得面臨同類媒介與不同媒介間的競爭挑戰。44不過，以馬

來西亞當前的媒體環境而言，現階段華文報業的競爭仍屬同類媒介間的戰爭。45 

欲瞭解報業經營與競爭策略，必須先認識報業的經濟特性。簡單的說，報業

大致有幾種主要特徵，分別是雙元市場、發行螺旋現象和規模經濟現象，相關內

容略述如下： 

一、雙元產品市場 

學者皮卡德認為，媒介工業和其他產業的差異，在於它除商業特性外，亦包

含了專業性；且其運作的場域是一個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它

只創造一種產品，卻在兩個性質迥異的財貨與勞務市場活躍。46他強調，媒介所

運作的第一個市場是指財貨，即媒介產品本身，是娛樂或資訊；媒介運作的第二

個市場則是廣告，媒介將閱聽人的時間賣給廣告客戶。且一方表現之良窳亦將影

                                                
43 引自李茂政，《大眾傳播新論》（台北市：三民書局，民國 79年），頁 211-219。 
44 引自蘇蘅，《競爭時代的報紙-理論與實務》（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 91年），頁 36-40。 
45
 《星洲日報》總編輯蕭依釗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 35屆年會的報告中指出，由於國營和私營電

視台偏重馬來語和英語節目，很少播放華人社會的資訊，華人只能依賴華文報來獲取關於本族群

的資訊，因此電子傳媒對華文報業的衝擊，至少比其它地區慢了十年。 
46
 引自馮建三譯，Robert G. Picard著，《媒介經濟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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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另一方市場的成效。47 

二、發行螺旋現象 

報紙的發行和廣告之間的互動關係，稱為發行螺旋。發行螺旋通常被用以評

估各個在市場競爭下的報紙失敗與否。發行螺旋的定義是指，在某個特定區域之

中，報紙發行量越小的報紙，比起發行量較大的報紙，吸引到的廣告客戶少，亦

即報紙的發行量會導致該報廣告量的下降。因此，小報的資源就會比大報少，這

樣的情況因而影響了小報的品質，最終導致原本看那些小報的讀者，轉而去看其

他的大報。而當讀者的喜好一改變，廣告主或是廣告代理商的喜好也跟著改變，

這使得小報所吸引到的廣告和資源就又更少了。這樣的情況會循環不已，直到大

報佔有壟斷的局面，因此這個模型包含有兩個螺旋，小報是向下螺旋，大報則是

向上螺旋。48 其次在廣告、編輯、報紙印刷，和派報品質上，大報有設立標準的

優勢，然後也就可以迫使其他與其競爭的報紙趨近這些標準，這使小報的經營更

為困難，而陷入發行螺旋裡惡性循環，廣告版面更乏人問津。 

而 Lacy則除了以商業廣告（display advertisement）的角度來觀察其對於

報業發行的影響以外，還以分類廣告來說明發行螺旋的情形。也就是說如果讀者

為了廣告而去買報紙、看報紙，這表示廣告的增加會使得發行量也跟著增加。報

紙若是有更多的廣告量，則會吸引更多的讀者來看此報。而因為吸引了更多的讀

者，所以也吸引了更多的廣告商。這又表示，如果吸引更多的廣告商，接著就會

吸引更多的讀者，如此循環不已。這樣的結果將使那些在分類廣告量上落後的報

紙，只會一天比一天更落後，因為廣告收入佔報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所以領先的報紙會佔有更大的市場。49 

三、規模經濟現象 

報業引起經濟學者重視的其中一個產業特徵即為報業的經濟規模現象，多數

學者認為規模經濟現象，是報業市場傾向獨佔的主要原因。報業的經濟規模，可

                                                
47 引自廖錦清，《報業管理與報業競爭之關連性研究》（台北：私立文化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民

國 88年）。頁 28。 
48 L. Engwall, Newspapers as Organizations. ( London: Gower, 1978), p.88 
49 引自陶芳芳，《從政治控制到市場機制：台灣報業發行之變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7年），頁 22。 



 32

以從報業成本結構來解析，在生產成本階段，報業生產具有高度的初製固定成

本。而當一份報紙生產出來之後再製，平均成本先是遞減，隨後維持在一個固定

水準，為標準的規模經濟型態。至於在分銷成本階段，羅絲（Rosse）認為與生

產階段有相同的特性，即開始建立行銷通路的成本很高，一旦報業組織行銷通路

完成，就算發行量增加，也不會讓平均成本有太大的變化。因此，分銷過程也如

同初製過程一般，具高度固定成本特性，是形成報業規模經濟的主因。50 

報業規模經濟現象，不僅使現存報社享受成本上的優勢，且會成為新進報社

的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對於扼殺市場競爭有推波助瀾之勢。但以報

業的實際情況來印證，規模經濟現象雖使報業有獨佔的傾向，但報業並非自然獨

佔產業。市場是否被獨佔，關鍵因素在最低有效規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 

MES），即相對於市場需求量使平均成本最小的產量水準。廠商最低有效規模佔市

場規模的比率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國報界「一城一報」即是市場規模小導致廠商

有最低有效規模獨占市場現象。在自由經濟體系裡，政府無法干涉廠商最低有效

規模，但經由經濟政策卻能影響到市場規模的大小。51 

另一個研究重點則在報業組織方面，若以功能劃分的角度來看，一個報社通

常有五大部門，分別為新聞編輯、生產、發行、廣告和管理部門等。各部門間的

分工則分別為：資訊蒐集、資訊生產、資訊分配、針對讀者和廣告主的促銷、報

社的財務運作、各部門工作之協調整合。安格沃（Engwall）據此認為，報業組

織模式包含三個重要面向及兩個不同方向的流程，即科技、環境和人員層面，以

及實體、財務兩個流程。報社組織的實體流程運作是將由環境（供給者）所提供

的投入，加上報社內部人員採用組織科技所製造的產品，送達消費者，財務流程

則循反向運作。 

所謂報業的實體流程，在前半段屬於報社記者、編輯蒐集新聞資訊、製作報

紙產品的過程，待成品出現之後的實體運送階段，則為報社組織，透過通路將報

紙送到消費者手中之過程。安格沃也指出報業組織的特色，其實體流程的最大特

點是生產週期非常短促，且產品的保存實現只有一天。若無法在適當的時間，將

                                                
50 引自林富美，《台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頁 40-41。 
51 蔡翼擎，《台灣地區報業之競爭態勢與競合策略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 85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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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中，則該產品的經濟價值將完全喪失，因此報社與通路系統的

配合顯得相當重要。Thorn & Pfeil 則由此強調發行工作所隱含的重要性：包括

發行是報紙銷售運送和收款的系統、是報紙銷售率、閱讀率、讀者、報紙商業價

值、報紙社區價值和責任的指標。52 

關於報業競爭與報紙內容的關連性研究也值得重視，早在一九四八年，學者

畢葛曼（Bigman）就提出「競爭對手趨同說」（rivals in conformity），他認為，

報紙因競爭同一群讀者，採訪同一批消息來源，採訪新聞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

競爭報紙的內容應該是差不多的。Borstel 探討競爭激烈與否對小型報的社論、

專欄、讀者投書篇幅影響如何，發現有競爭和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報紙在這方面

並無差異。其他學者也以實證研究支持這種看法，他們研究發現，報業市場競爭

激烈並不意味報紙的訊息內容會更有區隔，反而會更雷同。而競爭報紙內容會相

似，主要是因為報紙在同一市場競逐同一群讀者，大家都努力追求最好的產品，

但基於新聞追求時效等專業意理考量，這些產品基本差異不會太大，而且新聞價

值可以超越不同擁有者經營的報紙，因此競爭者的新聞內容應該很像。53 

但另一些學者持相反看法，主張競爭者異質說的人認為，由於競爭的報紙會

盡量設法吸引讀者購買他們的產品，新聞編輯必須區隔彼此的產品，並在某些方

面改進報紙內容，所以新聞價值雖是新聞最重要的要素，競爭者間的差異不大，

但並不意味媒介生產的是相同產品，除了新聞價值外，內容差異確實存在於競爭

報紙間。Johnson & Wanta 則認為競爭會對報紙外觀（appearances），即版面呈

現產生影響，但內容可能差異不大。不過 Bogart 指出，報紙競爭雖會使報紙改

變版面設計，有些報紙用更多色彩，有些改變廣告頁和廣告欄位的製作方式，有

些則更動標題字體、放大照片，或增加電腦繪圖，有些甚至把頭版改成富於現代

氣息的塊狀組版，但從今日美國報的例子來看，競爭並非直接導致版面改變，而

是報紙可能投入更多人力財力或物力等經濟資源，間接促成報紙改版。54 

對於這些說法，Busterna提出更具體的影響因素，他認為競爭報紙的內容是

否有差異，不能只看競爭報紙的編採策略，還要看各報所在的市場結構；市場結

                                                
52 引自林富美，《台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頁 40-42。 
53 引自蘇蘅，「報紙競爭與新聞多樣化的關係試析」，《民意研究季刊》，206（民國 85年），頁 95。 
54
 同上，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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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會主導媒介經營方式，並影響媒介在市場的表現。「市場結構」指的是既有市

場如何組織而成，關鍵在於市場是否「集中」。一般發現，壟斷或寡佔的市場中，

媒介內容會趨於同質，競爭市場則會促使媒介內容更多樣，消費者選擇更多；「市

場經營」是指報紙的訂價、產品策略、研究與創新、廣告等，而「市場表現」則

指技術和配置效能、進步幅度；換言之，市場結構、經營行為與市場表現三者環

環相扣，影響報社發展甚鉅。55 

在初步瞭解報業經濟特性和報社組織之後，對於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及《東方

日報》的市場概況與經營策略將有更明確的分析基礎。由於《東方日報》創刊初

始便遭受當地兩大報團的市場圍攻，如何提升市場競爭力與佔有率，成為報社存

續與能否發揮影響力的重要課題。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直接針對馬來西亞報業經營

或市場競爭的相關文獻，但是台灣在報禁開放後，報業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類

似的研究與討論亦相當豐富，可以做為研究馬來西亞方面的經驗與參考。 

綜觀國內關於報業經營之研究，以報社組織、行銷策略及政治控制等面向為

主，研究對象除本土報社（中國時報、中央日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大成報）

外，近年也逐漸擴及中國大陸的報業領域。但對於馬來西亞，甚至東南亞各國，

則甚少相關的研究或著述。職是之故，本節之文獻分析與回顧僅著重在國內之相

關報業經營之研究。 

陶芳芳在《從政治控制到市場機制：台灣報業發行之變遷》的論文中，由政

治控制及市場影響力兩個方向，探討形成台灣報業發行變化的原因。從報業整體

的發行狀況作為分析起點，並以報業的觀點分析台灣報業的發行競爭。其認為過

去在報禁時期，台灣符合發展中國家所普遍出現的媒介環境，隨著經濟的發展，

報禁政策對於報業發行的限制與控制則愈來愈明顯，而在報禁開放後的自由市場

競爭之中，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報業發行特性，導致報業為求生存，只得加強其

市場競爭力。除了從內改善組織體質，進行經營管理策略、組織的精進外，更需

配合各種翻新的促銷手法。56 

這種因應報禁開放後，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報業發行特性，也可以在蔡翼擎

                                                
55 同上，頁 92。 
56 陶芳芳，《從政治控制到市場機制：台灣報業發行之變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國 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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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台灣地區報業之競爭態勢與競合策略分析》中看出來。其指出台灣報業

市場競爭度提高固然可喜，然另一面卻也出現市場競爭惡質化的現象，不僅耗損

產業發展力，更浪費社會整體資源。其研究認為報業發展的最大威脅並非同業，

而來自正快速蛻變與整合的電子媒體，尤其結合電子、電腦與電信的 3C 「新媒

體」中的電子報；另方面，報業雖有最好的鄰近性與便利性可介入此新領域，然

而多數的報業組織並未積極掌握契機，加以政府法令限制報業轉投資有線電視、

無線電視等其他電子媒體，這使得報業的替代威脅正逐日滋長中。57 

而所謂的市場競爭究竟是指什麼？譚士屏在《台灣報紙產品市場競爭行為分

析（1988-1999）》論文中，以產業經濟學的「結構-行為-績效」架構與寡頭壟斷

理論中對競爭行為的認知，將焦點鎖定在報紙市場最普遍、最主要的三種競爭行

為：內容競爭、價格競爭與促銷競爭三者進行研究。研究首先指出，台灣報紙市

場競爭行為，在解除報禁後產生大幅變化，主要原因有四：一、報業開放後市場

結構改變，造成市場競爭行為轉趨激烈；二、報紙消費者消費型態轉變，變相加

強了報業市場的競爭行為；三、市場趨同性，造成報業市場競爭行為日漸普及；

四、台灣報業市場產品同質性漸高，以競爭行為建立有限差異性。其認為報紙市

場競爭行為發展，深受「外在市場環境」、「報紙本身屬性」與「市場內競爭者市

場行為」三種因素的牽制與制約。因此在不同市場環境下，不同屬性的報紙在面

對市場上各式競爭者時，會在市場競爭行為上產生不同的反應。論者最後也為解

除報禁後的台灣報紙市場競爭走向，歸結二大發展趨勢：一、市場導向；二、強

者愈強弱者愈弱。58 

上述討論大多以整體的報業為對象，而幾個針對報社的個案研究裏，黃彩雲

在《超競爭環境下策略之研究-以自由時報為例》論文中也強調，在台灣報業激

烈競爭的態勢下，報業市場衍生出異於以往的競爭行為：競爭者積極行動的頻

率、大膽和激烈程度與日俱增，產品的生命週期快速縮短，挑戰者不斷進入市場，

市場既佔企業的重新定位等。其以自由時報為例，指出在兩大報紙（《中國時報》、

《聯合報》）的夾攻下，自由時報採取以雄厚財力為後盾的促銷手法，獲得成功

的市場地位。研究指出，該報的成功暗示了未來的報業競爭，將依循這種以龐大

                                                
57
 蔡翼擎，《台灣地區報業之競爭態勢與競合策略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 85年）。 
58 譚士屏，《台灣報紙產品市場競爭行為分析（1988-199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國 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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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偏重商業手法的模式。59 

除了《自由時報》以外，《大成影劇報》則又提供另一種生存的策略，就如

游智森在《大成影劇報定位策略及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論文所提出的觀點。其

詳細分析台灣大成報的市場策略，認為在報紙經營上，「定位」是決定勝負的重

要關鍵。其指出《大成影劇報》能突破國內報系集團式的通路夾殺，獲得今日的

市場佔有率，定位成功是相當關鍵的因素。在競爭激烈以及進入困難的報業環境

中，《大成影劇報》憑藉成功的定位策略、市場區隔與行銷等企業作為，依舊在

報業市場佔有一席之地。60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隨著民智漸開、政策鬆綁、傳播科技發達等影響，台灣

報業市場的競爭越演越烈。既有的市場佔有者，如中時、聯合兩大報，逐漸發展

成龐大的報系集團，而新加入的挑戰者，有的以廣告或促銷、贈獎等手法搶攻市

場，有的則以「本土訴求」作為市場定位。《自由時報》、《大成影劇報》的成功

範例，提供了最佳的明証。 

儘管台灣的報業環境與馬來西亞相異，但相關的個案研究仍可做為對馬來西

亞《東方日報》的研究參考。甫發刊之《東方日報》遭逢《星洲日報》及《南洋

商報》兩大集團化報紙的夾殺，其經營、行銷及市場區隔、定位等策略定將成為

報社生存與否的關鍵因素。藉由台灣報業發展的研究成果回顧，提供筆者一個明

確的分析背景，將有助於研究的進行。 

 

 

 

                                                
59
 黃彩雲，《超競爭環境下策略之研究-以自由時報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民國 89年）。 
60 游智森，《大成影劇報定位策略及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台北：私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民國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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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由早期的中國認同轉為對本土的關懷，並成為當

地華人爭取權益與捍衛權利的重要喉舌與工具，也扮演華人社群溝通橋樑與推廣

文教活動的積極角色。但華文報做為民族文化推廣者、種族權益捍衛者的同時，

它也成為亟富商業利益的文化商品，其在華人社群發揮的影響力更引起統治階層

的覬覦，於是華文報本身亦變成新聞事件的主角，政黨收購報業與報業市場壟斷

的爭議與後續發展，乃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探討此種現象，首先須由馬來西亞的媒體與政治關係著手。若以麥奎爾的報

業理論為分析基礎，發展媒介理論似乎適合用來解釋馬來西亞的報業環境，該國

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外交優勢，以及專制政權的穩定是國家的首要目標，所

以在這些目的之下，國家可以根據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的需要，而正當的支配

並限縮媒介可以享有的資源和權利；因此，此時媒介所被賦予協助國家達成經濟

上、社會上與政治上的責任，此時是遠高於他們的權利和自由，所以，媒介的發

展的前提是不影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 

而關於市場壟斷與擁有權集中的問題，則不可忽略報業的經濟特性與其所處

的雙元市場。而由於報業所謂的發行螺旋現象將產生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加乘

效果，因此導致報紙間競爭更趨激烈，為了降低成本開銷，報業集團的形式成為

近代報業發展的趨勢。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市場壟斷現象，若能排除政治力量的干

預，則當屬資本主義下的商業併購，為自由市場的必然趨勢，也是自由市場的必

然之惡。 

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及當前諸現象，除了須針對華文報的發展歷程

進行回顧，也應檢視媒介、政治與報業經營等面向的相關學理與研究發現，方能

建立較完整的分析架構。綜合本章各節所回顧探討的文獻及理論，可據以對馬來

西亞華文報業有較清晰和明確的分析觀點，利於本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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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歷程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距今已經有 180餘年的歷史，第一份華文報當推

1815年在馬六甲創刊，不過卻是以月刊形式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611915

年創刊的《光華日報》則是馬來西亞現存華文報中歷史最久的，其次是 1923 年

創刊的《南洋商報》及 1929 年的《星洲日報》。《光華日報》目前仍是以檳城為

基地的地方性報紙，而《星洲日報》及《南洋商報》則居華文報業的領導地位。 

回顧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百餘年的歷史，從 1815 年創刊的第一家華文報《察

世俗每月統計傳》的宗教報紙開始，歷經 1880年至 1919年間以《光華日報》等

政論報紙為主流的時代，以及 1923 年後崛起的商業報紙時代，而後經歷日本佔

領、爭取馬來亞獨立等過程，如今已走進透過網路邁向全球的時代。在這漫長的

發展歷程中，華文報無論在形式、内容、功能、辦報宗旨和立場、報社設備和經

營方式上，都經歷了重大的變革。 

值得注意的是，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歷程時，不應忽略新加坡在此

歷程中的角色，因為早在馬新未分離前，兩國歷史是一脈相承的，馬來西亞兩份

歷史悠久且居領導地位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皆是早年創刊於新加坡

的報紙，其後為了便於發行，開始到馬來西亞設立印刷廠，最後在馬新分離以及

資本本地化政策的影響下，才正式轉型為當地的報紙。 

儘管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各自獨立，使原本一體的華文報業一分為二，但兩

地華文報業一脈相承的歷史，卻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在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業

時，不能把兩地華文報紙發展的歷史截然分離。基於這一層歷史關係，本章對於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的討論，也將涵蓋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業，結合馬、新兩

地報業歷史的脈絡，將可獲得比較完整的發展樣貌。 

 

 

                                                
61 世上最早的華文報紙是 1815年 8月 5日創刊於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由英國傳教士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所辦。請參閱：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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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源起與過程 

壹、華文報業發展源起 

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地區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已被新聞史研究者公認為近代華文報紙的創始，它不僅是馬來西亞，

也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第一份華文報紙，存在的意義和對華文報業的影響，可說

非常重要與深遠。而馬六甲之所以成為華文報紙的發源地，乃與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及當時中國社會的封閉有極大關係。 

一、馬六甲與《察世俗每月統計傳》 

馬六甲位於馬來半島西岸，馬六甲海峽為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航道。關

於馬六甲的起源，據《馬來紀年》記載，十五世紀時，當時被暹羅追擊而流亡至

泊丹河（Sungai Bertam）定居的拜里迷蘇剌（Parameswara）國王，在一次狩獵

活動中倚樹而憩，卻做了一場怪異的夢，夢境中他看到自己的獵犬竟然被竄逃的

獵物踢下河，驚醒之後他認為這個夢境是種吉兆，因此決定在此地建國，並且以

他倚靠的這棵馬六甲樹命名，展開馬六甲王朝的歷史。 

在國王的努力下，馬六甲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從事海洋貿易的強盛國家。由於

它的地理位置優越，非常適合成為貿易中心；馬六甲位於東、西方貿易路線的中

心，又是東北季風和西南季風的交會處，各地商人必須逗留在馬六甲，等候季風

改變才能繼續行程，此外馬六甲的港口夠深，位置又靠近盛產香料的地區，因此

非常的繁榮，吸引大量來自中國、日本、印度、阿拉伯和南非的商船和商人，成

為一座興盛的商貿中心及繁榮的港口城市。其中中國與馬六甲的聯繫相當早，遠

在 1403 年，中國即派尹慶訪問馬六甲，並在兩年後封拜里迷蘇剌為「滿剌加國

王」，即梵文中萬物之主的意思，也由於他歡迎華人通商，從此馬六甲便成為十

五世紀整個東南亞的重要轉運市場。62 

 

                                                
62 方曙，「海外中文報業的萌芽」《光華日報七十五週年紀念刊》（檳城：光華日報有限公司，民

國 74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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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年葡萄牙入侵，使馬六甲淪為殖民地，至 1641 年荷蘭人打敗葡萄牙，

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而英國則在 1807 年佔領。1824 年時，根據英荷條約的

內容，英國以蘇門答臘的賓古連（Bencoolen）及其他港口跟荷蘭交換馬六甲，

自此以後，馬六甲便與檳城、新加坡成為英國的海峽殖民地。63  

除了馬六甲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轉運角色，當時封閉的中國社會，也是促使世

上第一份華文報紙在馬六甲創刊的重要推力。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英國

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米憐（William Milne），原本有意將基督

教義傳播至中國，因此利用偷渡的方式，先後抵達廣州。但當時清朝政府厲行鎖

國禁教政策，通商也僅限於廣州，傳教工作十分危險與艱辛。 

由於在中國傳教不易，又可能面臨死刑的威脅，馬禮遜自知在此地暫時難有

作為，在無可奈何之下，便派米憐帶著自己譯印的兩千本聖經，到南洋群島華僑

聚居的地方散發。64米憐在爪哇、馬六甲、檳城等地考察後返回廣州，建議以鄰

近中國的馬六甲做為傳教基地，之後在 1814 年，馬禮遜決定委託米憐常駐馬六

甲。1815年，米憐帶著刻板工人蔡高（中國第一位基督徒）和梁發抵達馬六甲，

同時攜來新約聖經木刻板、印刷機、英文和馬來文鉛字等工具。同年，在米憐主

編下，第一份華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終於誕生。65 

二、《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影響 

雖然稱《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為史上第一份華文報紙，但它其實是書本形式

的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顧名思義每月出版一次，每次四十四頁，共八十

八面。每頁兩面，每面七行，每行二十個字，標點符號則在文字旁邊，用竹紙印

刷。刊物內容除傳教外，也刊登一些新聞和新知識，因此可算是一份新聞性質的

報紙。66創刊初始每期約印五百份，後來增加到兩千份，發行檳城、丁加奴、婆

羅洲、蘇門答臘、越南、泰國等華人聚居的地區。67 

                                                
63 劉洪鐘，「歷盡半個世紀看盡光華變遷」《光華日報七十五週年紀念刊》（檳城：光華日報有限

公司，民國 74年），頁 67。 
64
 方曙，「海外中文報業的萌芽」，頁 78。 

65 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民國 55年），頁 128。 
66 黃堯，《星馬華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民國 56年），頁 134-136。 
67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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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為傳道的宗教刊物和第一份華文報紙的價值之外，《察世俗每月統計傳》

對馬來西亞及中國後續的報紙發展，更發揮了積極的影響作用。《察世俗每月統

計傳》創刊之前，中國並未有定期出版介紹時事新聞之類的報刊，更遑論介紹新

科學或新宗教的報導文字。《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形式與內容，與中國歷史上

的「邸報」、「京報」等不同，它傳播了西方一些科學新知與自由的新思想，以及

天文、地理、動植物學、歷史、哲學和在歐美新創的學說等方面的介紹，影響深

遠，對封閉的中國社會與民智未開的南洋，有一定程度的啟發作用。 

其次，馬禮遜和米憐藉由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將西方的辦報經驗和

報刊體例傳來中國與南洋地區。報刊功能的提高，傳播內容的多樣化，主筆體制

的建立，也是由宗教報刊開始的。因此《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不但被認為是近代

的第一份華文報紙，它也首次將西方現代報業的觀念傳入馬來西亞，在新聞史上

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68華文報紙得以蛻變為現代化報業，當以《察世俗每月統

計傳》為濫觴。 

另外，在新聞體例的創見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標榜「每篇必不可長也，

必不可難明白」。馬禮遜認為，與其運用深奧罕見的經典字，不如善用易認易解

的通俗字，報紙的功能即在於傳遞訊息，寧願偶俗不雅，也不可令人難讀難解；

而米憐在《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發表的對話體說文，則為報紙文章開創一種新文

體的風氣。他們所主張的報刊文章要簡短、通俗和生動的觀念，對後來的華文報

刊發揮了先導的作用，是辦報觀念上的一大突破。 

馬六甲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國際轉運港市的地位，使其成為商人巨賈聚集和勞

動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吸引了西方傳教士藉以做為向東方世界傳播基督教義的

重鎮，間接促成第一份華文報紙的誕生，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的歷史中，兩

者皆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近代華文報業的啟迪更顯非凡意義與價值，而馬

來西亞華人承先啟後，在往後的歲月創造了蓬勃的華文報發展榮景，成為兩岸三

地之外，擁有最多華文報刊的地區。 

 

                                                
68
 同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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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華文報發展過程 

在世界華文報業中，馬來西亞有非常特殊的歷史，世界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即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創刊。這份報刊雖是由基督教會為

了傳教目的而出版，卻是華文報業史上第一份具有現代大眾媒體條件的報紙。目

前世界上發行最久的華文報《光華日報》也在馬來西亞，是孫中山為了宣傳革命，

而於 1910年在北馬檳城創辦的報紙。 

由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早期並未分治，因此研究馬來西亞的新聞報業史時，

學者都以「馬新地區」做為討論對象。在馬新地區，除了開創近代華文報業的先

河，還有一項特徵就是新報刊的出現頻率非常高。葉觀仕統計在 1995 年，馬新

地區還在發行的華文報刊（日報、三日刊、週刊、半月刊和月刊），馬來西亞有

三十家、新加坡五家；而自《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以來曾經出版又關閉的報刊，

馬新地區共有二百九十五家。 

目前對於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歷史研究，以葉觀仕的七階段分期最為精確可

靠，也普遍為研究者採用，其將馬新地區華文報業發展歷史，從《察世俗每月統

計傳》創刊至 1995 年之間分成六個階段，第七階段則為報業的現今發展。本文

亦採葉觀仕的分期階段，分六階段介紹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歷史。 

一、萌芽時期（1815-1879） 

從《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創刊後的六十四年間，馬新地區陸續又有《天下新

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日升報》創刊。這些報刊都是外國傳教士所創，

除了少部分船期等資訊，其功能都離不開宗教宣傳，是為宗教報章的時代。 

二、成長時期（1880-1919） 

華文報業在此時期的發展特點，便是辦報地點由馬六甲轉向新加坡，這個現

象除了與宗教報刊已不符社會需求外，新加坡開埠吸引華人聚居，也是促成第一

份由華人自辦的報紙在此誕生的重要因素。1819年，當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時，據

說只有三十多個華人，十三年之後，新加坡就已經成了海峽殖民地的行政中心，

到了 1869 年，蘇伊士運河通航，輪船和電報相繼發明後，新加坡一躍成為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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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貿易必經之地，取代馬六甲的地位。據統計，1891年時新加坡已有華人十二萬

一千九百零八人，當時總人口為十八萬四千五百四十四人。69也由於新加坡華人

人口居多，自 1854年成立第一間華人私塾「萃英書院」後，華文教育日益發達，

因此新加坡比馬六甲更有辦報的優越條件。 

本時期的代表報刊，首推於 1881年 12月 3日，由新加坡華僑薛有禮創辦的

《叻報》（Lat Pau），《叻報》是最早以當代報紙形式出版的日報，也是馬新地區

第一家由華僑本身發行的報紙。早期馬新華文報在內容或形式上都受到上海和香

港華文報的影響，據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s記載，《叻報》在初創前

十年，每日銷量僅在一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份之間，即使到了 1900 年，報份也不

過五百五十份。70推論其原因，《叻報》初創時，新加坡華人人口雖近九萬人，但

來自中國的移民多數是文盲，身份是勞工，有些甚至是賣身而來的「豬仔」，對

閱報根本不感興趣，因此爭取讀者不易。不過《叻報》持續發行到 1932 年 3 月

31日停刊，前後五十二年，是早期馬、新華僑報中發行歷史最久的一份日報。71 

據陳蒙鶴研究指出，薛有禮是出於「愛國精神」而辦報。基於本身對故國愛

慕之情，創辦《叻報》便是要誘導當地華僑，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保持聯

繫。在《叻報》服務四十年的主筆葉季允，是一位典型的舊中國知識份子，《叻

報》的立場受他影響很大。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叻報》開始引導華

僑注意中國動向，在中國議題上，《叻報》的立場始終是親當權派的。1911 年辛

亥革命爆發，《叻報》初期保持緘默，直到 10 月 17 日，報導中把革命事件形容

為亂事，將革命黨稱為亂黨，當時《叻報》是維護清廷的。但到中華民國正式成

立後，《叻報》不得不改變立場，1911年 11月 8日，開始將原本在報上所印的「大

清宣統三年」字樣改為「歲在辛亥」。72 

值得一提的是，《叻報》在 1906年增加一版附張，是報上新聞之外的一種娛

樂性文字，學者認為是現在報紙副刊的濫觴，之後這個副刊率先把中國「五四運

動」的新文學思潮介紹到馬新地區來，使日後的作者都改用白話文寫作，是《叻

報》對馬華文學的貢獻。另一份有特殊「創舉」的報紙，是 1890年 2月 13日，

                                                
69
 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社出版社，民國 75年），頁 47。 

70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9。 
71 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頁 195。 
72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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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印刷商林衡南出版的《星報》，是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小型報，其創舉包

括免費贈閱，是第一份有促銷策略的報紙；其次，《星報》也是馬新地區第一家

被控誹謗且敗訴的的報紙。 

報業成長時期的重點，是出現第一份由華人自己興辦的報紙《叻報》，此外

還有一項特色，便是與中國當時的革命情勢有相當大的關連。此時期的十九家報

紙中，有四家屬於「保皇派」、十一家屬於「革命派」的政論型報紙；73《光華日

報》也於此時期創刊。政論型報紙的特色，是以中國的政局為主要討論重點；由

於保皇黨和革命黨人都在南洋活動，都希望爭取華僑支持，因此這些政論型報紙

的主要功能是傳遞思想、吸引更多人認同參與。74 

三、發展時期（1920-1941）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馬新地區許多政論型的報紙逐漸式微，能發展至今

的僅存《光華日報》一家，但編輯方針已經大幅轉變。這個時期報業發展的特色

是商業化路線，也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史上，各種大小報刊出現最多、最頻

繁的時期之一；目前在馬來西亞發展得最具規模的兩個報業《南洋商報》和《星

洲日報》，也都是在這個時期分別於新加坡創刊。關於《南洋商報》和《星洲日

報》的創刊背景與發展過程，由於兩報仍是馬來西亞最重要的兩份報紙，其發展

歷程與經營現況將於它節介紹。 

此時期在馬新地區的大小報刊共有六十五家之多，其中吉隆坡、檳城、怡保

等地有十九家，新加坡有四家，而其他小型報與雜誌則多達四十三家。在眾多報

紙之中，以《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光華日報》和《星檳日報》最受重視，

四報的銷售量也最高，前三者目前仍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重要支柱。75 

 

                                                
73
 據葉觀仕統計，保皇派的報紙有《檳城新報》、《天南新報》、《南洋總匯報》和《振南日報》四

家；而革命派的報紙有《圖南日報》、《南洋總匯日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僑日報》、

《檳城日報》、《吉隆坡日報》、《四州日報》、《光華日報》、《國民日報》和《新國民日報》等十一

家。請參閱：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25-33。 
74 于國華，「讀者認同與報紙社區化－報業競爭的社會分化危機」，於《第十屆中華民國傑出新聞

人員研究獎得獎人研習考察報告》（台北：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民國 90年），頁 47。 
75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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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淪陷時期（1941-1957） 

1941年底日本向南洋發動攻勢，兩個半月之間佔領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由於

日軍佔領，馬新兩地所有華文報停刊，報社員工屢遭迫害，報社設備也被佔用或

摧毀，只有日軍發行的宣傳性刊物得以出版，是華文報業的黑暗期。 

日軍佔領時期總共在馬新地區出版四份報紙，分別是《彼南新聞》、《昭南日

報》、《興亞日報》和《久鎮日報》，僅由報刊名稱即可感受日軍辦報的目的。雖

然這四家報紙以中、英文發行，但多屬宣傳日軍戰績、刊登皇軍告示通令和一些

恐嚇性的新聞。 

五、光復後的華文報業（1945-1957） 

1945 年馬新脫離日本佔領，各報紛紛復刊，到 1957 年馬來亞獨立之前的十

二年間，這段期間是華文報刊最鼎盛的時期，出版日報多達六十四家，其次是言

論左傾和專爆內幕的小報接二連三出現，也有五十餘家。由於戰後民眾對新聞需

求量大，華文報新刊和復刊數量龐大為此時期的特點之一，另個特點則是倒閉或

被查封的報紙也最多；葉觀仕認為，這個時期是華文報業最混亂、水準最參差不

齊的時期。比較重要的報紙是李孝式創辦的《中國報》，其宗旨在於發行一份與

左傾報紙相抗衡的報章。  

至於盛況空前的小型報刊，其蓬勃發展與新加坡歌舞台秀的興起有密切關

係。小型報依賴秀場廣告維持生存，也協助秀場宣傳；其次，小型報的讀者多是

風月場所的歌女、舞女，而且這些女子都希望能藉小型報的娛樂版捧紅自己。這

種小型報盛行的風氣維持十年之久，其中熱門的報刊每天可銷售三萬份，但有些

則上市數日便夭折。76 

六、獨立後的華文報業（1957-1995） 

馬來亞和新加坡分別在 1957和 1959年獲得獨立，1963年時馬來亞與新加坡

等地合組馬來西亞聯邦，但隨後新加坡又於 1965年被迫退出。在兩地分合之間，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一脈相承的華文報業，逐漸一分而二，到了 1975 年，馬、新

                                                
76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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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的報紙也正式分家，成為兩地報業史的分水嶺。 

這時期裡，《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和《新明日報》開始各自在馬新兩地

出版，直到 1983 年，新加坡《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合併為《聯合早報》

與《聯合晚報》之後，前兩報正式在新加坡消失，僅存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與

《星洲日報》繼續經營；而歷史悠久的《光華日報》仍屹立不搖，是為目前市場

上最老的華文報紙。 

1969年五一三種族暴動事件，對華文報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由於爆發衝突事

件，使華人開始關心時事和自身權益，進而刺激報紙銷售的業績。進入九０年代

以後，華文報競爭日趨激烈，各主要報紙紛紛更新設備與調整編版策略，增加許

多彩色畫頁吸引讀者。此外，在這時期對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影響最鉅者，當屬《南

洋商報》與《星洲日報》分別收購另一家報紙，皆成為龐大的報業集團。華文報

走向集團化之後，市場割喉競爭所在多有，之後還要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

上，擦出更引人側目的火花。 

經歷了六個階段的發展過程，現在的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更為迅速，也更

具競爭力，尤其邁入 90年代後，全球掀起了網路熱潮，各種網路媒體紛紛湧現，

傳統印刷媒體是否即將被取代的議題一度被廣泛討論，華文報為了順應時代的發

展和爭取市場先機，也設立了專業的新聞網站，嘗試在嶄新的平台繼續延續發展

榮景，使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正式邁入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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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功能與角色 

壹、華文報功能角色的演變 

由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發展歷程觀之，無論是最早期的宗教報刊或之後的政論

性報刊，乃至最後進入商業性報刊的時代，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不斷創新的

華文報紙，在不同的時期積極扮演各種大眾媒介的角色，無論是在傳遞訊息、做

為人民的喉舌、政府和人民間的橋樑、促進意見的交流、提倡馬華文學，甚至是

在反對殖民統治、抵抗日本侵佔、鼓吹獨立建國和引導華人國家認同等課題上，

華文報皆發揮重要的功能與力量；尤其對於馬來西亞華社而言，華文報紙更是民

族文化的傳承根源，連同華文教育和華人社團，成為華社的三大支柱。 

走過宗教報刊的時代，華文報進入政論報紙的輝煌時期。古鴻廷曾由華僑政

治意識成長的角度分析華文報當時的功能角色，認為對已不在學校的馬來亞華族

知識份子而言，中文刊物、尤其當地出版之報章雜誌，不僅提供必須資訊，更在

指導公共意識上居於領袖地位。77但這時的華文報紙多是中國政治事務的宣傳

品，為中國本土與海外華人的聯繫管道，往往大力鼓吹中國國族主義，不論政治

及社會主張、立場，都以中國為其政治認同之目標，以喚起華人政治意識為主要

功能。78 

馬來西亞華文報早期有這樣的現象，其實與華人社會尚未轉型有關。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前，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始終是「移民社會」，大部分並無本土認

同意識的存在。直到馬來西亞「原土著社會」的民族意識覺醒，進而欲建立所謂

「民族國家」之後，馬來西亞華人方才對於認同這問題產生較大的衝擊。79促使

華人社會認同意識變遷的原因，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戰後馬來西亞政治的動盪以及政制的發展，使華人處於不利的地位，華

人要成為公民，受到諸多的限制，不但使華人的政治權利被剝奪，也影

                                                
77 古鴻廷，「一九二０年代星馬華僑政治意識成長之研究」，於《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

（台北市：聯經出版社，民國 86年），頁 75-76。 
78 同上，頁 83-84。 
79 張曉威，《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民國 87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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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華人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因此他們不得不爭取有利的條件，以求未

來能在當地順利發展下去。 

二、1949年中國發生重大變化，中共席捲大陸，施行共產主義制度，使得若

干海外華人鑑於中共推行土地改革等政策，損及海外華人的利益，加上

一些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因而不滿中共政權，況自 1955 年開始，中共

宣布單一國籍政策後，更加強了華人長住在馬來西亞的決心。80  

三、由於土生華人的日益增加，再加上馬來西亞在 1957 年的獨立，無疑加

強了其對本土的認同，將對於中國大陸祖籍作為其社會群體認同的指

標，漸漸建立在另一種語言群上，以作為新的社會群體認同指標。81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轉型，促使華文報業的功能與角色也隨著改變，事實上

華文報業在華社認同意識轉換的過程中，也曾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在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當馬來人正爭取獨立時，華人也開始產生「根歸何處」的思潮，加

上馬共的興起，華文報紙上經常發生左、右兩派的激辯，也多有歸根中國與否的

爭論，對於華人社會的認同思潮有很大的影響；最後，華文報不但鼓吹馬來人獨

立建國，更開始引導華人認同當地、落地生根，功能與角色轉變甚鉅。 

從歷史的脈絡觀察，早期的華文報具有濃厚的民族報業特質，負有母國與當

地國資訊橋樑的角色，但隨著馬來亞獨立以及共產黨佔領大陸的影響，使當地華

人思考轉移「國家認同」的對象；之後的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新經濟政策的實

施等，則促使華人開始關注本族權益的維護與捍衛，而華文報也在政治環境的轉

變下逐漸淡化中國認同，開始發揮為當地華人發聲與爭取權益的功能，扮演著下

情上達的喉舌角色。但儘管功能與角色有所變遷，華文報依然被華人視為華社的

精神支柱，負有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 

 

 

                                                
80 楊建成，《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1957-1978）》（台北：文史

哲出版社，民國 71年），頁 105。 
81
 張曉威，《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研究》，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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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華文報現今的功能與角色 

隨著時空轉移及政治、社會的變遷，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由「華僑報業」轉變

為「華人報業」，由中國意識鼓吹者和中國事務傳播者的身份，變成爭取當地華

社權益的喉舌角色。探究箇中原委，除與華人久居馬來西亞，經過幾個世代的繁

衍，自然逐漸產生認同土地的思維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則是馬來西亞獨立以來的

種族霸權政治環境，使華人籠罩在政經權益受損的不安全感之中。 

馬來菁英份子所欲建構的政治主導權，從建國初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已經形

構爲鞏固的政治行政規範；尤其馬來西亞屬於文人官僚政權而非軍事政權，在知

識菁英治國的情況下，公民社會對統治階級的抵抗也較難尋著力點。馬來人的主

導權構成了兩個重要的政治影響：一是在教育與經濟領域推行有利於馬來人參與

的政策；二是運用馬來人的文化與政治符碼作爲國家象徵與團結的基礎。82這兩

項政治策略是馬來人鞏固其合法性與合理性統治的基礎，也是馬來民族主義

文化霸權的出發點。馬來執政精英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建構一個以馬來文化爲中心

的馬來化國家政體。83在這種以馬來人為尊的種族政治環境下，馬來西亞華人爲

了維護本身的權益以及文化特徵，只能強化各種資源來抵抗馬來政治菁英的文化

霸權；而華文報就是華人抵抗馬來霸權的三大支柱之一。 

瞭解馬來西亞華人所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以及華文報對於華社的重

要性之後，華文報的功能與角色不言可喻；一方面為民請命、做華社的喉舌，消

極抵抗馬來政權加諸的各種不平等待遇；另方面則和華文教育相輔相成、推動文

化活動，積極的傳承華人文化。若以華社今日的角度觀之，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至

少有以下五種主要的功能和角色。  

一、傳遞華人社會訊息 

馬來西亞華文報紙最重要的功能即是傳遞華人社會的訊息，因為馬來及英文

報紙絕少涉及華社事務的報導，華人無法從中獲得本族資訊。這種情況非常明

顯，例如富比士在 2000 年公布的世界兩百大富豪中，有：郭鶴年、林梧桐、郭

                                                
82 http://www.fgu.edu.tw/~literary/wc-literature/drafts/Malaysia/xu-wen-rong/xu-wen-rong_02.htm#_ftn9 

馬來西亞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華文文學 
8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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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燦、張曉卿等四位馬來西亞人獲選，由於清一色是華人，馬來文和英文報紙竟

寧願放棄對這幾位「馬來西亞的驕傲」的報導，也不願吹捧華人。84 

其次，馬來西亞的電子媒體被政府牢牢掌控，電視多為馬來及英語節目，播

報華語新聞的時段與時間更少，在缺乏電子媒體接近使用權的情況下，閱讀報紙

成為華人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這也是華文報紙的銷售量總是超越馬來文和英文

報紙的重要因素之一。 

馬來西亞華文報紙非常注重華文教育及華人社區的新聞報導，這也是當地華

人最重視的課題，全馬各地的華人都可藉由報紙的報導，充分掌握華人社會的動

態，形成一種「想像共同體」的緊密關係。除了政治及社會議題，華文報也提供

許多生活資訊及娛樂訊息，例如賣場折扣和港、台影歌星動態等；此外，刊登鄉

團宗社聚會活動和喪家訃聞也是主要功能之一，因為喪事儀典也是聯絡親友，維

繫彼此交往關係的重要場合。 

在本地訊息之外，華文報也扮演與世界接軌的橋樑角色，尤其是獲得中國和

台灣相關消息的重要管道，使當地華人充分瞭解華人世界的脈動，鑑於讀者的需

求與關心程度，兩岸新聞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影響所

及，許多華人對於中國和台灣的狀況多有瞭解，甚至華社之中也存有兩岸統獨問

題的不同解讀和論辯。 

二、提供華人言論場域 

除了傳遞訊息，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更提供華人抒發言論的場域。由於政府掌

控電子媒體，嚴格管制節目和言論尺度，其次也獨厚馬來及英語節目，因此華文

報成為華人表達意見與訴求的重要空間；在報導華人事務之外，馬來西亞主要的

華文報都有言論或類似的版面設置，也會為評論人開闢專欄，提供讀者及知識份

子評論時事、抒發觀點。 

早期的華文報紙並無言論版的設計，而是以「社評」、「社論」或「專論」的

形式存在，或是轉載外國的評論。但這些評論往往與報社的報格或立場有關，而

主筆關注的課題也未必貼近讀者所關心的議題。直到 1970年，《南洋商報》首創

                                                
84
 于國華，「讀者認同與報紙社區化－報業競爭的社會分化危機」，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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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版，開始提供一般民眾發表意見及評論社會時事。85這個趨勢一直延續至今，

言論或行家版甚至成為報社的「金字招牌」，讀者除了可以透過新聞報導掌握時

事，更能藉著閱讀言論版啟發公民意識。 

由於政府當局對馬來文及英文報紙的監控較為嚴密，華文報紙則相對擁有較

寬廣的言論空間，此外也基於華文報業競爭激烈，經常得靠突出言論吸引讀者認

同，因此筆鋒銳利的批判文章時有所見，對於華人政治意識的醒覺與社會現象的

關懷，有著刺激與催化的作用。在新聞與言論自由備受限制的馬來西亞，華文報

的言論尺度相對大膽開放，不但讓華人覓得抒發意見與「異見」的管道，也成為

報業的另類現象。 

三、爭取華族權益 

如前文所述，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華文報關注的焦點已從中國事務轉為關

心當地華族的生存與發展課題。馬來西亞雖為多元種族國家，馬來人卻有憲法明

令的優勢地位，儘管華人有較強的經濟勢力，但政治參與始終處於弱勢，雖然華

人政黨「馬華公會」身為執政集團「國陣」的成員，但為民喉舌的功能不彰，許

多關於華社權益的訴求仍得依賴華文報扮演下情上達的角色。 

種族政治使馬來西亞的華文報負有為華社發聲及爭取權益的責任，功能與角

色迥異於海外其他地區的華文報業，但也正因如此，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始終維

持繁榮景象，成為華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又由於華文報擁有較自由的言論空

間，所以除了華人社團，馬來西亞的反對黨、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壓力團體，也將

華文報紙視為表達訴求和爭取權益的重要工具。 

雖然華文報盡責的扮演下情上達的角色，但在國家政治上的影響力不大，無

法發揮像馬來文或英文報紙的主流媒體力量。不過華文報為民喉舌的功能，仍然

可以凝聚華社共識，代表華社向當政者爭取權益，在政府與華社之間，成功的扮

演平衡者的角色。 

 

                                                
85 朱自存，《縱觀華報五十年-馬來西亞華文報發展實況》（吉隆坡：東方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

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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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華文教育相輔相成 

馬來西亞是兩岸三地之外，擁有最完整華文教育與華文報業的地區，而華文

教育和華文報業之間，則有著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華文教育孕育了龐大的閱報

人口，也培養了報社所需的記者與從業人員；而華文報社則提供華校畢業生許多

的就業機會，互為彼此蓬勃發展的重要推力。 

華文教育體系是華文報業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透過教育的推展，馬來西亞

華人維持中文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不但作為華文報的讀者，也成為新聞工作的人

才來源，使華文報業得以永續經營。而在另一方面，對於許多離開學校的華人而

言，閱讀華文報提供其繼續運用中文的機會，不致荒廢中文能力。此外，華校畢

業生大多無法擔任政府公職，只能朝私人企業發展，而華文報社則提供這些通曉

中文、學有專精的華族青年發揮所學的機會。 

五、推動社會公益與文化傳承 

由於充分發揮傳遞資訊和為民喉舌的角色，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獲得華社長期

的大力支持，逐漸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和人力、財力，各報社基於回饋華社和企

業形象宣傳的雙重目的，紛紛推動相關的文化與公益活動，其中以《南洋商報》

和《星洲日報》兩大報社最為積極。 

首先是《南洋商報》於 1987年開始主辦「十大歌星義演」，邀請知名歌手演

唱，並將所得捐助獨中、華小、醫院、志工團體和華社資料與研究中心等，尤其

是籌募華校建校基金、提供報社員工子女獎學金，推動華文教育不遺餘力。86此

外為獎勵馬華文學創作，《南洋商報》也和作家協會簽訂文藝版約，一方面獲得

副刊所需作品，另方面則提供馬華作家發表的園地。 

《南洋商報》的競爭對手《星洲日報》，對於推動文化事業也不遑多讓，雖

然沒有「十大歌星義演」的活動，但在鼓勵華語歌曲創作方面十分出色。《星洲

日報》於 1992 年 7 月和教總合作創辦「全國大專生及中學生海螺新韻獎創作歌

曲比賽」；1995年時，《星洲日報》和《光明日報》又和北工站（北馬區各工作坊

交流站）合辦「無敵盃全國青少年華語愛國歌曲創作比賽」（1999年時易名為 Tiger 

                                                
86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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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hits）；積極鼓勵本地音樂的創作。87在推廣馬華文學的部分，《星洲日報》

於 1991年創辦「花蹤文學獎」，兩年舉辦一屆，鼓勵華文作品的創作。88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積極協助華文教育和推廣馬華文學的角色，不但為華人社

會注入活力，也讓華人文化得以傳承。另方面，各報社藉由主辦活動，拉近和讀

者的距離，亦與華社團體充分交流，對於本身的企業形象很有助益，更提升了報

紙的銷售成績，可說和華社互蒙其利。 

隨著時間與政治環境的改變，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功能與角色也跟著轉變，唯

一不變的就是作為華人社會精神支柱的重要象徵與意義。若無華文報，華社將會

是盤散沙，甚至逐漸遺忘民族文化；如果少了華社的支持與呵護，華文報也無生

存的空間與榮景，兩者唇齒相依，重要性不言可喻。 

 

 

 

 

 

 

 

                                                
87
 李永傑，《創作本地的「Kita」：馬來西亞中文民眾音樂「本地創作」場域之研究（1987-200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年，頁 65-73。 
88 http://www.chinanews.com.cn/2001-12-18/26/147557.html 中國新聞網。此外，《星洲日報》也自 2001

年起開始舉辦「世界華文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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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市場現況 

在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報業主要分為馬來文、英文、淡米爾文和華文領域，

目前在全國性的日報中，馬來文和英文報紙各佔三家，華文報紙則有五家，若再

加上盤據北馬的《光華日報》，89華文日報的家數為其他語文的兩倍之多，銷售總

數也超過馬來文及英文報紙。不過，具有決策及影響力的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層階

級卻大多只閱讀馬來文或英文報紙，華文報儘管發展蓬勃，但重要性僅止於華人

社會。 

馬來西亞約有 600多萬華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閱讀華文報，而華文報

每日總銷售量近 100萬份，也遠超過馬來文及英文報紙，究其原因，除了只有華

文報能為華人發聲和傳遞訊息的原因外，還與電子媒體獨厚馬來和英語節目，使

華人大多只能依賴報紙獲得資訊有關；但若由反面觀之，這也因此減緩電子媒體

對華文報業的衝擊。90 

壹、華文報市場主要報紙     

目前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市場上，主要競爭者有五大華文報紙，分別為《南

洋商報》、《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和《東方日報》，其中發刊最久，

於 1923創刊於新加坡的《南洋商報》，足足比《東方日報》早了八十年；而在銷

售量部分，奪冠的《星洲日報》幾乎有一半的市場佔有率，遙遙領先其他報紙。

以下將針對上述五家主要華文報社，就其發展歷程及現況進行整理與介紹，並依

銷售數量多寡排序如下： 

一、星洲日報 

《星洲日報》創辦人為「虎標萬金油」老闆胡文虎，1929年 1月 15日在新

加坡創刊，初期由新加坡總社印刷出版，再運送至馬來半島發行，至 1966年《星

                                                
89 《光華日報》為檳城第一大報，目前已向其他州擴展，僅在丁加奴、彭亨、馬六甲等三州沒有

發行。 
90 《星洲日報》總編輯蕭依釗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 35屆年會的報告中指出，由於國營和私營電

視台偏重馬來語和英語節目，很少播放華人社會的資訊，華人只能依賴華文報來獲取關於本族群

的資訊，因此電子媒體對華文報業的衝擊，至少比其它地區慢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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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日報》在馬來西亞八打靈地區的廠房落成後，供應馬來西亞的報份便直接在當

地印刷出版，但報紙內容仍然由新加坡總社電傳，屬於附屬的地位。1967年八打

靈新廠成立編輯部，開始負責本地新聞；到 1970年以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擺脫附屬地位，成為道地的馬來西亞報紙。 

1982年，馬來西亞富商林慶金向胡氏家族買下《星洲日報》股權，結束胡家

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控制權。翌年，新加坡《星洲日報》與《南洋商報》合併

為《聯合早報》和《聯合晚報》後，僅存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繼續出版，並在

林慶金的用心經營下，展開在全國各地購置辦公大廈的計畫。1986年，林慶金的

財務陷入危機，導致《星洲日報》被債權銀行接管，但仍繼續發行。1987 年 10

月 28 日，《星洲日報》在「茅草行動」（政治大逮捕行動）中，遭內政部以報導

危及國家安全、挑起種族情緒為由，下令吊銷出版准證而停刊半年，並於同年被

砂勞越木材大王張曉卿收購。91 

星洲日報在 1988 年復刊後因勢利導，打著「正義至上」的宣傳口號，激勵

了許多躍躍欲試的年輕新聞從業員，與此同時，它也致力提供文化人舞台，共同

營造「情在人間」；雙管齊下贏得了華社的同情與掌聲，報紙銷售量逐月上升，

不但在短期內喚回流失的讀者，並且在 1992年首度超越《南洋商報》，成為馬來

西亞銷售量和閱報率第一的華文大報。921995年，《星洲日報》開始將新聞放上網

際網路，邁向電子報領域，是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創舉。93 

二、中國報 

1946年 2月 1日，李孝式等人創辦《中國報》，成為當時吉隆坡最有規模的

地方性華文日報。由於二次大戰後左傾勢力在吉隆坡相當強大，左派控制的《民

聲報》不斷猛烈攻擊殖民政府，李孝式認為應該有一份能真正代表華人，並且是

維護正義、鼓吹民主的報紙，因此籌辦《中國報》以資抗衡。1948年《民聲報》

被查禁後，《中國報》便成為吉隆坡「土生土長」的唯一華文日報。94 

                                                
91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146。 
92
 劉敬文，「戰場在第四度空間」，於陳亞才等合著《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八打靈：飛腳

製作室，2001年），頁 122。 
93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228。 
94
 同上，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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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馬來西亞發生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中國報》因刊登了一則法院新

聞，被勒令停刊十天。1985年 11月 23日，《中國報》因財務出現危機而再度停

刊，後由報界人士周寶振以 600萬零吉收購，1986年 7月 25日才又復刊。《中國

報》復刊後，即以彩色形象取勝，每天都有整版彩色圖片呈現給讀者，帶動其他

報紙競相效尤，使馬來西亞的報業進入彩色新紀元。 

《中國報》於 1992 年第三度易主，成為南洋報業集團下的第二份主要華文

日報，當時的《中國報》已是第三大華文報。在編輯政策方面，《中國報》不設

主筆制度，沒有社論，評論皆採自外稿，新聞報導注重社會與趣味性新聞，強調

彩色、圖文並茂，內容偏重影視娛樂，以迎合中下階層讀者。另方面，《中國報》

也有晚報發行，銷售量居首，而日報與夜報的銷售總數，已使《中國報》成為馬

來西亞第二大華文報。 

三、南洋商報 

知名華僑陳嘉庚在 1923 年 9 月 6 日創辦《南洋商報》於新加坡，籌辦《南

洋商報》的目的是為減少企業的印刷開支和宣傳本身產品，並為華人提供商情和

商業服務，是第一份在商言商的報紙，也是華文報業朝向商業化或企業化發展的

開端。95由於「陳嘉庚有限公司」在 1932 年結束營業，《南洋商報》便改由李光

前（陳嘉庚的女婿）經營。和《星洲日報》一樣，《南洋商報》總社在新加坡，

每日將報紙運往馬來半島，到 1962年才開始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地分頭出版。 

1965年馬、新分家後，已在吉隆坡出版的《南洋商報》更加速馬來西亞化計

畫，積極訓練人員，1969年後，馬來西亞《南洋商報》正式成為一份純粹由馬來

西亞人編輯的華文日報，1989 年時更成為第一家股票上市的華文報社，之後在

1991 年，由馬來西亞豐隆集團旗下的謙工業收購。1992 年，南洋報社收購《中

國報》及生活出版公司，成為馬來西亞最大華文報業集團，共有 13份出版品。 

《南洋商報》曾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但在 1992 年以後，開始被對手

張曉卿的《星洲日報》趕過而退居第二，其後南洋報業集團也於 2001 年被馬華

公會旗下的「華仁控股公司」收購，目前《南洋商報》的銷售量已經落居第三，

                                                
95
 葉觀仕，《馬新新聞史》，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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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落後《星洲日報》和集團所轄的《中國報》。1996年時，《南洋商報》也進入

網際網路，是馬來西亞第二家華文電子報。 

四、光明日報 

1987年 12月 18日創刊於檳城的《光明日報》，是華社籌資經營的一份地方

性報紙，出版准證是透過民政黨主席林敬益申請，由前首相馬哈迪親自批准。《光

明日報》發刊初期的銷售成績頗佳，但之後不斷下跌，由原本的四萬多份跌至五

千份，最後於 1990年 9月被金馬揚集團以 300萬零吉收購。 

金馬揚集團收購後大力改善報社器材與員工素質，一年半以後，《光明日報》

的銷售數量已達五萬份之多；1992 年金馬揚集團董事部改組，《光明日報》失去

經濟支持，被迫於 7 月停刊。同年 12 月 31 日，《光明日報》再度易手，由《星

洲日報》社長張曉卿，以「大光明報業有限公司」的名義，出資 220萬零吉收購

所有股權，並指派《星洲日報》副總編輯北上，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96 

張曉卿收購《光明日報》後，《光明》便成為《星洲日報》的姊妹報，並且

開始在吉隆坡發行，從檳城的地方性報紙發展為一家全國性的報紙。在新聞報導

的風格上，《光明日報》注重趣味性與社會性新聞、迎合中下層讀者，目前是馬

來西亞第四大華文報，同時也出版夜報。 

五、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是由砂勞越富商劉會幹擁有的啟德行集團所創辦，出版准證是

購自已停刊的《人民日報》，但一直沒有取得印刷執照。《東方日報》曾於 2002

年 9 月 30 日嘗試出刊，即刻遭內政部以無照印刷，一併吊銷出版准證而停刊，

歷經政商網絡的聯繫努力，最後在 2003年 1月 1日重新出版。 

劉會幹創辦《東方日報》有許多考量，除了成立一份為民喉舌的新報紙外，

其與媒體大亨張曉卿較勁的意味也十分濃厚；由於張曉卿的《星洲日報》挾豐沛

資源跨足東馬，嚴重打擊劉會幹胞弟經營的砂勞越《詩華日報》。華社即盛傳劉

會幹在西馬創辦《東方日報》，有復仇的意圖存在；而在另方面，創辦《東方日

                                                
96
 同上，頁 174。 



 58

報》也可為東馬的姊妹報《詩華日報》提供西馬新聞，增加報紙競爭力。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為《東方日報》孕育了發展的沃土，而華文

報業擁有權集中的現象，使讀者體認《東方日報》有存在的必要；最後，市場上

四大報紙的強力圍剿，更讓其獲得許多同情。於是，《東方日報》以捍衛華社言

論自由、打破報業市場壟斷為號召，並不時凸顯被打壓的困境，成功運用市場策

略，獲得華人社會的重視與支持。在四大報紙的圍攻封鎖下，《東方日報》自尋

通路，每日仍有約七萬份的銷售量，逐漸站穩市場。 

貳、華文報業市場競爭概況 

馬來西亞華文報市場約有十八家大小報刊，主要報紙為《星洲日報》、《南洋

商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和《東方日報》等五家全國性日報，以及北馬檳

城的地區報《光華日報》。目前正在發生的報業競爭，有的在小區域短兵相接，

如《光華日報》力抗全國性報紙大軍壓境並且穩站上風；有的則是運籌帷幄，以

全國為目標的戰略佈局。而在全國性競爭中，《中國報》後來居上，以及《星洲

日報》和《南洋商報》的調整策略，也有指標性的意義。 

2003年《東方日報》創刊上市，打破兩大報團長期以來的競爭態勢，做為市

場的新進入者，《東方日報》的創刊過程和生存發展非常艱困；而《南洋商報》、

《中國報》在被政黨收購後，因為遭到華社抵制，報紙銷量略有下跌。關於《東

方日報》對華文報市場的影響，以及其與《星洲》、《南洋》兩大報團的割喉戰，

由於涉及的層面較廣，將於第五章一併討論，故不在此節討論。  

綜觀馬來西亞華文報的市場競爭，在促銷或優惠辦法等行銷策略之外，華文

報主要是以加強地方版、設置專欄、站在華社立場發言，以及強化生活資訊、產

經訊息等領域，做為彼此競爭的戰場。 

一、《星洲日報》進軍東馬 

《星洲日報》雖為馬來西亞第一大報，但在與北馬報紙《光華日報》的競爭

失利後，向東馬擴張的計畫遲遲未能付諸實現。《星洲日報》的老闆張曉卿是東

馬砂勞越人，非常希望能將自家報紙在故鄉壯大，1997 年時機終於成熟，《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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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在古晉成立東馬地區的編輯部和印刷廠，正式加入東馬戰局。 

東馬地區人口約一百三十萬，華人佔 29％，97除了當地的報紙，其它的全國

性報紙都得從西馬運送過來，不僅時效較慢、成本也必須轉嫁給消費者。這些全

國性報紙如《中國報》和《南洋商報》，在西馬地區每份售價 1.2 零吉，但在東

馬則要 1.6零吉；東馬本地報紙價格相對較低，例如《國際時報》只售 1零吉。 

東馬地區的華人以古晉最為集中；以古晉為根據地的《國際時報》，原本是

東馬地區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其他還有《詩華日報》、《美里日報》、《中華日

報》和《砂勞越晚報》等。由於東馬地區華文報規模小，讀者對品質要求也不高，

地區報紙除了當地新聞派有記者採訪之外，對西馬甚至全國新聞，則依賴派駐在

吉隆坡的聯絡員；聯絡員的工作並不是採訪，而是將西馬主要大報的重要新聞剪

下傳回東馬的報社。 

《星洲日報》進入東馬，掀起了市場變革。有鑑於《星洲日報》在檳城地區

施展不開的經驗，以及配合東馬地區格外保守的民風，《星洲日報》在發行策略

上做了大膽的突破。《星洲日報》以東馬地區採訪所得的內容當作報紙第一套，

封面頭條是東馬地區新聞；而來自吉隆坡總社的全國新聞、國際新聞以及副刊

等，則安排在本地新聞之後。至於東馬地區的新聞為了強調「在地性」，所以又

依照華人分佈情形細分為三個地方版，提供更地方化的新聞。98 

二、全國市場的競爭態勢 

在《東方日報》未進入全國市場之前，馬來西亞共有四家主要報紙《星洲日

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和《光明日報》，分屬兩個報業集團，集團間的競

爭原本非常激烈，但在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後，《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

的傳統競爭關係開始改變，99原因則與《星洲日報》老闆張曉卿在收購事件裡的

角色有關。在《東方日報》面市之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市場競爭已經接近肉

                                                
97 《星洲日報》，2000年 6月 11日，3版。 
98 于國華，「讀者認同與報紙社區化－報業競爭的社會分化危機」，頁 59。 
99
 康吉父所撰《胡文虎傳》中提到，陳嘉庚與胡文虎素有宿怨，這可能導因於雙方事業的競爭。

另一方面，陳氏是閩南人，是華人社會的領袖。胡氏是福建省的客家人，是客籍人的領袖，也有

一躍成為華人社會領袖的雄心，因而與陳氏發生摩擦。兩人的恩怨又導致閩南與客家幫派的對

立。請參閱：崔貴強，《新加坡華文報刊與報人》（新加坡：海天文化，民國 82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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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戰的階段，各報為了爭取最大銷量，紛紛在內容上進行調整，期能拉攏各種讀

者群，導致報紙風格趨於雷同，喪失報紙原本的定位和區隔。 

《南洋商報》曾經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但是在內部問題和對手競爭夾

擊下讓出盟主地位，也由於《南洋商報》強調了一個「商」字，過去華人做生意

者多，對商報的依賴大，但目前讀者所需要的已經不僅是商業新聞。《南洋商報》

的商業新聞和評論，一般還是認為在三報之中最好，但是量的方面則與《星洲日

報》相差不多。另外在尺度上，《南洋商報》時事評論的言辭在三報之中也最大

膽犀利；目前讀者以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較多。100 

《星洲日報》依靠成功的促銷竄起，組織運作比《南洋商報》健全。由於曾

經在 1988 年被政府停刊，復刊後立刻打出「正義至上」的口號，在許多華人心

中留下深刻印象，認為該報勇於直言、固守華社利益，因此對該報的新聞中立和

客觀性比較相信。《星洲日報》讀者層次分佈較《南洋商報》為廣，目前被公認

為馬來西亞第一大報。 

《中國報》則是後起之秀。同樣曾經因內部因素改組，《中國報》鎖定中、

下層民眾，以大量彩色照片和聳動的社會新聞從夜報市場殺出。《中國報》在 1996

年挾著夜報銷售成功，在隆雪地區就已毫不遜於另外兩大報，目前在全國市場的

銷售也是坐二望一。《中國報》的內容除了針對中下階層，也強調符合年輕人口

味，例如經常改版、推出新專欄的特色，無非也是順應年輕人快速的流行風潮。

《中國報》主管階層有一項共識，就是要不斷改變，讓讀者知道這是一份緊扣時

代趨勢的報紙。 

《中國報》崛起後，和同一集團的《南洋商報》形成夾擊《星洲日報》的有

利位置。馬來西亞的夜報大約晚間六時多出刊，基本上內容和第二天的日報相

同；如果夜間有大事發生還可以換版。《中國報》的成功，也讓其他報紙了解一

件事，以零售報為主的夜報需要比較聳動的新聞做為封面標題。為此《星洲日報》

也跟進，以社會新聞做夜報頭題，和《中國報》對抗；但是到了日報市場，主要

競爭對手是《南洋商報》，就會更換比較政治性的新聞作為頭題。有人認為，《中

國報》和《南洋商報》夾擊《星洲日報》，讓《星洲日報》疲於奔命，出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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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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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統一」的問題，令讀者無所適從。但《星洲日報》則認為，夜報和日報讀者

群不同、各有不同的興趣，不會有這種顧慮。101 

《星洲日報》和集團另一份報紙《光明日報》，則在進行另一項聯盟。由於

《光明日報》發跡自北馬，所以在《星洲日報》規劃中，未來的《光明日報》將

負責和《光華日報》以肉搏戰的方式搶奪北馬市場；但另外《光明日報》也將強

調軟性新聞，一來和《星洲日報》原來的市場區隔，也搶攻另外一個強調文藝、

生活、休閒為主的報業市場。 

在全國性戰爭中，最尷尬的就是《南洋商報》。因為自己營收下滑，而開始

棄守原來路線，朝向《中國報》的社會新聞或是軟性新聞發展，希望能夠提振業

績；但在同業間許多人認為這是「小報化」，並不可取的作法。這條路似乎不成

功，《南洋商報》沒有得到更多讀者，反而失去原來習慣閱讀的讀者，讓《星洲

日報》接收許多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讀者群。事實上，《星洲日報》這方面的企

圖明顯，不斷經營各種文化活動，邀請華社有名望的學者演講，在策略運用上十

分靈活。 

馬來西亞華社向來把華文報視為文化事業，極盡呵護與支持，華文報才能蓬

勃發展，但華社似乎忽略報社其實已是利潤豐厚的行業。目前馬來西亞華文報紙

的讀者約 210萬，每天銷售的報份約 90萬份（表 3-1），若以每份售價 1.2零吉

計算，一年約有 3億零吉的營業額；除了售報所得，報紙廣告佔的收入更不可小

覷。根據統計，在 2002 年時，第一大報《星洲日報》僅在西馬的廣告收入就高

達 2億 4024 萬零吉。（表 3-2）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市場競爭者眾，實因經營報社

已成為名利雙收的事業。 

 

 

 

 

                                                
101

 同上，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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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馬來西亞主要華文報紙日銷售量 

每 日 銷 售 量 

 報 紙 名 稱 
1999.7 

〜 

2000.6 

2001.7 

〜 

2002.6 

2002.7 

〜 

2003.6 

南洋商報 187,458 146,344 152,717 

星洲日報 298,921 334,767 342,425 

中國報 202,066 197,820 204,901 

光明日報 90,003 116,283 103,947 

光華日報 72,058 69,985 69,112 

詩華日報 67,536 73,787 73,541 

東方日報 
2003年 1月 1日正式發行，目前尚無詳細報份資

料，據業務部統計，約 7〜8萬份。 

資料來源：ABC報紙發行量報告&東方日報業務部 

 

 

    表 3-2：馬來西亞主要華文報紙廣告收入 

年 度 廣 告 收 益（零吉） 
報 紙 名 稱 

1996 1999 2002 

南洋商報 1億 1,745萬 6,981萬 9,096萬 

星洲日報＊ 1億 3,741萬 1億 5,124萬 2億 4,024萬 

中國報 7,634萬 8,286萬 1億 2,115萬 

光明日報 1,067萬 2,427萬 3,001萬 

光華日報 4,202萬 4,256萬 5,852萬 

東方日報 2003年 1月 1日發行，目前尚無相關資料 

＊星洲日報廣告收入尚不包括東馬部分         資料來源：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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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展之困境 

回顧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歷程，自清末民初文人辦報的風氣消退後，報

業開始朝向商業化經營，並發展至龐大的報業集團，在漫長的歲月中，不同階段

的華文報皆曾創造不少輝煌的成就，卻也經歷許多挫折與打擊，查封或倒閉的情

形屢見不鮮。早期華文報業的發展困境，大多屬於讀者難尋、經營不易或由於意

識型態偏激而遭到政治力打壓；但在二十世紀中葉，尤其是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以

後，華文報業的發展雖是空前榮景，但環境卻是日益嚴苛。 

華文報業面臨的困境並非獨有，馬來西亞各種語文的報業都處於相似的困境

之中，這困境主要已非報業內部的經濟問題，而是國家機關為了「政治穩定」的

目的所進行之媒體操控導致。在「政治穩定」的考量下，馬來西亞統治者經常強

調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權力，據此對許多事物進行嚴格管制，包括民主社會必備的

新聞自由，除了法律直接管制，間接的控制和干預也所在多有，手段之多、監視

之嚴，已成為華文和所有語文報業發展的最大阻礙。 

除了來自國家機器的阻礙，近幾年出現的擁有權集中現象，也對馬來西亞華

文報業的整體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在政治操控的陰霾未散之下，華文報由多元競

爭轉為一家獨霸的局面，意見市場恐將更形萎縮，此外，對基於市場激烈競爭而

言論較開放的華文報來說，也無疑是自廢武功，喪失挑戰新聞尺度的動力。總而

言之，在政治干預與商業壟斷兩者共同夾擊下，馬來西亞華文報業正面臨前所未

有的發展困境與挑戰。 

探討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困境，2001 年發生的「五二八事件」（收購南

洋報業事件）是非常合適的研究素材；「五二八事件」不僅包括執政集團對華文

報業的覬覦，亦隱藏媒體大亨壟斷報業市場的野心，甚至還有華人知識份子憂憤

之餘而產生對族群精神支柱－華文報紙的反動。就此，本章將綜合文獻理論基礎

與深度訪談所得結果，以馬華公會和《星洲日報》聯手收購南洋報業之事件為主

要背景，分別由政府法令、政黨干預和擁有權集中等面向進行分析，探討馬來西

亞華文報業當前面臨的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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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府管控與法令限制 

壹、政府的管制態度 

馬來西亞多元族群、文化與宗教的社會結構，以及曾為殖民地的歷史經驗，

不但對國家的行政與政治體系影響甚鉅，也經常成為政府執行嚴厲且違反民主精

神的社會控制的合理基礎；馬來西亞是個脫離殖民狀態未久的年輕國家，而建國

以來紛擾不斷的種族與宗教議題，使政府可以羅列很好的理由為管制媒體的舉動

辯解，像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大多都認為媒體應該經過理性的引導，才能成

為促進「國家發展」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工具。102 

研究馬來西亞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的人士曾指出，馬來西亞政治的發展，還

不能稱為所謂的民主化國家，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馬來西亞的政府只能算是一

種「半民主」的狀態、「準民主」的狀態，所以它雖然能容許有一些政黨政治的

空間，卻沒有足夠的公民社會的空間；因此包括在言論的自由、媒體的發揮、媒

體的空間，都有很多嚴格的限制。103 

在「半民主」的狀態下，馬來西亞目前仍有三項無審訊扣留法令，包括「1960

年內部安全法令」、「1969年緊急法令」和「1985年危險藥物法令」；而在上述三

法外，影響大馬的基本人權與公民自由的，還另有十一項法令。總結在各項「惡

法」之中，尤其以「內部安全法令」最為嚴重，誠如一些受訪者所言： 

內部安全法令就是允許內政部長可以扣留任何人，甚至扣留你六十天，六十天以後再

延長兩年，且兩年後還可以再延長兩年，就是無限期的扣留，而這樣的扣留是不用經

過審訊的。這條法令當年是用來對付馬共，也就是共產黨叛亂的，但後來卻被政府轉

而用來處理社會運動，也就是反對黨運動。（CRS 3-5） 

 

我們對內安法令是相當相當的敏感，本人也曾被內安法令扣留。這些法令對我們國家

的言論自由其實沒有幫助，甚至會讓我們報界及評論人自我設限，這肯定對言論自由

沒有幫助。（NEP 5-1） 

                                                
102

 引自莊迪彭，《強勢首相 VS弱勢媒體：給馬哈迪的媒體操控算帳》（八打靈：破媒體傳播事業

社，民國 93年），頁 35。 
103 潘永強，《馬來西亞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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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內部安全法令並非針對媒體，而是用以鎮壓民間的反對運動，但事實上

這項法令不但已成功營造恐怖氣氛，其實也直接迫害過媒體；在八０年代之時，

馬來西亞當局就曾援引內部安全法令，打壓國內各語文的報業。而《星洲日報》

當時即為內部安全法令的受難者之一：  

1987年馬來西亞政治上發生很大的波動，就是巫統的第一次分裂，而開除安華則是第

二次分裂。巫統第一次分裂後，整個國家的政治非常動盪，馬哈迪幾乎不能控制，於

是他操縱族群議題，把族群對立的氣氛升高以轉移注意力，並逮捕一些人，這就是 1987

年的茅草行動。104在 87年，內政部長，也就是馬哈迪他自己啦，他兼任內政部長，動

用內部安全法令，扣留了一百多人。一百多個人還不夠，他還關了三家報館，一家是

英文報，一家是馬來文報，一家是中文報，中文報就是《星洲日報》。當時他關閉《星

洲日報》，並不是因為《星洲日報》特別勇敢啦，只是他要關報館所以一個語文關一家，

以表示公平，表示各族群都應該負責任。那中文報他選中《星洲日報》，是因為當時它

並不是第一大報，大概是第二；關太小的報紙就沒有意思，那也不能關第一大報紙，

否則影響太大。星洲當時排第二，且其言論也比較尖銳一點，所以就關了《星洲日報》。

（CRS 3-5） 

在 1987 年政府動用內部安全法令關閉《星洲日報》之後，馬來西亞的華文

報業暫時沒有再成為統治階級關注的焦點，探究其中原因，政府對華文報的寬

容，並非來自對新聞自由的尊重，而是執政當局政權趨於穩定，以及華文報業在

馬來西亞獨尊馬來人的種族主義政治裡，可以發揮宣洩華人族群怨氣的功用。 

馬來人的權力是憲法上的保護，即便華人多麼不滿，依然無法取得政治權利，政府當

然可以容忍華社存在較具批判性的媒體；因為華人僅佔百分之二十五，無論如何皆無

法達到效用；而且若允許比較大的反對聲音出現在華文報，或允許華人反對黨存在，

還可以避免壓迫種族的罵名。（PPM 3-1） 

 
政府對各語文報紙都有管理，都有干預。應該這麼講，馬來當政者向來注重英文與馬

來文，不注重華文，因為他們的權力核心不來自華人，所以也不需要去學華文。因此

在獨立開始一直到 1990年，他們對華文報都不甚瞭解，也不瞭解華文報在溝通族群、

團結族群上的角色，他們覺得這只是少數民族的語文，因此對華文報的控制相較之下

比較寬容，所以華文報在這麼長久的時間中還擁有相當大的自由度。（ODE 2-2） 

                                                
104 1987年的茅草行動，主要導因於巫統內部 A、B隊的派系鬥爭，馬哈迪受到東姑拉沙里（Tunku 

Razali）為首的派系之挑戰而地位岌岌可危；同時教育部欲派遣不諳中文的教師到華小擔任高級行

政人員（華小高職事件），也引起華社強烈反彈。巫統分裂與華社集會抗爭等連串政治風波，導

致巫統、馬華公會和華團關係緊繃，社會瀰漫緊張氣氛，政府於是展開大逮捕行動，代號即為「茅

草行動」（Operation “L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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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０年代以前，由於華人社會的政治角色不那麼明顯，也因為政府當局不瞭

解華文報對華社的重要影響力，華文報業經歷了一段蓬勃發展的時期；不同於主

流的馬來文及英文報業，華文報一般而言比其他語文報章，言論立場「相對的」

有較大的空間，甚至反對黨領袖林吉祥每週都有專欄文章在華文報章發表；儘管

如此，始終逾越不出國家機關的限制。105九０年代後期，由於馬來人社會因「安

華事件」再次分裂，嚴重打擊馬來執政黨的政權基礎，華人選票開始在選舉中扮

演關鍵性的角色，政府對華文報的關注因此轉趨積極。一位受訪者如此形容媒體

與政治情勢的關係： 

其實媒體是在內圈而政治發展在外圈，兩者是有關係的，今天他覺得他的政權比較不

保的時候呢，他對媒體的控制是比較緊的，當他比較不擔心的時候，他就比較放鬆一

點。而且當巫統內部有狀況發生的時候，媒體肯定是第一個受害者。（ANL 8-1-2） 

媒體的這種受害角色在九０年代愈趨明顯，要控制華文媒體的言論就得先瞭

解華文報章的內容，所以， 

華文報慢慢起了變化，政府對華文報越來越關注，現在內政部裡有一組人專門負責每

天去翻譯華文報。當局不懂華文，但透過馬來文去瞭解華文報寫些什麼內容，所以在

某些程度上，政府對華文報的控制也逐漸類似馬來文報和英文報。（ODE 2-2） 

但是在管理不同語文報紙上可能還是有些差別，誠如受訪者指出： 

我想政府對各種語文的報紙，管理肯定是不一樣的，像黃家定他是專門看中文報，在

他還沒當副內政部長之前，中文報比較少接到關切電話，但他擔任副內政部長之後，

就常常接到他的電話。以前內政部沒有華人當官的時候，因為他們看不懂中文，所以

不太會管中文報，但黃家定當內政部長後，你就會發現他監督報紙會比較緊密，會比

較勤，就會打電話給這些主編，會有這樣的狀況。這次加了一個馬華的部長，你會發

現他一步一步地越管越緊。（BNL 7-1） 

 

華文報對於反對黨的報導常引起內政部的關切，政府委託黃家定擔任副內政部長之

後，對於媒體的態度是用較委婉、用較柔性的方式來控制。這樣反而使報館內的人會

自我去調整、去揣摩他的底線。（ACR 1-1） 

在政府態度逐漸轉變之下，華文報紙的自由度開始大打折扣，尤其在牽涉

華人社會的敏感議題上，華文報的發揮空間更形壓縮。以影響華社觀感的「白

                                                
105

 潘永強，《馬來西亞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之研究》，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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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羅華小遷校事件」為例106，政府對於華文報的相關報導，便有較嚴格的尺度

限制。 

如果你是批判某一種議題，譬如說民主社會應該是怎樣的，比如說要打擊貪污應該要

怎樣打擊，這一些東西他會讓你寫出來，但是議題也是會受到限制，像一些特定的議

題，政府已經是把它列為特定名單，他們還是不敢讓我們寫，根本就寫不得，比如說

是白小，這議題你是沒有得寫。（ODR 1-1） 

政府在執行其公權力以扼止某些被視為敏感議題時，可以採用多種的手段或

管道。受訪者清楚的告訴我們這些不同的形式： 

讓報導不能夠持續的幾個方法，一個就是直接封掉你的報館，但這種作法是最粗糙的

作法，在 1987年的時候內政部用過一次。如果不吊銷你整家報館，可以要求你抽版，

或比如說你出一系列的報導，它就是把你給腰斬。所以說很多議題上，你可以討論，

但討論到一定程度就不行，對方會喊停，然後這個報紙的新聞就會不見。所以那時候

我們評論人挑戰的是你如何找到那個尺度，在它還沒有喊停之前，你要把所有的東西

盡量 push出去。就是把那個議題的合理性先打出去，你要去搶這個東西。所以，比如

說一個議題，如白小事件啦，他們會在你做好到一個程度之前，就把你砍掉了。（BCR 

2-1） 

 

像之前的白小事件，我那時是在做《小辣椒》，每天看報紙都是白小的事情，每天吵吵

吵的，突然間有一天不見了，有關的報導之後就沒再出現。它會從原本很大的篇幅突

然間被放在不顯著的版位呀，或者是標題會有所改變，白小算是個蠻明顯的例子。像

我之前本來跑白小的新聞，但後來換成別的新聞，還以為是給別人去跑了，後來才知

道都不能寫了。（DNL 3-2、3-5） 

總而言之，馬來西亞政府對媒體的管制態度，與民主社會的精神背道而馳，

這除了與政治發展的歷程有關，恐怕也隱含當政者對新聞自由的漠視與無知。前

首相馬哈迪就曾公開表示：「媒體並不是民選的，即使它們沒有滿足人民的需要，

也不會像民主社會裡的領袖那樣，必須定期面對喪失地位的威脅。所以當媒體明

顯濫用其權利時，民選的政府應有權力管制不負責任的媒體，以維護民主。」107強

調政府有控制媒體的必要性，以避免媒體成為民主社會的「潛在威脅」。而政府

                                                
106 創校 70年的白沙羅新村華小因校園狹小、交通危險和噪音干擾、空氣污染，在 1999年大選前
申請增建分校或遷校，本於 2000 年 4 月初獲得分配遷往萬達鎮，卻因教育部改變主意，幾乎到
手的萬達鎮校地則成了八打靈再也培才華小校地，欠缺透明度的做法引起村民和部份家長不滿，

至今問題尚未解決。 
107

 引自莊迪彭，《強勢首相 VS弱勢媒體－給馬哈迪的媒體操控算帳》，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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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不尊重新聞專業的態度，當地記者曾有深刻的印象，也道出新聞從業人員的

部分心聲： 

……我那時就有問國防部長，但他不理我，之後他說一句「這不是記者應該問的問題」。

這句話出現報紙是不可以寫的，因為寫出來對一個對新聞有認識的人來說是很好笑

的，什麼叫做記者不應該問的問題？我看如果記者有不應該問的問題的話，我想那就

沒有記者啦。（ODR 4-1） 

由政府管理媒體的整體態度來看，對華文報業的發展已有其限制，而近幾年

政府將目光從馬來文和英文報紙移轉至華文報，更是極為不利的現象。馬來西亞

華文報業向來以尺度開放而獲得華社支持，也肩負捍衛華社權益的喉舌角色，在

當局持續加強注意力之下，其自由度將日形緊縮。 

貳、媒體法令限制 

政府對媒體的霸權心態，完全體現在其制定的媒體法令裡，報業的發展一直

受到相關法令的限制，不僅無法發揮「第四權」的監督功能，甚至連出版權利也

備受管制。藉由制訂法令，馬來西亞執政當局嚴密的管制媒體及新聞自由，目前

當地至少有四項法令，直接對報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一、1987年修正後之印刷與出版法令 

馬來西亞的印刷與出版法令，早在 1948 年英國殖民時期便已存在。在這項

法令下，報紙出版人必須擁有兩種執照，分別是出版准證和印刷執照，這兩種執

照必須每年更新一次；殖民當局藉此法令使許多反英、反殖民與左派的報刊都難

逃被查封的厄運。1969 年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政府首次修改「1948 年印刷與出

版法令」，稱為「1969年報紙及其他出版物必須條例」，目的在防止刊登煽動種族

情緒或危害國家安全的報導。108當然，對於何謂煽動種族情緒與危害國家安全的

界定與解釋完全操在執掌媒體准證和執照的內政部手中。 

其後，為了推動媒體股權本土化，國會於 1974 年通過印刷與出版法令修正

案，規定馬來西亞人在擁有報紙投資的股權方面，須超過非公民的一半以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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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法令也賦權內政部長，在必要時可拒絕、中止或撤銷報刊的出版准證。之後

又於 1984和 1987年，兩度修改印刷與出版法令。 

1984年的修正法案，賦予內政部長更多的權力，加強管制不良出版物的出版

與進口，同時對違法者加重刑罰。而 1987 年修正的印刷與出版法令影響最為深

遠，條文中除規定報紙必須每年申請新的出版准證，不再只是更新出版准證，也

大幅擴張內政部長的行政權力，使其可依主觀的判斷，決定是否批准、否決、吊

銷或凍結印刷執照和出版准證。此外，修正案更闡明法院無權以任何理由質疑或

推翻內政部長的決定，並剝奪申請人或被處分人提出申訴的權利。 

印刷與出版法令，對馬來西亞報業發展產生最直接的衝擊，即是政府可藉此

挑選准證的發給對象，成為一種變相的報禁；一方面培養親政府的媒體勢力，另

方面則片面阻絕反對者創辦媒體刊物的公民權利。一位馬來西亞熟悉准證制度的

資深報界人士表達了他的看法： 

在大馬，凡是大眾傳播媒體事業，都需要有准證，這是效法新加坡的作法，那這個准

證必須由內政部來發給，發給准證則有三種限制，第一是語言上的限制；第二是報紙

類型的限制，例如說週報、日報、月刊等等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規定；第三種是個人

背景的調查，這受到中國的影響，大馬基本是反共的，那馬共的游擊隊有百分之九十

九皆為華人，因此害怕共產思想會在大馬傳播，所以會對個人的身家背景作調查之後

才會決定要不要發給准證。准證制度對新聞工作者而言，是一種極不合理的限制；且

大馬沒有事先檢查，但卻使媒體工作者會去自我檢查，以免觸法，這種基於保護自己

而不報導新聞，這可以說是一種新聞自由的壓迫。（ODM5-1） 

除了發給准證的掌控外，政府更可動用印刷與出版法令，直接吊銷反對者

或違背政府意旨者的出版准證。雖然吊銷准證的處分在馬來西亞並不常見，但

法令卻如同報社頭頂的一把利斧，時時提醒切勿逾越政府界線。報業經營者抑

或在更新准證前夕不刊登爭議性議題之文章， 

政府便用此來控制報章，有時准證到期但政府仍未核發准證，如此便會讓報章緊張而

自我約束，像有些報紙便會在更新前夕不刊登爭議性的文章。（ACR 2-1） 

或必須謹言慎行： 

之前我在《小辣椒》做過，《小辣椒》是很明顯的告訴你說我就是一份有異議的政論雜

誌。他一樣可以拿到准證發行，這制度也是一樣嘛，就是一年要更換一次准證，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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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出的時候就是要注意一些字眼的用法，然而就是偶爾會接到一兩次警告。（DNL 

3-1） 

二、官方機密法令 

馬來西亞官方機密法令原抄自英國在 1911年制訂的機密法令，1920年以後，

才由馬來屬邦及海峽殖民地制訂各自的官方機密法令，並於 1952 年划一。1972

年時，馬來西亞政府統一了馬來聯邦、沙巴及砂勞越三地的官方機密法令，並定

案為 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 

1980 年代，國會兩次修訂官方機密法令。首先在 1983 年第一次修訂官方機

密法令，加重了諜報活動的刑罰；之後再於 1986 年第二次修訂官方機密法令，

擴大了官方機密的定義，使官方機密法令中所指的機密文件，不再只限於官方機

密法令列表中的官方文件，而是授權內閣部長、州務大臣、州首席部長或他們所

授權的官員，隨時可將任何文件列為官方機密，無需經國會批准。官員可依文件

的重要性列為四個不同的等級，即最高機密（Top Secret）、高度機密（Secret）、

機密（Confidential）、限制級（Restricted）。修訂條文中也闡明，這些官員的

決定被視為「最後定案」，法院無權以任何理由推翻。109官方機密法令對媒體的資

訊來源與報導的公正性產生很大的傷害，一些受訪者指出： 

這個部分呢他的控制方式就是官方的資訊很多都拿不到，比如說今天不要說一個新聞

從業員，我身為一個研究員。想要去國家檔案局拿資料，他們都有種種的限制，所以

有很多官方的機密你都拿不到。（BCR 2-1） 

 

官方機密法對反對黨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像一些反對黨想要揭發政府貪污、行賄等

事件的文件，只要這些文件一被蓋上官方機密等字樣，媒體就不能公開或引用。違反

此法令的話，一旦罪名成立，即可不經審訊至少坐牢一年。所以之後所有有爭議的文

件，皆被蓋上官方機密四個字，而這就使記者不願意去承擔責任，如此就會讓新聞報

導的公正性有所偏失。（ACR 2-1） 

三、馬新社（馬來西亞國家新聞通訊社）法令 

馬新社是在「1967年成立馬新社法令」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協助成立的，初期是屬於半官方機構，自 1984 年 5 月起，政府開始委任馬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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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接收及傳送東、西馬和國際通訊社的所有新聞。之後更在 1990 年時，由國

會透過法令的修訂，賦予馬新社享有壟斷接收外國新聞的特權，即所有傳給馬來

西亞訂戶的外國通訊社的新聞，都必須經過馬新社傳送給訂戶，同時也不再遵循

1948年的「聯合國新聞自由大會」宣言行事。110 

四、1971年修正後之煽動法令 

1971年 2月，政府修正「1948年煽動法令」，以防止人民公開討論或質疑在

憲法下所保障的權利、地位、特權或統治權（包括公民權、國語、非官方用語、

馬來人的特權、統治者的尊嚴、土著族在沙巴和砂勞越的特殊地位）。 

在「煽動法令」下，任何人若印刷、出版、轉載或翻印有關違例報導，將被

處以二到五千零吉內的罰款，或監禁三至五年，甚至兩者兼施。報紙若刊登煽動

性新聞，法庭可下令停刊一年（內政部也會無限期收回出版准證），也可命令有

關的出版人、擁有人、或總編輯停止工作一年；違者最多可被罰款五千零吉，或

監禁三年以下，或兩者兼施。也可被判藐視法庭。此外，擁有違例刊物者，初犯

可被罰款不超過二千零吉，或監禁不超過十八個月或兩者兼施。重犯者將遭監禁

不超過三年，刊物被充公及毀滅。 

政府藉由上述四項媒體法令，不僅嚴密控制各語文報刊，也以嚴刑峻罰對報

業產生類似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效應。媒體法令是具有全面監視功能的內

外環建築，媒體是囚犯，政府官員則是內環幽暗空間裡的獄吏，媒體被嚴密監視

著，一旦逾越法律界線就會遭受處罰；而由於囚犯無法窺探獄吏的舉動，因此隨

時處於被監視的壓力中，即使內環空無一人。報社即在這種環境中，逐漸產生自

我監視，只能冀求加強「自律」來減少政府官員的「他律」，避免罰款坐牢或出

版權利被剝奪的處分。 

針對以上媒體法令影響報紙運作的問題，筆者在訪談過程中雖未發現政府直

接援引法令對付華文報紙之實例，卻由受訪者描述的親身經歷或見聞裡，印證了

「圓形監獄」所造成的自我監視效果。試引幾位受訪者的說法如下： 

內政部監看報紙，一旦發現有問題的文章，就會打電話來關切，邀記者來喝咖啡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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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但手段漸漸由尖銳轉成懷柔政策，像現在是主動請所有媒體人歡慶節日並告知其

所需之處。那也有報紙被部長直接批評，報社就立刻修正、調整立場。（ACR 2-1） 

 

……喝咖啡是沒有啦，都是打電話到編輯部來說，說這個當期的報導哪裡有問題。有

一次的是因為那個封面，就是馬哈迪拿著一個馬來武士刀把那個馬華割成兩半的畫

面，引起一些爭議。（DNL 3-2） 

 

最常的就是打電話了，讓人啞巴吃黃蓮啦。（BNL 3-2） 

光內政部人員來電「關切」及喝咖啡當然不夠，透過這種手段而產生「自我

設限」才最為可怕： 

不過現在都是自我檢查的部分比較多啦。（CNL 3-2） 

或另一位受訪者指出不只是記者，連時事評論人也必須做「自我設限」： 

……不過講到評論人喔，比較厲害的情況是那種不同意見不能出現，編輯會作判斷，

所以自己也要作自我設限，基本上有時候你只是寫出別人沒寫到的盲點，你就會被換

掉一整段的文章，還是改頭換臉啊，還是整個文章就這樣不見了。主要你就是會覺得

很誇張，就是用這種方式啦，不只是記者，外面的評論人也是這樣。（BNL 3-5-2） 

「自我設限」的結果，荒謬如利用報社電腦中央控制，讓一些敏感字眼無法

鍵入： 

……就是有些比較敏感的關鍵字在報社的電腦就會打不出來，或者你打出來就會被自

動消除。這是上次那個某報的人有講過，你可以去追蹤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敏感的字眼。

關鍵字的話像是白小哇、中央共和國，什麼什麼的，比較是跟馬來西亞有關係的字眼，

我現在記不太起來，但是我確定是有的，他們連打都不能打那幾個字，就是用電腦中

央控制的嘛。（ANL 3-6-1、BNL 3-6-1、ANL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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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政集團收編報業 

為了穩定政權，在政府法令的層次之外，馬來西亞執政集團也藉著收編報

業，使其成為政黨的附庸。自七０年代以來，馬來西亞的各主要英文、馬來文和

淡米爾文報紙幾乎都已落入國陣各成員黨控制下。巫統是最早介入媒體控制權的

政黨，早在 1961 年部分巫統領袖即控制了有「馬來民族主義喉舌」之稱，以爪

夷文（Jawi）出版的《馬來亞前鋒報》（Utusan Melayu）；七０年代初黨營事業

「艦隊控股」（Fleet Holding）成立後，基於黨內認為國內最大報系不應繼續由

外資所控制，因此首先取回海峽時報集團（Straits Times）的控制權，易名為

《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其後巫統又控制了馬來文的《馬來西亞

前鋒報》。111 

控制商業報紙與政黨自辦報紙並不一樣，馬來西亞有份經營很成功的哈拉卡

《Harakah》（三日刊）就是純粹的回教黨黨報。在八十年代時，每期發行量大概

在六七萬份左右，到「安華事件」發生後，《Harakah》的發行量甚至達到二十多

萬份，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既是所謂的政黨報紙，其發行對象即為是黨員。政府

只允許它向本身的黨員傳遞訊息，不能公開發售。 

但是政黨若收編商營報業，造成的影響就大不相同。巫統就是很明顯的例

子，因為當 1961及 1972年巫統分別控制《馬來亞前鋒報》和《新海峽時報》後，

政黨擁有經營權的效應，立刻使這兩個曾經激烈批評國陣、巫統的媒體機構一夕

轉變為巫統的政治宣傳工具，成為巫統牢控馬來人思考模式的思想生產機器。112而

且這兩大報團控制了市場上超過 70％的各類雜誌、刊物，影響力甚鉅。 

政黨收編報業在馬來西亞是普遍的現象，當地的馬來及英文報紙，幾乎全都

掌控在執政集團手中，唯有華文報尚能維持獨立。不過在八０年代，馬華公會和

巫統也曾分別控制過一家華文報，即《馬來亞通報》和《新明日報》，但都因政

治干預引起反感，經營不善而關閉。之後政黨暫時沒有再插手華文報業，直到馬

華公會於 2001 年收購南洋報業集團，才打破了華文報的自主態勢；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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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公會已經控制馬來西亞最大的英文日報《星報》（The Star）。 

南洋報業集團不僅歷史悠久，更擁有各式刊物達十三份之多，對華社有極大

影響力。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是執政集團繼馬來文和英文報紙後，對華文報

業展開的一次收編行動，除了打破華文報經營自主的態勢，也讓華文報在法令限

制之下，蒙受了更嚴厲的打擊。南洋報業在馬華公會收購後，報紙由華社的喉舌

變成政黨的喉舌，在某種程度上，亦是華文報業的折損。 

壹、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起因 

一、馬華財務醜聞與派系鬥爭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集團，很重要的因素是與其黨內鬥爭和財務醜聞有

關。由於南洋報業轄下的《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在報導馬華公會和林良實

前會長財務醜聞的新聞一向比《星洲日報》尖銳，報導使得馬華公會屢屢遭受嚴

厲批評；其次《南洋商報》捲入前會長林良實與署理會長林亞禮的派系鬥爭，由

於被認為報導偏向林亞禮派系，使林良實為首的當權派十分不滿，最後透過黨營

的「華仁控股公司」，收購南洋報業 72.35％的股權。對於馬華黨內鬥爭與南洋報

業被收購的關係，一些受訪者指出： 

這個關係有啦，一般上有些人認為還沒有被收購之前，《南洋商報》比較偏向馬華的 B

隊。因為黨爭有兩派的人馬，一個是主流派，另一個是非主流派，我們稱他為 A隊跟

B 隊，A 隊是當權派的，B 隊就是非主流的，但兩者差別並不會很大，因為各有兩個

內閣部長。而當時有人認為南洋報業的總編輯比較偏向 B隊，這對 A隊來說當然覺得

不滿意，加上馬哈迪又允許控制華文報，張曉卿又想壟斷，林良實又欠債想拿一些回

扣，加上黨政補選失敗，種種幾個因素混雜在一起，造成馬華收購報業。（CRS 3-2） 

 

馬華那時候本身也是在分裂當中，華文報其實分成兩邊，《南洋》和《中國報》是站在

B 隊，非主流派，那《星洲》和《光明》是站在主流派，所以當時候主流派就藉著這

個情況跟老馬說我們要把這報紙買下來，因為他們反動。（BCR 2-3） 

但這樣的關係其實很難確認，但即使無法證實，受訪者在推理上還是會「自

然的」將南洋收購與馬華黨爭扯上關係，可見在大馬媒體與政黨間的曖昧關係： 

不能證實的原因我很難講，不過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於，這基本上是一個派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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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去買報紙。黨領導和其他的中層領袖在五二八爆發之前，馬華已經分為兩派，

一派是會長，一派是署理會長。五二八爆發時是 2001年，2002年有一個馬華黨內的選

舉，馬華領導層在會長這一方發現到，假如這樣下去不再控制華文媒體的話，當馬華

選舉的時候，他們會居於下風、會遭受攻擊。當然也有關於是他們的政治醜聞、黑金

醜聞，若沒有控制媒體的話，這些消息將會爆發出來。（ODE 7-1） 

 

馬華可能也不是真的想要經營媒體。當時的馬華公會的領導者，叫做林良實，你聽過

他的事情嗎？這個人本身也是有很多財經的醜聞啦，本身的經濟並不是很好，他偶爾

在商業上有問題，欠了很多錢、需要很多錢，所以有人說是張曉卿在背後出錢讓馬華

去買南洋報業……林良實從中取得暴利，獲得許多好處。（CRS 2-4） 

在財務醜聞及派系鬥爭的情況下，受訪者認為馬華公會透過收購南洋報業，

不但能消除批判聲音，也可封殺林亞禮派系的相關新聞。因為收購南洋報業，等

於同時控制了《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兩大報紙，而另一大報《星洲日報》由

於已和馬華領導階層過從甚密；馬華公會主流派希望在收購南洋報業後，三大報

紙皆可成為它鬥爭非主流派的打手，也可以降低本身醜聞曝光的機會。  

他們知道《星洲日報》因為想要染指《南洋商報》，早就已經和馬華合流，《南洋》本

身較不聽話，因此透過政治壓力，迫使《南洋》出售。但是買了報紙還是需要黨內同

意，但是在表決的時候，黨內幾乎有一半的人都反對收購《南洋》。開始是因為政治目

的、派系鬥爭，因為買了報紙，可以在黨選的時候把對手壓制下去。選舉的時候，以

它的利益而言，可以控制報紙的言論，也可以攻擊對手，甚至是國陣內部的友黨也被

他攻擊。且作為他個人而言，他也有很多仇人，希望這個報紙繼續挖他仇人的醜聞。

但是在選報紙上，他不可能選像《蘋果日報》的，再加上《星洲》和馬華是勾在一起

的，如果因此買了《南洋》，他就可以斧底抽薪，完全杜絕後患，所以毅然決然的就買

了。（ODE 7-1） 

 

收購《南洋》的這個打算，其實是一石三鳥，第一鳥其實是為了打敗反對黨，因如此

就可以沒有反對黨的聲音出現，這是從國陣的角度。第二隻鳥是從馬華的角度，這樣

下來，你不只封殺反對黨，你連民政黨也封殺。第三隻鳥呢是從 A隊的角度，你封殺

他下來，連 B隊的也封殺了。所以實際上，這是一個政黨內部派系聯盟到整個國家政

治鬥爭的一個結果。（BCR 2-3） 

當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事情傳開時，引發華人社會的激烈抗議，反對馬

華公會藉著收購報業來干預新聞自由，更譴責其做為華人政黨，卻將尚能維持媒

體自主的華文報業，推往馬來文和英文報業的受制處境。 



 76

……由一個執政黨來控制整份報紙，我想這肯定對這份報紙的獨立性會有所影響，這

也會對一般的百姓以及公眾的人物不好的印象。我看在西方國家都沒有整份報紙是被

一個政黨給控制的，但馬來西亞還有，我們這裡有一句話就是馬來西亞什麼都能。（NEP 

3-1） 

 

很多人反對政黨收購媒體，這個政黨就是馬華公會，馬華公會像是台灣威權時代的國

民黨，但它比那個還要爛，以台灣標準來看，它是很糟糕的。但在馬來西亞，有些人

覺得它還算是比較像樣的。在我的角度來看，它經常是站在民主、自由、民族權益的

對立面，若是這個政黨來收購的話，那真的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再加上現在目前馬

華公會的領導層，它對媒體也是不尊重的，它對言論自由也是不尊重的，他們經常干

預媒體的報導自由，這些人擁有一家媒體，像南洋報業不只是一家媒體，它底下有兩

份報紙還有很多雜誌，所以大家都覺得比較不能夠認同。（CRS 1-2） 

 

有一個關鍵原因，收購的是馬華，馬華在林良實執政的後期形象非常糟糕，所以收購

的時候華社的戒心特別強烈，如果那個時候是民政收購的話，我覺得情況不會這麼強

烈……人家會覺得說政黨就算都不怎麼良心，至少他會比較乾淨，然後不會那麼明顯，

馬華是很明顯，他要標榜族群鬥爭，然後到最後他又是最快向巫統叩頭的。（BCR 2-3） 

二、2004年全國大選考量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另一個常被受訪者提起的重要原因，則是為 2004

年的全國大選做準備，希望利用華文報為黨宣傳、打擊對手，進而影響華人選民

的投票意向。這樣的考量不僅是為馬華本身設想，由於馬華公會是執政集團國陣

的第二大成員黨，若在選舉中失利，將危及國陣的執政地位。 

    由於馬來社會在前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於 1998年 9月被革職後嚴

重分裂，大幅降低馬來人對巫統的支持，因此在 1999年 11月的全國大選中，執

政黨和在野黨都激烈的爭奪華人選票。若不是華人的支持票扮演許多馬來選區的

關鍵角色，馬哈迪所領導的國陣勢必失去許多議席；但之後的魯乃區州議席補選

中，華人票轉向支持反對黨，幾乎引發國陣的執政危機。誠如一位受訪者提到： 

……結果被反對黨贏了五百多票，這對國陣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因為補選的時候，

國陣會把全國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小小的選區，既然他擁有這麼多資源及媒體等手段都

還贏不了一個反對黨，這對他就成了一個很大的震撼，若不去阻止這樣的情況，可能

他就要擔心下一個大選會成為更大的敗家，所以國陣輸掉魯乃這個補選，不只是引發

收購《南洋商報》，還有引發其他的效應。其他一個效應就是他覺得華文報有些太偏向

反對黨，故要加強對報章的操控，所以我講了如果沒有巫統的默許，馬華是不敢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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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南洋》的。第二點是巫統他扣留了幾個反對黨的領袖，關了兩年，所以說魯乃是

很關鍵的。（CRS 3-1） 

另兩位受訪者也有同樣的推論： 

尤其在 2000年魯乃補選，百分之七十的華裔選民支持公正黨，也在於華文媒體支持公

正黨。魯乃本是執政黨鐵票區，但政府說華裔好像共產黨，《南洋商報》如實報導，才

造成華裔反感……使公正黨從輸四千票到贏五百票。2001年 4月，公正黨許多領袖被

捕，被捕後一個月，《南洋》被收購、並禁止室內外的公共集會，避免民主化的浪潮繼

續延續……因此馬華公會是被逼收購商報，因為若喪失華裔支持，馬華本身亦失去重

要性。但馬華公會本身也也半數反對，造成黨內分裂……巫統仍然是主導的幕後黑手。

（PPM 4-1） 

 

在 2000年 10月 29日，剛好就是在大選滿一週年的魯乃補選，政府剛好輸掉一個州的

席次，這叫魯乃州議題。那個事件其實就是後來為什麼馬華要買《南洋》的原因。因

為這個補選觸礁的時候，我知道的情況是國陣內部檢討說為什麼會觸礁，那有人說是

因為政府有很多政策不平等，另一種說法就直接說是因為華文報反動。（BCR 2-3） 

簡言之，這樣的觀點認為，執政集團覺得華文報在魯乃補選的過程中，報導

明顯偏向反對陣營，並且對國陣不夠友善，使華人選票流失，導致國陣在魯乃補

選中敗選；這時候執政集團開始關注華人選票對其政權穩固的重要性，而對華社

有影響力的非華文報莫屬。在避免華文報成為反對黨喉舌以及拉攏華人選民的考

量下，華社輿論就會推論到巫統才是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推手。 

馬哈迪是直接或間接都允許馬華公會的收購……如果說華人的政黨擁有一家媒體的

話，那也要得到巫統的默許、同意呀。他們裡面有一種緊張的關係，雖然說同樣一個

國陣裡面有華人政黨、有馬來人政黨，也有印度人政黨，但那個馬來人政黨，就是巫

統，他也不希望是馬華公會太強大，一旦馬華公會太強大，他就會擁有許多資源、包

括擁有媒體，可能會對巫統有一些威脅，有更多抗衡的籌碼，所以他們一步也不能讓。

所以說如果馬華公會膽敢去買南洋報業，一定是經過巫統的默許，就是馬哈迪的同意。

（CRS 2-4） 

 

我以《南洋商報》，五二八事件來講，這個情況也是一樣，馬華之所以能夠買《南洋商

報》，也是透過巫統來對南洋商報的擁有人施加壓力，叫他賣出。賣的時候，這個過程

就由馬華，因為你是華人，就由你去監督這個過程。這個監督的過程中呢，馬華便從

中把它買了過來，它是這樣子買過來的，所以，這個控制的技術，這個控制的過程，

都是因為同樣是執政聯盟，同樣因為有這個利益存在，故透過比較有行政權力的巫統

來出面，馬華便從中得到《南洋商報》。（OD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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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是覺得可能政黨會存在一個奇怪的想法，尤其是執政黨，就是認為如果我不能

掌握我的民眾，至少我能控制批評我的聲音，所以就算會虧損，但只要想到能控制一

份報紙就覺得還不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然，這裡面又牽涉到，今天

如果沒有巫統點頭的話，馬華是不可能去收購的。我是覺得說這不可能是馬華一個人

幹的，巫統應該是在背後支持他們的。（BNL 8-1-1） 

巫統在收購事件上的幕後角色，似乎也可由馬哈迪的態度略窺一二，馬哈迪

在媒體上聲明，南洋報業被收購一事完全沒有政治動機，他本人不支持，也不反

對這項交易；但馬哈迪也質疑，馬來西亞的報紙都是有政治動機的，但沒有人在

乎，可一旦有政府涉及而引起任何疑問，每個人就會表現得很緊張；最後他終於

透露了心聲：「如果政黨不能經營報紙，那人民行動黨為什麼能辦《火箭報》，回

教黨也能辦《Harakah》？」。113 

南洋報業遭到政黨收購，主要導因於馬華公會內部問題難解，醜聞頻頻在華

文報上曝光；以及執政集團擔心失去政權的危機意識，視華文報為 2004 政權保

衛戰的最大阻礙。因此，輿論界才會推論在政黨利益的考量下，由巫統以行政力

量逼使豐隆集團出售南洋報業，並交由馬華公會領銜收購。 

貳、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影響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引起華社一片譁然，馬華公會的發言人對外表示，他

們不會干預《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的編輯方針，收購南洋報業純粹是商業原

因。但前副首相安華的妻子，同時也是人民公正黨全國主席的旺阿芝沙說，在收

購事件中，兩家報社至少已經有八名高級職員被逼退，顯示馬華公會的收購行動

絕對不是商業理由這麼簡單。114誠如一位受訪者指出政黨掌握媒體人事任命的關

鍵： 

……英文報或馬來文報，因為這些報紙基本上都是黨報，那黨對他們的控制就是人事

命令啦，直接任命他喜歡的總編輯、主管、記者。如果說那個總編輯或者主管有其他

的、不同的意見的話，他可以直接換掉他。像首相上台前後都委任了很多媒體，如國

家新聞社、電視台，還有馬來文報章的主管，都是他任命的，或是他派的。那人事命

                                                
113 《聯合早報》，2001年 5月 30日，版 3。 
114

 ＜馬團體反對政黨收購華文報＞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354000/1354222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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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是一個手段，以前在華文報是沒有的，因以前的華文報是民營的，國家不能干涉，

但是自從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之後，可能就不一樣了。（CRS 2-2） 

政黨透過收購行動，擁有報社的人事命令權，難道不隱藏政治企圖？收購

事件無論是否如馬哈迪或馬華公會所言，不涉及政治動機，政黨收購南洋報業

本身就已經對華文報業造成傷害。在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過程中，最可貴

之處即在於自主性遠勝於其他語文的報紙，也基於較多的報業自主，華文報才

能持續的扮演為華社發聲、爭取權益的傳統角色。 

長期以來，至少是從獨立後，華文報都是民營的，都是民間經營的……像早期《南洋

商報》就是賺錢，所以他們就一直維持民營的資格，言論上有一定的自由度，因為華

文報之所以有一點言論的自由度是因為馬來文及英文，國家的官員、國家的領袖一定

看得懂，華文報的話，他們就未必看得懂，還要經過翻譯，所以經過翻譯的話，有些

東西已經被避免了，所以它的監控就沒有這麼直接，有些東西你就可以迴避掉，因為

他沒有直接看得到，有些用語沒有翻譯出來，他可能不能夠完全掌握你的東西，所以

相對來說，你就有一定的自由度，言論上有點自由跟獨立。（CRS 1-2） 

這樣的自主性與言論自由度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覺得在過去，在相當的程度上，我們是自由的，比起其他語言來講，因為馬來報從

六十年代就開始被政府收購了，所以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個好事。要收購華文報紙比較

難，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政府裡面很少人看得懂中文，以前到九 0 年代

之前，高官看不懂中文，所以看的是翻譯，故影響不太大。第二個原因是因為華文報

影響的只是中文讀者的市場，只要中文報不要影響整個政權的起落的話，它並不構成

太大的威脅……（BCR 1-2） 

 

……華文報對很多政治菁英、政府裡面的人來說沒有什麼影響力，因為他們平常都是

看英文報或馬來文報，這些媒體還比較有言論上的影響，有左右國家政策的功能。決

策者又不一定看華文報，那既然媒體的影響力不那麼大，所以他也不需要反撲得這麼

嚴厲，所以華文報相對來說，因為這種種的原因，華文報媒體就比較自由，所以對國

家政治或選舉、人權等議題的辯論就比較活躍。（CRS 1-2）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導致政黨甚至整個執政集團直接掌握華文報，使華

文報業在媒體法令的箝制之下，又蒙上一層政治干預的陰影。馬來西亞的媒體法

令固然嚴苛，但華文報總能以最貼近底線的方式，在許多攸關公民社會或華社權

益的議題上挑戰政府尺度；可是當報紙經營權落入執政集團手中，它所承受的將

不僅止於法令限制，而是來自報社擁有者的直接封殺。所以，有些評論者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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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般被政黨控制的報紙，也像其他國家或其他地方一樣，它一切都以黨的利益

為主，所以它的編輯方向也好，報紙策略也好，都是以黨為主，很多報紙就這樣被犧

牲了。（ODE 2-3） 

收編的可能不只是報紙，甚至還包括編輯個人的靈魂： 

……華文報業是相對的比較寬鬆，不管是言論的尺度，如果你認識一些老編輯，其實

你可以去問他們對敏感議題的操作方式，常常是辦到最後了，有一通電話來就停刊了，

如果說沒有這一通電話的話，不管就算怎麼寫也會被刊登。但今天情況不一樣，現在

基本上是一種收編，一個字一個字慢慢修，會把你整個靈魂都奪去了。（CCR 4-1） 

黨報，在平時只是政黨宣傳的工具，但是在必要時刻，它隨時可以跟政黨同

聲一氣，讓報紙的新聞處理不只是停留在「刻意報導」的層面，它們甚至變成實

際參與者、成為政治活動或政治陰謀的推動者。黨報的政治操作角色，一位時事

評論人提供了經典的實際經驗： 

……報導的黨派色彩就比較明顯。這就好像你們台灣早期的《中央日報》一樣，在處

理反對黨的新聞的時候，會比較負面……最經典的就是在巫統的時候，有新馬來人口

號，當時安華與嘉化峇峇（Ghafar Baba）對壘尋求選民的認同，當時媒體一面倒，嘉

化峇峇被媒體批評說他來自鄉下，缺少現代觀，是舊時代的人，故要選擇一個新時代

的人來統治，所以安華就當選了並成為主導者。媒體在這件事的報導上是一面倒的。

在安華事件後，出現在報章上他的新聞都是醜聞、負面的，例如同性戀事件。這是種

很矛盾的現象，因為當時安華被報章形容成無道德之人，與之前他剛剛出來的時候報

章為他塑造的形象前後矛盾。（ACR 1-1） 

南洋報業轄下的《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在被政黨收購之後，言論尺度

和報導內容的公正性是否受到影響，目前尚無具可信度的分析報告，但是幾位受

訪者的主觀陳述可供評斷。 

我覺得五二八事件後，輿論的擔憂一一實現了。主流報章主要傾向馬華公會，尤其在

黨爭的時候，B 隊言論範圍縮小，國陣中民政黨上報並不容易，A 隊的新聞較多……

這就印證了政黨干預媒體的傳聞。而且他們對批評政府的團體或者民間團體，例如董

教總，他們是與馬華的立場相違背的，他們的新聞也被低調、縮小化的處理，故他們

為了維護利益，容易被邊緣化，其新聞被低調的處理，無形中便被限制了。（ACR 4-1） 

 

他們被收購之後，整個四大報，其實四大報主要在《南洋》、《星洲》和《中國報》這

三個比較有影響，他們的東西都變得很保守，比往常保守，可以這樣講，尤其是《星

洲》喔，我覺得最怪的是《星洲》，因為《星洲》跟《南洋》，照理講《南洋》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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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收購的，但是《南洋》有時候一些東西反而會讓它出，比如說可能一些比較敢的

評論，但是《星洲》反而變得比過往保守了很多。（ODR 1-1） 

 

這個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講，但出現在論文中應該無所謂啦，我覺得平時還有一點獨立

性啦，不過到了大選來的時候，他們就越來越偏向執政黨，這情形很嚴重，很過份……

不過我們在這個國家的經驗就是相當痛苦啦，甚至我們現在有好幾十個評論者都是杯

葛這兩家報紙。（NEP 2-1） 

 

這些媒體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就會把敵對陣營的新聞壓到最底線，盡量不要太超過。

所以呀，要要求讓媒體擁有一定的空間或者是言論自由，目前好像不太容易。我舉個

例子來說好了，像罷寫人的事件開始後，所有參與罷寫的人物，他們的照片、文章或

消息都一概消失掉了。（ACR 1-1） 
 

……出現一種潮流，就是爭相歌頌政府的功績，大家似乎在比賽歌頌，所報導內容與

之前的差異很大。華文報章有引導的作用，在不同的階段中皆有明顯的轉變，像這次

的大選有引導、支持政府的情況，對比 1999年與今年 2004年的選舉，有很大的不同。

當時五二八還未發生，故大力支持政府與批評政府的皆有，但五二八之後，則批評政

府的內容比較少。（ACR 3-1） 
 

在五二八之前，我們只聽說過評論人被報館封殺；528之後，據說內政部和其外部顧

問常常直接下令報館不能讓那一些評論人見報，楊白楊、呂堅強、楊凱斌、莊迪澎、

黃進發乃至文風相對穩健的馮玖玲、陳美萍等都在封殺之列。而華教等傳統牽動華社

民心的課題在大選前幾近消失，除了因為董教總本身調整路線，更大原因恐怕是政府

控制華文報的手法越加純熟，有形化為無形。國民服務的各種醜聞，在大選後才在媒

體爆發，便是明証。
115 

如果收購報業卻聽任其維持原有的自主性，或是完全尊重新聞編採的專業，

馬華公會豈願意頂著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甚至冒著選民反感的危險後果，執意

收購盈利已不豐厚的南洋報業？116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目的，在以上數位受

訪者的陳述中，已是顯而易見、不言可喻的了。 

    綜觀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諸多影響，在報社自主與新聞自由的高層次爭

議之外，對華文報業的發展還有一種不易察覺的影響，當華社猛烈撻伐馬華公會

                                                
115《毋忘 528，廢除 KDN》－三年以後再回首，於

http://thefreemedia.com/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sid=4282 
116 吉隆坡股票交易員表示，南洋報業 2000年的稅前盈利約 3千零 10萬零吉，而馬華公會為收購

南洋報業而向銀行貸款的利息，每年就要 2千零 70萬零吉。請參閱：陳漱石編，《華文報天變再

記錄》（巴生：泊世工作室，民國 90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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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動抵制黨報的同時，卻忽略是否已造成報業的二度傷害。誠如受訪者提到： 

報變之後有兩種情況發生，一方面是杯葛黨壟斷報業的作為以及政府干預……在杯葛

之後，引發讀者的支持，導致報社關門？（ACR 3-1）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被當作操作的棋子，受傷害的永遠都還是報業本身。 

B隊本身也不是好人，在收購之後開始打壓媒體、破壞媒體……馬華公會本身沒有好

人，也就是說黨爭的時候，任何可以玩弄的東西都可以當成一個課題來操作。（CRS 3-2） 

當權者對華文報一向有華社民意營造者的印象，所以藉著收購來掌控新聞言

論的方向，但如此不但破壞華文報長久以來的自主性，也降低華社對報社的信任

與支持，對華文報業的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目前馬來西亞五大華文報紙，《南

洋商報》及《中國報》已被馬華公會直接控制，而《星洲日報》及《光明日報》

又由親近馬華的財團掌握，僅存新創刊的《東方日報》未被收編。在馬華公會入

主南洋報業後，政治干預已經成為規律，違逆執政集團意旨的報紙，只有被收購

或被吊銷准証的選擇，收購南洋報業事件恐怕將是華文報業大合併的前奏。 

在馬來西亞種族政治及出版法令嚴苛的情況下，創辦華文報刊已屬艱難，政

黨收編華文報，等於再壓縮華社表達言論及訴求的空間，使華文報無法扮演人民

喉舌角色，喪失為華社爭取權益的重要功能，如馬來文和英文報業般，淪為執政

黨的外圍黨報，阻礙了和華社之間的傳統互動關係，對以喉舌角色獲得華社信賴

支持為發展基礎的華文報業而言，影響至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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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報業擁有權集中壟斷 

報業集團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在自由市場無情且激烈的競爭中，大企業

併吞小企業或將它逐出市場，因而形成擁有廣大讀者群與企業化組織的報團，亦

可能逐漸壟斷市場。目前，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團首推《南洋報業》集團，其

次是《星洲日報》集團、《詩華日報》集團；而最大的英文報團為《新海峽時報》

集團，馬來文報團則是《馬來前鋒報》集團。但也有研究者認為，馬來西亞媒體

業之寡頭壟斷（oilgopoly）現象，不是一種自由市場規律產生的自然現象，而

是國家機關為了收編大眾媒體而介入推動的結果。117  

壹、《星洲日報》集團獨大現象 

由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歷程觀之，六０至九０年代之間，市場上發行的

大小華文報刊數量很多，但到了九０年代中期，已經留強汰弱剩下兩大集團。其

中南洋報業在 1992 年收購《中國報》及生活出版社，崛起成為馬來西亞最大規

模的中文報業出版集團，而《星洲日報》集團之成形則始於 1993 年收購經營不

善、瀕臨倒閉的《光明日報》。  

但兩大報團鼎立的狀況，在 2001 年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後發生變化；馬

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影響，除了前節所述的政治干預，背後也隱藏著擁有權集

中和市場壟斷的問題。因為許多跡象顯示，馬華公會是聯合馬來西亞媒體大亨張

曉卿的《星洲日報》集團進行收購南洋報業的行動：首先，張曉卿擁有的《星洲

日報》與《光明日報》以異常低調的手法處理收購的新聞，甚至在初期都隻字不

提；但當馬華公會的收購於 5月 28日成交後，《星洲日報》前集團總編輯劉炳權，

以及《光明日報》前總經理兼總編輯洪松堅，卻都分別被馬華公會的華仁控股公

司委以南洋報業集團的重要職務。 

《星洲日報》他想要壟斷市場嘛，而馬華公會他買《南洋商報》並不會經營，因為過

去曾經有過同樣的例子，就是馬華公會擁有華文報，但把那份華文報弄到停刊……名

義上是馬華公會去買，他擁有股權，但出錢的是張曉卿的《星洲日報》集團……張曉

卿也間接的壟斷了整個華文報業，變成說現在《南洋報業》的集團總編輯呀，是他們

                                                
117

 莊迪彭，《看破媒體》（八打靈：破媒體傳播事業社，民國 91年），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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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去的人。現在《南洋商報》的總編輯是鍾啟章，他以前也是《南洋商報》的，但

有一段時間前首相馬哈迪曾委任他去新聞秘書處，但現在馬哈迪下台了，他就回來《南

洋商報》做總編輯。（CRS 2-4） 

有了這樣的人事安排，也難怪有人會朝馬華、《星洲》結盟收購《南洋報業》

的論點推斷。 

《星洲》集團的老闆是張曉卿，他一直很想購買《南洋》集團，因為買了之後他就可

以一統天下，但他本身沒有能力買，賣與不賣，兩方都設法去想辦法，不好啦，馬華

本身很想買，但有沒有這麼多錢，因此馬華與《星洲》兩方基於共同利益，收購《南

洋》報社，在買的過程已經勾在一起，勾在一起的同時呢，在買《南洋》的同時，馬

華發現買了這個報紙但沒有人可以管理，所以《星洲》在後頭做一個保證，說買了之

後我提供技術人力幫你管理，所以這個聯盟又這樣子結合起來。所以名義上是馬華在

控制《南洋》，這個集團要符合馬華的利益，但是背地裡控制者是《星洲日報》，所以

後來就變成兩個集團併合成一個集團。（ODE 2-3） 

在馬華收購南洋報業的過程中，《星洲日報》的曖昧角色引發外界質疑，除

了封鎖新聞，甫離職的高級職員轉任南洋報業重要職務，這似乎已代表《星洲日

報》社長張曉卿介入了收購事件。雖然《星洲日報》與張曉卿一再強調絕無涉及

收購南洋報業的行動，118但輿論並不相信這樣的說法。 

很多人批評張曉卿壟斷，那他是沒有反駁的，這是不能反駁的，這是事實來的，因為

他並未正面的反駁，如果說他覺得人家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他可以去控告對方，正面

去澄清，但是他沒有哇。第二點就是他委任《星洲日報》的人去接管《南洋商報》，包

括一些業務的還有其他的，當然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市場上的聯盟，用兩個集團四份報

紙來圍堵《東方日報》，這些都是很明顯的事實。（CRS 2-5） 

倘若讓數字說話，根據 2003《南洋報業控股年報》資料顯示，《星洲日報》

社長張曉卿持有南洋報業股權的比例為 1.17％，是南洋報業第九大股東；其中朝

日報業（即《星洲日報》的出版公司）擁有 0.31％，而張曉卿家族的張道賞控股

則持有 0.86％。這個數字尚不包括與《星洲日報》關係密切，由商人馬欽學控制

的公司，擁有 8.08％。119若將以上三者加總，《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已直接或

間接掌握南洋報業 9.25％的股權。 

                                                
118 《星洲日報》於 2001年 5月 30日發表聲明，強調並未介入收購南洋報業；張曉卿亦於《亞洲

週刊》專訪時表明未參與的立場。相關新聞請參閱：《東方日報》封殺打壓一週年特刊。 
119

 《東方日報》，封殺打壓一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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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報》是家跨國公司嘛，他每年都要公布他的股權狀況，連續兩年張曉卿的公

司、張曉卿的代理人都在《南洋商報》中擁有一定的股份，所以說如果沒有干預收購

《南洋商報》的話，為什麼你公司的代理人在《南洋》擁有相當多的股權？！還有人

是懷疑說有一些大股東也可能只不過是抬面上的一個代理人，實際上他只是代表張曉

卿的利益。這一點從股權上看就很清楚嘛，是騙不了人的。（CRS 2-5） 

華社的疑慮是正確的。《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原本已擁有《星洲日報》和

《光明日報》兩家華文大報，在與馬華公會攜手收購南洋報業之後，透過股權的

掌握和報社人事的派遣，間接控制《南洋商報》與《中國報》。至此，馬來西亞

五份全國性的報紙中，張曉卿的報業集團就可掌握四份，幾乎佔了全國華文報發

行量的 90％左右，藉政黨收購報業之機，壟斷了華人的言論空間。 

《星洲日報》集團參與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過程，並且正如外界所批判

的，擁有南洋報團不少的股權，坐實了政黨幫兇、利益分贓的指控，張曉卿更被

視為華社的公敵，認為他出賣華人的利益。120事實上，《星洲日報》在 1987 年被

張曉卿收購後，打出「正義至上、情在人間」的形象，並積極推動文教活動、鼓

勵馬華文學的創作，贏得華社的支持與好評，成為華文第一大報，張曉卿也因此

獲得極佳的社會聲望；但此次被認為與馬華公會聯手收購南洋報業，雖獲得龐大

的商業利益，卻讓企業形象瀕臨破產。《星洲日報》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參與收購，

除了與張曉卿個人的「雄心」外，還有企業成本的重要考量。 

早在陳嘉庚與胡文虎分別創辦《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時，兩報的競爭

關係已經存在，進入九０年代後更形白熱化。由於《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

競爭激烈，兩報每年的促銷費用據悉皆高達一千萬零吉；從企業經營的角度分

析，張曉卿壟斷華文報業後，由於和《南洋商報》的競爭關係解除，《星洲日報》

可以節省每年一千萬零吉的促銷開支，大幅降低企業成本。其次，控制四家華文

報之後，各報可以專攻不同的讀者市場，例如《星洲》和《南洋》主打政治、商

業和文教領域，《中國》和《光明》兩報則分別走社會和娛樂路線等等。如此不

僅降低人事需求，報紙張數也可減少，若以四報每天近八十五萬份的總發行量來

看，減印一張就已能節省可觀的紙張成本。 

                                                
120 張曉卿接受第 24期《亞洲週刊》專訪的內容，請參閱：「報人雄心烈、不懼流言急」於陳亞才

等合編《報殤》（八打靈：飛腳製作室，民國 90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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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成本考量之外，還有另一個讓《星洲日報》「不得不」收購南洋報業

的原因，根據瞭解內部情形的受訪者表示，此次《星洲日報》的參與，其實也可

說是報社內部派系鬥爭的延續。 

其實呀我們講今天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之所以那麼糟糕，《星洲日報》可以說是個亂

源……《星洲日報》內部就有很多的派系鬥爭……（CRS 3-4） 

 

《星洲》以前的老闆財務有問題，所以當時張曉卿在 87年、88年就出來買了《星洲》。

《星洲日報》一直到 94年才衝到第一大報，而當時把《星洲》弄成第一大報的就是古

玉樑，就是現在《東方日報》背後的那隻黑手。古玉樑是掌管《星洲》的業務及市場

的，他是一個做事能力很強的人，這是沒有疑問的，與他對抗的就是劉鑑銓，兩個人

之間的人事、恩怨，以及跟老闆爭寵，結果古玉樑在派系鬥爭中就輸掉了。（CRS 3-5） 

 

張曉卿不只擁有《星洲日報》，他以前是做木材的，是在買了《星洲日報》後覺得經營

媒體是有利可圖的、可以很風光，所以他後來還收購了香港《明報》。而古玉樑在派系

鬥爭失敗後，他便被調去做香港《明報》的總經理，所以當時古玉樑是被流放到香港。

之後《星洲日報》有一段平靜的時期，因為劉鑑銓可以說大獲全勝，因敵人被流放了。

而古玉樑在香港大約五、六年左右又回來馬來西亞，一切的風雨又開始重演了。他回

來後並未到《星洲》，而是加盟《南洋商報》，成為總編輯，當時的《南洋商報》已從

第二大報掉到第三。當時《星洲》就很緊張，張曉卿也因而想要收購《南洋》。為什麼

有人說張曉卿是有《南洋》的股份的？因為名義上是馬華收購南洋報業，但馬華收購

後是把古玉樑踢走，可見除了想收購《南洋》外，亦要古玉樑離開，因為他們很擔心

若古玉樑還在《南洋》的話，他的那種行銷的能力，做市場的能力，是可以讓《南洋》

的發行量上漲。《星洲》不想自亂陣腳，所以透過馬華收購《南洋》，並且把古玉樑趕

走。而古玉樑之後到《東方》，《東方》內部的主管也都來自《南洋》，或者也都是跟派

系鬥爭有關係……這故事可以拍成連續劇。（CRS 3-5） 

貳、報業擁有權集中的影響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在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事件中，合作者《星洲日報》集

團藉機掌握了四大華文報紙，報業市場產生了「共事一主、四報一家親」的壟斷

現象，在 2003 年 1 月 1 日《東方日報》創刊之前，所有全國性華文日報都控制

在《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的手中；儘管《東方日報》的上市打破了市場壟斷的

現象，但每日不到十萬份的銷售量，所謂的打破壟斷仍然欲振乏力。 

由學理的面向來看，媒體擁有權的集中，限制了生產者和發行者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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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限制了傳播和訊息的流通，因此它不利於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媒體擁有權

集中化意味著訊息過濾與釋放之權力也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守門人（gatekeeper）

手上，大大提高了審查效率；由於這種審查不易被一般人察覺，因此權力菁英可

以輕易掩飾他們在媒體管制上的角色；而媒體擁有權集中甚至壟斷的現象，限制

了新聞報導尺度與言論取向，造成媒體多元化的阻礙，更剝奪了閱聽人選擇不同

訊息的權利。因此，雖然擁有權集中是自由市場的一般現象，但所造成的市場壟

斷也是自由市場最大的阻礙；而華文報業擁有權集中現象，涉及的不僅是報業市

場壟斷造成新競爭者的「進入障礙」，更是華社言論場域與意見市場的壟斷。 

同行如敵國，本來應該有競爭的，但這一年來所看到的，無論是報份或廣告，還是報

紙的內容編排，好像報紙高層已有了協調，已經談好：你佔一角，我佔一角，大家免

於競爭。所以，弱勢報紙繼續弱，強勢的報紙繼續強，整個報界的大一統已經呼之欲

出了。121 

 

所以它的影響你可以看到說之後很多聲音都不見了，之後變成整個事情的另一個轉變

是，這個收購是一下子同時進行，因為他是和《星洲》聯手嘛，所以收購下來之後你

其實是四家報紙同一個老闆，你不會因為對手競爭而去強調一個言論自由或資訊自

由。華文報因為要面對他的讀者，儘管面對很多限制，他還是盡量要出聲音，如果他

不出位的話，你很快就會失掉你的市場，那這個原因相對促使華文報比其他語言報強、

獨立的原因……你今天這個市場的壓力不在，你唯一剩下的就是你的考量，你所謂的

良心……我覺得這跟談戀愛沒有太大的分別，感覺上就是你對一個東西的需求變得沒

有彈性的時候，那個呼應者就可以決定他要怎樣對待你，你那時候就只能呼應他的要

求，你沒條件談任何東西。（BCR 2-3、3-3） 

在收購事件發生之前，馬來西亞華文報能有較突出的言論表現，除了是執

政集團的關注較少外，報業市場激烈的競爭更是重要動力；而在擁有權集中甚

或市場壟斷後，雖然少了競爭可節省成本，但卻限制了報紙訊息的多樣性，言

論市場成為一言堂，致使華文報失去競爭下所特有的活力，不僅不再需要為爭

取讀者而挑戰新聞自由的尺度，打壓、封殺特定對象的情況更層出不窮。  

當時馬華公會要收購南洋商報時很多人反彈，包括華人社團，他們當時召開一個緊急

動員大會，發表一份譴責的聲明，當然這幾個帶頭的華團領袖，就被《星洲日報》及

《南洋商報》針對，只要是他們社團的新聞就不報或者是不報導社團領導人的活動，

即使有也是放在不重要的版面。所以這也是一種公器私用，也是很危險。（CRS 10-4） 

                                                
121

 魏月萍等編，《解構媒體權力》（吉隆坡：大將事業社，民國 91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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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被收購之後到現在已經兩、三年了，所以它的整個變化、整個態度的調整，

是很明顯的展現出來。第一，就是很多新聞有時候並不是馬華公會的干預，或者是因

為《南洋商報》內部一些職員的干預，而是《星洲日報》因為太缺人，所以刻意的封

殺一些新聞打壓一些人，比如說某些人的新聞不能上報紙或者說某些人的文章不能見

報、某些人的照片不能見報，這可能不是馬華下令的，也不是政府下令的，也不是原

有的南洋那些職員，而是《星洲日報》派去接管的那些人，他要對付那些以前罷寫的

人，要對付那些對《星洲日報》不合作的人，所以有時候他會把過去《星洲日報》以

前的個人恩怨、私怨帶過去《南洋商報》那邊，而這些往往不是因為政黨的因素……

可是在一些非關政治的新聞，可能是其他一些新聞，也會有偏頗，這可能是因為《星

洲》派過去的人把以前的一些恩怨使用在《南洋》事情的處理。（CCR8-3） 

基於馬來西亞華文報對華人社會的象徵意義與重要功能，華文報業市場由多

多元競爭發展成一人獨大的報業霸權，豈能以單純的商業併購角度視之。華文報

蓬勃發展的基礎來自華社的支持，所以華文報長期以來，一直扮演為華人爭權

益、傳達華社聲音的角色，各報無不以此爭取華社讀者的認同。但報紙擁有權集

中和市場壟斷之後，在缺乏競爭以及「非我不可」的情況下，其扮演華社喉舌及

爭取權益的功能角色，都將有弱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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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東方日報》的崛起、發展與意義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在「收購南洋報業事件」後掀起陣陣波瀾，除導致《南洋

商報》和《中國報》掉入政黨手中，淪為執政集團喉舌；《星洲日報》社長張曉

卿更藉機掌握上述兩報股權，一躍成為掌握四份華文報的大報閥；就在報業趨於

一統的當下，第五份全國性華文日報《東方日報》趁勢創刊，打著反政治干預、

反報業壟斷的大旗，以「捍衛華社言論自由」為訴求，希望能在原已飽和的華文

報市場，成功搶佔一席之地。 

張曉卿與馬華公會聯手收購南洋報業後，原以為華文報業可就此一統，豈料

《東方日報》竟挾著華社的不滿情緒創刊發行，並且還收編許多被收購者點名逐

出《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的高級職員。這樣的發展態勢讓張曉卿非常不滿，

不僅透過政治力量在《東方日報》的創辦過程中加以阻撓，當《東方日報》歷經

波折終於面市後，更以各種打壓與通路封鎖的手段，企圖使《東方日報》在新聞

內容或業務拓展上難以有所做為。 

馬來西亞各語文報業中，華文報的市場競爭原就最為激烈，但這種透過政治

力量和通路封鎖等的全面打壓手法卻是頭一回，使《東方日報》陷入生存危機，

並猛烈的展開反擊，華文報業已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狀態。星洲和南洋兩大集團

佔著市場壟斷優勢，強力封鎖《東方日報》的分銷通路，使其難以在市場上流通；

但《東方日報》頂著「打破壟斷」、「捍衛言論自由」的光環，不斷強調自己存在

的必要性和辦報宗旨，在取得華社認同下也已艱辛的站穩腳步。目前，《東方日

報》每日約有七萬份的銷售量，雖然仍在全國性日報的市場中居於弱勢，但已經

脫離初創時的危險期，穩定的朝銷售十萬份的目標邁進；不過來自兩大報團的打

壓卻未曾停歇，依然處在惡性競爭的困境裡。 

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原已限制報業的正常發展，張曉卿和馬華公會收購南洋

報業後，壟斷報業市場的結果更是雪上加霜，《東方日報》選在此刻投入市場，

等於在政治和市場逆境的夾縫中求發展，其生存策略更顯重要。本章即藉由統整

文獻資料與深度訪談所得，首先瞭解《東方日報》的創刊源起與過程，進而分析

其困境中求發展的策略，並對《東方日報》的存在意義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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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東方日報》的創刊過程 

馬華公會和媒體大亨張曉卿聯手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引發華人社會對新聞

自由被干預，以及華文報業被壟斷的危機感，尤其擔憂在四大華文報都與政黨有

密切關係的情況下，華社的訴求或不同意見將喪失傳播管道。在華社一片譁然，

甚至發起抵制運動的同時，《東方日報》高舉「反壟斷」、「捍衛華社言論自由」

的旗幟順勢創刊，成為第五家發行全國的華文日報。 

《東方日報》於 2003 年 1 月 1 日創刊，但在其創刊過程中幾經波折，除了

遭受未來對手的提前打壓，甚至在政治力干預的情況下，發生准證被吊銷的事

件，幾乎面臨未上市就遭政府關閉的窘境，而這一切風波的起源，包括日後四大

報的聯手封鎖、圍攻，其實都多少都與《東方日報》的背景有關。  

其實在 2002年 9月 29日，第一份《東方日報》即發行問世，但當天就被馬

來西亞內政部勒令停刊並吊銷出版准證，原因是在沒有獲得印刷准證的情況下擅

自發行報紙，所以一併吊銷出版准證；直到 2003年 1月 1日，《東方日報》才又

二度發行「創刊號」上市，曲折的創刊過程令人玩味。  

根據馬來西亞政府法令規定，出版報刊必須持有出版准證與印刷准證，否則

不准許發行，但原則上一旦取得出版准證，只要印刷設備和廠房通過環境檢測便

必定可獲得印刷准證。不過，《東方日報》的出版准證早已取得，並投資數百萬

零吉購買廠房設備，也一切符合環保標準，卻遲遲未獲得政府發予印刷准證，導

致印刷廠房和人員閒置，報紙也無法發行。 

我們二月拿到出版准證，五月買了廠房機器，到了九月都還沒有拿到印刷准證，我們   

一切都有了，但他就是不給，我們覺得很奇怪，出版准證是內政部給的，是政府高層，

而印刷准證是地方政府給的，很容易就可以拿到的，但我們偏偏就沒有，這就奇怪了，

感覺有問題了。（ODE 13-1） 

在符合申請條件的情況下，《東方日報》對於未獲印刷准證十分不解，直到

內政部出面關切，才了解《星洲日報》早已透過政商關係，動用政府力量使其無

法順利取得印刷准證。根據局內人的說法：  

在一個禮拜六的早上，內政部就找了我們總編輯問「你們要出報紙啊，怎麼我不知道」，



 91

因為我們是跟人家買的嘛，不是跟內政部申請的。我們買的時候內政部不知道，現在

內政部追到我們來問，其中一定有問題，而且印刷准證遲遲不發是什麼原因，我們一

直在想。內政部通知老總禮拜一去見他，我們在禮拜六早上開了一個會就想，其實印

刷准證遲遲不發是有原因的，是內政部和另一家報紙有關係，對方動用很多方法使內

政部聽命於他，而且他們也認為說，我們報紙要出的話一定得申請出版准證，可以趁

機凍結掉，所以他們也等很久。我們買廠房的時候是保密沒讓人知道的，我們放出很

多假消息，讓對方一直找不著地點，以為我們沒有動，但是當我們提出印刷准證申請，

地方當局……老實講這也是我們的疏忽，沒有塞錢進去，結果拖拖拉拉，拖的久了之

後呢，就驚動內政部，發現這個申請者就是他們等了好久都沒有來的，於是加壓下去

不再發給了。（ODE 13-1） 

由於《星洲日報》的介入干預，《東方日報》始終無法取得印刷准證，數百

萬的設備投資等於白費。終於，報社高層決定以另一種方式逼政府表態，以挑戰

政府法律漏洞的方式，將報紙委託給擁有印刷准證的合格印刷廠代印。  

內政部直接對老總施壓，通知老總禮拜一去見面。在此情況下，我們決定禮拜天就把

報紙發出去。我們把版運到 200 公里以外的印刷廠，在那邊印報紙，那個是禮拜天來

的；禮拜天出報紙，正好政府部門沒有辦公，內政部遲到傍晚才發現到我們的報紙，

官員連夜傳真到報社來，命令我們不准再出報紙……。（ODE 13-1） 

局外人也有同樣的推測： 

……他們當初不是沒有拿到，而是政府遲遲不發給他們。遲遲不發給他們，一定是有

人從中阻撓。一定是馬華或星洲日報的人從中阻撓，所以他們就等，但等也不是辦法，

因為一切都已經好了，已經不能再等了，所以他們在 2002 年的 9月 29 日就發行試刊

號，看看他們會不會處理、會不會有動作……。（CRS 8-1） 

為了試探政府的態度，第一份《東方日報》即在此狀況下發行上市，而內政

部則立刻勒令其停刊，理由是未持有印刷准證，報紙不得發行。但來自《星洲日

報》方面的打壓尚未停止，為了徹底封殺《東方日報》，被懷疑在幕後運作已久

的《星洲日報》再度藉政商關係進行破壞。 

……對方覺得這樣還不夠，因為我們只是停止出報，報社還是擁有出版准證，《星洲日

報》又對我們再加另一項罪名，說我們在未告知內政部之前，或明知內政部官員將在

禮拜一約見總編輯，卻趁著禮拜天的空檔印報紙，根本是刻意搗蛋，所以我們的出版

准證也被吊銷。（ODE 13-1） 

因為《星洲日報》作梗，終於導致《東方日報》的出版准證被一併吊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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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手的攻擊未就此緩解，在被吊銷准證的同時，《星洲日報》竟派人潛入報社

竊取廢報紙，企圖從中窺探印刷設備的資訊，如能證明報紙其實是《東方日報》

偷偷在自己的印刷廠非法印製發行，又是罪加一等。 

我們不知道怎樣向馬來人警察解釋這是個陰謀，警察說這是廢報紙叫我們銷案，我說

不可以銷案。這明明是個陰謀，《星洲》不但不支持我們，反而在傷口上灑鹽，讓我們

不能超生。結果我們提不出證據，對方也派人來保釋，因此我們保留了控告的權利，

最後也沒繼續鬧下去，但是我們把這件事上網散播，讓他們也覺得很難堪，這是 9 月

29號的事情。（ODE 13-1） 

《東方日報》被勒令停刊和吊銷出版准證後，創辦人劉會幹與他的兒子劉利

康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也動用政商關係，飛往吉隆坡會見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和副

首相阿都拉巴達威（Abdullah Badawi），解釋事情原由；最後不僅取回出版准證，

也一併獲發印刷准證，終於在 2003年 1月 1日重新發行。 

老實講，准證的事情我們沒有參與，就是老闆去做的，我相信的確有很多迂回曲折的

路啦，這些我們不太知道，但最後終於是把[出版]准證拿回來了……而且印刷准證也一

起來的，所以說印刷准證不是重要的東西……（ODE 13-3） 

 

他們又透過一些關係，有花了一些錢，重新拿回出版准證跟印刷准證，拿到之後他們

馬上出報紙，在出報紙的那一刻，報社還有很多東西都還沒準備好，像報社編採、出

場[發行]等等，那他們一拿到准證不到一個禮拜就馬上出，因為出的話，讓它成為一

個事實，要取消的話就比較難了，因為有幾萬個讀者，就有政治的效力，就不能完全

取消一份報紙，這完全是策略的考慮。（CRS 8-1） 

在歷經波折總算發行上市後，《東方日報》的創刊號非常與眾不同，創刊特

輯刊登許多華團領袖、企業老闆、政治人物的賀詞，其中亦包括馬華公會前總會

長林良實的賀詞。122發刊當天，《東方日報》免費發送 10 萬份報紙，藉此打響知

名度，而讀者若留下資料，還能夠獲得一個月的免費報紙。 

《東方日報》突破諸多困難，就此成為馬來西亞第五份全國性的日報，在市

場上與《星洲日報》集團的正面交鋒已不可避免；而《東方日報》在創辦過程中

遭受打壓的怨氣、劉會幹與張曉卿的私人宿怨，再加上張曉卿一統華文報的夢想

被打碎，都是導致雙方在日後的競爭關係異常激烈的原因。 

                                                
122 《東方日報》創刊特輯共十六版，除介紹創刊宗旨、報社人事外，其餘全為馬來西亞政、商、

文化界的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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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方日報》的突圍與發展策略 

《東方日報》於 2003 年 1 月 1 日創刊，成為新競爭者。在此之前，馬來西

亞華文報市場共有四家發行全國的日報，分別是《星洲日報》集團的《星洲日報》、

《光明日報》和南洋報業的《南洋商報》、《中國報》，四報每日的總銷售量約七

十萬份；而《東方日報》加入市場後，瓜分了其中 10％的市場。 

事實上，由於《星洲日報》與馬華公會聯手收購南洋報業，因而擁有南洋報

業的股權，社長張曉卿更成為南洋報業第九大股東，在此情形下，四家華文報紙

其實已經變成策略聯盟關係；而《東方日報》打入市場後，不僅分食報業市場，

更影響四家報社幾無競爭的「競爭關係」，甚至破壞馬華公會與張曉卿壟斷華文

報業、收編華文報業的計畫。 

為了維護市場既得利益，當《東方日報》仍處於籌備階段時，《星洲日報》

社長張曉卿即被懷疑曾透過政府高層，導致《東方日報》無法取得印刷許可，甚

至被吊銷出版准證。但稍後《東方日報》仍發行上市，致使《星洲日報》為首的

四大報聯手展開「割喉戰」，以大報優勢進行通路封鎖，試圖在對手腳步未站穩

前，將其逐出華文報市場。 

在四大報的通路封鎖下，《東方日報》面臨無法在市場上順利流通的困境，

導致報紙銷售量難以提昇，只能藉著更積極的突圍策略，在四報壟斷的通路外再

開闢發行管道；此外，除了克服通路封鎖，《東方日報》亦以多樣的新聞內容、

生動的報紙風格吸引讀者認同，並以報價優惠或贈品的方式，刺激報紙的銷量，

提高佔有率，進而在市場上站穩腳步。 

壹、通路壟斷的生存困境 

《東方日報》發展的主要困境即是遭受四大報的通路封鎖。在《東方日報》

加入之前，四家報紙皆由共同的代理商發行，代理商再將各家報紙派給派報人和

報攤，分別送至訂戶或賣給讀者；代理商、派報人、報攤三位一體，是非常重要

的發行網絡。原本《東方日報》也應透過這樣的發行通路將報紙送入市場，但在

四大報聯合壟斷的情況下，願意代理《東方日報》的少之又少。誠如一位局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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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 

原本派報系統就像小商店和中、大盤商的關係，不屬於任何一家報紙。但是當我們出

報的時候，四大報說這個網絡是他們的，警告總代理不得拿我們的報紙，否則四大報

聯合不提供報紙。我們的報紙小，代理們不可能因小失大，所以這條路走不通了；換

個方法，直接找總代理下面的分代理和報攤，但是總代理又警告他們不能拿，只要報

攤上有賣《東方日報》，其他四報就會被抽走。（ODE 14-1） 

發行通路遭到封鎖，儘管讀者想看《東方日報》也很難，由於沒人敢代理也

沒人敢賣，在市場上幾乎找不到。這樣的封鎖策略確實成功的讓《東方日報》陷

入困境，直到它重新創造專屬的市場通路後，才逐漸衝出四大報的封鎖，而爭取

到全國 253家 7-ELEVEN超商的設架，更是突破困境的機會。123 

所以沒辦法了，我們只好建立自己本身的網絡，但是我們的訂戶少，其他的派報人一

天可派四百份，我們的只有一百份，但花的時間和油費更多，甚至有時候遲至中午才

派完，日報都變成晚報了，訂戶多有埋怨。（ODE 14-1） 

 

還是要想辦法寄賣，那麼有些賣商是我們的代理，就是派我們的報紙，那就可以在旁

邊擺著賣我們的報紙。就是我們會鼓勵這些業者一個人搞三種工作，就是又賣又代理

又派報，這樣他可以維持一定的生活嘛，因為你賣我們的報紙就不能賣別家的報紙了。

那我們也盡量找那些賣英文報及馬來報的人來代理，這樣就能建立我們的一個機會

嘛。（ODE 16-3） 

 

7-ELEVEN那個是大集團，不怕，因為他們是連鎖店，全馬大概有二百多家連鎖店，《星

洲日報》想圍堵他的話，根本就嚇不到他嘛，但是一個小小的報攤，即使一天代理三、

四家報紙……但若你是靠《星洲日報》，如果他不提供你的話，你就沒得賺嘛，所以你

就只能乖乖的聽他的話。但是像便利店，他們並不是靠賣你的報紙維生的，所以無法

加害於他，到最後，《星洲》、《東方》一起擺在那裡賣，對不對？！（ODE 16-5） 

 

一般來講，派報員不只派你們這家的報紙，他還會派別家的報紙，但因為之前不是被

收買就是被威脅，影響了我們的客源，所以才決定招募並訓練一批專屬於《東方》的

派報員。那這些派報員我們的要求是要年輕化、專業化，以及大學文憑，如果沒有大

學文憑的話，至少也要有大學的頭腦才行。你們不要小看派報員的工作，雖然辛苦，

但是很好賺喔，以後我們《東方》成長到十二多萬份以上時，那可不得了喔。像我目

前手下就有四百至五百個派報員，以後還會更多。」（ODS 6-1） 

                                                
123
「全國便利商店賣東方」《東方日報》，2003年 8月 29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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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東方日報》本身的發行網絡後，銷售量和訂戶總算增加，但四大報

的封鎖依舊存在，不僅不允許《東方日報》利用既有通路，甚至以各種方法及手

段，籠絡或恐嚇《東方日報》自尋的代理商或派報人，而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

難以想像的地步。 

……我們的訂戶佔百分之八十左右。我們也很難在報攤零賣，雖然剛剛已經講過，我

們已經突破經銷的網線，但是一般人就算去報攤，走了好幾條街，都尋不到有人在賣

你的《東方日報》，因為很多報攤已經被恐嚇不能賣我們的報紙。（ODE 16-3） 

 

例如其中有一位代理，有天開車覺得車身搖晃很厲害，察看後才發現四個輪胎都各只

剩一個螺絲；還有一位派報員，清晨時騎著摩托車派報紙，卻被一輛車尾隨，趁超車

時用棍子攻擊而摔倒受重傷，幸好命保住了。反正什麼情況都有，我們收到各地的回

報就有兩百多種，不是打人、用磚頭砸啦，就是從後方尾隨等等……。（ODE 14-1） 

 

而且還會偷報紙。貨車把我們的報紙送到各地的集中點，卻在派報人到達之前整疊整

疊被偷走，有一次我們照常丟報紙到集中點，但預先派個人埋伏，就發現有人騎摩托

車來偷搬報紙。總之，對方透過各種方法，就是不要讓我們在市場上順利發行，恐嚇

報攤、阻嚇代理不拿我們的報紙。另外，他們還會派人跟蹤我們的派報員，因為《東

方》有自己的派報員，他們的人就跟在後面登記訂戶的地址，針對東方訂戶提供更大

的優惠，這個手段我們不予置評，畢竟做生意嘛，既然對方勤勞做這些事情就做吧，

但是像用傷害身體、恐嚇別人的方法就很不道德。這些事情到現在還在做喔，像今天

我們又有四、五百份報紙被偷掉，同事已經北上去處理。你想想看，以競爭而言應該

是台灣比較激烈，但我想這種手段大概只有在馬來西亞才有吧！其實可能還有很多手

法沒被公開出來，在馬來西亞這種單純的社會應該不會有這種事，可是卻發生了。（ODE 

14-1） 

 
《星洲》是無所不用其極，不但派人開車撞我們派報員的摩托車，還會派人在我們派

報車到的時候，把我們的報紙一疊一疊的偷走，或者威脅、軟禁或收買我們的派報員

或代理，還是收買讀者，比如說給他訂閱《星洲》的優惠，讓他們不要看我們的報紙。

除此之外，之前曾發生過的，這是發生在八打靈區，《星洲》找人當我們《東方》的代

理，耍手段不讓八打靈這一區的報份增加，你看這是不是很誇張？！（ODS 6-1） 

 

他們計算銷售量的方法很多，像可以預估你的買紙量，或者是各地的辦事處都有佈線，

就是我們總社去各地下報的時候，他們就會有人在那邊看，我們一包報紙是五十份…。

（ODP 2-2） 

 

我們的代理商壓力很大，像之前還有被打或偷報紙的事情發生……。（OD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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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方日報》的突圍策略 

面對《星洲日報》為首的四大報圍攻，《東方日報》雖已藉由建立自己的市

場通路，初步脫離被封鎖的困境，達到每日約七萬份的銷售數字，但是如何拓展

業務、增加市場佔有率，仍是報社亟需面對與思考的課題；突破四大報的通路封

鎖已收成效，進一步便要在陌生的市場中突圍。事實上，早在《東方日報》創刊

時，就曾經發行十萬份的免費報，讓讀者認識產品、接受產品。 

我們的手法是，首先要讓讀者接受我們這份報紙，如果他們不接受的話那也不會知道

它是什麼東西，因為之前四大報已經控制了言論，所以我們用過了很多宣傳的手法，

一開始第一個月我們全面免費，只要你填一個表格，把你的名字、地址、電話號碼寫

上後交給我們的派報員，派報員就會根據這個表格送報到你家，第一個月免費讓你看，

所以我們第一個月印很多，大概十萬份左右，第一個月就這樣免費贈閱。（ODE 16-2） 

《東方日報》在第一個月的免費贈報策略奏效，不僅激起了讀者接觸的動

機，更使四大報的舊訂戶和讀者有免費的第二份報紙可看。報紙贈閱一個月的著

眼點在於讓民眾接受、習慣這份新報紙；此外，配合免費策略的還有訂報送贈品

或報費半價的優惠措施等等。《東方日報》經過這幾波的突圍攻勢，提高品牌的

能見度，而種種優惠誘因也吸引民眾嘗試訂閱，銷售量獲得提升。 

我們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做的，第一個月這樣，第二、第三個月也是。那之後呢，為了

保留住這些客源，我們再來三個月送三個月，就是你訂三個月的報紙我們再加送你三

個月，所以這樣子他就可以看六個月了嘛，等於是用半價看六個月的報紙。做完這六

個月之後，只要你訂三個月的報紙，我們就送你一套餐具，其實這個餐具很便宜啦，

成本大概三十多塊馬幣左右，是一套杯、碗、盤都有，很完整的一套餐具啦。那現在

我們的報份穩定了，大概有八萬份左右。（ODE 16-2） 

 

嗯，那個餐盤的作法，是相當普遍的一個手法。但是訂三個月送三個月的作法，沒有

其他家的報紙敢做，就營運成本來講，那個其實很傷，很厲害。（ODE 16-6） 

除了降價促銷及附送贈品外，《東方日報》更擅長利用本身的傳播功能，將

遭受打壓、封鎖、迫害的過程，鉅細靡遺且不計成本的大幅報導，不但達到宣傳

效果，營造受害者形象，更成功激怒四大報發動筆戰回擊，使「東方日報」四字

不斷出現在民眾眼前，讓對手免費為自己打響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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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星洲》打壓我們的事情，我們都會報導出來，讓大家知道他們的手段。其

實《星洲》打壓我們這件事，造成了兩種影響，正面的影響就是反而會讓讀者更加支

持我們，會繼續看我們的報紙；負面的影響就是多多少少會干擾到《東方》的發展。（ODS 

6-1） 
 

我近期曾比較過兩份報紙，像《東方日報》的新聞標題是《星洲》圍剿《東方日報》，

這一新聞一出來，第二天《星洲日報》馬上就回應，說《東方》號稱在搞文化，其實

是在扼殺人性，兩者間相互回應、對罵，所以要兩家報紙一起看才會知道事情的來龍

去脈，所以兩者之間是非常短兵相接，互相批評的言論是非常尖銳的。（ACR 5-1） 

參、《東方日報》的發展策略 

在建立本身的發行通路後，《東方日報》成功突破四大報的封鎖，目前除了

有二百多家便利店販售，《東方日報》還設置近一千個專賣報攤，加上日漸成長

的訂戶數量，已經站穩了第一步；《東方日報》憑藉有效的突圍策略，在短時間

內取得近七萬份的銷售業績，甚至有坐三望二的實力。124 

《東方》創刊的時候，打破了百年來的報業狀況，我們發行的第一、第二天，就印了

五十萬份，其實是可以印到一百萬份的，但因為機器無法負荷，所以只印了五十萬份。

而發刊的時候，我們僱了好多人到處派報，免費贈送給讀者看。所以在宣傳上，可以

說達到目的了，因為跟半年、一年前比較來看，《東方》目前已經可以說是打響名號了。

雖然我們現在的報份數量還算少，但你可以看見我們的成長，像《中國報》一出刊時

只有二萬份的報份，但我們《東方》呢，第一年便達到七萬份左右的報份，由此可以

期待日後《東方》的成長。（ODS 7-1） 

由於商業競爭手法運用得當，《東方日報》不僅打破壟斷、突破封鎖，也成

功吸引華社目光，奠定發展的基礎。不過報社的穩健發展並不能仰賴非常手段，

將商場恩怨化為報紙標題的方法也無法長久獲得讀者目光；事實上，精確的市場

行銷策略和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報紙內容風格，才是維持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東

方日報》雖然已經突破通路封鎖的困境，但仍是四大報圍攻的對象，其發展策略

將首重以定位區隔和強力的市場行銷。 

行銷策略上還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手法，就是用打電話的方式來找客源。我們發刊的第

一、二天是到各個地方，像是在車站或是在便利店、路口等地方發報紙給路過的人。

                                                
124 四大華文報的銷售量約為：《星洲日報》24萬份、《中國報》21萬份、《南洋商報》16萬份（收

購事件後跌至 7萬份）、《光明日報》10萬份。此資料為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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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第一個月、第二個月，只要你給我們你的名字、地址，我們就派報免費送給你看。

免費贈閱之後，則是推訂三個月送三個月報紙的活動，就是讓你只繳三個月的錢但是

卻可以看六個月，等於是半價讓你看報。後來則是你有訂報的話，便贈送一套精美的

餐具。目前我們又打算在四月份的時候要推出更厲害的手段，這是馬來西亞報業還未

曾有過的行銷手法，這是逆向思考，打破傳統的作法，真的很厲害，但是因為還沒有

推出，所以要保密，等我們推出之後，我再告訴你。（ODS 9-1） 

 
……我覺得這個報紙的潛力很大，因為它的這個位子是很佔優勢的，第一個，它的評

價很好，因為它是在四家報紙壟斷之後再出來的一個新媒體。第二，它被圍堵，是被

逼迫的受害者。第三，我們把這份報紙定位為研究政治評論為主的報紙，所以，在理

論上來講，我覺得《東方日報》大有可為，而且在這短短一年內我們做的也已出現效

果。那我們現在要努力的就是把報份往上推，並且把開支方面再縮緊一些，讓虧損更

少，所以這個廣告的招攬就很重要。整體而言，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生活模式雖然比

不上其他地方，但是我們的商業活動也還是有契機在。（ODE 21-1） 
 

《東方》的訂戶大部分是中上階層、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因為很多都是不想看到那種

一言堂的新聞，不希望華文報被這四大報給壟斷……《東方》的定位則是強調健康正

派、有用的一份報紙。（ODS 4-1） 

至於在報導策略和言論尺度部分，由於《東方日報》當初高舉「捍衛言論自

由」的旗幟，因此相較於其他各報，《東方日報》在這方面的表現是比較開放與

多元的，包括反對黨的報導、政治評論、社會觀察等部分都有相對持平的處理手

法和觀點。但礙於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客觀限制，以及媒體法令的桎梏，《東方

日報》新聞言論尺度雖然較大，不過仍侷限在特定的議題，與創刊訴求有一段不

小的距離。 

我們基本上是比較政治性的報紙，因為我們強調的是言論嘛，那麼政治這個區域裡面

呢，華人政治基本上也是一個定局，也是一個敏感局，但是我們談的呢，慚愧講一句

話，我們不談大範圍，我們談的是小議題啦，這是沒有辦法的，小議題是可以談的，

即使像是反對黨的議題，我們也拿來寫，因為不能說內政部不准就不寫了，而且這也

是我們可以標榜出來的一個強點。（ODE 17-2） 

 

……老實講，這新聞手法有時候其實也沒有什麼招數可以用了，目前我們只能從包裝

上去做，當然新的構思我們還是一直在做，比如說我們打算想要出一些小專欄、小故

事、小塊文章這樣去做……我想我們至少會要求在處理稿件上要做到比他們專業。新

聞基本上相差不了多少，但我們期待用不同的角度去處理新聞，且要求專業。（ODE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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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評論《東方日報》時，一些論者提出以下的觀點： 

嗯……我覺得它有一些版是非常強的，比如說它的經濟版、國際版，我覺得都相當強，

國內的地方新聞，平平啦，不會太特別。我覺得那當然是因為它剛開始起步，很多東

西都比較慢，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會允許它這方面的弱點。（BCR 3-2） 

 

我會站在比較諒解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事情，內容方面他們當然是比不上其他的報紙，

無論是在新聞的量或文字使用上、編排方面，當然還是跟其他的報紙有點距離啦，但

他們有他們的特點，有他們不錯的地方，從整個內容上也看得出他們有他們成績的地

方，所以馬來西亞華文報章中最大的一個毛病，就是很喜歡轉載港、台報章的內容，

比如說副刊也好，國際新聞也好，《東方日報》當然也有，但他們投入更多的人力去做

本土的內容，這一點是他們比較有誠意的地方，當然這也是市場的一種策略啦。（CRS 

8-2） 

《東方日報》最與眾不同之處，即在於版面編排與美工設計方面，除了用色

明亮多樣，彩色照片和圖片數量也非常多；另一個特色是將資訊圖表化，把隴長

難讀的文字轉換成簡潔易懂的各式圖表，因此《東方日報》的圖表和小欄位非常

多；此外，《東方日報》的分版順序也有別於其他各報，而基於考量讀者的需求

與閱讀習慣不同，也首創將副刊和經濟版的版幅縮小。  

其實我們報紙平時是分成好幾版，大版是 A版，每天有十大版，就是大概 20版左右，

以前有試過到 22版，那就是廣告比較多的時候。那很多我們都是用四色印刷啦……比

其他報館來得多，那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話，你會發現《南洋》、《星洲》或《中國報》

他們會套色，但是我們都沒有套色，要嘛就是用黑白，不然就是彩色印刷，這個你要

看機器你才會瞭解，看到機器運作時你才會瞭解它是怎樣的印刷方式。可能你們看起

來會不太習慣因為我們都是用彩色印刷的。（ODP 1-1） 

 

那我們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會做時間表，就是對一件事情的報導，除了照片之外，

我們還會做作一張時間表，那有些人會說我們是因為沒有新聞才放這些照片的，但其

實這個時間表讓讀者比較容易看，你可以一目了然的就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因為很

多新聞我們都會做好幾天的報導。然後體育版現在是移到後面了，那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不叫言論版，我們叫名家版，因為這是評論人所寫的一些東西，那我們把適合採

用的就會貼上去。那我們有一個跟其他報紙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我們是把社會新聞放

到後面去，就是放在比較不顯眼的版面上……。（ODP 1-3） 

 

我們的考量是說，因為還是要讓人覺得這個世界這個社會是美好的，你念傳播的你也

知道讀者往往容易被媒體或新聞所誤導，比如說今天又有人自殺了，常常有人看了也

會跟著自殺，那這樣這種社會新聞看了讓人會不安定，所以我們會覺得為了避免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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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發生，在考量之後還是決定把社會消息放到後面去，所以最重要的考量是這樣子

啦。至於一些社會新聞的畫面我們是用漫畫來處理的，你說要回到現場是不可能的，

但主要是讓讀者瞭解事情的經過就可以了，那其實《蘋果日報》現在也是這樣子做。

（ODP 1-4） 

 

……其實我們這樣編排的考量主要是因為，很早以前報紙並不是這樣拆的，但不這樣

拆的話報紙很難看，如果分開來的話，一家人就可以同時拿自己喜歡的版來看，大家

各取所需，因為吃早餐的時候看報紙是很自然的。那這樣的話對於印刷工作上也比較

方便，因為以前都是要全部弄好了才可以印刷，但像生活資訊版我們可能前一天三點

半的時候就開始印，前一天就印好了，那五點至六點左右是印財經和國際的新聞，之

後再印地方新聞，那地方也是按各地的遠近，距離越遠的我們越早印，那最後呢，大

概晚上九點鐘左右才會開始印全國版的新聞，就這樣跑跑跑，大概跑到十二點到一點

左右就開始派報。那我們在印之前也會先套好色再讓工人印刷，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出

問題。生活版的話，每天都會有一個主題，例如星期一是好網絡，星期二是好健康，

星期三是好家庭，星期四是好教育，星期五是好男女，星期六是好車子星期日就是好

假日。（ODP 1-4） 

 

……老實說，你問女生就知道了，她愛看哪一個？肯定是這一個嘛，就因為生活資訊

比較多女生會看，所以才特別設計成這麼小版，除了方便攜帶，對女生來講也比較好

看。那財經新聞也是一樣，因為那些數都字比較小，那你在看的時候如果還要攤開一

大張在桌子上看的話，就會看不太清楚，所以我們才做成這麼小。財經新聞的報導，

目前在馬來西亞，我們算是權威，像很多大老闆或企業家他們都是看我們的報紙，像

很多商人或玩股票的，或很留意市場動態的人也都是看我們的財經，如果說太大的時

候，有時候辦公桌要找一個位子把它攤開來看的時候很麻煩，那做成這樣子的話，就

像一本小書嘛，很容易翻。那當然也有一些缺陷，那就是我們的股價太小了，老人家

可能就不容易看。（ODP 1-7） 

《東方日報》創刊至今僅約一年半的時間，但無論在市場策略或新聞報導等

各方面，已經能與四大報分庭抗禮，某些部分甚至還超越各報的表現。探究其中

原因，應該與《東方日報》以一敵四的危機意識有關，因而能不斷嘗試創新，以

不同的風格和觀點凸顯自身的特色。此外，四大報皆為歷史悠久的老報紙，組織

文化略嫌傳統僵化，較難以激發前衛或領先潮流的思維，而《東方日報》是非常

年輕的報紙，仍處於摸索嘗試階段，故較能切合時勢，隨機變通。最後，由於目

前《東方日報》的業務和編輯部高層大多來自星洲和南洋兩報團，例如市場操盤

手古玉樑即曾為《星洲日報》倚重的第一好手；在收購事件發生後，各報菁英匯

集《東方日報》，或許也是其能於短期內崛起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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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確定未來《東方》可以成為華人的第一大報，因為馬來西亞的華人不喜歡被壟斷

的局面，他們喜歡的是有競爭的情形存在，這樣才能有成長。至於版面、報導內容與

風格，我們在出版之前有做過實驗，請人來試看我們所設計的報紙，看如何在同一個

版面，花同樣的時間但卻可以得到最多的資訊，這可是有做過科學化的研究喔，因為

我是編採出身的，所以很注重這個，這個你看我們的報紙就會發現和其他家不同的地

方，我們的報紙真的比較好看，且看起來也比較舒服。（ODS 10-1） 

 

《東方》未來會朝著大報的方向來發展，會朝集團來發展。預期未來三年之後，《東方》

能達到二十萬的報份，當然，在十五萬要達到二十萬份的過程是很困難的，需要依靠

大事件的發生才能讓報份的銷量衝上去，不過，我想《東方》遲早會達到這個目標，

遲早會成為馬來西亞華文報的第一大報。」（ODS 11-1） 

創刊一年半後的今天，《東方日報》不僅站穩腳步，更展現其邁向華文大報

的企圖心，在成功打入日報市場後，發行夜版的計畫也即將付諸實行。此外，對

於馬來西亞媒體界最缺乏的民意調查部分，《東方日報》則透過與新紀元學院媒

體研究系合作，積極提升相關專業能力和培養人才，期許將來能為讀者提供最有

信度和效度的調查結果，奠定大報的專業形象與公信力。 

《星洲》雖然現在還耍一些小動作，譬如收買我們的代理或派報員等等，但是現在我

們的報份算是穩定，對我們其實已經沒有很大的影響了。那我們的重點最主要是放在

雪隆地區，倘若五、六月我們出夜版的話，就更不得了，像我們的夜報打算搶佔 30﹪

的市場，也就是預定要有三萬份的銷量。我們馬來西亞這邊的夜報跟你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都是同一批人做的……但因為我們現在人手還不夠多，而且他們很多也都還很生

疏，沒多少訓練，所以目前夜報是有這樣的打算啦，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ODS 

8-1） 

 

……還有另一個是還沒有很積極的做，但卻是值得期待的，我們一起做一些民調，因

為馬來西亞的民調做的很差，我們報館的人手不夠，那新紀元是一個學院嘛，我們有

跟他們商量過，就是我們以後一起合作來搞民調……題目由我們來擬，問題怎樣出由

我們來做，由學生去進行民調，資料回來後由我們報館去做分析。（ODE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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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方日報》的存在意義與評價 

自《東方日報》於 2003 年 1 月 1 日創刊後，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發展進入

新的里程，五家全國性日報共存的盛況也是報業發展史上首見。不過，《東方日

報》不僅扮演第五家報社的角色，在其他四報「共事一主」的情況下，從某種抽

象的意義而言，《東方日報》同時也發揮著「第二份」報紙的功能。 

《東方日報》的「雙重角色」並不輕鬆，做為第五家報紙，其必須面對市場

飽和，以及讀者接受程度的考驗；而另一方面，《東方日報》扮演「第二份」報

紙的角色，也陷入四報聯手圍攻的困境。但正所謂「禍福相倚」，雖然承受四報

圍攻的打擊，卻同時以「市場壟斷破壞者」的角色，獲得華社支持，在極短的期

間內，便在飽和的報業市場中站穩腳步。 

華社的支持是《東方日報》迅速崛起的動力，而這種支持也來自華社對《東

方日報》的寄託與期許；倘若《東方日報》純粹只是一份新報紙而已，恐怕難以

在短時間內獲得華社的強烈認同與支持。換言之，唯有當《東方日報》能和華社

的利益或需求產生交集，其存在才有意義，也才能迅速崛起；本節即以此層關係

為出發點，由華社的觀感反推，探討《東方日報》的存在意義，再藉由深度訪談

所得之統整，瞭解華社對《東方日報》各項表現的評價。 

壹、《東方日報》的存在意義 

長期以來，馬來西亞華社和華文報一直有著「唇齒相依」的緊密關係，因此

每一份華文報的發展都為華社所關心，也都有其存在意義與價值。但在馬華公會

收購南洋報業，以及報業市場被壟斷之後，《東方日報》的存在意義已經不僅是

傳統報業角色所賦予，更有開拓言論空間、打破報業壟斷的新意義。底下是綜合

一些受訪者的看法： 

五二八之後，剩下南洋和星洲兩大報團之外，便是《光華日報》，其中南洋報業主要是

《南洋商報》與《中國報》，而星洲集團便是《星洲日報》加《光明日報》，所以當時

有人便鼓勵、說服《光華日報》來經營，或者鼓勵第三者辦報，而《東方日報》出現

的較晚，但一般人認為遲總比沒有好，所以大家會希望讓《東方日報》繼續生存下去，

這是知識圈及文化圈一般的理念。（ACR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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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是很大的，因為在馬哈迪的時代，沒有任何的自由化、民主化，任何辦報紙或經

營報章媒體的，都會面臨一定的侷限，像你剛所講的要伸張正義、獨立是不可能的，

因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有法律、有種種的約束，有政治的干預。在這種程度上我

們是比較可以諒解啦，因以目前這種環境來看，但它本身也是可以做的更好，所以可

能是它內部的人才不足、資金不足的問題，我們並不期待說它可以非常專業、獨立、

自由，因在馬來西亞目前的狀況來說做不到。那它的意義在於說有一份新報紙的出現，

那整個報業會有競爭的局面。像星洲已經有《南洋》，集團把整個壟斷，就沒有競爭，

不會去挑戰新聞的尺度、政治的尺度，所以說競爭的機能沒有喪失掉就是件好事。第

二，就言論的自由、言論的空間來說，也因此能多出一個管道。（CRS 4-1） 
 

《東方》的出現就是要告訴執政者，華社需要這份新的報紙。因華文報是華人的生命，

但是在五二八報變之後，人民會怕報紙中只有出現對政府歌功頌德的新聞，所以人民

寧願要一份新報紙來抗衡這個壟斷的情形。（ODS 5-1） 

 

肯定的是我們這個國家有多一份報紙，這總是好的，可以跟一些大報競爭，這對我們

言論自由的機制來說是有好處的，不過他長遠的那種作用呀，因為你要跟政府抗爭嘛，

那就要看你成功不成功囉，不過這很難講，我們祝賀他能夠順利的成長。（NEP 4-1） 

 

《東方》並非另類媒體，而是主流媒體，老闆並非反對黨，思考可能非經濟的，亦可

能是私人恩怨。《東方》的出師表，並非為了公平正義、民主社會，重點還是在建立一

份媒體，為打破壟斷。《東方》報份不多，但還是有威脅性，而在新進入市場時，現階

段主打不滿聲音，是還是有一定的制衡。（PPM 5-1） 

 

……現在這些人就是在媒體中操控著，講得更簡單一點，《星洲日報》裡面現在這批人，

他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話，就不可能坐在現在的位子上。即使是日本、港、臺，即使

是新加坡這邊媒體還不是很自由，但他們都還有專業的能力，目前這批人都沒有資格

坐這個位子。就英文媒體來說，有些人還有較強的專業能力，對新聞、對媒體的認知

還是有的，所以說不完全是因為環境或者是政治的因素，一個媒體的文化就是企業的

文化，如果馬來西亞的媒體繼續由這批人去掌控、去操作的話，是沒希望的。一定要

把這些人全部換掉，因為即使是年輕的人或專業的人進到這個文化當中，也不可能有

太大的作為或改變，你可能會妥協，會被修正，唯有把這批人全部換掉，但換掉這批

人談何容易？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你必須還有競爭，還有思考的機能存在，

這樣至少還有些改進。（CRS 9-1） 

 

意義不在它的產生，而是時代轉換，《東方》出現對民主的有一定幫助的。若造成許多

媒體產生，挑戰一些政治課題，才更有意義。（PPM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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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華社的認知裡，《東方日報》存在的意義，主要在於打破報業壟

斷和開創言論新空間，尤其是對參與「反收購罷寫運動」及遭到四大報封殺的評

論人而言，《東方日報》的存在，使其覓得重回主流媒體發聲的機會，可以再度

發揮的影響力，讓意見與觀點傳遞給更多讀者。  

當馬華收購《南洋》，而《星洲》的態度又很曖昧的時候，有一批常在報章上發表時事

評論的人，主要還是年輕人，但還有一些是年長的，他們提倡罷寫運動，停止供稿給

四家報紙。他們的條件是說除非馬華退出南洋報業，或者是說《星洲日報》證明他們

沒有涉入收購事件，否則的話就無限期的停止供稿給四大報。罷寫聯盟到現在還是有

連續的，當時大概有九十個人加入連署，這就是罷寫運動。後來有些人還是回去寫，

但主要反對張曉卿的人還是繼續罷寫。所以，如果沒有《東方日報》出來的話，這些

罷寫的人就沒有發表的管道，而那四家報紙也會覺得你罷寫沒有關係，反正讀者還是

會繼續買我的報紙。（CRS 4-2） 

 

……罷寫運動還是有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就是這個東西在量化尺度上始終還是很小，

這是最現實的問題，因為媒體的報導很少嘛，以前《東方》還未出現之前四大報是不

會報導，華社的人懂是因為有些人展開演講，所以特定的人會知道，慢慢的人被遺忘，

但來到《東方》，因為又開始寫了，所以大家又記得這件事情。（ODR 2-1） 

 

大馬中文報不曾有職業的評論人，做不到，因為評論的費用是很低，我沒有搞錯的話，

在《東方》未出現之前，演變到因為一直以來《星洲》做霸，他們評論人寫到千多個

字呀，可能也只有二、三十塊，而且很不公平的是要看人，要是特定的人才能拿多少

的價錢。東方出現之後調高了，調的相對的高很多，而且《東方》是沒有看人的，它

是制度化的，我覺得這方面他們做的不錯。就是說你寫評論來名家版就是這個價格，

所以這個東西有一些衝擊喔。（ODR 2-1） 

在上述兩種高層次的思維之外，從新聞從業員的需求著眼，《東方日報》的

存在還有另一種意義，即是新報紙加入市場的人力需求，不但讓新聞從業員有了

更多的流動機會，也可催化其自主意識。  

……多一份報紙的話，新聞從業人員的福利就可以提升了，像我之前在《中國報》當

記者的時候，第一年我的薪水只有五百零吉左右。那只要多一份報業出來競爭時，你

這家報紙若想要留住人才，就不能給太少的薪水或福利就要提高，不然好的人才是流

不住的。所以呀，多一份報紙，除了可以打破壟斷的局面之外，還可以提升從業人員

的薪資或福利……。（ODS 5-1） 

 

華文報現在就是一灘死水呀，《東方》的出現其實有一個好處，它讓這一灘死水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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漣漪跑出來，很多東西在變動，不然過去呀，尤其是 87年之後，大家幾乎都認為已經

很好了，我們可以有一個《星洲日報》這樣就很好了，在相對自由的報業，我們還有

一份工可以做……現在比較有一些高的要求。（ODR 6-1） 

貳、華社對《東方日報》的評價 

在《東方日報》突破通路封鎖，並在四大報圍攻下站穩腳步，取得每日近七

萬份的銷售量後，已達到「反報業壟斷」的效果，不過其創刊所標榜的「捍衛華

社言論自由」、「扮演華社喉舌」的角色是否成功，則需要由報紙內容進行檢視；

但在實際操作上，由於取得一定數量或爭議事件期間的《東方日報》並不容易，

因此無法進行文本分析。 

儘管無法以嚴謹的方法檢視《東方日報》的言論尺度，或其處理華社議題的

態度立場，但《東方日報》所處的華社環境中，卻不乏有識的「監督者」，包括

評論人、《東方日報》從業人員、華社研究員、媒體科系教師，以及社運人士等

等。筆者即透過對上述對象的深度訪談，並由受訪者對《東方日報》言論表現的

主觀評價，藉以瞭解《東方日報》有否實現「捍衛華社言論自由」的創刊宣言。

至於受訪者對《東方日報》的其他表現，例如新聞品質、競爭策略或人事背景等

方面的評價，此處亦將一併整合呈現。 

根據筆者觀察與訪談所得，若以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為評量標準，《東

方日報》的言論表現可謂差強人意，但設身處地從馬來西亞政治與媒體管制的環

境出發，《東方日報》確實有優於其他報紙的言論表現。事實上，馬來西亞華社

對《東方日報》的表現雖有遺憾，但大多給予較正面的評價。譬如： 

我們都知道這只是個口號而已，還好。我們剛剛講過有一些人會對《東方日報》有很

大的期望，因為不管是背負文化傳承或者是打破壟斷。其實對我來說是多一份報紙總

比少一份報紙來得好，如果要講我對《東方》的期望的話，我期望是更多《東方》，就

是不只一份《東方日報》，我覺得要有很多《東方日報》，因為有一些東西只有《東方》

作得到，我不否認《東方》對一些東西的確是給予一些空間，我並不否定，但你期望

它作一些不管是文化上或者是推動什麼民主的話，它也只是一份報紙，只是在馬來西

亞這個大環境下求生存的報紙。（BNL 9-1） 

 

我想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因為這是比較政治的問題。因為你辦一份報紙，剛出來的

時候，如果言論太過大膽、尖銳或突出，第一，內政部或官方對你這份報紙會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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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你，所以你還沒站穩腳步時就會面對官方壓力、政治壓力，所以要先保護你的

報章。你要是明說你辦報紙只是為了賺錢，或辦報紙是為了反政府的，如果言論太過

大膽，你馬上會死，而且死的很慘，對不對？！第二點就是你的言論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能太突出，否則《星洲日報》在後面會打小報告，他透過他的政治關係、他跟馬華

的關係，他會針對你打小報告。所以報業競爭上，他就會扯你後腿，說你是反政府、

反馬華的、反國陣的，都有這種考慮。還有一點就是他們剛創刊，需要保護這份報紙，

需要先成長，所以在言論上不能太突出。（CRS 6-1） 

 

有人說《東方日報》是比較偏向馬華公會的 B隊，這個有時候也不是說他們跟 B隊有

什麼自然的關係，而是事情的演變造成這個結果。因為打壓你的是馬華 A隊嘛，所以

你要去尋求保護，就會去找另一個勢力，所以這個可能並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 B隊或

者說跟 B隊有什麼利益關係，而是這個彼此之間的互動所造成的一個結果。他可能給

你幫助並不是因為特別喜歡你或者說跟你有什麼關係，而是他也需要一個媒體的勢力

來幫助他抗衡黨中的另一股勢力。無形之中你便和他緊密的靠在一起，因為你是需要

他的保護或者是從他身上你要得到些發行上的便利或廣告等種種關係，這個可能是更

加精彩的。（CRS 10-2） 

 
至於對《東方》的批評，則是《東方日報》的報紙頁數太少，相較於《星洲》和《南

洋》，它們則是很大一疊，故《東方》的新聞因此也就比較少，較易受到批評，而《東

方》也因為有些新聞並未報導，所以也受到質疑。但《東方日報》的優點，則在於它

的評論好，但也因此受到關注，有官方會施壓的黑名單或自己內定的黑名單，如此便

會使評論人心生不滿，總令人覺得無論何種形式的黑名單，與其之前所謂捍衛言論自

由的主張便相反，此點令人質疑。（ACR 5-1） 

 
我一直覺得說就算有深刻的東西，但是你傳不下去不一定是因為沒有市場，應該說如

果現實的講，我們必須承認每件東西都有個限制，可以去到哪裡或 push到哪裡，一個

東西如果你做傳播的話可能也只到一個限度。而我覺得如果就算你承認有一個客觀的

限制存在，但我覺得《東方》沒有 push到這個極限上，就是說它並不是盡了力而東西

還是這樣子，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它並沒有把東西 push夠。（ACR 5-2） 

 

到最後我會覺得說今天你談言論自由，到最後言論這個東西它是目的也是手段，是你

需要考慮很多的手段，但是你本身的目的。而你要做這個東西不能夠希望說言論自由

是免費的，我覺得東西要開始丟掉，開始要談說在沒有談戀愛的情況下所要求的言論

自由，你要吃東西你就要付錢，並不是要你傾家蕩產的去搞報紙，而是說你要在現實

的情況下去想說要怎麼做，而不是一看到現實就丟掉理想，還是說只有理想但完全不

看現實，那然後你根本生存不下去。我覺得這需要很精確的去看問題，這樣才能平衡，

但並不是說五十五十就是平衡，而是生多重的病就要下多重的藥。我覺得如果民意在

起來的時候，你今天不去把言論自由帶起來或不去炒這些議題的話，那我覺得你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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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是說你沒有理想，你是不顧現實，你是沒有堅持能力，你看不到未來的這個東西。

（BCR 3-3） 

 

報館的生存大概比言論自由的聲張來的重要，這個他們會認為說有這個報館才會有長

遠的言論自由在，而不是說言論自由是我報館的目的，如果報館倒了我再辦一家，他

們對於這應該說是有兩種考量，就是報館的存亡或言論自由的考量是多少。我本身不

會太樂觀說東方去得很遠，我覺得一個原因是讀者的需要是更明顯的，我們今天要求

的是讀者要對這份報紙要有要求，我覺得這是一個事實，這樣講是因為你去問《東方》

的人，《東方》的人會跟你講我們面對壓力，我們不能夠寫什麼東西，不能夠做什麼新

聞。我覺得這種東西會這樣講是因為他們想像，我覺得這能夠說純粹是一個想像，這

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這不是一個靜態的事實，這個東西是一個動態的，評估來的，

如果今天你算下去說：「好，今天我這麼做政府該怎麼做」封掉你的報紙嗎？我覺得這

個東西是封不掉的，其實封掉是可以封的，但會付出代價，所以你東西都要考慮進去，

你要去計算說這樣的代價大概是多少，政府封掉的代價是多少是來自於讀者的反應是

多強烈，所以今天如果你對很多東西都是很強烈的話，你這個報館就知道你去跟上層

談判的時候你擁有的東西有多少了。（BCR 3-3） 

受訪者普遍認同《東方日報》的言論表現，雖然不滿意但已經是難能可貴，

因為《東方日報》畢竟也處在與各大報相同的政治環境和媒體法令限制中，不可

能有太突出的表現，否則引起政府注意，反而不利報社發展；至於「捍衛華社言

論自由」的訴求，受訪者也能接受這僅是「商業口號」的現實。總之是期望大於

責備，原則上肯定《東方日報》在捍衛言論自由上的表現。 

不過，也有少數受訪者對《東方日報》的言論表現很不滿意，他們認為《東

方日報》其實與其他報紙沒有太大差異，一樣抱政府大腿。 

……對啊，不需要去拍馬屁。像我上次寫了一篇被他當作棄稿的文章就是因為我批評

他們，我是從技術層面去批評他們所寫的一篇報導。那一篇報導其實內容根本沒有在

談論阿都拉的管理手段好不好的事情，它主要是談說青年對政治人物的期待等等，他

的受訪者多是在批評現在的馬來西亞青年對政治的無知、冷漠或缺乏獨立思考的能

力，或者是沒有批判的想法，可是他標題打什麼呢……青年支持清明首相，這標題與

內容有什麼關係呀！我覺得如果你不想得罪政治人物，那你至少不用去拍他馬屁嘛，

你可以打說青年對政治的冷漠，不用去幫他豎立一個清明的形象吧……（ANL 8-1-3） 

 

我覺得我不會期待《東方》，我會監督《東方》，就是這樣子而已，因為它只是一個利

益的產物，各種利益下的產物，那它也在追逐利益，所以只好繼續監督它，就是這樣

子。（ANL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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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出刊，我是覺得它在切入市場的角度有問題，因為它只求生存下去。另外就

是這批人的邏輯跟其他人其實沒有差太多，經過一年多下來，我覺得它在內容上也…

甚至沒有進步，我認為甚至還往後退呀，所以它的技術或內容上面就是這樣子。所以

就像他們講的，對馬來西亞報業沒有抱著太大的希望。（CNL 9-1） 

對於批評言論自由表現不佳的聲音，《東方日報》新聞從業人員則提出他們

的立場與看法，雖然承認「捍衛言論自由」多屬商業口號的成分，但也強調報社

同時面臨政府和競爭者的「監督」，實在不易有所表現。 

在某個程度上這口號只是商業口號，但實際上我們也做了努力。《東方日報》扮演一個

非常辛苦的角色，所謂的言論呀，在華文報有兩種層次的意義，在馬來西亞的話，你

若是評論政治的話，多是政治家可以針對政治的弊病提出你的輿論。另外一個是華社

的問題……我們沒有什麼力量，如果能的話，就是多出一些東西，讓當政者感受到華

人子弟的重要，我們最多只能做到這樣，不只如此，我們應該也要讓執政者聆聽我們

的訴求，應該這樣子才是，假如說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話，報人呢應該要退而求其

次，從華族做起，所以我們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在這個組織上要達到的目的。因為華文

報在馬來西亞扮演的角色，它竟然還有兩種言論自由的不同，所以當然你如果要求百

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報紙的話，這是沒辦法的，因為現實的情況是這樣。（ODE16-1） 

 

我們《東方》不只是要面對中文報的命運，不只是內政部來關注我們，今天，尤其是

《星洲》為主的四大報也在關注我們，而幫助內政部把一些反政府寫的比較大膽的言

論，報告給內政部，所以我們會更加處於沒有保障的地位。所以這是《東方》面對的

特殊部分，這也是高層一直告誡我們的。在高層這樣的言論底下，《東方》一些高層的

思想還是保留在過去一些傳統的報業思想上，所以基本上還是沒有改變的，只有特定

那些人他們比較敢去寫。（ODR1-1） 

筆者除了以「捍衛華社言論自由」的部分詢問受訪者，另一個訪談的重點則

是對《東方日報》市場競爭手段的評價。由於《東方日報》一直遭到四大報的通

路封鎖與各種打壓，因此常常在自家報紙上撻伐對手，並激起四大報的反擊，使

雙方的商場鬥爭轉換為斗大的新聞標題，似乎忽視讀者閱報的權利；因此筆者希

望瞭解華社對此現象的看法。 

如果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做新聞就應該是這樣，因為這種新聞要譴責的是敵

對報紙，如果說你沒有干預別人的派報、破壞別人或者種種的干預的話，這種事情也

不會刊登。如果你是作一個讀者，很多讀者是沒有什麼認知的，如果你是個有認知的

讀者，會譴責的是《星洲》、《南洋》或馬華這些人，或者是會怪國家沒有去處理這個



 109

問題，而不是去譴責一個被打壓的報紙、一個弱勢的報紙。他們這樣做我覺得還有一

個好處就是他們把這種行為暴露出來，你可以看到如果沒有《東方日報》的話，整個

媒體是被壟斷的，辦報人就只是這些人來控制媒體，只會更糟糕。我覺得這樣做把一

些人的真面目暴露出來、揭露出來。我想他們當然是想要爭取同情啦，這無可厚非，

我作為一個讀者，我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那我不曉得說你們從一個純粹的新聞學、

新聞報導的專業角度去看這種的想法，我作為一個媒體的閱評人，連我都覺得這無可

厚非，可以這樣做。至於有沒有違反新聞報導的專業，那個可能就純粹是學術的看法。

（CRS 8-5）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分開兩個部分來看，我是覺得操弄那個市場被封殺的部分，本身是

錯的，對我來說就算今天東方日報假設說就是一家小報或可能是一個很討厭的民運人

士辦的報紙都好，但是如果說它在不違反法律情況下被封殺，我覺得那也是錯的，我

覺得這兩個東西不需要掛勾。我覺得如果言論自由是我們最終的原則，它必須高過我

們一些喜惡。我覺得被打壓的東西是錯的，被封殺的東西是錯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東方》這樣子玩的時候是不是準備以更高的姿態，就是說小人打你，你是用小人的

方式回應，還是說你是用一個更高的姿態去回應，就是回過頭用客觀的姿態評估你的

對手。（BCR 3-2） 

 

所以《東方》我希望說他可以擺脫過去的情況，就是原則上只看私人恩怨的說法。因

為我覺得《東方》如果能夠做到專業的時候，它就能面對自己的弱點。不過做華文報

很差的就是你不願去面對或檢討自己的弱點，不願去看讀者對你的判斷，因為你承認

你錯誤不代表你很糟糕，而是可能讀者會看到你有變化，所以我覺得說《東方》應該

要去面對這種競爭，看怎麼樣把自己提升。（BCR 3-4） 

筆者整合上述受訪者的主觀認知與陳述，發現《東方日報》無論在言論自由

的表現，或是將商場恩怨大肆報導的策略，普遍獲得支持與諒解，對新報紙的關

心與期待溢於言表。若是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不但體認到馬來西亞華社對華文報

的深切期許，也印證了華文報在傳承文化之外，確實對華人社會的政治參與有非

常重要的工具性意義與影響力。 

綜上所述，在華社的認知裡，《東方日報》的存在使報業市場的競爭關係得

以持續，消費者仍然有選擇的權利；此外，華社多了一份報紙，等於多了一個資

訊和意見流通的管道，意見市場不會因收購事件而壓縮。儘管如此，華社在肯定

《東方日報》存在意義的同時，除了支持，也將以更高的標準監督報紙表現，強

化其捍衛華社權益的喉舌角色。我們或可以一位受訪者的話來做為總結： 

我希望《東方》能生存下來，並且能健康的成長，而且讀者本身也要做到一點，就是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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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表達意見，讓它們能夠成長，不能給《東方》太多的寬容或包容，否則會出現雙

重標準。那我個人對《東方》的建議則是希望《東方》要堅持生存下去，當前的情況或許

不是那麼容易，但生存下來是第一大要件，且是重要的關鍵。再者希望《東方日報》產生

對比的作用，開拓言論空間。但是，《東方日報》也要不斷的改進及提升，這樣才能成長，

不能夠說跟其他的報紙差不多程度就可以了，對於其原本所堅持的理念，一定要有所堅持

才可以。（ACR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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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在政治干預與報業壟斷夾擊下的生存

策略，以及華文報業整體環境對《東方日報》發展的影響，除透過文獻探討瞭解

華文報業所處的環境狀況，亦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彌補資料蒐集的不

足。本章共分二節，首先呈現研究發現，其次對後續研究提供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將綜合文獻探究以及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所得之結果，呈現本文主要的

研究發現。 

一、執政集團控制報業，政治、商業手段雙管齊下 

馬來西亞目前至少有四項法令直接限制媒體，包括「印刷與出版法令」、「官

方機密法令」、「馬新社法令」和「煽動法令」；其中尤以「印刷與出版法令」影

響最鉅，一年更換一次准證的規定，造成報業為求生存，不敢報導對政府不利的

新聞，編輯與記者自我審查嚴格，棄守「第四權」角色。而執政集團更藉著出版

法令，使辦報成為一種特權，誰該享有這種特權則是由執政集團做最後決定，有

資本的公民未必就能享有辦報的權利，而能獲得出版准證的，多為執政集團的投

資臂膀，或是與執政集團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家。 

出版法令也賦予內政部長極大的權力，可憑主觀判斷片面吊銷報社准證，但

封閉報館的案例並不多見，一般對於未受控制的報紙，除了透過法令嚴加監管，

多利用政治壓力配合商業手段，由執政黨投資單位收購報業，以取得經營權、人

事權的方式，直接控制報紙言論方向，並逃避迫害報業的惡名。可謂政治控制、

商業收購雙管齊下，牢牢掌控報業。 

二、執政集團對華文報之掌控漸趨嚴密 

馬來西亞多元文化、多元語文的社會環境，使各民族皆有屬於本身語文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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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包括馬來文報、華文報和淡米爾文報，除此之外，由於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影

響，英文報也擁有許多讀者。在四種語文報業中，以馬來文、英文和華文報為市

場主流，淡米爾文報紙規模最小，輿論影響力也最少；華文報業的銷售數量居各

語文報業之首，但由於馬來文為國語，英文報的讀者多為政府高層及社會菁英，

兩者影響力最大，輿論直達政治核心。 

基於馬來文和英文報的重要影響力，執政集團於七０年代便展開收購行動，

目前已各控制兩家最大的馬來文和英文報社。反觀華文報業發展，由於政府權力

基礎並非來自華社，且視華人為少數族群，因此未重視華文報在華社的影響力

量，也允許較大的政治言論空間；這也使華文報業在 2001 年以前都能維持民辦

的經營自主性。 

如前所述，由於政府認為華人社會並非權力來源，且馬來西亞憲法保障馬來

種族的特權，華族雖為第二大族群，但政治經濟權利經常被犧牲，華社普遍存在

不滿聲音；馬來當政者允許華文報有較大的言論空間，或許是基於疏通民怨的考

量，在不動搖權力基礎的前提下，讓華社有議論時政的管道。由於政府對華文報

的控制較寬容，使華文報不論在自主性或新聞言論上，都比馬來文和英文報有更

大的自由度。 

此外，華文報業市場的競爭程度遠超過其他語文報業，各報在激烈的競爭之

下，為了爭取讀者，新聞報導和言論往往會有挑戰尺度的大膽表現，加上政府當

局對華文報較為寬容，在一進一退的情況下，也促使華文報的新聞報導自由度比

馬來文和英文報為高； 不過，在馬來社會因「安華事件」嚴重分裂後，執政集

團基於選舉考量而開始關注華人選票的關鍵角色；由於華文報對華社有相當影響

力，因此對於華文報的掌控企圖也漸趨明顯。 

三、《東方日報》藉促銷策略提高市場佔有率 

成功的市場策略是《東方日報》在短時間內站穩腳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創

刊當日，《東方日報》免費發送了十萬份報紙，吸引讀者接觸新報紙；待讀者填

妥資料後更可繼續獲得三個月的免費贈閱。《東方日報》贈閱報紙的方式，創下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首例，也成功打響市場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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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波贈閱三個月免費報後，《東方日報》繼而推出半價優惠策略，即訂戶

預繳三個月報費，可獲得半年份的報紙；此促銷方案不僅大幅增加訂戶數量，也

迫使《星洲日報》等各報採取相關措施，在訂戶市場中削價競爭。不過，免費贈

閱和半價優惠的促銷策略，雖然使《東方日報》提高市場知名度和佔有率，促銷

成本卻十分驚人，但在趨於飽和的華文報市場中，《東方日報》的促銷策略的確

引發讀者嘗試新報紙的興趣。 

四、《東方日報》新聞言論表現仍待努力 

《東方日報》選在「五二八事件」引發華社憂慮的情況下，趁勢高舉「捍衛

華社言論自由」的大旗發刊上市，但發行一年半以來，《東方日報》在新聞報導

和言論尺度的表現似乎不如預期。受訪者普遍表示已感受到《東方日報》力求在

新聞言論上有所表現，但是還未達令人滿意的程度。 

由深度訪談結果分析，可以發現讀者對《東方日報》最不滿意的是國內新聞

報導的部分，不過大多認同《東方日報》在國際版、經濟版，尤其是言論版的表

現優於其他各報；至於在言論尺度的部分，受訪者一致認為差強人意，應該還有

更多表現的空間，編輯部不該自我審查過嚴。 

但由《東方日報》編輯部人員的深度訪談結果發現，編輯部也深知華社和讀

者反應，不過礙於政治干預和法令限制，報紙言論很難有超越尺度的表現，至於

「捍衛華社言論自由」的創刊訴求，則屬商業口號的成分較大，但報社確實努力

在華社議題的言論表現上超越其他報紙。此外，由於《東方日報》記者大多缺乏

經驗，人員編制也不如其他報紙多，還需要一點時間累積經驗。  

五、網路《自由媒體》提供意見流通新平台 

隨著網路時代來臨，寬廣的網路空間成為馬來西亞另類媒體的新天地。在五

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除了催生反壟斷的《東方日報》，網路《自由媒體》也在此

時創站，成為意見流通的新平台。《自由媒體》是由一群檳城理科大學的華族學

生基於共同理念而成立的言論網站，除提供網友發表文章，更重要的功能則是刊

登許多被報社退稿的評論文章，或是文章被報社刪改之前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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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華社約有九十位評論人在「五二八事件」後發起「罷寫運動」，

也就是不提供評論稿給參與收購的《星洲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被政黨收編

的《南洋商報》和《中國報》；而四大報進行反制，也將部分罷寫的評論人列為

黑名單，使得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瞬間從華社消失。網路《自由媒體》的出現，

為評論人開闢了另一個發揮場域，儘管沒有稿酬，卻獲得極大迴響。 

《自由媒體》沒有黑名單，也沒有棄稿、刪稿的言論尺度，純粹做為一個意

見流通的新平台，在網站上可以閱讀許多不能見報的文章，也有版面可供讀者發

表感想或論辯。 

《自由媒體》的出現，除了提供不設限的言論平台，另一種積極的意義則在

於網路科技的實際運用。在馬來西亞嚴格的媒體法令及政治控制下，主流報紙不

能做的，另類媒體可以代替，不過另類媒體讀者很少，容易因財務吃緊而停刊，

而且既同為出版品，依然受到政府法令的限制；但網路上的另類媒體，不僅不需

資金，也較能躲避政府的監視，《Malaysiakini》（今日大馬）便是很成功的例子，

不過網路的中文另類媒體，則以《自由媒體》為首創。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論文針對《東方日報》遭受通路封鎖與對手打壓的部分，資料及說法大多

得自《東方日報》內部人員及《東方日報》報導，雖然也藉由社會人士訪談進行

求證，但缺乏《星洲日報》集團方面的回應與說法，實為本研究一大限制。研究

者進行後續研究時，對當事雙方應進行比重相同的訪談。 

關於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的部分，建議後續可針對《南洋商報》進行「所有權

轉移和報紙內容」的關連性研究，探討政黨收購報紙對政治新聞的內容有無影

響；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事件發生於 2001年，後續研究可蒐集 1999年和 2004

年兩次全國大選期間的《南洋商報》進行內容分析，藉以比較所有權轉移前後的

新聞內容或報導立場是否改變，應有其研究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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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大事紀 

 

2001年 5月 14日 

 

馬來西亞英文商業週刊《The Edge》首度披露，馬華公會的投資單位「華仁

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星報》集團（The Star Publications）名義欲收購南

洋報業控股，洽購行動據聞已進入最後階段。 

 

2001年 5月 15日 

 

民主行動黨主席林吉祥發表文告要求馬華公會澄清。《星洲日報》刊登林氏

文告後，此後兩星期僅側重馬華公會總會長林良實或當權派談話，而華社各界反

對收購的文告與新聞則屢遭封鎖。 

 

2001年 5月 16日 

 

林良實承認收購傳聞，並表示馬華公會不會干預《星報》集團任何的商業收

購行動。 

 

2001年 5月 22日 

 

馬華公會署理會長林亞禮公開要求林良實謹慎考慮收購行動。其後，許多馬

華領袖陸續發表反對收購之言論。與此同時，《星報》集團與豐隆集團（南洋報

業控股經營者）簽署諒解備忘錄，同意以每股 5至 6零吉交易南洋報業股權。 

 

2001年 5月 23日 

 

馬華公會理事會經由表決方式，以 12人同意，3人棄權及 5人缺席的結果，

委託華仁控股及《星報》集團即刻展開收購南洋報業。林良實並正式否認《星洲

日報》參與此收購行動。 

 

2001年 5月 25日 

 

華仁控股公司將於 48 小時內接管南洋報業的消息傳出，民間成立「反對馬

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工委會」，以陳亞才為主席，宣示維護媒體獨立，反對政黨

控制與商業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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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5月 26日 

 

《星報》集團正式致函吉隆坡股票交易所，通知已中止洽購南洋報業，而轉

由《星報》集團大股東華仁控股公司接手洽購行動。此時，經常為華文報紙供稿

的 41名評論人，宣布停止供稿給《南洋商報》、《中國報》、《星洲日報》和《光

明日報》，抗議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及《星洲日報》涉嫌參與收購與封鎖新聞。 

 

2001年 5月 27日 

 

《南洋商報》與《中國報》員工發表文告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呼籲豐隆集團

不要出售旗下媒體機構，並展開配戴黃絲帶運動。 

 

2001年 5月 28日 

 

雪藍莪中華大會堂、董總、教總等華人團體發佈緊急通告，宣佈將在 5月 30

日召開「全國華團代表大會」，誓言反對政黨收購《南洋商報》及《中國報》。此

外，300 餘名報社員工、非政府組織成員與大專學生，聚集在兩報社建築物外，

抗議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首相馬哈迪則表示政府不插手收購事件。 

 

當日，豐隆集團旗下的謙工業（Hume Industries）宣佈以 2億 3012萬零吉

現金或每股 5.5零吉脫售南洋報業 72.35％股權予華仁控股公司。 

 

晚間 8時，甫於今日閃電辭去《星洲日報》報業集團總執行長之職，且連公

司座車也不及交還的劉炳權，以及《星洲日報》前副總編輯洪松堅，當晚即代表

華仁控股公司宣佈掌管南洋報業控股，並即席會見《南洋商報》和《中國報》高

級主管；劉炳權被委任為總營運長，洪松堅則受委為總營運長特別助理。 

 

南洋報業董事經理黃超明、執行董事古玉樑、《南洋商報》總編輯王金河、《中

國報》總經理黃明來，及總編輯潘友來等共十位職員受勸告立即離職。 

 

2001年 5月 29日 

 

甫離職的《星洲日報》報業集團企畫經理王世發，隨劉炳權進駐南洋報業，

並於 3 天之後受委為集團財務總管。大約 50 名華團、非政府組織及學生代表，

在《星洲日報》門前示威抗議。馬華公會副總會長蔡銳明發表聲明，針對收購提

出連串質疑，並要求馬華重新檢討，以免和華社意願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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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5月 30日 

 

面對強烈的質疑聲浪，《星洲日報》正式做出澄清，聲稱該報並沒有涉及收

購南洋報業的計畫。 

 

全國華團大會成功召開，250 個華團簽字發表五項決議，反對政黨收購南洋

報業，議決一旦馬華公會控制南洋報業，即共同抵制《南洋商報》和《中國報》，

直到馬華公會退出為止。2000憲章運動、國民醒決運動，以及回教改革運動同盟

呼籲全民一起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直言此項政治收購，不只影響華社，

更關係到全體國人的言論自由。 

 

馬來西亞中華工商聯合會會長林源德表示，只要馬華退出收購行動，他將代

表華社與豐隆集團進行磋商。 

 

馬華公會中央委員會於傍晚 5時召開緊急會議，以 32票贊成，8票反對，通

過追認 5月 23日理事會的收購決議。 

 

2001年 5月 31日 

 

林良實滿意中央委員會的投票結果，並證實買賣雙方已於 5 月 28 日簽約。

華團反對收購工委會呈公開信給首相馬哈迪，促請首相設法平息收購風波。 

 

2001年 6月 2日 

 

林良實表示，馬華為了減低投資風險，可能物色一名「友善及有經驗的伙伴」

進行合作。 

 

2001年 6月 4日 

 

華團反對收購工委會號召華團舉行匯報會，並群起抵制《南洋商報》與《中

國報》，不訂閱，不登廣告，直至馬華公會退出為止。 

 

2001年 6月 6日 

 

民政黨主席林敬益，以國陣伙伴的身份，呼籲馬華公會嚴正看待華社的激烈

反對，重新考慮收購的決定；並表示馬華控制的《星報》也曾壓制民政黨領袖的

聲音。林良實稍後表示，「民政黨領袖的新聞沒有價值」。其後兩黨開始就收購事

件展開文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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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6月 7日 

 

《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接受他旗下的國際雜誌《亞洲週刊》專訪，否認曾

參與收購行動，但對收購的意圖直言不諱。他認為在一些前提下，不反對與政黨

合作辦報，也不反對媒體被壟斷經營，甚至表示「希望由優秀的中華文化來壟斷

報業」、「中文報業應結盟併購，以抗衡西方強勢媒體」。 

 

副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對收購事件表示關注，擔憂馬華黨內會分裂，並對國陣

帶來衝擊。 

 

林良實宣佈願意出讓部分或全部南洋報業股權，有意者須於十日內提出交易

計畫書。馬華公會總財政植廉貴則表示，華仁控股將繼續控制南洋報業，不過在

適當的時候將尋求一位「策略伙伴」。 

 

2001年 6月 8日 

 

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工委會要求馬華讓出全部股權，並反對張曉卿或

其集團壟斷華文報業，更表示張曉卿與《星洲日報》高層的個別談話有矛盾。但

此文告未獲《南洋商報》、《中國報》、《星洲日報》和《光明日報》刊登。 

 

2001年 6月 14日 

 

馬華公會青年團總團長翁詩杰指示在六月二十三日召開特別代表大會，提案

為「籲請黨中央放棄收購南洋報業」。 

 

2001年 6月 15日 

 

林亞禮與蔡銳明宣稱，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行動，違反黨章第 150條條

文，程序不合法。林良實宣佈將在六月二十四日召開特別代表大會，稍後公佈的

議案為：「核准理事會與中央委員會收購南洋報業的決定」。 

 

2001年 6月 17日 

 

林良實表示收購南洋報業是一項政治策略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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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6月 18日 

 

由中華工商聯合會會長林源德等華商組成的財團，提議以每股 5.6零吉的價

格，收購華仁控股所有的南洋報業股權。林源德也表示歡迎華社團體或人士包括

張曉卿，參與財團的收購，不過任何人或機構都不可持股超過 25％或 30％。《星

洲日報》次日以「不反對張曉卿參與收購」為標題，報導財團的收購建議案，引

發了一些爭議，迫使林源德再發文告澄清立場。 

 

2001年 6月 19日 

 

首相馬哈迪對馬華公會提出忠告，收購南洋引起的爭論應盡快解決。 

 

2001年 6月 21日 

 

林源德接受《今日大馬》電子報的專訪，表示曾聽聞張曉卿去年已和馬華公

會商討收購南洋報業。 

 

2001年 6月 22日 

 

首相馬哈迪表明未指示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有關華社的反應，他表示沒

想到華社會反對馬華買華文報，因為馬來人不反對馬來政黨擁有馬來文報章。 

 

2001年 6月 23日 

 

馬華青年團特別代表大會以 631票贊成，25票反對，18票棄權，通過「籲

請黨中央放棄收購南洋報業」的議案。 

 

在巫統大會的總結演講中，馬哈迪批評《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在魯乃補

選期間製造憎恨政府的情緒，並提醒他們不要偏向反對黨。馬哈迪也指出，在處

理種族之間的課題上，巫統約束《馬來西亞前鋒報》，可是華文報卻沒有受到類

似的克制。 

 

2001年 6月 24日 

 

馬華公會特別代表大會通過贊成馬華收購南洋報業議案。投票結果為 1176

票贊成，1019票反對，以及 12票棄權。此次特別大會的出席率高達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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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6月 25日 

 

首相馬哈迪發表聲明，不支持由單一集團控制國內所有的華文媒體。 

 

2001年 6月 29日 

 

林良實指出，如果馬華能尋獲良好的策略伙伴，馬華不介意在南洋報業中成

為小股東。同時，《南洋商報》和《中國報》出版了六萬份特刊送給讀者，呼籲

民眾繼續支持。 

 

 

 

 

 

 

在馬華公會召開特別代表大會之後，有關反對收購事件的報導在各主流華文

報中逐漸淡化。 

 

資料來源：《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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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00馬來西亞媒體自由憲章 

 
憲章 2000：創制屬於馬來西亞公民的媒體 

 

開拓馬來西亞媒體自由的界限 
 

前言  
 
身為馬來西亞的公民，我們享有不可被剝奪的資訊自由及獲取各種觀點和意

見的權利。過去多年，我們已被否決了這個基本權利。媒體作為可靠資訊來源和

多元意見供應者的角色一直受到抑制和威脅。  
 
鑒於關注馬來西亞媒體的惡劣狀況，尤其是它們在否定我們基本權利所扮演

的角色，我們作為馬來西亞公民，要求媒體機構進行改革。  
 

背景  
 

今天，對媒體執照的嚴緊和選擇性的控制，阻止了獨立的組織和團體經營本

身的出版刊物和廣播站。這種狀況造成只有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既得利益集團，通

過他們操控的媒體來鞏固與延續他們對社會的控制。  

 

    對媒體進行有政治動機的約束，否決了公眾接觸全盤多元的觀點的權利。它

抹殺了公眾認知和作出正確決定的機會，致使社會大眾成了受害者。  

 

    在如此嚴厲的控制下，媒體傾向於反映和宣揚政治權貴與富裕階層的議程，

而對自主的公民社會、窮人和邊緣族群的關注則被邊緣化。  

 

    對批判性媒體的監管經常導致政府採取嚴厲手段進行周期性打壓。這樣的事

件發生在 1961 年，當時《馬來前鋒報》被接管；1987 年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政

府吊銷了《星報》、《星洲日報》和 Watan的執照。最近的嚴厲打壓則發生在 1999

年普選之後，當時內政部削減 Harakah的發行次數，並禁止 Eksklusif、Detik 和

Wasilah的出版。  

 
    除了這些周期性的取締，當權者更慣常肆無忌憚地濫用媒體。在競選活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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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執政聯盟操縱和壟斷媒體，不斷渲染政治及經濟的動盪、煽動種族恐慌、不  
公平地醜化反對黨及歪曲其觀點。在其他時候，媒體被用來散播歪論、無根據的

推測、謊言和人身攻擊。  
 
    類似的媒體操縱及偏袒性的報導方式必須停止。若媒體無法維護新聞道德及
專業的最高標準，它們將失去公信力。  
 
    可悲但確實反映了我國媒體狀況的是，國際保護新聞從業員委員會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CPJ）於 2001年連續第三年將首相馬哈迪列

為媒體的十大敵人之一。就新聞自由而言，馬來西亞如今已遠被菲律賓、泰國和印

尼等東南亞國家拋在後頭。這些國家在其強大公民社會的支持下，享有了更多的

媒體自由。  

 

    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媒體不只要對公共需求反應敏感，也

必須自由地發揮其功能。若媒體自由一天被鉗制，馬來西亞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

就被嚴重侵害。 

  

媒體約束  
 
媒體自由被約束的方式有三：通過約束性法令，通過政黨及其相關的商家對

媒體的擁有權，及通過新聞編輯和新聞從業員的自我審查。  
 
    各種約束性的法律，如印刷及出版法令，被用來鉗制報章。印刷及出版法令
規定所有出版業者每年須重新申請新的出版準証。此規定阻礙了出版業者實踐更

獨立的新聞工作。投下大量資本的出版業者由於擔心他們年度執照的申請不獲通

過，只好順從當權者的意願。  
 
    印刷及出版法令不僅控制出版業者，亦規定印刷商每年申請全新的印刷執
照。這造成印刷商不敢從較具批判性的出版業者手中接下印刷工作。  
 
    其他嚴峻的法律，如內安法令、煽動法令及官方機密法令，對馬來西亞的媒
體自由起了令人心寒的效應。這些法令阻止新聞從業員從事獨立的、主動調查研

究的新聞工作，同時亦使得編輯們加倍小心和進行自我審查。  
 
    最近，強大的政治和商業勢力更借助提出數百萬零吉的誹謗訴訟，以示懲罰
與警惕批評他們的新聞從業員及其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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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官方約束和控制新聞，癒來癒多馬來西亞人轉向使用互聯網。他們利用
互聯網來從事充滿生氣的新聞工作及自由的公共辯論。我們歡迎立基於互聯網的

媒體出現，但我們必須保持警惕，抗拒任何在網絡空間內施展有政治動機的控制

企圖。  
 
    不過，由於大多數馬來西亞人仍沒有接觸互聯網的便利，印刷媒體將繼續在
形塑公共意見中扮演著影響深遠的角色。 

  

原則  
 
以上述各項關切點為指南，本憲章堅持以下原則，以實現馬來西亞媒體自由：  

 

1、媒體必須多元、民主和易接近的  

 

為了使媒體自由能興盛起來，政府必須廢除所有的約束性法令。媒體必須不

被政黨或它們的聯姻商業勢力所壟斷。適當的司法和經濟架構必須被建立起來，

以促進與加強公眾對另類的、參與性的、民主的、獨立的媒體的接觸及擁有。  

 

    政治和公民權利，尤其是那些與保障公開討論、辯論、批評和持異議的權利，

是作出考慮充分之選擇的重要一環。這些過程構成價值觀和優先順序，在評估與

解決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近年來，在政商利益集團更強力的操控下，媒體日益被企業化。隨著市場導

向和盈利導向的趨勢日趨嚴重，在權貴勢力范圍之外的社會階層的利益逐漸被忽

視及被打壓。  

 

    因此，允許大量獨立媒體提供可選擇管道以表達多元社會的期望，是十分重

要的。  

 

    由大眾擁有和資助的媒體必須被允許獨立地和專業地操作，以使它們能可靠

地代表更大范圍的普通公民的利益，並與由企業擁有及附庸於政治的媒體形成對

照。後者基本上只服務於其擁有者的議程。  

 

2、媒體必須承擔捍衛人權、民主和法治的義務  

 

    媒體在一個進步的民主體制中扮演著監督和平衡的重要角色。它們必須通過

凸出和批評權力濫用、貪污腐敗及人權侵犯，時時保持警惕地捍衛民主。它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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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堅定地支持正義和積極地捍衛及維護人類的尊嚴。  

 

3、媒體必須維護道德責任和專業精神  

 

    媒體扮演「公共信心」，有責任並積極推動保護社會的利益。它們必須進行

合乎道德的和有調查研究的新聞工作，並通過提供真實和準確的報導來維護最高

標準的專業精神。媒體絕對不能縱容政治造謠、種族和宗教挑撥及侵犯私隱。  

 

    媒體工作者的培訓和社會化系統必須全面改革，以使新聞從業員在寫作和呈

現真相時富有勇氣、足夠誠實、具備辨別能力和批判思維。提供新聞課程及媒體

訓練的大學和學院必須擁有自由及有助於增長自由的環境，以使新聞系學生能夠

珍惜獨立的和認真的新聞工作的意義。這是另一個為什麼壓迫學術環境的大專法

令必須廢除的原因。  

 

    援助必須提供給為媒體工作者安排的培訓課程，並允許獨立媒體的出現。新

聞從業員也必須給予遵照國際人道法律的公正法律的全面保護。他們必須能夠安

全地和不受約束地獲取各種資訊。  

 

4、媒體必須有意識地促進正義、自由和團結  

 
A、媒體必須鼓勵宗教間的對話及提倡對文化遺產和傳統的認識，以促進團結。

它們必須隨時在正義、自由和團結的原則指引下，營造不同族群間的認同和

了解並表揚彼此間的差異。  

B、沒有了正義，包括社會正義，任何社會就無法享有真正的和平和穩定。當

媒體專注在某些課題，尤其是社會上持續不斷的社會經濟懸殊和不公正

時，正義必須是最高準則。  

 

5、媒體必須強化被剝奪權利的、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一群  

 

    媒體必須主動地為沉默的一群提供聲音。它們也必須強化社會上被剝削和被

邊緣化的階層。這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完成：  

  

A、使新聞從業員對被邊緣化或低下層社群的生活、經驗、痛苦和渴望更為敏

感，以便媒體可以清楚地和準確地反映這些社群的需要和訴求。  

B、為被邊緣化和被壓迫的群體及個人提供管道，讓他們可以明確地表達不滿、

揭發不公正及反思改革策略，以讓他們能夠自強自立。  

C、提供充足的機會給予地方和邊緣社區、職工會及公共利益團體，以讓他們

創辦並擁有本身的媒體。  



 132

 

媒體的民主化過程必須包括擴大公共辯論和討論的空間，以使所有來自任何

社會經濟背景的公民都能更好地被知會和被賦予參與質詢、決策、政治行動及政

策擬定的權利。 

  

我們的要求  

 

為了實現上述理想，我們作為馬來西亞公民，要求媒體環境獲得以下的改善：  

 

1、頒布資訊自由法令，其條款必須在最廣范圍內反映和接納相關團體和個人

的意見。  

2、廢除印刷及出版法令、內安法令、官方機密法令、大專法令以及其他法律

中的約束性條款。政府尤其必須停止規定出版業者和印刷商獲取出版執

照，同時必須頒布法令防止那些旨在壓制批判性新聞的非份誹謗賠償訴訟。  

3、成立一個類似在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等國家所成立的真正獨立自治的媒體

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必須包括媒體工作者、政府和反對黨代表、人權工作

者、律師以及公眾代表。媒體委員會將針對所有關系到媒體的投訴和爭執

採取行動，保護媒體被既得利益集團幹涉，以及強化和提供便利予被邊緣

化的社群。  

4、停止執政聯盟對公共擁有的媒體（如馬來西亞電台電視台）的濫用和操縱。

國會必須頒布法令以賦予公有媒體更高的獨立性，包括資金來源、雇傭、議

程和優先權，以及新聞內容。我們要求負責任的、獨立的公有媒體，並賦予

它制度化的保障。  

5、改革公共和私營媒體，以確保更好的專業精神和更高的道德準則，同時促

進正義、自由和團結。這種改革必須始於媒體本身內部的主動性與外部的

社會壓力。同樣的，我們要求政黨擁有的媒體，無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

都必須擁有高水準的專業精神和準確度。  

 

改革議程  

 

我們堅決相信所有社會領域－－政府、公眾和現有媒體社群－－將會從媒體

改革中受惠。因此，我們要求社會各階層給予這個憲章最大的支持及參與。  

 

    憲章 2000 作為公民對媒體的主動訴求，會是這項改革和開拓媒體空間努力

的體現。它將提高公眾對更大的媒體自由的醒覺，並成為動員公眾為改革而發聲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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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包含在本憲章內的原則，需要有特定的和有組織的行動來建立關心媒體

自由的組織和個人之間的團結，並在短期和中期內實現明確的目標。  

 

    這些行動將包括：  

 

1、各個組織和社會知名人士簽署本憲章。  

2、在這些組織和個人之間建立起網絡。  

3、為這個網絡召開系列會議和專題討論會，將目標鎖定在實現本憲章的要求，

並引導成立人民的仲裁庭，以調查和記錄濫用媒體的投訴及公布調查結果。  

 

為這個網絡協商以探討實現本憲章的要求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法將包括：  

 

組織起各種聯合抵制行動，如：  

 

1、非政府組織聯合抵制散播謊言和歪論的媒體  

2、公眾聯合抵制這些媒體  

3、公眾聯合抵制在這些媒體上登廣告的產品  

   

建立一個協調性的媒體監督機制以暴露媒體上的謊言和歪論。  

 

舉行示威和向警方備案以反對堅持出版或散播謊言和歪論的媒體組織。  

 

 

 

 

 

 

 

 

轉載自《自由媒體》 

http://thefreemedia.com/charter200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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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深度訪談名單 
 
 

訪談對象 身份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ODE 報社編輯 2004.02.26  16：00〜19：00 吉隆坡文化街 

ODR 報社記者 2004.03.03  22：40〜23：50 麥當勞速食店 

ODM 報社高級經理 2004.03.04  16：50〜17：20 報社辦公室 

ODS 報社發行人員 2004.03.04  10：40〜12：40 報社辦公室 

ODP 報社業務人員 2004.03.04  14：40〜16：40 報社辦公室 

CRS 研究員 2004.03.02  15：40〜18：30 
吉隆坡華社研

究中心餐廳 

ACR 評論人 2004.03.04  19：00〜20：30 吉隆坡文化街 

BCR 評論人 2004.03.03  15：30〜17：00 受訪者自宅 

CCR 評論人 2004.03.01  15：50〜16：30 
馬來西亞新紀

元學院餐廳 

NEP 社運人士 2004.03.01  15：10〜15：30 
馬來西亞新紀

元學院辦公室 

ANL 講師 

BNL 講師 

CNL 講師 

DNL 講師 

2004.03.01  13：50〜15：00 
馬來西亞新紀

元學院餐廳 

PPM 政黨人士 2004.02.24  22：00〜11：50 吉隆坡蘇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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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深度訪談大綱 

 

一、馬來西亞媒體與政治關係 
 

 
（一）華文報在馬來西亞政治發展過程中，曾經扮演或正在扮演何種功能與角

色？是否能發揮影響政府決策的功能？ 
（二）政府管理媒體的政策與手段、方式為何？ 
（三）媒體與執政集團的關係？有監督的功能在嗎？ 
（四）媒體能否影響或促進馬來西亞政治民主化？ 
（五）前首相馬哈迪曾被視為新聞自由的敵人，在阿都拉掌政後，馬來西亞的

媒體政策或大環境是否將有改善？ 

 
 

二、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之發展 
 
 
（一）常有人將華報視為華人的「民族報業」，您的看法如何？ 
（二）華報對華社的意義與功能？有無政治指導作用？ 
（三）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目的為何？ 
（四）五二八事件過後，華報市場呈現獨大壟斷的局面，這是自由市場的必然

發展？還是其中含有政治的因素與考量？ 

（五）華報在歷次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立場為何？ 
（六）以您的主觀認知，華社對華文報的信任度如何？華報是否真為華社發

聲，或者只是政府的跟隨者？ 

（七）政府對華文報與英、巫等報的態度有無不同？若有差異，原因為何？ 

 

三、馬來西亞《東方日報》的創刊與發展 
 
 
（一）《東方日報》這一報紙名稱有無特別意義？  
（二）馬來西亞已有多份華報，市場幾乎飽和，《東方》投入市場的目的為何？



 136

利基在哪？ 

（三）傳聞《東方》的創辦，乃是劉、張兩大亨的私人恩怨，以及政治鬥爭的

產物，您的看法如何？ 
（四）《東方》的創辦過程中曾遭吊銷准證，之後又允許發行，其中的轉折？ 
（五）《東方》目前的經營狀況如何？是否達成預定目標？ 
（六）四大報是否通過各種手段打擊《東方》，方法為何？有何影響？ 
（七）《東方》目前仍遭遇哪些打擊與挑戰？ 
（八）《東方》創辦時，自許「捍衛言論自由」，要為華社發聲，但在政府法令

管制下，如何處理敏感議題？曾有評論人指出，《東方》打著捍衛華社

言論自由的旗幟，但在政治議題上，如白小事件的報導並無亮眼的表

現，甚至也將部分評論人列入黑名單，您的看法如何？  
（九）《東方》內部的新聞政策為何？記者撰稿及編輯審稿的標準？ 
（十）《東方》記者在採訪時，有無遭受打壓或不同對待？報導是否曾遭內政

部關切？次數？處理方式？ 
（十一）《東方》的自我定位為何？訴求對象？ 
（十二）市場區隔策略？版面、報導內容與風格，與其他報紙有無不同？ 
（十三）《東方》的廣告收益好嗎？ 
（十四）面對大報圍攻及市場激烈競爭，《東方》的競爭策略為何？如何爭取

市場佔有率？ 
（十五）《東方》的行銷策略？ 
（十六）《東方》是否計畫將新聞內容上網？ 
（十七）能否談談《東方》的未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