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迪澎 博士
传播学人

开创性职务
创刊总编辑
马来西亚《独立新闻在线》（Merdekareview.com
Merdekareview.com） ~ 2005 – 2011
teckpeng.chang@gmail.com

 策划、创建和主持马来西亚第一个原生中文新闻网站编务。
 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备受肯定的中文新闻平台。

创系主任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 ~ 2000 – 2003
 策划、开办和主持媒体研究系系务。
 媒体研究系于创系第二年成为该校第二大系。

专业领域／
研究兴趣







传播／媒体政治经济学
传播法规与政策
新闻自由及异议媒体
中文媒体（马来西亚、
新加坡）
互联网及资讯与传播科
技课题
新闻学（新闻社会学、
新闻编采）

咨询职务
课程审议员
马来西亚科技大学（Malays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
2017 – 2021
 审查该大学的媒体研究本科学位课程，并提出改善建议。
并提出改善建议。

咨询委员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 2017 – 2021
学术顾问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 2005 – 2012
 设计该大学学院的新闻与传播学本科学位课程（
新闻与传播学本科学位课程（2012）。
 设计该大学学院的新闻与传播学文凭课程（
新闻与传播学文凭课程（2005）。

学历
传播学博士（2017）
台湾世新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学程
 论文题目：互联网媒体治理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

哲学硕士（2003）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KM）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
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
 论文题目：大众媒体与国阵文化霸权－主流媒体在马来西亚 1997 年
金融危机期间扮演之角色研究

传播学荣誉学士（1996）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传播学院
 主修新闻学、副修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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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业经历
学术与教学专业
•

授课讲师
马来西亚－嘉庚学堂

•

兼任讲师
马来西亚－大同韩新传播学院

2013 - 2014

•

专任讲师
马来西亚－精英大学（HELP University）传播学系

2012 - 2013

•

兼任讲师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1999 - 2000

•

兼任讲师
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新闻传播系

•

兼任讲师
马来西亚－韩新传播学院

•

兼任讲师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中文系

2016

2000

1998 -1999

1998

媒体与新闻专业
•

自由翻译业者
中文、马来文、英文

2013 – 迄今

•

专栏作者
马来西亚－评论网站《燧火评论》
马来西亚－财经月刊《中小企业》
马来西亚－新闻网站《每日蚁论》
马来西亚－政治双周刊《火箭报》
马来西亚－政治月刊《公正之声》

2012 – 2015

供稿作者
马来西亚－中文日报《东方日报》

•

2012 – 2015

•

供稿作者
香港－传媒月刊《传媒透视》
香港－新闻网站《亚洲时报》
新加坡－中文日报《联合早报》

2003 – 2004

•

记者
马来西亚－中文日报《星洲日报》
（总社政治与政府新闻线）

1996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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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马来西亚－中文日报《星洲日报》
（槟城分社）

1992 – 1996

•

记者
马来西亚－中文日报《星洲日报》
（柔佛州峇株吧辖分社）

1991 – 1992

•

通讯记者
马来西亚－中文日报《星洲日报》
（柔佛州峇株吧辖分社）

1989 – 1990

奖项与荣誉
•

荣获「马来西亚嘉应会馆联合会出版基金」
马来西亚嘉应会馆联合会主办
资助出版《批判与改造：马来西亚传媒论衡》于 2016 年面市

2015

•

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项评论类佳作奖
台湾侨联文教基金会主办
得奖作品《对多语媒体的空泛迷恋》等七篇

2010

•

台湾奖学金（博士学位）
台湾教育部 授予

2009

•

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爱德华默罗新闻计划中文组（Chinese Language Edward R. Murrow
Program for Journalists）
美国国务院邀请

2007

•

华文著述奖新闻新闻写作项评论类第一名
台湾侨联文教基金会主办
得奖作品《华人社会、中文报业与新闻自由运动－－兼论华社
对中文报业的「文化事业情结」》

2004

•

黄纪达新闻奖评论组佳作奖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主办

1997

•

第十届全国大专文学奖论文组第二名
得奖作品《奉「发展」之名：马来西亚的舆论营造与设限》

1995

•

第九届全国大专文学奖论文组第一名
得奖作品《「无冕皇帝」的再诠释――谈我国大众媒体拥有权
及大众传播民主化问题》

1994

•

第八届全国大专文学奖论文组第二名
得奖作品《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初探》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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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织会籍
•

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学会（Malaysi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永久会员

Since 2002

•

亚洲媒体资讯与传播中心（AMIC）
永久会员

Since 2009

著作
专书（撰述）
庄迪澎（2016）。《批判与改造：马来西亚传媒论衡》。（马来西亚）槟城：马来西亚嘉应
属会联合会。（ISBN: 978-967-14035-2-5）
庄迪澎（(2013）（与梁美珊合著）。《图解传播理论》。（台湾）台北：五南。（ISBN：
978-957-11-6674-2）
庄迪澎（2004）。《强势首相 vs 弱势媒体：给马哈迪的媒体操控算账》。（马来西亚）吉
隆坡：破媒体传播事业社。（ISBN: 983-41153-1-8）
庄迪澎（2002）。《看破媒体》。（马来西亚）吉隆坡：破媒体传播事业社。（ISBN: 98341153-0-X）
庄迪澎（1999）。《我歌且谣》。（马来西亚）吉隆坡：东方企业。（ISBN: 983-9048-43-0）

专书（编辑／翻译）
庄迪澎（2016）（翻译）。Ooi, Kee Beng，《淡泊官场：敦伊斯迈医生和他的时代》（The
Reluctant Politician: Tun Dr Ismail and His Time）。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即将出版）
庄迪澎（2006）（主编）。《哗！停播了：哗 FM 停播纪实》。（马来西亚）吉隆坡：启智
新闻事业社。（ISBN: 983-366-800-3）
庄迪澎（2004）（合译）。Chin Peng，《陈平：我方的历史》（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Story）。新加坡：Media Masters。（ISBN: 981-05-2075-1）

书章
庄迪澎（2017）。〈首相的皮影戏：政治与媒体〉，饶兆斌、潘永强编，《当代马来西亚：
政府与政治》，页 313-35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ISBN: 978-983-3908-41-7）
庄迪澎（2016）。〈媒体：首相的遮羞布〉，林宏祥编，《马来西亚大崩坏－从 1MDB 看国
家制度腐败》，页 118-135。吉隆坡：大将出版社。（ISBN: 978-967-419-184-9）
庄迪澎（2015）。〈曙光乍现，暗夜骤临－－2011-2015 年马来西亚独立媒体报告〉，管中祥
编，《光影游击最前线：华人独立媒体观察报告》，页 55-97。台北：红桌文化。
（ISBN: 978-9-86911-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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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迪澎（2011a）。〈网上的「烈火莫熄」〉，叶荫聪编，《草根起义――从虚拟到真实》，
页 157-189。香港：上书局。（ISBN: 978-988-15016-0-8）
庄迪澎（2011b）。〈书写「我们」的报业史〉（序文），古玉樑，《报业风云半世纪》，
页 6-13。吉隆坡：大众科技出版社。（ISBN: 978-9833-914-39-5）
庄迪澎（2009）。〈马来西亚篇：威权统治夹缝中的奇葩〉，叶荫聪、林蔼云编，《草根不
尽 — 华语地区独立媒体年报 2008/09》，页 69-94。香港：独立媒体。（ISBN: 978-98818264-1-1）
庄迪澎（2007a）。〈论马来西亚媒体的明日――从马哈迪至阿都拉：权威管理至收编整治〉，
曾维龙编，《黄丝带飘扬：2006 年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页 19-26。吉隆
坡：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ISBN: 978-983-43463-0-0）
庄迪澎（2007b）。〈中文媒体业、华人（公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祝家华、潘永强编，
《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的再造》，页 277-296。吉隆坡：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雪华
堂。（ISBN: 983-3527-09-4）
庄迪澎（2007c）。〈垄断的快感建在社会的痛苦上〉，曾维龙编，《黄丝带飘扬：2006 年
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页 44-48。吉隆坡：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庄迪澎（2006）。〈捅穿文化媒体背后的政治成分〉（序文），古玉樑，《528 南洋报变大
揭密――我在南洋 133 天》，页 25-30。吉隆坡：大众科技。(ISBN: 983-2555-89-2)
庄迪澎（2001）。〈拥有权垄断与媒体自主性――评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林德顺等
（编），《报殤――南洋报业沦陷评论集》，页 38-44。吉隆坡：燧人氏。（ISBN: 9832197-06-6）

期刊论文
庄迪澎（2017）。 〈「民营」的公共媒体服务－马來西亚「担保责任有限公司」集资模式
刍议〉，《传播、文化与政治》，5：153-176。
庄迪澎（2013）。〈「虚构」的文化霸权抗衡－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道德－文化」行
销策略批判（1988-2010），《新闻学研究》（TSSCI），115：51-91。
庄迪澎（2012）。〈从「发展新闻学」中突围的异议空间—马新网络媒体的两种景观〉，
《传播与社会学刊》，20：41–78。
庄迪澎（2011）。〈互联网驱动下的民主化与国家反扑：马来西亚网路媒体经验〉，《中华
传播学刊》（TSSCI），20：229-269。
庄迪澎（2009）。〈威权统治夹缝中的奇葩――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方兴未艾〉，《新闻
学研究》（TSSCI），99：169-199。
Chang, T. P. (2005). Letting in the wolf: Lurking challenge to pluralism of the Chinese media in Malaysia.
Journalism Asia 2005 (Philippines): 19-24
庄迪澎（2003）。〈华人社会，中文报业与新闻自由运动－－兼论华社对中文报业的「文化
事业情结」 〉，《人文杂志》，6 月号：14-25。
5

研讨会论文
庄迪澎（2015）。《「民营」的公共媒体服务，可行乎？－「担保责任有限公司」集资模式
刍议》，发表于大同韩新学院主办「2015 年华文报刊、新媒介与跨域连接－－华文报业
两百年国际研讨会」，12 月 19-20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
堂。
Chang, T. P. (2012). The trend of cross-ownership and foreign ownership of the media and impact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APA Seminar and Workshop “Media ownership trends: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ty of media platforms in Southeast Asia”, 31 January, Bangkok,
Thailand.
庄迪澎（2011）。《文化霸权之伪善抗衡――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道德－文化」行销
策略批评（1988-2010）》，发表于 2011 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7 月 4-6 日，（台湾）新
竹，国立交通大学。
庄迪澎（2010a）。《互联网的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马来西亚网路媒体经验》，发表于
2010 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暨第四届数位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 年 7 月 3-5 日，（台
湾）嘉义，中正大学。
庄迪澎（2010b）。《威权体制中的公民话语力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两种景观》，发表
于 2010 年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4 月 30 日－5 月 1 日，（台湾）台南，成
功大学。
庄迪澎（2008a）。《权力危机与开放幻象－－阿都拉治下的新闻自由现状》，发表于马来
西亚南方学院主办「大马新局与公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 年 11 月 15－16 日，
（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
庄迪澎（2008b）。《威权统治夹缝中的奇葩――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方兴未艾》，发表于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及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等单位主办「2008 年独立媒体与在地
实践国际研讨会」，2008 年 11 月 9－10 日，（台湾）台北。
庄迪澎（2008c）。《除了新闻自由，还有理念改造――马来西亚新媒体空间的创造与实践》，
发表于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主办「媒体与社会变迁」研讨会，2008 年 1 月 12 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
Chang, T. P. (2006). The long-wait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Malaysians challe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ESCO Conference on Freedom of the Media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1-3 May, Colombo, Sri Lanka.
庄迪澎（2005a）。《马新分家四十年，两国中文报业演变比较》，发表于南方学院主办
「新马四十年来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2005 年 12 月 10－11 日，（马来西亚）新山，
南方学院。
庄迪澎（2005b）。《中文媒体业、华人（公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发表于新纪元学院
及南方学院主办「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的再造学术研讨会」，2005 年 8 月 6－7 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
Chang, T. P. (2005a). News websites as windows of opportunities to alternative source of information:
Malaysian experi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w Media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fer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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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organised by Hong Kong In-Media and 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 Lingnan
University, 9-10 December,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g, T. P. (2005b). Letting in the wolf: lurking challenge to pluralism of the Chinese media in Malay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urnalism Asia Forum 2004: Media Ethics and Pluralism in Asia, 27-30 January,
at Windsor Suites Hotel, Bangkok, Thailand.
Chang, T. P. (2003). Press freedom: A spiritual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n press freedom struggle in Chinese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3 May, Penang, Malaysia.
Chang, T. P. (2001a). Masyarakat Cina: Satu masyarakat dalam dilema (The Chinese community: A
community in dilem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Budaya dan Dialog Peradaban” (Seminar of
Cultural and Civilisation Dialogue), organised by Institut Kajian Dasar (IKD) with cooperation of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KAS), 10-12 August, at Pearl International Hotel, Kuala Lumpur, Malaysia.
Chang, T. P. (2001b). Pemusatan pemilikan akhbar berbahasa Cina di Malaysia (Th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in Malay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MCA’s Takeover
of Nanyang Press Holdings, organized by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20 June,
Kuala Lumpur, Malaysia.

未出版学位论文
庄迪澎（2018）。《互联网媒体治理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台湾世新大学传
播博士学程博士论文。
Chang, T. P. (2002). Media massa dan hegemoni Barisan Nasional: Satu kajian kes ke atas peranan media
dalam pengurusan krisis kewangan 1997 di Malaysia (Mass media and the hegemony of Barisan
Nasional: A case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during 1997 financial crisis in Malaysia).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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