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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人

現職
資深講師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學院，傳播與創意產業學院，傳播學系。
teckpeng.chang@gmail.com

開創性職務
創刊總編輯
馬來西亞《獨立新聞線上》（Merdekareview.com）~ 2005 – 2011
• 策劃、創建和主持馬來西亞第一個原生中文新聞網站編務。
• 成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備受肯定的中文新聞平臺。

專業領域／
專業領域／
研究興趣
•
•
•
•
•
•

傳播／媒體政治經濟學
傳播法規與政策
新聞自由及異議媒體
中文媒體（馬來西亞、
新加坡）
互聯網及資訊與傳播科
技課題
新聞學（新聞社會學、
新聞編採）

創系主任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媒體研究系 ~ 2000 – 2003
• 策劃、開辦和主持媒體研究系系務。
• 媒體研究系於創系第二年成為該校第二大系。

諮詢職務
諮詢職務
課程審議
課程審議員
審議員
馬來西亞科技大學（Malays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2017 –2021
• 審查該大學的媒體研究本科學位課程，並提出改善建議。

諮詢委員
臺灣國立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 2017 – 2021
學術顧問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 ~ 2005 – 2012
• 設計該大學學院的新聞與傳播學本科學位課程（2012）
• 設計該大學學院的新聞與傳播學文憑課程（2005）

學歷
傳播學博士
）
傳播學博士（
博士（2018）
臺灣世新大學傳播學博士學位學程
• 論文題目：互聯網媒體治理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比較研究

哲學碩士（
）
哲學碩士（2003）
馬來西亞國民大學（UKM）馬來西亞與國際研究所
• 論文題目：大眾媒體與國陣文化霸權－主流媒體在馬來西亞 1997 年
金融危機期間扮演之角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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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榮譽學士（
）
傳播學榮譽學士（1996）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SM）傳播學院
• 主修新聞學、副修政治學

其他專業經歷
學術與教學專業
•

授課講師
馬來西亞－嘉庚學堂

•

兼任講師
馬來西亞－大同韓新傳播學院

2013 - 2014

•

專任講師
馬來西亞－精英大學（HELP University）傳播學系

2012 - 2013

•

兼任講師
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1999 - 2000

•

兼任講師
馬來西亞－中央藝術學院新聞傳播系

•

兼任講師
馬來西亞－韓新傳播學院

•

兼任講師
馬來西亞－南方學院中文系

2016

2000

1998 -1999

1998

媒體與新聞專業
•

自由翻譯業者
中文、馬來文、英文

2013 – 2018

•

專欄作者
馬來西亞－評論網站《燧火評論》
馬來西亞－財經月刊《中小企業》
馬來西亞－新聞網站《每日蟻論》
馬來西亞－政治雙週刊《火箭報》
馬來西亞－政治月刊《公正之聲》

2012 – 2015

供稿作者
馬來西亞－中文日報《東方日報》

•

•

供稿作者
香港－傳媒月刊《傳媒透視》
香港－新聞網站《亞洲時報》
新加坡－中文日報《聯合早報》

2012 – 2015

2003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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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馬來西亞－中文日報《星洲日報》
（總社政治與政府新聞線）

1996 – 1998

•

通訊員
馬來西亞－中文日報《星洲日報》
（檳城分社）

1992 – 1996

•

記者
馬來西亞－中文日報《星洲日報》
（柔佛州峇株吧轄分社）

1991 – 1992

•

通訊記者
馬來西亞－中文日報《星洲日報》
（柔佛州峇株吧轄分社）

1989 – 1990

獎項與榮譽
•

台灣東南亞學會「
台灣東南亞學會「博士論文獎」
博士論文獎」第二名
得獎博士論文《互聯網媒體治理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比較
研究》

2018

•

榮獲「
榮獲「馬來西亞嘉應會館聯合會出版基金」
馬來西亞嘉應會館聯合會出版基金」
馬來西亞嘉應會館聯合會主辦
資助出版《批判與改造：馬來西亞傳媒論衡》於 2016 年面市

2015

•

華文著述獎新聞寫作項評論類佳作獎
臺灣僑聯文教基金會主辦
得獎作品《對多語媒體的空泛迷戀》等七篇

2010

•

臺灣獎學金（
臺灣獎學金（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
臺灣教育部授予

2009

•

國際訪問者領袖計畫（
）
國際訪問者領袖計畫（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愛德華默羅新聞計畫中文組（Chinese Language Edward R. Murrow
Program for Journalists）
美國國務院邀請

2007

•

華文著述獎新聞寫作項評論類第一名
華文著述獎新聞寫作項評論類第一名
臺灣僑聯文教基金會主辦
得獎作品《華人社會、中文報業與新聞自由運動－－兼論華社
對中文報業的「文化事業情結」》

2004

•

黃紀達新聞獎評論組佳作獎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主辦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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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全國大專文學獎論文組第二名
得獎作品《奉「發展」之名：馬來西亞的輿論營造與設限》

1995

•

第九屆全國大專文學獎論文組第一名
得獎作品《「無冕皇帝」的再詮釋――談我國大眾媒體擁有權
及大眾傳播民主化問題》

1994

•

第八屆全國大專文學獎論文組第二名
得獎作品《馬來西亞新聞自由初探》

1993

專業組織會籍
•

馬來西亞社會科學學會（
）
馬來西亞社會科學學會（Malaysi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永久會員

Since 2002

•

亞洲媒體資訊與傳播中心（
）
亞洲媒體資訊與傳播中心（AMIC）
會員

Since 2009

著作
專書（
專書（撰述）
撰述）
莊迪澎（2016）。《批判與改造：馬來西亞傳媒論衡》。（馬來西亞）檳城：馬來西亞嘉應
屬會聯合會。（ISBN: 978-967-14035-2-5）
莊迪澎（(2013）（與梁美珊合著）。《圖解傳播理論》。（臺灣）臺北：五南。（ISBN：
978-957-11-6674-2）
莊迪澎（2004）。《強勢首相 vs 弱勢媒體：給馬哈迪的媒體操控算賬》。（馬來西亞）吉
隆坡：破媒體傳播事業社。（ISBN: 983-41153-1-8）
莊迪澎（2002）。《看破媒體》。（馬來西亞）吉隆坡：破媒體傳播事業社。（ISBN: 98341153-0-X）
莊迪澎（1999）。《我歌且謠》。（馬來西亞）吉隆坡：東方企業。（ISBN: 983-9048-43-0）

專書（
專書（編輯／
編輯／翻譯）
翻譯）
莊迪澎（2016）（翻譯）。Ooi, Kee Beng，《淡泊官場：敦伊斯邁醫生和他的時代》（The
Reluctant Politician: Tun Dr Ismail and His Time）。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即將出版）
莊迪澎（2006）（主編）。《嘩！停播了：嘩 FM 停播紀實》。（馬來西亞）吉隆坡：啟智
新聞事業社。（ISBN: 983-366-800-3）
莊迪澎（2004）（合譯）。Chin Peng，《陳平：我方的歷史》（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Story）。新加坡：Media Masters。（ISBN: 981-05-2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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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章
莊迪澎（2017）。〈首相的皮影戲：政治與媒體〉，饒兆斌、潘永強編，《當代馬來西亞：
政府與政治》，頁 313-350。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ISBN: 978-983-3908-41-7）
莊迪澎（2016）。〈媒體：首相的遮羞布〉，林宏祥編，《馬來西亞大崩壞－從 1MDB 看國
家制度腐敗》，頁 118-135。吉隆坡：大將出版社。（ISBN: 978-967-419-184-9）
莊迪澎（2015）。〈曙光乍現，暗夜驟臨－－2011-2015 年馬來西亞獨立媒體報告〉，管中祥
編，《光影遊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報告》，頁 55-97。臺北：紅桌文化。
（ISBN: 978-9-86911-488-2）
莊迪澎（2011a）。〈網上的「烈火莫熄」〉，葉蔭聰編，《草根起義――從虛擬到真實》，
頁 157-189。香港：上書局。（ISBN: 978-988-15016-0-8）
莊迪澎（2011b）。〈書寫「我們」的報業史〉（序文），古玉樑，《報業風雲半世紀》，
頁 6-13。吉隆坡：大眾科技出版社。（ISBN: 978-9833-914-39-5）
莊迪澎（2009）。〈馬來西亞篇：威權統治夾縫中的奇葩〉，葉蔭聰、林藹雲編，《草根不
盡 — 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09》，頁 69-94。香港：獨立媒體。（ISBN: 978-98818264-1-1）
莊迪澎（2007a）。〈論馬來西亞媒體的明日――從馬哈迪至阿都拉：權威管理至收編整治〉，
曾維龍編，《黃絲帶飄揚：2006 年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頁 19-26。吉隆
坡：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ISBN: 978-983-43463-0-0）
莊迪澎（2007b）。〈中文媒體業、華人（公民）社會與文化領導權〉，祝家華、潘永強編，
《馬來西亞國家與社會的再造》，頁 277-296。吉隆坡：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雪華
堂。（ISBN: 983-3527-09-4）
莊迪澎（2007c）。〈壟斷的快感建在社會的痛苦上〉，曾維龍編，《黃絲帶飄揚：2006 年
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頁 44-48。吉隆坡：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
莊迪澎（2006）。〈捅穿文化媒體背後的政治成分〉（序文），古玉樑，《528 南洋報變大
揭密――我在南洋 133 天》，頁 25-30。吉隆坡：大眾科技。(ISBN: 983-2555-89-2)
莊迪澎（2001）。〈擁有權壟斷與媒體自主性――評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林德順等
（編），《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頁 38-44。吉隆坡：燧人氏。（ISBN: 9832197-06-6）

期刊論文
莊迪澎（2017）。〈「民營」的公共媒體服務－馬來西亞「擔保責任有限公司」集資模式芻
議〉，《傳播、文化與政治》，5：153-176。
莊迪澎（2013）。〈「虛構」的文化霸權抗衡－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道德－文化」行
銷策略批判（1988-2010），《新聞學研究》（TSSCI），115：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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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迪澎（2012）。〈從「發展新聞學」中突圍的異議空間—馬新網路媒體的兩種景觀〉，
《傳播與社會學刊》，20：41–78。
莊迪澎（2011）。〈互聯網驅動下的民主化與國家反撲：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經驗〉，《中華
傳播學刊》（TSSCI），20：229-269。
莊迪澎（2009）。〈威權統治夾縫中的奇葩――馬來西亞獨立媒體運動方興未艾〉，《新聞
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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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迪澎（2003）。〈華人社會，中文報業與新聞自由運動－－兼論華社對中文報業的「文化
事業情結」 〉，《人文雜誌》，6 月號：14-25。

研討會論文
莊迪澎（2015）。《「民營」的公共媒體服務，可行乎？－「擔保責任有限公司」集資模式
芻議》，發表於大同韓新學院主辦「2015 年華文報刊、新媒介與跨域連接－－華文報業
兩百年國際研討會」，12 月 19-20 日，（馬來西亞）吉隆坡，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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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迪澎（2011）。《文化霸權之偽善抗衡――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道德－文化」行銷
策略批評（1988-2010）》，發表於 2011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7 月 4-6 日，（臺灣）新
竹，國立交通大學。
莊迪澎（2010a）。《互聯網的民主化作用與黨國反撲――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經驗》，發表於
2010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第四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7 月 3-5 日，（臺
灣）嘉義，中正大學。
莊迪澎（2010b）。《威權體制中的公民話語力量――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兩種景觀》，發表
於 2010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4 月 30 日－5 月 1 日，（臺灣）臺南，成
功大學。
莊迪澎（2008a）。《權力危機與開放幻象－－阿都拉治下的新聞自由現狀》，發表於馬來
西亞南方學院主辦「大馬新局與公民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15－16 日，
（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學院。
莊迪澎（2008b）。《威權統治夾縫中的奇葩――馬來西亞獨立媒體運動方興未艾》，發表於
臺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及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等單位主辦「2008 年獨立媒體與在地
實踐國際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9－10 日，（臺灣）臺北。
莊迪澎（2008c）。《除了新聞自由，還有理念改造――馬來西亞新媒體空間的創造與實踐》，
發表於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主辦「媒體與社會變遷」研討會，2008 年 1 月 12 日，
（馬來西亞）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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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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迪澎（2005a）。《馬新分家四十年，兩國中文報業演變比較》，發表於南方學院主辦
「新馬四十年來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2 月 10－11 日，（馬來西亞）新山，
南方學院。
莊迪澎（2005b）。《中文媒體業、華人（公民）社會與文化領導權》，發表於新紀元學院
及南方學院主辦「公民社會與國家機關的再造學術研討會」，2005 年 8 月 6－7 日，
（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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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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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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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學位論文
莊迪澎（2018）。《互聯網媒體治理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比較研究》。台灣世新大學
傳播博士學程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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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