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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來西亞多元族群環境的政治及經濟概況 

 
馬來西亞是擁有多元種族的國家，由數十個不同種族組成（黃招勤，2004），其中

以馬來族、華族和印度族為主要的三大種族。根據馬來西亞統計局於 2007 年的調查，

全國人口約 25,265,800，其中土著（含馬來族和各族原住民）佔 16,768,000 人，當中的

馬來族就有 13,773,100，原住民只有約 2,994,900。馬來西亞華人約 6,287,900，印度人

約 1,883,900。另外，尚有 326,100 屬於其它種族。以百分比來看，土著佔了 66.3%，其

中馬來族佔了 54.5%，原住民 11.8%；華族佔 24.9%，印度族佔 7.5%。以華人人口的

百分比來看，自馬來西亞 1957 年獨立以來，華人人口從當時的 37%，降至 2007 年的

24.9%，50 年來降了 1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8）。華人人口的逐漸

減少，被學者認為是政治力量薄弱的因素之一（Lee & Heng, 2000）。瞭解馬來西亞多

元族群的政治、經濟概況，有助認識華文報記者的認知。   
馬來西亞分為西馬和東馬，東馬就是沙巴和砂勞越兩州。由於東馬的政經情況和西

馬有所不同，本研究主要研究西馬的報業情況，因此，嚴格地說，本研究提到的馬來

西亞是西馬，而不是指東馬。 
 

表 2.1 2007 年馬來西亞族群人口統計 
族群 ('000) % 
土著   16768.0 66.3 

              馬來人           13773.1               54.5 
              原住民             2994.9               11.8 

華人    6287.9 24.9 
印度人    1883.9   7.5 
其它      326.1   1.3 

總人口  25265.8                 100.0 
               數據來源：馬來西亞統計局 

 
第一節 1957 年獨立前的種族情況 

 
馬來西亞在獨立之前是英國殖民地。自 19 世紀開始，英殖民政府為了開發，從中

國大陸、印度半島，及現在的印尼地區移入大量的勞工。這些原本以「契約」方式移

入馬來半島的各種族勞工，因為當時世界經濟大恐慌和政治局勢的變遷，以及二次大

戰的爆發，使當時馬來西亞的流動勞工社會，轉變為長久定居的移民社會。中國籍和

印度籍勞工因此留在馬來西亞，與馬來人組成三大種族的多元社會。在數量上，馬來

人略勝華人，印度人又次；但在地理分布上，馬來人傾向聚居農村，華人則集中都

市，在生產方式上則偏向工商業（楊建成，1982）。 
英殖民政府在馬來西亞對各種族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策略。在馬來人的統治策略方

面，英國人通過蘇丹貴族間接控制馬來人民，賦予他們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但卻在經

濟上將他們限制在糧食生產方面（楊建成，1982），即稻米和農作物的種植，妨礙馬

來企業階級的成長（Heng & Sieh, 2000）。 
在統治華人方面，英殖民政府通過華人社群的精英管理華人。這些精英一般都是擁

有經濟權力，並與地方馬來首領有密切關係的華人私會黨領袖，或者是成功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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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礦主和企業家（Lee & Heng, 2000）。這些華人領袖在地方事務上擁有相當程度的自

主權，特別是教育事務（Freedman, 2000; Lee & Heng, 2000）。此外，華人社群為了在

以馬來人為主的環境中維持社會和文化上的特殊性，由華社精英領導的各種社團紛紛

興起（Freedman, 2000），在華人的社區福利和文化教育上有很大的貢獻。    
華人在經濟方面，主要從事錫礦業和橡膠業，經濟勢力深入社會各階層。另一方

面，華人在製造業、原產品輸出業、金融業的經營勢力龐大；在航運業、生產事業、

商業上的地位更為雄厚，華人各種商業組織，不僅遍及各大城市，更深入窮鄉僻壤

（宋哲美，1963: 84-86）。華人商人運用他們全國性網絡的公會、社團、組織，管理

商業交易、周轉資金、交換市場訊息、開發新市場、解決商業糾紛（Heng & Sieh, 
2000）。他們擁有和經營大多數非歐洲的商業機構，且是第二大的投資來源。（Phang, 
2000: 97-99）。 

而英殖民政府實行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一定程度上造成種族關係的緊張與惡化（陳

劍虹，1984）。華人掌握經濟優勢，馬來人享有政治特權。當時兩大族群數量相當，

因此華巫之間的關係並不是一種嚴格的層級關係（楊建成，1982）。 
二次大戰後，新興民族主義開始興起，被殖民者開始反思並號召獨立建國，世界主

要殖民地紛紛成立獨立國家，但由殖民地政府「製造」並遺留下來的多元族群社會，

卻在組建而成的獨立國家內產生問題，各種族在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文化等各

方面競爭角力，常常因種族問題引起衝突，至今許多戰後獨立的多元族群國家仍無法

有效且妥善地解決，成為隨時引爆的計時炸彈。 
因此，自殖民地時期構成的多元族群社會，以及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管理文化，

使獨立後的馬來西亞種族關係緊張且衝突不斷，無論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

項領域，常常因為各族待遇不公平的問題而引起弱勢族群抗議反對，種族課題成為馬

來西亞獨立 51 年後依然引起眾多爭議的重大課題。而馬來西亞在二次大戰後爭取獨立

的那段時期，則是奠定日後種族衝突根源的關鍵時期。 
 

第二節 獨立前後（1946-1969） 
 
壹、二戰後的政治發展與聯邦憲法的制定 

 
二次大戰後，馬來民族主義興起，向英殖民政府爭取獨立。1946 年，由受英國教

育、保守的馬來貴族組成的巫人統一組織（簡稱巫統，UMNO,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隨著成立，以為馬來族群爭取權益。   

1948 年，當英殖民政府實行保護馬來人特殊地位的「馬來亞聯合邦」計畫

（Federation of Malaya）後，馬來亞共產黨（簡稱馬共，MCP, Malayan Communist 
Party）展開武裝起義，英國殖民政府隨即宣佈「緊急狀態」（Emergency）。馬共成員

和支持者主要為華人，這種形勢激化了華人和馬來人的衝突。 
一些保守的華人為確保華人得到合法的政治地位，於 1949 年在英國的支持下成立

馬華公會（簡稱馬華，MCA,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這群華人領袖接受英國教

育，他們並不注重中國，而是極力以建立一個獨立的馬來西亞為目標（Freedman, 
2000）。 

1955 年，聯合邦舉行首次大選，馬華與巫統加上印度國大黨（簡稱國大黨，MIC, 
Malayan Indian Congress），組成巫華印聯盟（UMNO-MCA-MIC Alliance），並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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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中大獲全勝，這使三大種族組成持久的政黨聯盟，以符合國內種族之間的政治情

勢。   
勝選的執政聯盟著手進行獨立事項，以及制憲工作。1956 年，英政府、馬來蘇

丹、及聯盟政府三方面代表在倫敦開會討論馬來亞獨立問題。新制訂的聯邦憲法強烈

符合馬來人權益，包括馬來人特權（special privileges）無限期延長；馬來人享有較大

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和獎學金；議會中不許用馬來語和英語以外的語言發言；馬來文是

國家語文等（Lee & Heng, 2000；楊建成，1982）。   
從憲法的內容看來，華人的地位備受威脅。華文和華文中學沒有獲得官方的承認。

麥留芳（1997；轉引自黃招勤，2004）指出，馬來人對華人歧視也是寫在憲法裡。而

馬華唯一為華社爭取到的，是公民權原則上對華人開放。Freedman（2000）認為，有

關非馬來人的經濟主導權使到在憲法上制度化馬來特權，而華人願意妥協以交換公民

權和華文教育的適度保護。 
當時各族群政黨以協商和交換的方式各自取得好處，任元傑（1985）提到，馬來人

控制政府，得到一個以馬來風格（style）、馬來符號（symbol）為主的政體；而華人

也得到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所沒有的待遇──公民權、有限的政治參與及擔任公職，更

能保持他們的語言、宗教與文化特徵。這種共同同意的安排，使馬來西亞在 1969 年之

前得以維持相當穩定的政治局面……馬來人享有政治及政府職位的優先權，而華人繼

續經濟上的優勢。 
   

貳、聯盟政府時代的經濟情況 

 
在 1950 到 1969 年期間，馬華在聯盟政府裡掌握經濟大權，使華人企業在經濟上得

益甚多。馬華領袖在政治上雖臣屬於巫統，但卻比巫統領袖更能行使經濟影響力

（Heng & Sieh, 2000）。雖然在充斥著馬來人特權的憲法上，華人獲得公民權和經濟權

益，卻失去了文化、語言、教育的地位。 
馬華在掌握經濟大權的情況下，這個時代的經濟模式出現了「阿里峇峇企業結盟」

（ “Ali-Baba” business alliances）的合作形式。這樣的合作模式是馬來夥伴（Ali）接受

金錢，以確保生意妥當，但只是「沉睡」的夥伴；而華人夥伴（Baba）則是作政策決

策和控制企業操作的實際執行者（Heng & Sieh, 2000）。 
華人企業家在這種合作模式下，紛紛崛起，發展為龐大的企業集團。同時，馬來新

興富豪也因為與華人企業家的結盟而出現，且大多數為巫統政治人物（Shamsul, 
1996；轉引自 Heng & Sieh, 2000），形成巫統的權貴階級。成功運用與馬來執政精英

的關係而致富的華人企業家包括曾經收購《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組成南洋報業

集團的郭令燦（豐隆集團 Hong Leong Group, 謙工業 Hume Industries Malaysia）。 
但是，華人取得經濟優勢而馬來人在工商業的成就落後於華人，使馬來人對於華人

控制經濟勢力大為不滿；而華人對於本身族群在政治、文化和語言處於劣勢的情況，

也對馬來人深表不滿。這使種族問題尖銳化，並最終導致 1969 年的「五一三事件」，

這場暴動從此劇烈地改變了馬來人和華人在政治及經濟上的地位和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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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69 年的後續發展（1969-1981） 
 
壹、政治發展：五一三事件、國家原則 

 
馬來人和華人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在 1969 年 5 月大選達到頂峰，爆發「五一三事

件」。事緣華人反對黨民主行動黨和民政黨大勝聯盟政府，使馬來人感受到華人對馬

來人特殊地位的威脅。在大選後的 5 月 13 日，馬來人與華人發生流血衝突。據統計，

此次衝突中，90%的吉隆坡華人失去家園和財產，870 餘名華人死亡，馬來人和印度人

死亡人數分別為 220 餘人和 60 餘人（Lee & Heng, 2000: 207；楊建成，1982: 238-
255）。 

關於這次種族暴動的原因，不同學者都對此作出分析。陳鴻瑜（2006:620）指出，

馬來人和華人的衝突來自社會內部的嚴重問題，第一、馬來西亞政治是由經濟力量較

弱的馬來人所控制；第二、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增大。王國璋（1997:96）也提出類似的

看法，一是日趨尖銳的族群政治環境，也就是掌握政治大權的馬來族群無法獲得經濟

上的優勢；二是社會階級間經濟利益的衝突。Freedman（2000）則指出，族群經濟的

不平衡是造成衝突的根源。他認為是因為富裕的華人和較貧窮的馬來人之間的經濟不

平衡所致。 
根據王賡武（1970）的看法，他從政治角度指出內在和外在的政治因素。內在因素

包括年輕馬來族群對巫統感到失望，以及年輕華裔選民對於馬華輕視文化教育而感到

不滿；外在因素是新加坡和李光耀的人民行動黨加入又退出的民族政治，中國和印尼

的外部局勢，對華人和馬來人產生影響。王賡武提出的內在政治因素和上述學者提到

的族群政治環境相仿。當時的政治局勢因為族群各自被分配的利益有所差距，造成種

族關係充滿緊張與衝突。 
種族衝突事件過後，馬來西亞政府通過修改憲法，頒布「國家原則」4，內容共有

五條：1) 信奉上蒼；2) 忠於君國；3) 維護憲法；4) 尊崇法治；5) 培養德行，各族人民

都必須遵守。 

此外，政府推行新經濟政策，組成國民陣線，以維持種族之間的社會秩序。此新組

成的執政聯盟由「聯盟」（Alliance）改名為「國民陣線」（簡稱國陣，BN, Barisan 
Nasional or National Front），從 3 個成員黨擴大至 14 個。此外，在巫統通過的憲法修

正案中，禁止任何行為、言論、出版物在「基本課題」上煽動種族仇恨，包括馬來特

權、非馬來人公民權、回教為國教的地位以及馬來文為唯一官方語文的地位（Lee & 
Heng, 2000；陳鴻瑜，2006）。 

在經歷 1969 年大選慘敗後，國陣內的華基政黨馬華，它的政治影響力逐漸削弱，

只能從屬於國陣最大黨巫統，在政治上受巫統控制。這次的種族暴動標示著馬來領導

層主掌大權，將馬來人憲法上的特權轉變為實際政策（Freedman, 2000）。 
 

貳、經濟發展：新經濟政策 

 
1969 年的種族暴動後，首相敦拉薩制定新經濟政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將華人

的財富重新分配給馬來人和其他土著，把馬來人帶進原本由華人支配的經濟領域

                                                            
4馬來西亞國家原則馬來文原文為：Rukun Negara: 1)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5)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英文原文：Principles: 1) Belief in God; 2) Loyalty to King 
and Country; 3) Supremacy of the Constitution; 4) The Rule of Law; 5) Mutual respect and good social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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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y, 2000）。此計劃有雙重目標：一、是不分種族，減少並逐漸撲滅貧窮；二、

加速重建馬來西亞社會的過程，糾正經濟不平衡，以消滅經濟上的種族差別（Heng & 
Sieh, 2000；陳鴻瑜，2006）。在消滅貧窮的政策中，政府強調不分種族，但主要旨在

20 年內讓馬來族群的收入提升，減少馬來鄉村的貧窮，擴展馬來人在城市的就業率

（Montlake, 2008）。 
在 1990 年之前，馬來人股權要從 2.4%到 30%，華人的股權則從 27.2%緩步上升到

40%，外國人股權從 63.3%減少至 30%（Gilley, 2000；Heng & Sieh, 2000；楊建成，

1982）。 
新經濟政策的條規和政策都傾向馬來人利益，許多公共領域的生意合約都給了新興

土著公司，私人領域的執照分發也被保留給馬來人或國家資助的馬來公司，公職和大

學都保留給馬來人（Montlake, 2008）。 
新經濟政策在執行上達到就業和收入重組的目標，並沒有引起政治或經濟的不穩

定，其中原本處於經濟弱勢的馬來族群在新經濟政策下都富裕起來，造就許多新興馬

來企業家。Montlake（2008）指出，普通的馬來土著從新經濟政策獲得好處，從而出

現了一群馬來中產階級，而馬來政治人物是最大獲益者。Gomez（1994）認為，政治

人脈廣的馬來人和非馬來人，從新經濟政策中獲取大量財富。 
而 Heng & Sieh（2000）認為大多數馬來西亞人，除了沒有技術的印度工人，都獲

得適度的經濟利益；馬來人在公司方面的經濟成長顯著，許多土著公司成長快速並獲

得股票上市。Sieh（1992）指出，馬來人在各經濟領域，包括就業、所有權、和管理權

成長顯著。 
由此，新經濟政策製造了四種主要的馬來資金來源：一、國家行政機構，包括巫統

控制的艦隊控股（Fleet Holdings）；二、機構基金（institutional funds）；三、新興馬

來富豪階級；四、皇室企業家（Heng & Sieh, 2000: 142）。其中，艦隊控股被巫統利用

以收購主流英文報《新海峽時報》的股權。 
在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下，也出現了與馬來權貴關係更加密切的華人企業家。Heng 

& Sieh（2000）稱華人企業家和馬來權貴合作的模式為「華巫企業聯盟」（Sino-Malay 
Alliances）。他認為這種合作模式是華人企業家在新經濟政策獲得成功的核心因素。當

中，華人企業家持有報業集團股權也得到馬來政治權貴的幫助，政商之間有密切的裙

帶關係，這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前南洋報業老闆郭令燦、世華媒體集團老闆張曉卿、

英文《太陽報》老闆陳志遠。 
但是，這種令人滿意的結果只侷限在握有政經大權的馬來人和華人的精英權貴上，

普通草根階級的人民受新經濟政策帶來的負面影響較大。就連華文教育和文化也在新

經濟政策的實施下受波及和威脅。高等教育的就學配額和獎學金被保留給馬來人，使

許多非馬來人，尤其是華裔子弟被摒除於大學的門外，失去就讀大學的機會

（Jayasankaran, 2000）。以華文為媒介語的華文獨立中學始終不受官方承認，新的教

育政策隨著新經濟政策推行，將學校和大學轉為馬來媒介語的學府（古鴻廷，

2003）。 
   

第四節 馬哈迪時代（1981-2003） 
 
馬哈迪是馬來西亞在位最久的首相，以威權手段管治馬來西亞長達 22 年，奠定馬

來西亞的發展基礎。由於馬哈迪在位時間過長，他在位期間，所執行的政策在各個領

域對後世都有深遠的影響，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司法、文化、外交等等。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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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馬哈迪時代對華文報業造成較大影響的事件進行敘述，事件包括 1987 年的「茅草

行動」，各種牽制媒體和言論自由的法令修正，以及南洋報業收購事件中馬哈迪扮演

的角色。 
1987 年，教育部派遣不具華文資格的教師，出任華文小學的校長及其他行政高

職。這些任命引起華社的不滿，並擔心政府的這個舉動是欲強制改變華小媒介語的前

兆，以達到消滅華小的目標。在華社的反對聲浪中，當時的教育部長安華不願對此措

施讓步，引起華社強烈反彈。一向不合作的三大華人朝野政黨馬華、民政黨和民主行

動黨，以及董教總等華團，在 10 月 11 日，於吉隆坡天后宮舉行一場三黨聯合華團抗

議大會，要求教育部解決「華小高職事件」。巫青團於是也召開千人大集會以對抗華

人。1969 年「五一三事件」的陰影開始籠罩整個社會。在敏感的族群背景和政客的操

弄下，華巫之間的關係變得高度緊張（王國璋，1997:164；莊迪澎，2004a）。10 月 27
日，馬哈迪援引內安法令進行所謂的「茅草行動」（Operasi Lalang），扣留了 106 名

來自華團、環保、職工會等民間團體與政界異議分子和領袖（王國璋，1997），同時

吊銷三份不同語文報章的出版准證，分別為馬來文《祖國報》、華文《星洲日報》和

英文《星報》。國內媒體經過這次政治大逮捕事件後，在有關種族的敏感課題上，步

步為營，此事件對媒體可說達到噤若寒蟬的效果。 
此外，馬哈迪在位時期，也數度修訂對媒體具有深遠影響法令，進一步達到箝制媒

體的目的。這些法令包括：1984 年印刷與出版法令和 1972 年官方機密法令。另外，馬

哈迪時代還出現「巨額訴訟」現象，政治人物及親政府商人動輒向學者、媒體及異議

分子發動誹謗訴訟，使媒體鑒於誹謗法令而謹言慎行，小心翼翼（莊迪澎，2004a）。 
馬華於 2001 年強行收購南洋報業時，其實是得到馬哈迪的默許。莊迪澎

（2004a:104）指出，馬華收購南洋報業顯然是得到馬哈迪首肯、支持，以及動員國家

機關相助的一場政治行動。 
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在馬華宣佈接管南洋報業當天，表示不插手收購事件。對於華社

的激烈反對，馬哈迪的立場曖昧不明，只強調不支持也不反對。然而，到了較後的巫

統大會，也是巫統主席的馬哈迪在總結演詞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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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醒它們不要偏向反對黨。馬哈迪還指出，在處

理種族之間的課題上，巫統約束《馬來前鋒報》，可是華文報卻沒有受到類似的克制

（林德順編，2001）。馬哈迪也公開表明，馬華可以像回教黨擁有 Harakah，民主行

動黨擁有 Rocket 一樣擁有《南洋商報》（李萬千，2001）。 
從馬哈迪的談話，可以看出，馬華收購南洋報業，是得到馬哈迪的默許。雖然馬哈

迪在一開始不願表態，立場曖昧不明，但之後卻抨擊華文報煽動種族情緒，顯見馬哈

迪是贊成由政黨控制華文報，使其在言論和新聞報導上受到政府方面的管制。這顯示

馬哈迪支持政黨控制媒體的管治態度。 
 

第五節 現任阿都拉時期（2003-2008） 
 
因應多元種族的環境，馬來西亞延續獨立時期的政治結構，以三大種族的政黨為

主。馬來西亞的執政黨是國陣，其中巫統由馬來族組成；馬華和民政黨是由華族組

成，屬於國陣的華基政黨；而國大黨則是由印度族組成。這是由多族群形成的種族政

治，由各黨精英高層就本身族群的利益，在國陣內進行共同協商、退讓以及體諒所形

成的政黨政治，是馬來西亞自獨立以來形成的政黨政治傳統。但是，這種由各黨精英

互相協商的合作模式，在巫統一黨獨大的情況下，已經漸漸被扭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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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歷經二次大戰後五位首相的統治，在國陣內一黨獨大的巫統是政府實際權力的掌

控者，其餘國陣成員黨在國陣內的勢力無法與巫統平起平坐，在勢力懸殊的情況下，

巫統特權主義（Umno-putraism）已然興起，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勢力龐大。 
最近幾年，在現任首相阿都拉的執政下，巫統黨內的種族主義份子日益猖狂，巫統

黨員刻意激化族群關係，讓華族和印度族群感到憤怒和沮喪。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

巫青團團長同時也是教育部長的希山幕丁，連續三次在巫統大會上高舉馬來劍，會上

警告不要試圖玩弄種族主義來換取各自族群的支持，以及挑戰馬來人與伊斯蘭教的憲

法地位，並呼籲政府恢復「新經濟政策」，強調馬來人的權益是不容挑戰的（鳳凰周

刊，2007）。這個舉動讓其他族群人民感到惶恐不安，尤其是華社，更是感到不滿與

擔憂，深怕種族極端主義再次興起，威脅各族的生存空間。 
此外，2007 年興都權益委員會（簡稱興權會，Hindraf,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於 11 月 25 日在吉隆坡發動大集會，3 萬印裔響應參與，表達他們對印裔社會遭邊緣化

的不滿，並抗議他們僅獲第三等公民的待遇（當今大馬，2007）。但是阿都拉政府沒

有正視印裔族群被邊緣化的事實，卻派遣警察發射水炮和催淚彈強行鎮壓集會，之前

為防止大集會舉辦，還援引煽動法令逮捕興權會領袖。較後，警方在 12 月援引內安法

令扣留興權會的 5 名領袖，並直接將他們扣留 2 年（當今大馬，2007）。 
以巫統為主要政黨的國陣政府，蔑視其他各族的權益，一味地強調馬來人在馬來西

亞的特權地位，這種叫囂的種族主義，終於引起華族和印度族的不滿。同時，巫統權

貴多年來從「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中得益甚多，但是馬來族群內貧富懸殊的情況卻日

益嚴重，這也引起馬來人的不滿。 
最終，這種全國性的不滿情緒在 2008 年的大選爆發出來，執政黨國陣經歷 1969 年

大選以來的最大慘敗，失去國會三分之二的多數國會議席。同時，在西馬 11 個州屬

內，輸掉 5 個州的執政權，半壁江山被強調「平等對待多元種族」的反對黨囊括。傲

慢囂張的執政黨最終敗在積怨甚深的人民力量之上。許多評論人認為，國陣這次的慘

敗主要歸於氣焰日益囂張的巫統霸權。 
在經濟方面，馬來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經歷 1998 年金融風暴後，自

2002 年開始穩步上揚，從 2002 年的 4.1%逐漸上升至 2007 年的 5.3%。（Regional 
Outlook Southeast Asia 2006-2007, 2006）。但是，經濟上漂亮的統計數據，卻不能真正

反映馬來西亞人民貧富懸殊的生活。 
馬來西亞的經濟發展和族群關係是糾纏在一起的。在名義上，新經濟政策在 1990

年就已暫停實施，但在現實中，新經濟政策卻依然持續著。有關這項防止種族歧視的

積極措施將會持續實行多久，讓非馬來社群感到擔憂，就算在馬來社群當中，針對這

項措施的成效也紛紛感到質疑。根據世界銀行和亞洲發展銀行的調查，馬來西亞人民

收入不均的情況相對來得嚴重（Regional Outlook Southeast Asia 2006-2007, 2006）。 
在 2008 年 3 月 10 日的亞洲版《時代周刊》有關阿都拉政府的專文報導中，作者指

出馬來人為主的政黨，巫統，在政治上的強勢地位。「在 50 年間，馬來西亞只有五個

首相，他們都是主宰國陣的馬來人政黨巫統的領導人」（時代週刊，2008）。該文也

引述馬來西亞網絡新聞網站《當今大馬》總編輯的話指出，馬來西亞是個高度被控制

的國家，人民受制于阿都拉，是因為主僕政治（patronage politics）的性質，以及他掌

握的職位有莫大的權力。「雖然這個執政聯盟是由十多個以族群為基礎的政黨組成，

但是華人和印度人這兩個少數族群現在更大聲的抱怨政府的歧視… …國家扶弱行動

（affirmative action）在各方各面――包括教育乃至政府合約的授給――都只利惠馬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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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時代周刊，2008）。因此，在馬來西亞，政治、經濟利益的分配一直是導

致三大種族衝突的根源。 
華人的地位在建國初期的政治協商和 1969 年「五一三事件」後已被確立，當時所

實行的政策對往後近半世紀的種族情況影響甚鉅，由此，本文從歷史的脈絡來回顧華

人在馬來西亞的政治地位，以及華人和馬來政治精英在經濟上千絲萬縷的裙帶關係，

以作為了解馬來西亞華文報業與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的背景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