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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報業環境 

 
馬來西亞主要有三種語文報，反映了該國的種族結構，包括華文報、馬來文報和英

文報，本章介紹各種主要語文報章歷史源起、報紙風格、銷售狀況、報業結構及政府

對報業的管理，作為我們分析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的基礎。 
 

第一節 三種主要語文報的沿革 

 
壹、華文報的源起與概況 

 
要瞭解華文報記者的認知，不可不先認識馬來西亞華文報的歷史背景與現況，從華

僑報章到華人報章的轉變、政府管制媒體的先例，以及華文報界概況。此外，華文報

界五家全國性報章：《星洲日報》、《中國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和

《東方日報》也將逐一簡介。   
 

一、從華僑報章到華人報章 

 
馬來西亞的華文報歷經華僑報章到華人報章的轉變，這項轉變主要是因為二次大戰

後，東南亞民族主義興起，脫離西方殖民統治的各地獨立運動風起雲湧。此時中國境

內國共全面內戰，1949 年中共成立政權，長期居留在馬來西亞的華人，包括生長在當

地的華人，從落葉歸根轉變為落地生根的心態。這時，馬來西亞華人所辦的華文報已

站在當地人的立場而成了華人報章，不再是華僑報章，當時，華文報業亦大力支持脫

離英殖民統治的獨立運動（朱自存，1994）。   
最初，華文報的創始及發展都在新加坡，50 年代馬來亞聯合邦的華文報讀者，每

日所看的多是從新加坡運來的報紙。後來基於馬新在 1965 年分家的政治局勢，在馬來

西亞設廠的新加坡華文報《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亦隨著形勢轉變而馬新兩地

分家（朱自存，1994:17-45）。 
二十世紀 70 年代，以新加坡為基地進入馬來西亞設廠印刷的華文報，資本方面本

地化。馬來西亞政府加強了立法的限制，減免了外國人對馬來西亞報業的操縱。國會

於 1974 年通過印刷業（修正）法案，規定外資的擁有權不得超過三分之一，其他股權

歸本地人所有。到了 80 年代初期，華文報業的資金及人才的馬來西亞化已然完成（朱

自存，1994；崔貴強，2002:54）。80 年代末期與 90 年代初期，馬來西亞華文報業走

向集團化，而一些無法經營下去的報館也隨之倒閉，使原本擁有 8 家華文報的西馬華

文報業，僅剩 4 家報紙繼續生存。如《星檳日報》和《建國日報》都於 1986 年停刊。

《通報》與《新明日報》也因為銷量呆滯，報份下跌，於 1994 年及 1996 年先後收盤

（崔貴強，2002: 65）。 
 

二、政府管制媒體的先例 

 
1969 年 5 月 13 日，馬來西亞發生「五一三事件」，政府下令所有報紙於 16 日暫

時停刊 3 天，同時在緊急法令下，在吉隆坡成立「新聞管制中心」，實行新聞檢查制

度。《中國報》還因刊登了一則法院新聞，被勒令停刊 10 天。當時，由新加坡印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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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語文報刊也不准入口。東、西馬有多名總編輯，編輯與記者被扣留，在內部安全法

令下坐牢半年至兩年不等，對當時的華文報也造成了不小的打擊（葉觀仕，1996）。 
1987 年，馬來西亞爆發了一場代號「茅草行動」的大逮捕事件。三份不同語文的

報紙，即華文《星洲日報》、英文《星報》（The Star）和馬來文《祖國報》

（Watan）的出版准證被吊銷及停刊（星洲日報，2008:66）。當時副內政部長指出，

這三家報章利用敏感課題，如教育、語文、宗教及種族權利，為個別族群利益鬥爭，

不顧各族和諧、公眾安寧及國家安全，刊登挑起種族情緒的文章和新聞，因而被吊銷

准證。這三家報社在 1988 年 3 月重新獲得內政部發予出版准證（莊迪澎，2004a；葉

觀仕，1996）。這是馬來西亞歷史上最黑暗的一刻，也是馬來西亞新聞史上最黑暗的

一天。「茅草行動」至今仍是馬來西亞人心裡無法抹滅的傷痛（星洲日報，

2008:66）。 
 

三、華文報界概況 

 
馬來西亞統計局 2007 年的數據顯示，馬來西亞所有語文報章在 2006 年的總銷售量

約為 3,820,000 份，華文報的平均銷售量為 753,000 份，英文報的平均銷售量為

1,002,000 份，馬來文報的平均銷售量為 1,914,000 份。馬來文報的銷售量是所有語文報

章中，平均銷量最多的語文報。 
華文報在報界的地位始終不及外文報的地位和影響力，華文報作為商業機構，對廣

告刊戶缺乏吸引力，盈利不及外文報，欠缺發展餘地。此外，一項重要的事實是：華

文沒有官方語文地位，也影響了華文報以及華文報人的地位（朱自存，1994:155）。 
而馬來西亞華文報在報導華裔政黨和社團新聞方面，用了相當大的版位。華團和社

團依賴媒體將它們的意見、動態，傳達給華人社會，華文報負起這項任務，亦是取得

讀者支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朱自存，1994）。 
馬來西亞的全國性華文報章共有五家，分別是《星洲日報》、《中國報》、《南洋

商報》、《光明日報》和《東方日報》。此外，還包括總社在檳城的地區性報章《光

華日報》。《星洲日報》自 1991 年迄今，一直居於領先優勢，確定了華文第一大報的

位置。《南洋商報》在 1990 年代的上半期，銷量堪稱穩健，波動的幅度不大，居第二

位，但到了下半期，銷量每況愈下，疲態盡露（崔貴強，2002:71）。原本銷量落後的

《中國報》自 1993 年起，卻有良好的進展，並超越《南洋商報》，成為第二大華文

報。 
目前馬來西亞約有 6,288,000 的華人人口，根據 AC Nielsen 於 2006 年統計的讀者

人數，六家華文報章的讀者總人數約 2,770,000，有接近一半的馬來西亞華人閱讀華文

報，華文報在華人社會的影響力可說非常大。當中，《星洲日報》和《中國報》的讀

者人數就佔了讀者總人數的一半以上，約 1,810,000 人，而《東方日報》的讀者人數最

少，只有近 130,000 人。 
根據馬來西亞發行審計機構在 2007 年發布的各華文報日報和夜報全年單日平均發

行數據顯示，《星洲日報》位居第一，共發行 357,121 份；其次是《中國報》，共

231,539 份；《光明日報》位居第三，共 127,454 份；《南洋商報》從 1990 年代的第一

大報位置滑落到現在僅排名第四，共 114,049 份；2002 年才成立的《東方日報》沒有

出版夜報，僅日報銷量則有 102,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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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馬來西亞五大全國性華文報概況（報章以總發行量為排位秩序） 
 創歷年份 創辦人 所有人（持有年份）     讀者類型 日夜報單日平

均發行量 
星洲日報     1929     胡文虎      張曉卿（1988）     中上階層 357,121 

中國報 
 

    1946     李孝式      張曉卿（2006）     中下階層 231,539 

光明日報     1987 《星檳日

報》記者

及華社 

     張曉卿（1993）     中下階層 127,454 

南洋商報     1923     陳嘉庚      張曉卿（2006）     中上階層 114,049 

東方日報     2002     劉會幹      劉會幹（2002）     中上階層 102,500 
    （無夜報） 

發行量數據來自馬來西亞發行審計機構（Audited Bureau of Circulations, 簡稱 ABC）

在 2007 年 12 月 5 日發布的馬來西亞印刷媒體的認證發行數據。 
 
 

貳、各家華文報概況 

 
一、星洲日報  

 
《星洲日報》係由商業鉅子胡文虎於 1929 年創辦，主要係為推廣其所經營的萬金

油生意（朱自存，1994）。《星洲日報》最初是在新加坡創刊，初期由新加坡總社印

刷出版，再運送至馬來半島發行（葉觀仕，1996）。1950 年代的《星洲日報》與《南

洋商報》並駕齊驅，被視為馬新兩大日報（崔貴強，2002:58-59）。1965 年馬、新分

家，馬來西亞《星洲日報》脫離新加坡總社。1982 年，馬來西亞政府頒布新令，禁止

外資擁有當地報章的控制權，當時《星洲日報》持有人為胡文虎後人，他們遂把名下

報章轉賣給檳城房地產商林慶金（星洲日報，2008:57）。 
1980 年代中後期，《星洲日報》經歷兩大重要事件。首先，當時的老闆林慶金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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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洲日報》在「茅草行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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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星洲日報》由砂勞越木材大王張曉卿

收購，並重新出版（葉觀仕，1996）。 
《星洲日報》向來注重報導文教新聞，並大力推展各種文化、教育與社會公益活

動，復刊後的《星洲日報》亦稟承此一傳統（葉觀仕，1996）。此外，《星洲日報》

也打著「正義至上」的宣傳口號，致力提供文化人舞台，營造「情在人間」的形象，

贏得了華社的同情與掌聲，報紙銷售量逐月上升（林德順編，2001:122）。 
目前在發行量上，位居第一大報的《星洲日報》擁有將近一半的市場佔有率。但是

在 1970 與 1980 年代間，《星洲日報》的銷數遠不及《南洋商報》。1988 年，張曉卿

入主《星洲日報》後，兩報競爭更加激烈，甚至達到惡性競爭的地步。自 1992 年起，

《星洲日報》的銷售量與讀者人數都超越號稱第一大報的《南洋商報》，成為馬來西

亞銷售量和閱報率第一的華文報，從此躍居第一大報地位至今（崔貴強，2002:60；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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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仕，1996）。張曉卿分別於 1993 年和 2006 年收購《光明日報》和南洋報業集團

後，於 2008 年將旗下四份報章與香港《明報》合併成為世華媒體集團。 
 

二、中國報 

 
《中國報》於 1946 年在吉隆坡創立，由以李孝式為首的吉隆坡華人商界和社團領

袖所創，作為親英反共的喉舌，並和左傾勢力抗衡，成為當時吉隆坡最有規模的地方

性華文日報（朱自存，1994；崔貴強，2002:61；葉觀仕，1996）。1957 年馬來西亞聯

邦成立後，《中國報》加強了本土意識，並關注華社與華教，以及華人權益（崔貴

強，2002:62）。1969 年發生的「五一三事件」，《中國報》因為刊登了一則法庭新

聞，曾被令停刊 10 天。（葉觀仕，1996）。 
到了 1985 年，《中國報》便因財務出現危機，自動停刊。停刊後，《中國報》由

有「報界奇才」之稱的周寶振收購大部分股權，1986 年正式復刊（葉觀仕，1996）。

復辦後，《中國報》以彩色形象取勝，每天都有整版彩色圖片呈現給讀者。之後，

《中國報》於 1992 年被控制《南洋商報》的豐隆集團收購，成為南洋報社集團屬下第

二份主要華文日報（朱自存，1994；崔貴強，2002:63；葉觀仕，1996）。 
在編採政策方面，中國報不設主筆制度，沒有社論，言論採自外稿，注重社會性與

趣味性新聞，強調彩色畫頁、圖文並茂，偏重歌影視娛樂性副刊，以迎合中下階層讀

者（葉觀仕，1996）。 
到了 1990 年，《中國報》銷量僅次於《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躍居為馬來

西亞第三華文報。1991 年，《中國報》在每天傍晚時分率先推出夜報，以爭取更多讀

者，再加上傾力推銷，銷量節節上升（葉觀仕，1996）。目前，《中國報》的夜報位

居華文報之首，2007 年的夜報平均銷售量為 87,198 份，而日報與夜報的銷售總數，使

《中國報》擠上報壇老二的地位，僅次於《星洲日報》。南洋報業集團於 2001 年被馬

華收購，較後在 2006 年，馬華將手上部分股權賣給張曉卿後，《中國報》也跟著易

主，並被整合進入世華媒體集團，成為旗下專攻中下階層市場的一份華文報。 
 

三、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於 1987 年在檳城誕生，是停刊後的《星檳日報》員工四處奔走集

資，獲華商支持、由華社籌資經營的一份地方性日報。其員工有 90%來自舊有的《星

檳日報》（崔貴強，2002:65；葉觀仕，1996）。《光明日報》發刊初期的銷售成績頗

佳，但由於缺乏資金，運作欠佳，銷路無法打開，虧蝕累累，最後於 1990 年 9 月被金

馬揚集團（Kemayan）收購。但兩年後，金馬揚集團董事部改組，《光明日報》在經

濟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不得已暫停出版（崔貴強，2002:65；葉觀仕，1996）。 
1993 年，《光明日報》再度易手，《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收購全部股權，成為

《星洲日報》的姐妹報。經過重組與改革，使它從原是在檳城創刊的地方性報紙，發

展為一家全國性日報（崔貴強，2002:65；葉觀仕，1996）。 
《光明日報》注重趣味性與社會新聞、歌影視等副刊全版彩圖，整份報紙完全沒有

言論版，也沒有社論，以迎合中下層讀者的程度（葉觀仕，1996）。目前是馬來西亞

第三大華文報，《光明日報》同時也出版夜報，在夜報市場上銷量僅次於《中國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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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洋商報 

 
《南洋商報》於 1923 年由商業鉅子陳嘉庚斥資創辦，以刊登其生產的膠製品廣

告。1930 年代初，經濟蕭條席捲全球，陳嘉庚宣告破產。1933 年，《南洋商報》由其

女婿李光前與李玉榮等人接收，成為李氏家族的企業。《南洋商報》的總社在新加

坡，每日將報紙運往馬來半島，但在 1965 年馬、新分家的政治局勢下而分開編採作業

（朱自存，1994:13；崔貴強，2002；葉觀仕，1996）。 
由於 1974 年印刷業（修正）法令的影響，新加坡的李氏家族將《南洋商報》的大

部分股權售予馬來西亞人，完成資金馬來西亞化的程序。為了符合政府新經濟政策的

規定，國企有限公司（PERNAS）購買了南洋報社的 30%股權（朱自存，1994:17；崔

貴強，2002:56；葉觀仕，1996）。其後南洋報業集團也於 2001 年被馬華公會旗下的華

仁控股收購，馬華之後再將南洋報業股權轉手予張曉卿，組成世華媒體集團。 
《南洋商報》是南洋報社集團屬下最重要的報紙，以吸引白領中上階級的讀者群為

主。注重言論、經濟、政治、國內與國際新聞是商報一直以來的特色。除了社評由社

論委員會負責撰寫外，言論版也有外論選譯、特約專稿與讀者投書等。立論公正，編

排嚴謹，報導翔實是《南洋商報》的主要特色。《南洋商報》在辦報之餘也不忘從事

各種惠益員工、讀者與社會國家的慈善公益事業，同時大力贊助各地區華文中小學的

教育事業、體育、文娛活動等（葉觀仕，1996）。 
《南洋商報》一直都是盈利最豐厚的華文報，1992 年之前，業績與盈利增長迅

速，成為馬來西亞規模最大的華文報。1970 與 1980 年代，在所有華文報的銷數與讀者

群中，《南洋商報》都是獨占鰲頭，直至 1992 年，《星洲日報》才後來居上，打破了

《南洋商報》唯我獨尊的優勢（崔貴強，2002:57；葉觀仕，1996）。目前《南洋商

報》的日報和夜報總銷售量已經落居第四，遠遠落後《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和

同屬南洋報業集團的《中國報》。 
 

五、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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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日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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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仍未獲取印刷執照即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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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維寧，

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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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意圖

與華文報媒體大亨張曉卿互相競爭，搶奪西馬華文報市場。由於張曉卿的《星洲日

報》進軍東馬，影響劉會幹胞弟在砂勞越經營的《詩華日報》銷售市場，華社即盛傳

劉會幹在西馬創辦《東方日報》，是為了搶奪《星洲日報》在西馬的市場。另一方

面，創辦《東方日報》也可為東馬的姊妹報《詩華日報》提供西馬新聞，提高競爭力

（于維寧，2004:51-52）。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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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言論較為突出的華文報。《東方日報》新聞內容多為

抨擊政府，揭露內幕消息，在政治立場上反對馬華，言論呈大膽批判的風格。但正因

為如此，在新聞獲取、通路和銷售市場上，《東方日報》受四大主流報紙的強力圍

剿。《東方日報》打著華社言論自由、打破報業市場壟斷的號召，並不時凸顯被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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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獲得部分華社的重視、支持與同情（于維寧，2004:52）。在四大報紙的圍攻

及封鎖下，《東方日報》自尋出路，2007 年銷售量達 102,500 份，已逐漸站穩市場。 
 

叁、馬來文報概況 

 
初期，馬來文報業都發源於新加坡，1920 年代以後，馬來文報業逐漸在馬來半島

蓬勃發展，並大力鼓吹馬來人意識（葉觀仕，1996）。獨立前的馬來文報，偏重扮演

激勵馬來人爭取獨立的角色。目前，它已改變為馬來人的理想和願望而奮鬥，為社群

和國家的利益而提供專業服務。它們不但要有馬來人色彩，也要具備塑造馬來西亞人

的色彩。這是馬來文報自 1980 年代開始，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葉觀仕，

1996）。Quick（2003）也提到，二戰後的馬來文報章，試圖形塑一個獨特的馬來文化

和認同。   
1982 年初，馬來文報的總銷數只佔報業市場的 25%，華文報佔 44%，英文報佔

27%。但到 1986 年，馬來文報讀者總數增加到 2,300,000。此後，馬來文報的讀者總數

便領先其他語文報（葉觀仕，1996）。根據馬來西亞統計局 2007 年的調查，馬來文報

在 2006 年的平均銷售量達 1,910,000 份。而馬來文報業蓬勃發展的原因是：1) 馬來人

口激增；2) 馬來文作為官方語文的地位被確立；3) 國家教育政策的推行，使全民教育

普及，非馬來人閱讀馬來文的能力提高；4) 馬來族群的經濟狀況改善；5) 馬來族群的

政治意識提高（葉觀仕，1996）。  
馬來西亞現有的馬來文報中，主要以《馬來西亞前鋒報》和《每日新聞》最為暢

銷。《馬來西亞前鋒報》所屬的馬來前鋒報集團直接受巫統控制；而《每日新聞》也

屬於受巫統控制的新海峽時報集團（葉觀仕，1996）。 
 

一、馬來西亞前鋒報（Utusan Malaysia） 
 
1939 年創刊於吉隆坡，是馬來西亞目前第一大馬來文日報。《馬來西亞前鋒報》

所屬的馬來前鋒報集團後來成為馬來西亞規模最大的馬來文報業集團（葉觀仕，

1996），出版各種報刊。而《馬來西亞前鋒報》是主流馬來文報業中發行量最高的日

報（莊迪澎，2004a）。1982 年，新海峽時報集團銳意改革《每日新聞》時，馬來前鋒

報集團也大力進行革新（葉觀仕，1996）。 
 

二、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 
 
《每日新聞》於 1957 年由當年的英文《海峽時報》創刊於吉隆坡的馬來文版。

1982 年改革之前，銷數不高，直到改革為「馬來西亞色彩多過馬來人色彩」後，報份

逐漸增加（葉觀仕，1996）。最初所報導的內幕新聞，似乎成為它的特色。1992 年改

組後，一躍成為大馬各語文報中，銷數最多的報紙（葉觀仕，1996）。之後被《馬來

西亞前鋒報》超越，成為馬來主流的第二大報章。 
 

肆、英文報概況 

 
馬來西亞雖然自獨立後便積極實行國家教育政策，1971 年開始逐漸減少採用英文

作為教學媒介語（葉觀仕，1996），但從英文報每日的總銷量達一百多萬份來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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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社會上還是有它一定的影響力，因此英文報在馬來西亞依然扮演塑造社會輿論的

重要角色。 
在馬來西亞所有英文報中，除了由和政治人物交好的陳志遠創立的《太陽報》

（The Sun）， 馬來前鋒報集團控制的《領導者》以及馬華控制的《星報》（The 
Star）外，其他所有英文報都屬於巫統的新海峽時報集團所有。由此可見，馬來西亞的

英文報，即使不是全部由執政黨直接或間接控制，也是完全親政府的（葉觀仕，

1996）。英文報當中，以《星報》和《新海峽時報》為主流英文報章。 
 

一、星報（The Star） 
 
《星報》在 1971 年創刊於檳城，初期為地方性報紙。1976 年，馬華公會通過其投

資臂膀華仁控股，收購《星報》67.35%的股權後（莊迪澎，2004b:174），移到吉隆坡

出版，這是唯一受華裔公司控制的英文報。1987 年，《星報》連同華文《星洲日報》

與馬來文《祖國報》在「茅草行動」中被政府吊銷出版准證一段時期。 
復刊後，由於大事改革，敢於刊登揭發內幕的獨家報導，同時擴充工商財經版，使

《星報》報份激增。此外，《星報》連年享有營利，業務輝煌，可說是國內數一數二

的英文傳媒。這主要是因為一般廣告商認為英文報讀者的購買力較強，因此偏向於在

英文報上刊登廣告（葉觀仕，1996）。根據 Quick（2003），2002 年馬來西亞擁有最

大讀者人數的報章是《星報》，在 2001 年的單日發行量達 279,647 份。 
 

二、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 
 
《海峽時報》在 1845 年創刊於新加坡，原名《海峽時報與新加坡商業日報》（The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後簡稱為《海峽時報》。1965 年，

馬、新分家後，《海峽時報》也跟著分家。在吉隆坡出版的《海峽時報》於 1972 年被

巫統控制的艦隊集團（Fleetprint）從當時受新加坡控制的《海峽時報》手中收購，並

改稱為《新海峽時報》，由巫統全權掌控（葉觀仕，1996）。 
艦隊集團收購吉隆坡《海峽時報》是因為巫青團強烈抗議馬來西亞的新聞事業受到

外國，尤其是英國和新加坡的控制（葉觀仕，1996），因而巫統才進行收購行動。莊

迪澎（2004b:4）提到，巫統收購《海峽時報》是新經濟政策的結果，也象徵巫統成功

收編了這個常對它發表批評言論的報章。 
 

表 3.2 馬來西亞歷年各語文日報的每日平均銷售量 
   年份       馬來文          英文      華文     淡米爾文 
   2002      1,777,231      1,048,266     704,786      29,432 
   2003      1,859,553      1,036,690     709,713      31,122 
   2004      1,978,419      1,065,403     762,659      32,685 
   2005      1,908,852      1,059,596     763,748      32,457 
   2006      1,914,104      1,002,184     752,875      32,462 

  數據來源：馬來西亞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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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報業集團和執政黨的關係 

 
報團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在許多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由於大企業併吞小企

業，因而形成若干擁有廣大讀者群與企業化組織的報團（葉觀仕，1996）。同時，馬

來西亞各主流語文報章的特徵是受控於政黨以及政黨的投資臂膀（Quick, 2003）。而

華文報的老闆大多與馬來權貴有密不可分的政商關係。目前，馬來西亞最大的華文報

團首推世界華文媒體集團（星洲日報，2008）；最大英文報團是新海峽時報集團，而

馬來文報團則是馬來前鋒報集團（葉觀仕，1996）。 
 

壹、華文報業大亨張曉卿和世華媒體集團 

 
《星洲日報》分別在 1986 年和 1987 年陷入財務危機以及遭政府吊銷出版准證而停

刊後，於 1988 年為張曉卿收購而得以重新出版。張曉卿擁有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實力。

在經濟方面，張曉卿是砂勞越常青集團總裁，在東馬擁有 800,000 公頃山林的伐木權。

他不但是全馬最大的夾板出口商、巴布亞新幾內亞最大的伐木商，在紐西蘭也享有森

林區伐木權。他是近年來崛起的億萬富翁，是馬來西亞目前最富有的木商。在政治方

面，他曾是砂勞越人民聯合黨（國陣執政黨之一）的副主席，與前首相馬哈迪及前砂

州首席部長 Mohammad Taib 等來往密切（莊迪澎，2004a:112-115；葉觀仕，1996）。

此外，他還被推選為馬來西亞上議院議員，獲頒賜拿督與丹斯里榮銜（崔貴強，

2002:67）。這是馬來西亞富商與當權者關係密切的實際例子。 
收購《星洲日報》後，張曉卿在 1993 年再收購檳城《光明日報》，同年底，在巴

布亞新幾內亞創辦英文報《The National》。1995 年，他在控制香港明報企業 35.9%的

股權，成為最大股東後，控制了明報集團旗下所有媒體，一躍成為區域內華文報業大

亨（莊迪澎，2004a:113；葉觀仕，1996）。 
2001 年發生的馬華強勢收購南洋報業事件中，一些社會輿論認為張曉卿在這場收

購行動中扮演神秘的幕後角色。然而，張曉卿否認這項傳聞。不過，接下來數年，由

張曉卿家族所持有的張道賞控股和朝日報業，其擁有的南洋報業股權卻逐年微幅增加

（星洲日報，2008:174-177）。2006 年，張曉卿達到全面收購南洋報業控股的目標。

《星洲日報》證實消息並強調收購南洋報業是為了打造世界級中文媒體（星洲日報，

2008:186；曾維龍編，2007）。由此，張曉卿收購南洋報業的動作與否認的說法產生矛

盾，顯見他企圖通過股權收購的方式擁有南洋報業集團，進而持有馬來西亞四家主流

華文報的控制性股權。 
2007 年 1 月 29 日，星洲媒體、南洋報業和香港明報企業宣布合併，建立一個全球

華文媒體集團。合併後的媒體集團易名為世界華文媒體公司（簡稱「世華媒體」），

旗下擁有的華文日報包括：《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中國

報》以及《明報》。加上張曉卿旗下公司出版的《柬埔寨星洲日報》、《印尼星洲日

報》、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英文報《The National》，以及《亞洲週刊》、《亞洲眼》等

30 家雜誌，新集團的業務版圖分布極廣（星洲日報，2008:232-233）。 
 

貳、馬華和南洋報業集團 

 
1991 年，由華資企業豐隆集團所控制的謙工業（Hume Industries Bhd）宣布，收購

《南洋商報》的 85.5%股權。豐隆集團的老闆就是與馬來政治精英關係密切的郭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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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謙工業也是巫統的投資公司玲瓏（Renong）的聯營公司，玲瓏佔謙工業的 23.8%
股權（葉觀仕，1996）。由此可見郭令燦和巫統黨要關係密切。 

1992 年，《南洋商報》收購中國報有限公司與生活出版有限公司，崛起成為馬來

西亞最大的華文報業集團。新的南洋報社集團，共有 13 份刊物，包括全國性日報《南

洋商報》和《中國報》，以及 11 種雜誌，總共擁有 1,500,000 讀者，佔全馬華文讀者

總人數的 60%，成為當時最大華文報業集團（葉觀仕，1996）。 
到了 2001 年 5 月，有消息傳出馬華意圖收購南洋報業控股，收購行動積極且極具

強勢。消息傳出後，震撼了整個馬來西亞華社與政壇。豐隆集團最終被迫將南洋報業

控股脫售給馬華，馬華則通過華仁控股收購南洋報業 72.35%的股權，接收《南洋商

報》與《中國報》，使南洋報業成為執政黨的黨營企業。稍後，馬華又購入 20.64%的

股權，總共持有 92.99%的股權，南洋報業全面落入馬華的控制中（莊迪澎，2004a；崔

貴強，2002:68-70）。根據觀察家的分析，郭令燦無奈於馬華借助政治勢力，自行出價

強迫郭令燦放棄南洋報業（莊迪澎，2004a:104）。 
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的做法，激起華社的憤怒，認為旗下的《南洋商報》和《中

國報》淪為政黨的喉舌，變成黨報，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新聞從業員失去編採決策

的自由，進而剝奪了華社向來嚮往的言論自主，因而對此強烈反對。兩報的職工人

員，也身繫黃絲帶，以示抗議。另外 90 多名過去為兩報提供稿件的自由撰稿人，也表

示不再為四家報紙供應稿源。華社、華團、華商、兩報新聞從業員、自由撰稿人都興

起一片反對馬華收購南洋報業的聲浪（林德順編，2001；崔貴強，2002；曾維龍編，

2007）。但是，雖然華社群眾大加反對，在南洋報業被張曉卿於 2006 年收購之前，馬

華牢牢控制著《南洋商報》和《中國報》的言論，干預編採作業，《南洋商報》在外

界的形象更被塑造為馬華黨報，銷售量一路下跌，滑落到目前的第四位。 
 

叁、巫統和馬來前鋒報集團、新海峽時報集團 

 
一、馬來前鋒報集團 

 
馬來前鋒報集團是巫統控制的馬來西亞最大的馬來文報團，是個業務多元化的企業

集團。在出版方面，馬來前鋒報集團控制了在馬來社群最具影響力、發行量最高的

《馬來西亞前鋒報》，是主流馬來文報業中，發行量最高的報紙（莊迪澎，2004a:99-
100）。此外，馬來前鋒報集團還擁有《馬來前鋒報》星期刊、爪夷文的《馬來前鋒

報》、《時代前鋒報》周報，英文《領導者》周報（葉觀仕，1996）。 
《馬來西亞前鋒報》在被巫統收購之前，是勇於批評政府，提倡言論自由的馬來報

章。獨立前的《馬來西亞前鋒報》在英國問題上與巫統同仇敵愾，是馬來民族主義的

喉舌，甚至扮演催生巫統的重要角色。但是獨立後，巫統領袖無法接受《馬來西亞前

鋒報》及其他報章的意見與批評，進而干預報章編採。到了 1961 年，《馬來西亞前鋒

報》在吉隆坡的員工宣布罷工，以反抗巫統一再干預該報作業，最後，巫統於同年收

購《馬來西亞前鋒報》的股份。巫統收購了控制性股權後，牢牢控制《馬來西亞前鋒

報》，並把該報導向親政府的編採方針（莊迪澎，2004b）。 
 

 
 
 
 



23 

 

二、新海峽時報集團 

 
新海峽時報集團是馬來西亞最大的報業集團，目前擁有 6 家報章，即英文《新海峽

時報》、 《商業時報》 與《馬來郵報》；馬來文《每日新聞》、《大都會日報》、

《Minda Pelajar》周報。此外，它也出版、分銷與零售雜誌、期刊和書籍，擁有馬來西

亞收視率最高的電視台「第三電視」43%股權。實際上，它已蛻變成為一個多元化集

團（葉觀仕，1996）。莊迪澎（2004a:97）指出，新海峽時報集團及第三電視都是受執

政黨控制，執政黨對媒體行使擁有權控制的典型例子。 
1990 年，艦隊集團控制的大部分利益皆轉移到巫統所成立的一家新投資公司──玲

瓏集團（Renong）。這個新發展，顯示馬哈迪派系控制著新海峽時報集團和馬來前鋒

報集團這兩大媒體集團（莊迪澎，2004a:95）。1993 年，玲瓏集團再脫售股權給里阿

邁（馬）（Realmild）私人有限公司（莊迪澎，2004a:97；葉觀仕，1996）。 
報業股權的轉移很大程度和巫統政治人物脫不了關係，媒體受政治力量干預的程度

可見一斑，尤其是馬來文報章和英文報章。莊迪澎（2004b:180）就指出，巫統分別控

制《馬來西亞前鋒報》和《新海峽時報》之後，成功使這兩個曾經激烈批評國陣及巫

統的媒體機構淪為巫統的宣傳機關，成為巫統牢控馬來人思考模式的思想生產機器。 
 

肆、小結 

 
馬來西亞報業根據語文報的劃分主要分為四種語文報，即馬來文、英文、華文和淡

米爾文。從讀者群來看，各種族普遍閱讀英文和馬來文報章（Arbee, 1990: 326）。其

中馬來文在憲法上被賦予官方語文的地位，而備受執政當局重視，且接受國民教育的

各族群都必須學習馬來文，因此能夠閱讀馬來文報的讀者是不分種族的。而英文報由

於語言上的實用性和在社會上的優勢地位，除了當政者重視外，馬來西亞各大種族都

能夠閱讀，不會有語言上的困難。而且，馬來西亞要成為區域的教育中心，私人大學

都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使英文在社會上的普及性和受重視程度提高（Safar, Sarji, & 
Gunaratne, 2000）。而華文報和淡米爾文報則主要是社會的弱勢族群所閱讀的報章，需

要懂得華文和淡米爾文才能通暢閱讀，因此普遍性不及英文報和馬來文報。 
由於所有族群都能閱讀英文報和馬來文報，讀者人數也以這兩種語文報為最高，因

此政黨對這兩種語文報的控制和干預較華文報來得高。各自位居銷售量首兩位的馬來

文報和英文報，都被巫統和馬華通過政黨的投資臂膀收購控制性股權，納入報業集

團，並對報章的編採作業和新聞言論加以箝制。Nain 和 Anuar（1998）認為，這些報

業集團不只是對媒體事業有興趣，同時也被與執政黨內各政黨關係密切的集團所控制

（Safar, Sarji, & Gunaratne, 2000）。 
相比之下，目前位居主流的四家華文報，除了南洋報業旗下的《南洋商報》和《中

國報》曾經被馬華通過股權收購，並控制過一段時期外，華文報都是在華人企業家的

管理之下發展與生存。但是，在新經濟政策下，掌握報業集團股權的華人企業家，都

與巫統黨要、馬來政治精英，有密切的人際網絡，政商裙帶關係複雜，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郭令燦和張曉卿。郭令燦曾經控制南洋報業集團，而張曉卿則是目前四大報

章的共同老闆，他通過股權收購掌握了四家報館的控制性股權，並把四家報館與香港

明報集團合併為世華媒體集團。 
《星洲日報》位居華文報業第一大報，在銷量上超越其他競爭對手，擁有將近半數

的華文報讀者。由於《星洲日報》走的是大報風格，它一直以來的競爭對手是銷量排



24 

 

行第四的《南洋商報》，而不是銷量緊追其後的《中國報》。同時，《星洲日報》和

《南洋商報》早在成立初期就一直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可說是傳統勁敵。 
而《東方日報》則是《星洲日報》最新的競爭對手。《東方日報》是世華媒體集團

之外的唯一一家非主流華文報，走的風格也接近大報路線，專以報導政治、經濟、政

策方面的嚴肅新聞為主，且和主流報章相比之下，《東方日報》較敢於批評政府，言

論尖銳大膽，就是針對《星洲日報》和老闆張曉卿的批評和言論也毫不手軟，和一些

倡導大膽言論，爭取新聞自由，反對報業壟斷立場的網絡媒體，處於同一立場。同

時，《東方日報》也揭露在銷售網絡和市場通路上被《星洲日報》打壓，在新聞上遭

四大報聯手圍攻，即當四大報章記者會互相合作及分享一些新聞消息時，《東方日

報》必須自尋管道來獲取消息。 
另一方面，以聳動、煽情的社會新聞和軟性新聞，突圍而出的兩家小報風格報章，

《中國報》和《光明日報》，專攻中下層人士的市場，是雙方的競爭對手，而這兩家

報章在夜報市場競爭較為激烈。其它走大報風格的報章在夜報市場上都不是這兩家報

章的競爭對手，其中《中國報》更是稱霸夜報市場，《光明日報》則緊隨其後。 
從銷量和讀者類型來看，《中國報》和《星洲日報》分別爭取中上階級和中下階級

的讀者市場，在個別讀者類型的市場上佔據首要位置，而沒有直接銷量上的競爭，是

華文報中銷量最好的兩家報章。 
 

第三節 影響報業的法令 

 
在馬來西亞，無論個人與個人之間或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行的資訊交流，都受到

47 項法令和條例的管制，受懲罰的範圍極廣泛，包括無需審訊的扣留。這些法令和條

例包括：1987 年印刷及出版修正法令、內部安全法令、官方機密法令、馬新社法令、

煽動法令等（葉觀仕，1996）。這些法令涵蓋面甚廣，幾乎任何事務都能跟它扯上關

係，如果當政者意欲援引任何一條法令以限制媒體，可根據當時時局的需要，作出有

利政府的詮釋，限制媒體。換言之，當政者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政府或內政部官

員，有時還召見報館主要編輯，實際是變相的警戒，要報章對某些「敏感」的問題低

調處理，甚或封鎖新聞，面對著這種無形的壓力，報館只得唯命是從（崔貴強，

2002:83）。 
 

壹、印刷與出版法令 

 
印刷與出版法令，早在 1948 年英國殖民地時代便已存在。在這項法令下，報紙出

版人必須擁有兩種執照，一是出版准證，一是印刷執照。這兩種執照須每年更新一

次。印刷與出版法令是政府在經歷 1969 年「五一三事件」過後，政府修改 1948 年印

刷與出版法令，以防止刊登煽動種族情緒、或危害國家安全的報導（葉觀仕，

1996）。1974 年，在國會的修正下，1948 年印刷與出版法令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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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規定使許多原本是新加坡人擁

有的報章被迫售予馬來西亞公民。同時，它也賦權內政部長，有必要時可拒絕、終止

或撤銷報刊的出版准證（葉觀仕，1996）。 
在馬哈迪時代，他於 1984 年和 1987 年修改此法令，賦予內政部長更大的權力。修

改後的法令授予內政部長絕對審核權，以決定是否發出印刷執照，以及可隨時吊銷或

終止已發出的印刷執照。此外，法令也規定部長拒絕發給或吊銷有關出版物執照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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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決定是最後的，沒有人有機會經由司法程序針對被吊銷或終止的執照或准證進行

上訴，推翻部長的決定。因此，部長握有絕對行政權，以致法院也無權推翻內政部長

的行政命令（莊迪澎，2004a:61；葉觀仕，1996）。此外，1987 年修正的印刷與出版

法令生效後，報紙不再是每年更新出版准證，而是每年重新申請新的出版准證（葉觀

仕，1996）。通過擴大內政部長管制印刷執照和出版准證的行政權，政府有效地控制

媒體的新聞言論，媒體必須時刻緊記此法令，以免踩到政府界線，以致無法獲得出版

准證和印刷執照。 
 

貳、官方機密法令 

 
馬來西亞的官方機密法令源自英國，戰時英國指定機密法令是為了防止諜報活動。

但是政府於 1986 年修訂官方機密法令，具有擴大官方機密定義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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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經由國會批准（莊迪澎，2004a:68）。而且 1986 年官方機密法令通過後，觸犯法

令者所受的刑罰也加重。根據法令，任何一份文件只要受標示為官方機密文件，媒體

就不能刊登。只要證明媒體報導的某段文字來自官方機密文件，對違例者的懲罰包括

一年到七年的強制性監禁，使新聞自由的尺度又再大打折扣，並有效地限制媒體的報

導範圍，讓媒體不敢造次（星洲日報，2008:122；葉觀仕，1996）。這造成媒體無法從

事揭露性或調查式的新聞。 
   

叁、煽動法令 

 
1971 年，政府在發生「五一三事件」後，修正 1948 年煽動法令，以防止人民公開

討論或質疑在各種族憲法下所保障的權利、地位、特權或統治權，包括公民權、國

語、其他非官方用語、馬來人的特權、統治者的尊嚴等以及一些土著所享有的特殊地

位和特權。在煽動法令下，報章如果刊登具煽動性新聞，可被法庭下令停刊不超過一

年，同時內政部也會無限期收回出版准證。簡言之，只要內政部認為任何出版物違反

法律，引起社會混亂，挑起種族敏感課題，破壞種族與宗教和諧，內政部長就有權勒

令報章停刊，法庭有權命令報社負責人和總編輯停止工作（崔貴強，2002:83；葉觀

仕，1996）。此外，官方經常以「五一三事件」的慘痛經歷告誡媒體謹慎處理種族課

題，切勿破壞種族融洽的相處情況，以免歷史重演。莊迪澎（2004a:38）指出，煽動法

令就是政府以維持族群和諧之名而立法和執法的法令。 
 

肆、馬新社法令 

 
馬來西亞的新聞通訊事業，起源於 1967 年「馬來西亞國家新聞通訊社」（簡稱馬

新社，Bernama，Berita National Malaysia）。馬新社是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協助成立的（葉觀仕，1996）。初期，馬新社是屬於半官方新聞機構，

理事會中有半數是來自官方的代表，另一半是由編輯部選出，雙方有發言權，因此具

有獨立性。但從 1984 年起，馬新社被授權接收來自外國的新聞，並有權將外國通訊社

的新聞，發布給訂購新聞的國內媒體，這即表示所有直接傳給馬來西亞訂戶的外國通

訊社的新聞，必須經過馬新社傳送給訂戶（葉觀仕，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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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馬來西亞報業環境小結 

 
馬來西亞的五大「國家原則」像是為媒體畫出一條不能逾越的界限。就如印尼的

Pancasila，馬來西亞的 Rukunegara，即「國家原則」，是各族人民必須遵守的國家哲

學，而媒體必須遵守國家原則，並協助推廣至民間（Heuvel & Dennis, 1993；Idid, 
1989；Parker, 1982）。Heuvel & Dennis（1993: 150）指出，「國家原則 」號召馬來西

亞人民容忍文化差異，對蘇丹忠誠以及致力於國家和諧。只要媒體刊登的內容會導致

人民分裂，引起種族仇恨，破壞政府的權威，挑戰蘇丹的地位，都將被視為煽動性言

論而被控告。 
因此，馬來西亞的媒體順從政府的政策，政府足以影響媒體並使媒體在一些敏感

課題，如種族、宗教等，進行自我審查，有效抑制媒體進行深入的調查和批評

（Heuvel & Dennis, 1993；Parker, 1982）。此外，Parker（1982: 621）也引述 1978 年

當時教育部長的談話，即強調馬來西亞的媒體是在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以及提倡國

民團結的國家裡，必須自律和自我約束。 
這主要是因為馬來西亞在上世紀 60 年代曾經發生嚴重的種族流血衝突，使政府對

於媒體在報導敏感課題方面格外謹慎，甚至加以約束，以防媒體的煽動性報導破壞社

會的安定。Quick（2003）指出，馬來西亞政府至今仍持續審查媒體，是對媒體採取獨

裁主義和鎮壓的國家之一，大多數國民接收的資訊已被政府過濾，而執政黨通過屬下

的投資公司控制所有主流的各語文報章和報業集團，政府和媒體之間在政治和經濟方

面有著千絲萬縷的關係。此外，政府通過內安法令、煽動法令、官方機密法令等法

令，以及對報業集團的全權控制，強行開除對政府提出批評的新聞從業員，這都使新

聞從業員噤若寒蟬。簡言之，在政府強調媒體必須遵守「國家原則」，維持種族關係

和諧，社會安定的前提下，媒體被政府以各種手法管制和約束，包括各種法令和對報

業集團的控制。 
另一方面，馬來西亞奉行「發展新聞學」（developmental journalism）的原則，即

媒體有責任將政府的發展遠景和價值觀傳達給公眾，以促進國民團結，同時利用媒體

來動員人民（Heuvel & Dennis, 1993: 150）。這和前首相馬哈迪強調的媒體必須擔負社

會責任的觀點一樣（Mahathir, 1989: 115）。由於政府強調「發展新聞學」的觀點，

Heuvel & Dennis（1993: 152）指出，馬來西亞媒體普遍上都負責任，同時也發揮將政

府訊息傳達給公眾的功能。此外，Parker（1982: 614-615）提到，在 1969 年之後，媒

體是重塑社會和建立國家意識的重要工具，媒體必須與政府合作，提倡政府政策，協

助國家的發展。 
在新聞自由方面，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馬來西亞新聞自由的程度和政治氣候相

關聯（Heuvel & Dennis, 1993: 151）。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08 年

對馬來西亞的評級，馬來西亞的自由程度被評為「部分自由」；而在 2007 年新聞自由

的評級中，馬來西亞被評為新聞不自由的國家。「自由之家」觀察，馬來西亞新聞不

自由的情況源自各種約束言論自由的法令，以及政府對異議分子和敢於批判的媒體採

取的各種壓制手法，例如巨額訴訟、開除、勒令關閉、媒體禁令、在內安法令下可未

經審訊逮捕任何訊息處理不當的相關人士，這有效地制止媒體進行調查性報導，並基

於政府對種族敏感課題的管制，使媒體嚴格執行自我審查。針對政府對報業集團的控

制，「自由之家」曾對此描述，廣電媒體和報章都被和執政黨關係密切的個人和公司

所擁有（Safar, Sarji & Gunaratne, 2000: 328）。此外，根據「無疆界記者」（Re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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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borders）在 2007 年針對全世界言論自由所作的調查，馬來西亞在 169 個國家

中，排在第 124 位，和 2006 年排名 92 位相比，言論自由度明顯下跌，屬於言論不自

由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