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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論述與公共關係─ 

從語藝的觀點出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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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本文自重新檢視「公共關係」一詞之概念與意涵出發，企圖從較具人

文色彩的語藝傳播之論點與取向中，來探究如何將企業論述與公共關係之

理論作一扣連；並結合組織傳播學中對組織環境、結構、文化、權力運作

等面向的探討，進一步闡述企業內、外部傳播與公關之深層意涵。期盼在

此論述過程中，經由對(1)企業論述的本質、功用、與研究方法之介紹；(2)

語藝傳播之源起、與 Burke 理論之闡述；以及(3)組織傳播學研究的相關重

要議題、與不同研究典範取徑的說明，能對本土公關學研究提供一些不同

的觀點與理論，使得學者們能考慮從一更深入全觀的過程與更多元化的理

論與研究角度來探討公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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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組織或大型企業在公共場域

（public arena）中不斷的擴張、定位、與建構他們的角色及影響力。透過強有力的

組織傳播與企業論述，再搭配上企業本身對國家財務、金融、與政治的影響力，我

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政策、社會規範、乃至一般的輿論與風氣等，會受到一些

大型企業或組織的立場和主張所左右。 

當然，組織或大型企業宣傳其主張與理念、並影響政策和輿論的最有效利器，

即是透過「公共關係」達成的。這裡面自然包括了組織傳播中對內部與對外部的溝

通，尤其是組織對外部環境、以及不同面向公眾（publics）（如客戶、媒體、社

區、政府、產業社群、一般大眾等）的傳播方法與策略，更是關注的焦點。 

此一發源於美國的公共關係學理論與實務研究，在歷經了一個世紀的演進發展

後，對於實務層面有著深遠的貢獻，甚至能在理念與風氣的開創之外，衍生出一個

專門的公關行業，而且此一產業的興起不僅是全球性的，其重要性亦將繼續延伸至

下一個世紀。 

雖然如此，此一領域在理論的建構上卻顯得著力不多，使得一方面容易在實務

的操作上流於「技術」（張在山，1994）的層次；另方面則缺乏一套整體的理論知

識與架構（theoretical knowledge & framework）去幫助研究與分析（L. Gruning, 

1996），以致不能更深刻的闡釋現象並解決實務上的問題。 

在歷經二十世紀不斷的對所謂「公共關係」一詞進行再定義、闡釋、與操作的

過程中，多數學者的共識是，此領域雖為一探究「真實世界」（real world）的實務

（applied）走向，然無論是學術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其所需要的卻是整合性的知

識體系（integrated body of knowledge）（L. Gruning, 1996），而非單一的學說

（theory）、取向（approach）、或是完全技術層次（skills）的教導所能囊括的。這

也正是為什麼長久以來，不斷的有傳播學者提議（如 Cheney & Vibbert, 1987; L. 

Gruning, 1996; Heath, 1980, 1993; Knapp, 1970; Krippendorff & Eleey, 1986），應從

一更深入全觀的過程、以及更多元化的理論與研究角度來探究公共關係。 

承上所述，本文即企圖從有別於傳統研究此一領域的實證論點（即大眾傳播或

管理學）出發，(1)重新檢視「公共關係」一詞的概念、意涵、與本質；(2)再進一步

就語藝傳播的論點與取向（the rhetorical approach）來探究企業論述（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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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 與 公 共 關 係 之 理 論 扣 連 ； (3)最 後 並 結 合 組 織 傳 播 （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中對組織環境、結構、文化、權力運作等面向的探討，進一步闡述

企業內、外部傳播與公關之深層意涵。 

期盼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能透過上述的討論，對本土公關學研究的學者

與實務工作者，提供一些不同的觀念與論點。 

貳、對於「公共關係」一詞的再檢視 

在任何一本有關於公共關係的教科書或是實務取向的書中，都會給予何謂「公

共關係」一個明確的定義。本文所要探討的不是這些林林總總的定義本身，而是這

些定義背後對於甚麼是公關的概念、衍生的意涵、以及其本質的差異；並藉由這樣

的分析整理，探討此一學門（或是領域）與其他傳播學門之關係。為達此目標，對

於公關一詞的歷史發展與所代表之意義，亦有一回顧的必要。 

一、概念的演進 

早在十九世紀晚期即有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一詞的出現（Cheney & 

Vibbert, 1987）。事實上，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與大型產業的發展，十九世紀晚期

的美國企業界即意識到必須對一些不利於企業的輿論（public opinions）有所制衡。

因此，公關一詞早期的意涵，主要強調的是對於不利於企業或組織的負面輿論，進

行公開的反應與防衛（the public defense of actions）（Cutlip & Center, 1982）而

已。換言之，其時所強調的只是一種訴諸於公眾（publicity）的活動（activity）而

已。 

到了二十世紀初，企業對於公關的認知不再限於消極的防衛，而能正視其為組

織獲得社會認同與民意支持的重要一環。於是漸漸有了專門的公關人員為產業界服

務，而如 AT&T、DuPont、United States Steel 與 Standard Oil 等大公司也紛紛聘雇

專業人士或是設立公關部門（Tedlow, 1979）。此時的公關一詞，意味著由訴諸於

公眾的活動進升到企業宣傳（propaganda）的層次，此一概念的演進，也使得學者

與管理者對於企業結構以及組織溝通的研究，產生了一些新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中，兩位對於公關領域甚有貢獻的人士 Ivy Lee 與

Edward Bernays，對此概念的闡釋卻有差異。Lee 認為所謂的公關即是一種公開的宣

導（public relations was publicity）活動（見 Cheney & Vibbert, 1987）；公關人員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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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近似於組織與公眾間的「傳譯者」（interpreter），能適切的將兩造間的訊

息與意見修飾與傳遞。而對於開啟當代公關學研究的 Bernays 而言，公關不單只是

一 種 活 動 （ activity ） 或 藝 術 （ art ） ， 它 更 是 一 項 科 學 （ science ） （ Hiebert, 

1966），公關人員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單純的「傳譯者」，更應是具備了社會科學

訓練的「諮詢者」（或顧問 counselor）（Bernays, 1923）。雖然 Lee 與 Bernays 對

於公關一詞的定義與意涵有差距，但嚴格說來，其二人對與公關本質（substance）

的認知，似乎仍是在於說服（persuasion）的面向。 

由 Bernays 的 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一書開始，公關一詞之定義與意涵漸

被接受與制式化（Cheney & Vibbert, 1987），此一行業（business）也漸漸被視為一

種專業（profession）。然在歷經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與越戰洗禮的政治動盪，以

及六零年代經濟的不穩定，許多大型企業或組織不只運用公關進行宣傳、影響輿

論、達成行銷理念或產品之目的，更進一步成為遊說（lobbying）的形式，以影響

政策制定與民意走向。至此，「公關」一詞呈現出一種極為有趣卻又弔詭的意涵。

一向強調公眾性（publicity）、與大量使用大眾傳播媒體的公關活動，漸漸轉入另

一個強調私密（private）與盡量少被媒體曝光的範疇。 

事實上，當「遊說」亦成為公關活動中的重要一環時，「公關」一詞不僅在定

義上有了更豐富的意涵，其本質（substance）亦有了極大的轉變。一方面，除了早

期只針對一般大眾外，政府、消費者、持股者、甚至某些特殊的團體都成為公關活

動企圖影響與說服的目標；另一方面，亦由早期單純的宣傳（propaganda）功能擴

大到企業體全面的倡導（corporate advocacy）（Heath, 1980），於是完整的公關活

動包括了如企業形象（image）、企業識別（identity）、企業主張（issues）、企業

價值觀（values）等等的傾銷。換言之，組織與企業不再坐等外界來宰制其議題或

任由環境來影響其立場（Cheney & Vibbert, 1987），相反的，透過企業的論述與語

言符號的使用，以及整體組織傳播策略的規劃和運用，組織與企業甚至能「掌控」

（control）其所處之環境。於是，經由上述這些複雜且費時的活動，公關亦成為一

種建構真實（constructing reality）與形塑環境（shaping environment）的過程。 

二、本質的轉變 

若根據上述的意涵與本質來看，現代公關早已由原本單純的「宣傳」進入到複

雜的「管理」，此即為何 J. Grunig（1992）與 L. Grunig（1996）等學者認為公關的

重點即在於「管理性的傳播」（managed communication）。而當此概念逐漸演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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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複雜的層次時，無論在學術研究或是實務操作上，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和理論

面 向 也 就 益 發 擴 大 ， 這 也 即 是 為 什 麼 除 了 公 關 之 外 ， 亦 有 學 者 以 傳 播 管 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甚至組織傳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來

稱呼此一概念（見 L. Grunig, 1996）。 

雖然「傳播管理」與「組織傳播」兩領域各有其定義、範疇與主要理論群，本

文在此也並不擬討論各領域歸屬的問題，但從上述所討論的「公共關係」一詞之定

義與概念的演進過程來看，學者們確實可從更多元的論點來進行相關的研究。換言

之，一向以大眾傳播理論背景為主流的公關學者們，除了融合實證取向的相關管理

學說外，亦可從語藝論點（rhetorical perspective）來研究企業論述所使用的語言、

符號、以及其象徵意義（symbolic meaning）；或是自組織傳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的理論中，由實證、闡釋、或批判的論點（approaches）來耙梳與

探究企業建構真實與形塑環境的過程，以期能更深入的解釋現象與建構理論。 

事實上，由語藝論點來進行公關研究並非新說，一些語藝或公關的學者早已倡

議（如 Cheney & Vibbert, 1987; Elwood, 1995; Heath, 1980, 1992; Knapp, 1970; Toth 

& Heath, 1992 等）；而長久以來組織傳播的學者也一直視公關為其研究領域的一部

份，除了從融合了管理學與組織學的理論進行實務面向探討外，許多組織傳播學者

更兼融了語藝論點的傳統，從組織文化、傳播結構、內外部環境、與傳播策略等更

大的面向來探討企業形象（image）、企業識別（identity）、企業主張（issues）、

以及企業價值觀（values）等議題，此即一些學者所提出之企業語藝（business 

rhetoric, Knapp, 1970）、管理語藝（Administrative rhetoric, Burke, 1969）、企業倡

導（corporate advocacy, Heath, 1980）、或所謂的企業論述（corporate discourse）等

概念的緣由。 

上 述 之 名 詞 雖 有 差 異 ， 但 其 立 論 的 主 要 重 點 都 在 於 語 藝 理 論 中 的 說 服

（persuasion）與認同（identification）兩概念。下面，將就語藝傳播中對此二概念

之理論進行討論，並將企業論述（corporate discourse）與公共關係之意涵做一扣

連。 

參、企業論述與公共關係 

對於上述那些提倡企業論述之重要性的學者而言，他們的基本主張在於企業論

述本身即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說服，其象徵意涵以及意識型態的形塑與傳達，有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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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於發表的形式或使用的工具。換言之，當許多公關實務者強調於如何使用媒體、

舉辦公關活動、或危機處理的步驟等技巧面，以及執著於研究「如何說」的行銷藝

術時；語藝傳播的學者則提醒，語言符號本身的形塑力與創造性是不容忽視的，

「如何說」的技巧固然重要，回到傳播本質的「說甚麼」恐怕是更不容忽視的。 

而當回歸到傳播本質「說甚麼」的訊息產製、內容與過程時，公關活動便不僅

僅止於為企業「包裝」、「化妝」或是「行銷」的功能，它必須負起界定出企業整

體輪廓的作用（Cheney & Vibbert, 1987）。所謂界定出企業的整體輪廓，(1)一方面

必須明確的劃出企業體與公眾或環境的範圍界限，以確立目標並進行企業體與公眾

或環境的對話；(2)另一方面，則必須全面且確切的說出企業體的精神（essence）。 

前者，牽涉到企業主體性（identity）與個別性（individuality）的建立，使得企

業猶如個人一般，不單有其不同於社會的自主範圍（boundary），更有其自主的性

格、信念、與價值觀。於是，公關活動的本質是一種企業個體與外在環境的「越

界」（boundary spanning）活動（Adams, 1976），除了訊息的傳達外、同時也交換

意見、信念、與價值觀等。而後者，如果要能全面且確切的說出企業體的精神，公

關活動勢必不僅止於外在的越界活動，或是一種表面的包裝，其重心在於點出企業

本身究竟「是甚麼」。於是，公關涉入的面向，必須確實的與企業組織的運作、管

理、與傳播結合；其活動內容則勢必與企業組織的文化、結構、與權力運作密切配

合，而成為企業組織整體傳播策略的管理。 

以上論點陳述出的一個事實是，透過整體傳播策略的管理與適當的使用企業的

公開論述（corporate public discourse），企業組織即可掌控與形塑其內部成員與外

部 環 境 對 其 價 值 觀 （ value ） 、 議 題 （ issue ） 、 形 象 （ image ） 、 以 及 主 體 性

（identity）的認知與認同（Cheney & Vibbert, 1987）。為了更進一步說明此現象，

以下將就企業論述與 Kenneth Burke 的語藝理論兩大面向作一分析。 

一、企業論述 

長久以來，無論是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或是傳播學等學域

中，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都有它的一席之地（Brown & Yule, 1983; 

Fairclough, 1995; Gumperz, 1982; Potter & Wetherell, 1987; Schiffrin, 1987; Silverman, 
1993; van Dijk, 1997 ） 。 而 為 了 更 深 入 的 瞭 解 現 代 的 企 業 組 織 ， 組 織 論 述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成為一新的研究重點與思考方向（Grant, Keenoy, & 

Oswick, 1998），此一新的研究方向雖然在研究論點與研究方法上呈現出多重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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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與聲音，但多數學者都同意透過對語言、語言的使用、以及使用語言的組織本身

等方面的探究，的確能夠擴大與加深我們對企業組織運作的理解。 

雖然「論述」一詞的定義如 van Dijk（1997）所評的有些兒模糊（fuzzy），但

原 則 上 可 分 為 兩 個 層 次 。 非 常 狹 隘 的 來 說 ， 論 述 即 是 口 語 的 對 話 （ spoken 

dialogue）（Sinclair & Coulthard, 1975）。當然，後來學者亦將書寫形式的文本

（written text）包括進去（Gilbert & Mulkay, 1984; Potter & Wetherell, 1987），更有

學者主張文本的形式應可包括如音樂、藝術、建築等文化物項或媒體內容等（如

Hodge & Kress, 1988; Kress & van Leeuwen, 1990）。 

與此同時，另有一批學者試圖從更為寬廣的層次上去定義「論述」，即除了視

其為語言符號的互動機制外，論述更可是一種思考的形式（a mode of thinking）

（如 van Dijk, 1997 等）。換言之，我們的信念、態度、與行為是受到我們主動參

與或是周遭環境的言詞互動所影響的（Berger & Luckmann, 1967; Searle, 1995），論

述因而成為社會互動以建構真實的核心。 

植基於此，更有學者從批判論點來探究權力與論述的關係，如 Foucault（1972, 

1980）的權力/知識、Gramsci（1971）的意識型態與霸權、以及 Habermas（1984, 

1987）的傳播行為（communicative action）等。換言之，論述的本質並不僅僅是敘

述了甚麼（describe things），它本身即可能主動的成就一些事（do things），因而

不管論述的形式為何，它永遠具有社會與政治性的意涵（Potter & Wetherell, 

1987）。 

也正因為如此，論述的分析必須放在其所產生的社會情境中（social context）

（Fairclough, 1995; van Dijk, 1997），由單純的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進入到

跨 文 本 的 分 析 （ intertextual analysis ） （ Bakhtin, 1986; Fairclough, 1992, 1995; 

Thibault, 1991），以期經由文本與情境的連結，進一步去探究「語言是如何、因

何、被誰、於何情境中所使用」的（van Dijk, 1997）。 

承襲上述論點，許多組織傳播的學者亦認為論述不單單是組織成員所說的內

容，更是一種組織成員建構共同的社會真實與認知框架的機制（Mumby & Clair, 

1997）。於是論述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s）與過程（processes），成為組織行

為的主軸與管理的重心所在（Oswick, et. al, 1997）。 

而更深入的來看，企業論述的本身其實就是意義的建構，對組織成員而言，透

過社會互動與集體的論述，成員能夠理解與認知自己是誰（who they are）、企業是

何（what the organization is）、以及他們與外界環境的分野在哪（where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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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boundary）。這樣的理解與認知常常也可反應在員工對企業文化

（culture）與願景（vision）的認同上。 

就組織的層面而言，透過公開的企業論述以及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企業體一方

面得以闡述其信念、價值、與立場，並與其它企業有所區隔，使得特定的對象或社

會大眾得以知道企業為何，從而對其產生正面的印象，信賴並認同其理念、產品、

或服務外；另一方面，跨組織的合作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也可以

藉由企業彼此間的論述與對話，達成共識並付諸行動（Hardy, Lawrence, & Phillips, 

1998 ） 。 而 無 論 從 企 業 成 員 或 企 業 體 的 面 向 探 討 企 業 論 述 ， 顯 然 「 認 同 」

（identification）都是核心概念，以下將就 Kenneth Burke 的認同理論作一闡述。 

二、Burke 的語藝理論 

生於 1897 年的 Burke，其語藝理論中的「認同」（rhetoric of identification）概

念，長久以來成為當代語藝理論與語藝批判的中心點（Golden, Berquist, Coleman, 

1978）。雖然學者們對其認同理論的闡釋、應用與側重點有所分歧，如在語藝論點

中以聽眾為中心（audience-centered conception of rhetoric）的學說、米德學派

（Meadian）中對「主我」（I）與「客我」（me）概念的運用、無意識的本質（the 

nature of unconscious）、個體共享的實質（shared substance of individuals）、以及聯

結構成的現象層面（phenomenological aspects of coalition formation）等（Cheney, 

1983），但 Burke 視「認同」為人類社會性重要功能（the function of sociality）

（1973）的諸多論述，確是被哲學、語藝、文學、語言學、以及社會學等學界所接

受的。 

對 Burke 而言，唯有當兩個個體因著本質的共享（consubstantiality）而產生彼

此的「認同」時，其語言符號使用的過程與功能，才能達到「說服」。在其 A 

Rhetoric of Motives（1969）一書中，雖然主張「說服」、「認同」（指本質的共享

而言）與「傳播」（指語藝為陳述的本質而言）的意義是不應分割的，但「認同」

的意涵卻是超越了傳統語藝傳播所強調的說服，而成為建構人類社群意識與世界觀

的 主 軸 。 因 此 ， 「 認 同 」 的 出 現 ， 是 在 一 個 層 面 上 產 生 了 所 謂 的 「 區 分 」

（division）的一種意識，所以任何個人（human agent）都能有其獨特的性格、生活

形態（livelihood）、與自主性的活動機制（autonomous activities）；但另一方面，

也正因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差異與區隔，透過語言與符號的互動，分隔的個體間尋

求共享的本質，而產生了認同甚至於互相隸屬的（belonging）一種感覺，從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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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 

上述的概念亦被許多組織傳播與管理的學者所引用，尤其是植基於語藝傳統的

組織傳播，更是透過 Burke 的理論將組織與傳播做深入的聯結，一方面說服性的溝

通是組織對內部成員管理、與對外部環境行銷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 Burke 的

「新」語藝理論（new rhetoric），更為現代企業組織所強調的認同、承諾、文化、

與形象等課題，提供了實踐與檢視的方法。 

事實上，Burke 認為在人類社會中認同的產生勢必有著聚合（congregation）與

分隔（segregation）的現象，伴隨而來的則是階層（hierarchy）與神密（mystery）

兩種結果。階層的概念不僅反映在如上司下屬關係、或社會階層的意識中；也反映

在個體與團體的層級上。換言之，每一個體不僅自身與他人有所區隔，當其溶入一

認同的企業組織中時，此一群體也因而產生與有別於其它團體的個別性（corporate 

identity）。而當個別的「自我」（I）轉變成一個「企業的我們」（corporate we）

時，企業認同成為一種共同的「標籤」或「名字」，成員因著對組織信念、價值

觀、與文化的認同而隱身成為「企業人」，並習慣於以組織標籤來定義其社會階

層。例如在作者歷年來的研究中（1994, 1997a, 1997b, 1998），常有組織成員以

「我們華航」、「東元人」、「中華電信的一份子」來稱謂自己；並認為在這些大

企業中工作是「較優秀」、「觀念較新」、或「比較不錯」、「說出去有面子」

的；而如在公共電視的某些員工會認為自己較能秉持「媒體責任」、較不具「商業

化」等等。這些企業特質的產生與共享，有一部份是非理念且無法解釋的，就如神

密的熱情般，員工願意對企業做出承諾、忠心耿耿、或是完全的服從。 

上述所謂的認同，雖然是因個體間自主性的互動而產生，但在組織的情境中，

企業體卻可以根據不同的傳播策略與傳播結構「幫助」成員對組織產生認同

（Cheney, 1983）。這也即是為何在多數的企業組織中，會運用正式（如員工訓

練、教育課程、典禮儀式與大型活動等）以及非正式（如老人帶新人、師傅帶徒

弟、非正式場合的談話、故事與笑話的運用等）的方式去社會化其員工，使員工對

其價值觀與理念認同，並進一步融入其文化中。在此過程中，成員所「看到」的自

己是經由組織整體的「鏡子」所反映出的一社會性的群我（collectivity），於是個

體與群體的利益與認知逐漸幅合。此現象的產生則不僅牽涉到企業論述的訊息本

身，也涉及傳播策略與方法的使用。 

從語藝的論點出發，Burke（1972）提出了三種認同產生的策略（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第一種是最基本的方法（common ground technique），運用最顯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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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方式與訊息，將企業體與組織成員做一聯結，使成員認知到企業與其個人有同

樣的理念、價值觀，並為利益結合的「生命共同體」；第二種方式則是經由對比的

方式（identification through antithesis）達成，即透過語言符號的使用，形塑出共同

的「敵人」或「競爭對手」，使得組織內部成員（insiders）產生敵愾同仇的凝聚力

來共同抵抗外人（outsiders）；第三種方式為我群概念（transcendent we）的運用，

即透過論述中「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性，使得組織內部成員不僅在認知中與外

人產生分隔與區別，更會因我群概念的產生而於無形中生出一些共享的信念與價值

觀，這種植基於深層意識中連結（association）與區隔（disassociation）的象徵性意

涵，將更為牢固。 

事實上 Burke 的語藝理論主要在強調針對特定聽眾（audience）時，言說者如

何去說服並獲得認同，對組織而言，所謂的聽眾，可以是內部成員，也可以是外部

環境中任一面向的特定公眾，而這也正是公關領域中所強調的主要範疇。因此，公

關學者們若能在實證傳統的大眾傳播方向外，亦將論述與語藝兩個取向納入，則不

僅在理論的層面上更豐富了公關領域的內涵；在研究取徑與方法上也提供了更多

元、寬廣的的選擇。 

三、研究取向的多元化 

公 關 學 者 J. Gruning 於 1992 年 的 Excell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一書中不僅對何謂公關有一完整的說明，對於理論的建

構和研究的方法亦有所闡述。而從歷年來公關學者的實證研究看來，為了更深入的

解釋現象與解決問題，雖然在研究方法上兼容了量化與質化的取向（如 Gruning, 

1984; Schneider, 1985 等），但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仍多以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

方式進行個案（或跨個案）的分析（L. Gruning, 1996）。 

而從論述分析與語藝研究（或語藝批判）來看，則可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與分析

方法。在論述分析方面，其資料收集與分析法不僅可以從隱喻（metaphor）、敘事

（narrative）、典禮儀式（ritual & rite）、會話（conversation）、戲劇（drama）等

形式的文本著手；也可以從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情緒（emotion）與認知

（sense-making）等過程與內容深入探究。在語藝分析方面，除了傳統的語藝研究

外，亦可以從戲劇（dramatistic）、敘事（narrative）、幻想主題（fantasy theme）

等的方向（approaches）來進行分析與批判。 

綜觀上述包括了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從語句與內容（lexical and 



企業論述與公共關係─從語藝的觀點出發 

‧37‧
‧

content analyses ） 、 組 織 中 的 對 話 機 制 （ institutional dialogue） 、 隱 喻 的 分 析

（metaphorical analysis）、和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等四個分析的面向對

企業論述進行探究（Grant, Keenoy, & Oswick, 1998）。當然，更有一些學者深受

Derrida、Baudrillard、Foucault、Lyotard、和 Lacan 等人的影響，對企業論述進行後

現代性的解構與批判，以回答更基本的問題如「組織」的本質為何（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bout “organization” per se）（如 Burrell, 1997; Cooper & 

Berrell, 1988, Hassard, 1994），並深入剖析企業組織中存在著的衝突、對立、矛

盾、與複雜性等。 

事實上，無論何種方法，其精義都在探究和扣連語言、行動、與意義三個概

念，也就是尋求企業所說（talk）、所做（action）、以及其表面、隱含、與象徵意

義（meanings）三者間關係的模式。Marshak（1998）曾將我們日常所說分為三個層

次：第一層是所謂的工具性的說話（tool-talk），是為達成某些目的而進行的一種平

鋪直述的談話，這些話語通常只具有外顯性的意圖；第二層次則為框架性的說話

（frame-talk），這類話語提供了理解的架構與情境（interpretive framework and 

context），並提供了隱含與象徵的意義；第三層則是神密性的對話（mythopoetic- 

talk），這類話語傳遞出意識形態（ideology）與認知形象（images），使得其功能

不只是提供理解的架構與情境，更扮演了形塑現實的角色，同時由於具有隱喻與神

秘的色彩，使得其產生與使用的過程亦可能是在我們所不自知的潛意識中。（見圖

一） 

 

神密性的對話 

框架性的說話 

工具性的說話 

 

 

 

圖一：三種話語的形式（引自 Marsha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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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arshak（1998），這三種說話雖有隸屬於的層級性，但其多重意義的產

製卻是因著三者間彼此的互動而衍生的一種意義的循環（a cycle of meaning），這

種意義的循環也使得語說（talk）和行動（action）二者間呈現一種不可分割性，即

行動是存在於語說中的。換言之，若非經由更高層次的框架性和神密性的說話來提

供解釋的參考架構、情境與意識形態，則行動本身是沒有太多意義的。 

對這三種形式說話的理解，亦能有助於我們在解讀企業論述和建構企業形象

上。換言之，一個好的企業論述，為了能更有效的化解危機、建立共識、產生認

同、或是塑造形象，其內容必須是在敘述行動外，能更有效的在框架性和神密性的

說話層面上有所發揮。這也正提醒了公關實務者在致力於宣傳與形象建造的種種活

動、或強調媒體效果時，企業「說甚麼」與「說」的本身，恐怕是更重要的。 

若再進一步由語言論述的層面進入到語藝的範疇，則企業的「說甚麼」與「如

何說」之功能將更加擴大，即除了先前 Burke 所說之認同功能外，對於企業外部之

不同面向的公眾，將可進行說服。此一語藝性的論述（rhetorical discourse）事實上

可追溯到 Aristotle 對於說服的形式、方法、與功能的理念（見 Bizzell, & Herzberg, 

1990; Elwood, 1995；林靜伶，2000）。 

Aristotle 基本上對於語藝（rhetoric）的認知是非常功能取向的，語藝對他而言

不僅是表面上的說服方法與行為而已，更是人們尋求恆切真理（transcendent truth，

或是 Plato 所言的知識 knowledge）的方法。而無論何種目的，都可經由兩種類型的

論證（proofs）達成，一種是主要由言說者所建構的論證（Aristotle 稱為 artistic 

proofs），經由邏輯論述（如演繹、歸納或因果分析法）、聽眾心理的掌握、訴求

的內容安排、與傳達的方式等，並配合另一種著可能存的具體證據與見證等論證

（Aristotle 稱為 inartistic proofs），言說者是可以強而有力的塑造一種有力的論述情

境（rhetorical situation）以進行辯論（argumentation）和說服的。 

事實上，Aristotle 的理論主要源起於他對人類本性的認知，對於人性，他的基

本假設是「人類永遠在尋求對自身有利之事，而每個人對他自身利益的認知卻又是

大不相同的」（Bizzell, & Herzberg, 1990, p.3），這也正是一些新譯本將其著作重新

翻譯與詮釋時，除了指出一般人所熟知的 Aristotle 將語藝視為一種說服的工具（或

方法）外，更指出了「Aristotle 認為語藝是政治行為的一個面向」（Aristotle thinks 

of rhetoric as an aspect of politics）（見 Elwood, 1995），因為自古典希臘民主政治的

發源時代起，語藝即具有形塑民意（public opinions）的重大功能。 

若把「情境」與「民意」兩個公共關係活動進行說服時的重要因素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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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發現無論在議題設定、議題管理、或是危機處理與管理等公共關係研究的重要

面向上，語藝傳播與公共關係二者間的聯結是不可分的。而透過前面對於論述研究

的分析與說明，我們則可以更進一步的指陳出，「企業論述」實際上就是這兩者關

係的具體展現。換言之，任何企業論述的本身即是語藝傳播與公共關係二者間聯結

的過程與其最終的產物（corporate discourse itself is the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f the 

linkage between rhetoric and public relations）。 

肆、組織傳播學研究與公共關係學研究 

另一方面，在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一書中，Cheney 與

Vibbert（1987）曾將企業論述歸納出三個主要的傳播功能：首先，是語藝的功能

（the rhetorical function），視企業論述為類似 campaign 的作用，經由語藝說服的過

程，去影響企業組織內部與外部的公眾。這種植基於 Aristotle 語藝理論的企業說服

活動，主要在於透過語言符號的象徵性連結（symbolic linkages），去影響組織內部

與外部公眾的意見、並建立或影響其價值觀，以調整組織、公眾、與環境三者間的

關係。 

其次是識別建立的功能（identity-management function），企業在針對不同的聽

眾以進行論述的過程，事實上也是一個主體性建立與管理的過程。換句話說，在進

行宣導、說服的過程中，企業也必須不斷的闡釋其組織究竟是甚麼、以及與其他企

業體有何不同。企業體獨特性的管理與建立一方面能與別家企業有所區隔，以利於

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則經由這種集體的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可以以

一 種 整 合 性 的 論 述 公 開 對 與 企 業 環 境 相 關 的 議 題 進 行 發 聲 與 管 理 （ issues 

management）。 

Cheney 與 Vibbert 所說的第三種功能則為政治性的功能（political function），

企業的議題管理不僅牽涉到訊息交換與流通的層面，這種針對某一議題進行對話與

影響的過程，是有著深層的政治意涵。尤有甚者，當一些企業具體針對政治議題或

政策發表言論時，如在這次總統大選期間許多企業公開表態支持某位候選人和他的

理念，則其影響、意義、與實質是非常政治性的。 

上述三種功能的發揮，基本上都涉及組織傳播學研究中所強調的組織環境、結

構、文化、與權力運作等面向。在有關於組織環境的研究中，主要分為資源依賴理

論 （ resource-dependency perspective ） 與 資 訊 流 通 （ information-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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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兩大論點（Aldrich & Mindlin, 1978），前者認為外部環境中存在著組

織賴以為生或是達成目標的種種資源，資源的豐富與否以及組織能否取得資源影響

了企業組織的存活與成長。資訊的論點則強調透過組織與環境間的溝通與訊息交

換，實為影響其結構與管理過程之主要原因。然無論從那個論點出發，企業和外部

環境的互動與溝通都是最重要的，唯有透過對外部環境的監督（surveilling）、檢視

（monitoring）、與掃瞄（scanning），組織才能掌握環境的變動、資源的流通、以

及訊息的流向與流量，而此正是企業訂定決策和策略所依賴的。 

對企業中的公關部門或人員而言，在此過程中正是扮演組織越界人（boundary 

spanner）的角色，一方面可以具體執行起訊息的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ing）；

另一方面則可以將企業與環境間做一象徵意涵的連結（symbolic connections）

（Cheney & Vibbert, 1987）。J. Gruning（1984）則進一步認為由於公關專業的互

動、複雜、和創造等特性，使得其本質已不再只是組織的越界行為（boundary 

spanning）而已，更是疆界創制和控制（boundary controlling）的過程。 

組織中的傳播的結構（communication structure）亦包括了通路的論點（channel 

perspective）與網絡的論點（perceived network perspective）（Daniels, Spiker, & 

Papa, 1997）。前者指正式如上行、下行、與平行的組織傳播結構以及如謠言、小

道消息等非正式結構；而後者則以網絡的概念來看組織中的成員是如何溝通與互動

的。透過傳播結構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瞭解企業組織內部的訊息內容、流向、與

人際網路和社會關係；更可以對如何運用內部傳播結構以建立集體意識、凝聚向心

力、與傳遞組織理念和價值觀等實務面向的議題，進行深入的探究。因此，若能由

上述論點來檢視內部公關策略的執行與評估，則不僅能有一更全面的視野，同時亦

能將內部公關與外部公關做一整合，以建立起內外一致的認知與共識。 

組織傳播領域中另一研究重點為企業文化，而學者則分別從傳統論點（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闡釋論點（the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與批判論點（the 

critical perspective）（Putnam, 1982; Tompkins & Redding, 1988）三大取向進行研

究。對持傳統實證論點的學者而言，文化是組織中所具有的物件（something that 

organization has），文化的建立主要在於達成管理掌控（managerial control）之目

的，因此所謂的溝通其實也就是經由各種溝通技巧去布達命令與獲得員工的服從

（Daniels, et. al; 1997）。 

對 文 化 闡 釋 學 派 而 言 ， 任 何 人 欲 研 究 組 織 應 如 研 究 文 化 （ culture ） 般

（Pacanowsky & O’Donnell-Trujillo, 1984），深入探究成員外在行為背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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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意識形態、世界觀（worldviews）與假設（assumptions）等。換言之，任何

組織本身即是一種文化（an organization is culture），任何組織之所以為“這個”組

織（“the” organization），是一種主觀而非客觀的現象，而唯有經由在此組織情境中

的人們透過傳播與社會互動，才能建構出屬於這一群人的組織真實（organizational 

reality）。此一本質的顯現不僅存在於不同形式的組織行為與組織符號（symbols）

中，更存在於集體論述（collective discourses）與全方位互動（transactions）的組織

產物中（秦琍琍，1999）。於是，透過對組織文化的探究，我們得以更深入全面的

瞭解組織成員間是如何經由語言符號的交換與互動，建構企業真實（reality）、形

象（image）、與定位（identity）。 

至於持批判論點的組織傳播學者，則強調的是探討組織文化中的深層結構

（deep structure），以及在此結構中如何經由各種符號表徵的使用，權力機制的產

生、運作和支配（domination），以及意識型態的塑造（Deetz, 1982; Mumby, 

1987）。因此對於闡釋與批判學派的學者而言，雖然其關注的焦點不同，但重心都

在檢視文化符號及表徵背後的意義與其產生的過程及影響。 

事實上，從闡釋與批判的論點來看，任何企業體本身就是一個文化，而它的組

織傳播即為其文化的展現（a performance of culture）（Pacanowsky & O’Donnell-

Trujillo, 1984），因此任何企業論述中的「誰說」、「說甚麼」、與「如何說」其

實都是受其文化所牽引的。而文化與組織傳播（包括企業論述）的關係是如社會學

家 Gidderns（1977, 1979, 1982, 1984）所提出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概念一

般，一方面企業可以運用語言、符號、與論述來建立或是定義其文化與社會結構；

而另一方面則企業成員彼此間、以及與外部環境間的所有互動與溝通的內容和產

物，都會衝擊到並再塑（re-framing）其結構與文化。因此，對於這種二元互動的循

環機制、以及企業結構和文化不斷的創造與再創造的過程，若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則對於公關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在理論建構、現象解釋、與策略制定上都能有所幫

助。 

事實上，近年來的確有越來越多的公關學者探討到組織環境、結構、訊息內容

與流向、以及文化等相關面向（見 Benoit, 1997; J. Gruning, 1992; Williams, & 

Olaniran, 1994 等），然而或許是受制於該學門在基本知識體系、理論之建構、與研

究方法取向上的既有限制，使得公共關係學研究在跨學門（與跨領域）的整合與發

展上似乎仍顯得不足。或許經由上面的討論，公關學者們可以考慮除了在一向以實

證研究為主流的管理學領域借火外，能在本身的傳播學門中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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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傳播、組織傳播等）與理論傳統（如語藝傳統）中，尋出一條更寬廣的整合知識

系統之路。 

伍、結語 

本文主要目的是從語藝傳播的論點與取向來探究企業論述與公共關係之理論扣

連。因此，除了(1)對於公關之定義、內涵與本質進行討論外；並(2)對語藝傳播中的

相關取向、理論、和研究方法做一說明；同時(3)更進一步結合組織傳播中對組織環

境、結構、文化、權力運作等面向的探討，闡述企業內、外部傳播與公關之深層意

涵。 

雖然，多數公關學者對語藝的取向與企業論述的概念並不陌生，國內學者如臧

國仁、鍾蔚文（1997）、黃懿慧（1999）等，也在論述中討論及分析過相關的概

念，但其出發點多為從目前公關領域中既有之論點及學派出發，並多對大眾傳播中

媒體的作業、或是公共關係的功能進行闡述。 

本文則企圖跳脫此一框架，由企業論述出發，直接從語藝的論點切入，並進一

步說明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再將其與公關理論及實務做扣連；同時，將組織傳播

研究中的重要面向，如組織環境、結構、文化、和權力運作等，與公關（人員）的

角色功能做一聯結與闡述。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文的關懷重點不在於比較學派之優劣、或是學門領域間歸

屬的問題，而是希望能從不同的論點出發，去探究公關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所關心的

一些議題。因為，公共關係（與從業人員）的運作不是在於真空狀況中，勢必受到

其所處的多重情境（multiple levels of context）所影響或限制，如外部環境、社會文

化、組織文化、組織傳播結構與情境等，即使專業的公關公司亦是如此。所以，當

我們探究其功能角色、運用策略、與如何說服或行銷時，其所需要的絕對是如 L. 

Gruning 所言的一整合性的知識體系，這樣的知識體系或許無法只由單一論點、或

學門領域來提供與養成。 

另一方面，當跨學門（interdisciplinary）的思潮逐漸反應在許多現象的研究上

時，公關的研究似乎也可以在其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與大眾傳播研究的強

調外，注入更多語藝與人文取向（humanistic）的色彩，如此不僅能更深入、全觀、

與多元的來探究相關課題，或許也可以使社會公眾對所謂「公關」的認知，不再限

於只是一個行業（business）、專業（profession）、或是只為組織企業所用，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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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跟我們每一天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生活做一具體而實在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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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Discourse and Public Relations:  

The Rhetorical Approach 
 

Li-Li Chi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from the rhetorical approach to examine public relations 
and how it is shaped by corporate public discour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t begins with a re-examination of the defini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substance of the term “public relations,”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Second, the writer elaborates the way that corporate 
discourse shapes the identity, image, value, and issue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tivities of public relations by further providing 
Kenneth Burke’s theory of identific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roadening invol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affecting public 
relations in various corporate aspects such as environment, structure, culture, 
and power issues.  

Keywords: Corporate discourse,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public Relations, rhetorical approach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7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c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730020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e0020004c0027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7300200070006f006c00690063006500730020006500730074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73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90076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76006f007200730074007500660065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0020004200650069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72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2000690073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5300630068007200690066007400650069006e00620065007400740075006e00670020006500720066006f0072006400650072006c006900630068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2006500710075006500720065006d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6e00740065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2d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9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6b007200e6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670072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40079007000650072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00069006e002000650065006e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6f006d006700650076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002000420069006a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20006d006f006500740065006e00200066006f006e00740073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9006e006700650073006c006f007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6f006200740065006e0065007200200063006f00700069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5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65007200650020006c006100200069006e00630072007500730074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600750065006e0074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0020004e00e4006d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500740020006500640065006c006c00790074007400e4007600e4007400200066006f006e0074007400690065006e002000750070006f0074007500730074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0020005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2006900630068006900650064006f006e006f0020006c002700750073006f00200064006900200066006f006e0074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800f80079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6600f800720020007400720079006b006b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6b00720065007600650072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9006e006e00620079006700670069006e0067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002000440065007300730061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20006b007200e4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6b006c00750064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760020007400650063006b0065006e0073006e006900740074002e>
    /KOR <FEFFace0d488c9c8c7580020d504b9acd504b808c2a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801c6a9d558b824ba740020ae00af340020d3ecd5680020ae30b2a5c7440020c0acc6a9d574c57c0020d569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62535370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8fd94e9b8bbe7f6e89816c425d4c51655b574f5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2175370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90194e9b8a2d5b9a89816c425d4c51655b57578b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