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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部分主要分成研究結論和研究限制與建議兩部分。第一節的研究結論是針對前

面提出的研究問題，以及根據研究分析劃分的不同概化他者的層次，來簡述焦點訪談

及資料分析的結果。第二節提出本研究的限制以及未來相關研究可發展的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為三個部分，通過職業、組織和制度層面，來探討馬來西

亞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華文報記者在與這三種層次概化他者的互動情況中，

由此發展的自我認知也隨著層次和概化他者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在這一節中，延續上

一章研究分析的架構，分為三部分來討論，即記者與同行、記者與報館、記者與報業

環境。 

 

壹、記者與同行 
 
在此小節，關於記者與同行的討論，劃分為記者和華文報同行，以及華文報記者

和外文報記者兩部分。 

 

一、合作與競爭 
 

在華文報界，華文報記者的互動模式主要分為兩種，一是合作，一是競爭。由此

互動模式，在職業層面可引申華文報記者具有兩種類型的自我認知模式。 

 

第一類自我認知來自於同行互助合作的工作場域，在互相交換、分享和討論新聞

的融洽工作環境下，華文報界缺少了互相競爭的激烈新聞戰。在互助友好的同行關係

下，記者也缺乏主動尋找新聞的動力和積極性，被動地記錄消息來源提供的新聞素

材。許多華文報記者被華文報同行認為是被動的錄音機或抄寫員，這與記者的例常工

作有關。在隨時可以獲得同行幫助的工作場域，記者並不被要求勤於做新聞背景之類

的功課，而是只要盡量把資料記錄齊全，化成文字敘述，產製報章需要的新聞量即

可。在這種工作的例常規範下，記者不需要在記者會上挖出有素質的新聞內容，也不

需要向新聞對象發問問題，只需要將日常工作量完成。在和華文報進行融洽友好的互

動情境下，記者發展的自我認知是消極悲觀的，只把記者當成一份普通的工作。即使

有新聞理念，也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被消磨殆盡，甚或是沒有任何理念，只為了糊口

飯吃，維持生計，賺取一份薪水生活。表現出這類型負面自我認知的記者，具有的特

徵為對主管絕對服從，並不要求工作自主權，沒有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新聞理念。但

是，他們認為自己與報館文化以及報業環境不甚符合，得過且過，按時交稿，在時限

內被動地完成日常工作，是消極的記錄員和抄寫員。 

 

第二類自我認知來自報館之間新聞競爭的工作場域。記者基於不同報館風格和傳

統競爭對手，出現搶奪獨家新聞的新聞戰，或者在新聞呈現和處理手法、新聞的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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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信度、記者的能力素質和人脈網絡，出現相互比較、較勁的同行競爭關係。這

種新聞競爭的互動情境，激勵和鼓舞了記者爭取獨家新聞的動力。但是，這種競爭情

況並不像上一類融洽的互動情境般，出現在例如記者會的採訪工作場域上。競爭的互

動情境並不是在前線的採訪現場發生，而是在幕後的新聞決策、新聞編輯，以及同行

之間和主管之間的非正式審查機制的工作場域發生。記者由於法令的限制，無法報導

調查式的揭露性新聞，除了通過人脈網絡獲取獨家消息，記者可獲取新聞的採訪場域

就是記者會。而在記者會上，華文報同行之間的工作生態就是合作與互助，而同行之

間也有不成文的共識，即不會在公開場合搜集獨家消息，因此報館之間的新聞戰就在

幕後編輯和決策層面的工作場域產生，包括同行和主管之間的非正式審查機制。不同

的是，同行之間的審查機制大部份是發生在採訪現場，同行互相溝通交流及討論時發

生，其他競爭的工作場域則在幕後。由此發展的自我認知是相互比較之下記者對自我

能力的肯定。其中可分為兩類，一是受報館地位影響，一是受新聞組別影響。不管是

受到甚麼因素影響，擁有這類型自我認知的記者，對記者的工作都抱有一定的熱誠和

崇高的新聞理念，也會儘量堅持自己的原則，要求擁有工作自主權，不隨波逐流。 

 

受報館地位影響的記者會因為同行看待報館以及旗下記者的態度，而發展正面或

負面的自我認知。報館地位和旗下記者素質備受同行推崇，記者的自我認知會趨於正

面，也會產生虛榮心；報館地位低落，報館名聲沒有得到同行贊賞和認同，旗下記者

的自我認知也會走向負面，甚至感到不滿、無奈與憤慨。受新聞組別影響的記者則是

以同行看待自己所屬新聞組別類型，而進一步產生相關自我認知。主要受新聞組別影

響的記者來自社會新聞組，他們因為消息來源和語言掌握能力方面較弱，對其他組投

以歧視的眼光感觸較深，進而產生負面和較低的自我認知。普通組記者則因為消息來

源來自社會中上階層，且具備一定的教育程度，在報館內的階級較高，因此不會有類

似的負面自我認知（參見圖 7.1）。 

 

在馬來西亞的華文報界的脈絡下，除了如上述描述的較為極端的典型記者，也有

記者是處於光譜的中間地帶，這兩種類型的自我認知可以同時出現在同一人身上，也

會出現認知轉變的情況，這視乎記者在特定的工作場域和互動情境下，預設的概化他

人為哪一類社會群體。 

 

有部分較傾向於第一種自我認知類型的記者，卻具有第二種類型記者的某些特

徵。一些記者雖然消極地把記者視為日常的一份工作，持有負面自我認知，對現實環

境深表不滿，但仍抱有崇高的新聞理念；一些記者工作只為了糊口飯吃，但為在報館

繼續生存，也必須爭取新聞上的表現，與同行競爭。 

 

也有部分記者傾向於第二種類型的特質，但出現第一種類型的負面自我認知。一

些記者擁有崇高理念，批評其他同行記者心態被動、消極，但基於報館地位低落而沒

有得到同行肯定，無法產生正面自我認知；一些記者積極表現，爭取獨家新聞，但新

聞組別在報館內的等級較低，無法獲得同行認同的眼光，自我認知也跟著下滑。一些

記者則傾向擁有第二種類型的正面自我認知，但也會和其他同行互相合作，他們在記

者會上會和同行互相分享和交流，但在獲取獨家新聞時也很積極，勤於做背景資料收

集的功課，勇於發問，並獲得同行贊賞而有正面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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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合作與競爭－記者與華文報同行 
 
                                                             自我認知光譜 
                      ‐‐‐‐‐‐‐‐‐‐‐‐‐‐‐‐‐‐‐‐‐‐‐‐‐‐‐‐‐‐‐‐‐‐‐‐‐‐‐‐‐‐‐‐‐‐‐‐‐‐‐‐‐‐‐‐‐‐‐‐‐‐‐‐‐‐‐‐‐‐‐‐‐‐‐‐‐‐‐‐‐‐‐ 
               正面                                                                                                          負面 
               高                                                                                                               低 
   
              競爭                                                                                                           合作 
              爭取獨家新聞                                                                                         被動的抄寫員        
              受同行認同與賞識                                                                                糊口飯吃 
                                                                   報館地位                                                                 
                                                                                                                                                                           
                                                                                                                                                    
                                                                                                                                                    
                                             高              低      
          虛榮心                              不滿、無奈、憤慨 
 
                                                
                                      
               新聞組別  
                         
 
          
         普通組         社會組 
         高階級                                        低階級     
 

二、讚賞與不屑 
 

在馬來西亞報界，當華文報記者在採訪現場與外文報記者互動時，有兩種類型的

互動模式，一是友善互助，一是陌生和不屑。由此互動模式，華文報記者形塑出對外

文報記者的兩種態度，即讚賞與不屑。而由此延伸的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具有四種

類型，一是高人一等，二是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嘗試提升能力，三是不屑，四是卑微。 

 

互動情境方面，第一類與外文報記者友善互助的華文報記者，他們會互相幫忙，

交換消息，彼此沒有華文報記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如果維持良好關係，外文報記者是

很好的合作夥伴和消息來源。這一類的華文報記者把外文報記者視為專業人士，具有

優秀的專業素質，和專業的工作態度。他們對外文報記者與報館之間的管理及編採作

業達到專業水平感到讚賞，同時對外文報記者在採訪現場或記者會表現出的專業素質

和能力大為賞識，並認為外文報記者語言能力良好，能提出有素質的問題，與採訪對

象互動頻繁。他們認為外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很高，認知高的原因主要來自於外文報

記者的教育水平、語言能力和專業素質及態度。由第一類的互動情境和對外文報記者

的形象建構，華文報記者發展的自我認知是上述提到的第一類和第二類，即高人一

等，和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嘗試提升能力，這兩種類型的自我認知。 

 

第一類自我認知類型，是自我認知自己地位高人一等。在認同外文報記者的專業

能力的同時，他們也將自己納入外文報記者的社會群體，認為自己與外文報記者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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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層級，比其他華文報記者具有較高的階級，並通過提升自我認知，進入另一較高

層次的群體，來擺脫原本隸屬的低階級社會群組，以顯示自己雖然是華文報記者，但

在記者的地位階級上是高人一等的。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是處在最極端的一方，具

有最正面的自我認知。 

 

第二類自我認知類型，承認自己的弱點並嘗試提升能力的記者，他們並不會因為

在專業素質上弱於外文報記者而感到自卑和卑微。他們對外文報記者的素質和能力大

加讚賞，並以外文報記者為目標，以學習及提升自己的專業能力。他們誠實地面對華

文報記者地位低於外文報記者的實際情況，並反省自身的缺點和弱點，試圖從中改

進。他們的自我認知是介於光譜的中間位置，並偏向高人一等的正面方向，對自己沒

有過於負面的自我認知。 

 

另一方面，從另一類型的互動情境，即和外文報記者的關係陌生，甚至不屑與外

文報記者互動的這類型互動模式下，他們和外文報記者較少互動和溝通。主要是覺得

友族或接受英文教育的外文報記者，他們的思維和接受華文教育的華文報記者不同，

難以進行密切的交流，因此也沒有太多的交集，彼此之間感覺陌生和冷漠。此外，也

有記者甚至認為外文報記者擺著一副既高高在上又驕傲的姿態，而不屑與他們溝通和

交流，拒絕與外文報記者往來。在評價外文報記者的專業素質方面，他們都和上述類

型記者持相反意見，認為外文報記者並沒有達到真正的專業水平，在新聞呈現方面還

不如華文報的素質，只是稍微比華文報記者更易獲取有用的資源。他們認為外文報記

者並不是自我認知高，而是自以為了不起，自以為是，沒有專業實力，卻擺著一副高

姿態，還有瞧不起人的樣子。還有一類對外文報記者抱著中肯看法的記者，他們也較

少和外文報記者互動，但並不認為所有外文報記者就是專業人士，只有一些資深記者

才達到專業水平，他們認為華文報記者群內也有資深且非常專業的記者。由第二類的

互動模式和對外文報記者較為負面的形象建構，這類型的華文報記者發展出第三類和

第四類的自我認知類型，即不屑和卑微。 

 

採取第二類互動模式的記者，在發展自我認知方面，不屑和卑微在他們身上很難

劃分，他們會對外文報記者自以為是的態度不屑一顧，與此同時也感到卑微、自卑和

微不足道。他們的不屑表現在與外文報記者互動上，同時對外文報記者自以為專業的

態度嗤之以鼻。對外文報記者產生不屑的自我認知，可說是對外文報記者自以為是的

驕傲態度的一種反擊策略和心態，通過自我貶低外文報記者的形象，來遮掩華文報記

者技不如人的實際情況，以及華文報記者地位低落的現實。在自我認知方面具有不屑

類型的記者，之所以不能與卑微的自我認知類型加以分割，是因為在記者對外文報記

者感到不屑一顧時，是因為他認知到自己的地位卑微，才衍生出和卑微看起來相反但

實則因深感卑微而出現的激烈反應。不屑的自我認知和卑微比起來，在程度上並不及

卑微那般負面，它是因較為負面的自我認知，而激發出來的傾向正面的自我認知，以

提升或遮掩低一層次的自我認知。因此，不屑和卑微是息息相關，互相影響的。大部

分第二類型的記者在感受到無論在報業內部結構和政治情況的結構性環境中，還是自

身的專業素質和語文能力，都無法與外文報記者比擬，卑微的自我認知油然而生，也

感覺到悲哀、自卑、微不足道。一些記者進而迸發出不屑的態度來面對地位卑微的情

況。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卑微處於另一處極端位置，是最為負面的自我認知。由於

不屑是由卑微心態衍生，試圖擺脫最負面的自我認知，經由貶低他者來提升自己的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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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地位，雖力圖往正面方向前進，但不屑仍屬負面自我認知。它只是比卑微的自我認

知稍高一級，但是處在負面自我認知的光譜那端（參見圖 7.2）。 

 
圖 7.2：讚賞與不屑－華文報記者與外文報記者 

 
                        自我認知光譜               
                           ‐‐‐‐‐‐‐‐‐‐‐‐‐‐‐‐‐‐‐‐‐‐‐‐‐‐‐‐‐‐‐‐‐‐‐‐‐‐‐‐‐‐‐‐‐‐‐‐‐‐‐‐‐‐‐‐‐‐‐‐‐‐‐‐‐‐‐‐‐‐‐‐‐‐‐‐‐‐‐‐‐‐‐‐‐‐‐‐ 
                    正面                                                                                                                 負面 
                     高                                                                                                                       低 
 
             友善互助                                                                                                         陌生和不屑 
                讚賞                                                                                                                      不屑 
 
         視外文報記者為：                   視外文報記者為： 
   專業素質                      沒達到專業水平 
   專業態度                    高高在上、驕傲、瞧不起人  

自我認知高                      自以為了不起、自以為是 
                                                                                                                                        
     
                                               

  高人一等                       承認自己弱點                                     不屑                                          卑微   
                                          並嘗試提升能力    
 

 

貳、記者與報館 
 
在此部分，關於記者與報館的討論，劃分為主流與非主流、大報與小報、大報與

大報之間的關係，對旗下記者自我認知的影響與結果。 

 

一、規範與自由 
 

華文報界的四家主流報章和一家非主流報章在銷售量以及報館的影響力和地位方

面，相差非常大。四家主流報章在銷售量遠勝非主流報章，主流報章的影響力和地位

也因創刊歷史較長，累積的讀者群廣大，也不是非主流報章可比擬的。雖然報館在業

界的地位會影響記者的自我認知，使記者在面對其他報館記者時，具有較高或低的自

我認知，但是，受訪的記者中，來自非主流報章記者的自我認知仍然正面，報館的地

位對記者的影響是有，但較微小。相反地，來自主流報章的記者，他們在組織層面呈

現的自我認知差異性很大，因報館的銷量和地位受到影響的程度有所不同，有些深受

影響，因報館的名聲地位而具有非常正面的自我認知，有些則完全不受影響。但是，

如果以報館的規範與約束、言論自由度、升遷機會、受館方認同的項目來看，非主流

報章記者都一致呈現自我認知高的現象，而主流報章的記者，大部分在這些題項都不

具有高自我認知，當面對報館這個概化他者作為一社會群體時，主流報章記者表現出

負面和較低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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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流報章記者在報館作為組織層次的概化他人時，報館對記者的規範和約束不

高，在報館內部層層階級的壓迫和限制不明顯，記者有較大的空間發揮他的新聞理

想，享有較大的言論自由。除卻外在政治環境和法令對媒體的限制，非主流報章記者

在報館的體制下，可任由發揮，掌握較大工作自主權，將新聞理念付諸實現，在工作

上的學習和成長也很豐厚。除了記者在新聞處理方面獲得報館賦予的自由和自主，在

報館體制的升遷結構下，也獲得更大機會。年資不滿十年的年輕記者可以在短短數年

從普通記者升職到中階主管位置，受到館方認同與賞識。在工作成就感獲得滿足的情

況下，非主流報章記者的自我認知隨之提升，呈現正面自我認知。 

 

相較之下，主流報章的記者在報館系統化體制下，受到的規範和約束較大，無法

根據記者的新聞理念，在層層管理的報館體制下，追求言論自由。記者在撰寫新聞時

講求新聞至上，因為具備記者認為值得刊登的新聞價值，而把事件報導出來，但是館

方處理新聞講求以報館利益至上，威脅報館利益和名聲的新聞課題，都不予以刊登。

記者在實現新聞理念上無法達到滿足，工作自主權無法發揮，工作成就感不高，因而

面對報館作為概化他人時，出現悲觀、消極的自我認知。有鑑於報館賦予記者無形的

壓力與壓迫，記者表現出來的是小心謹慎，謹言慎行。即使獲得升遷機會和受館方賞

識，卻意識到報館對記者的規範與約束，時刻警惕在意，小心發言，處處受束縛，自

由度不及非主流報章記者。在體制方面，記者獲得升遷機會不如非主流報章來得容

易，也較不容易受到館方注意和賞識。 

 

然而，由於四家主流報章記者差異性頗大，受報館的規範與約束的程度也不一，

且是和受報館銷量和地位影響的程度呈反比。因報館銷量或地位高而具有高自我認知

的記者，和報館的理念契合度也高，自然受報館規範和約束程度影響不高，維持高自

我認知的情況。不受報館銷量或地位影響自我認知的記者，並不會因為報館地位而具

有高自我認知，反而因為與報館理念的契合度不高，受報館規範和約束程度影響較

高，而具有低自我認知，呈現負面和消極的主觀感受（參見圖 7.3）。 

 

圖 7.3：規範與自由－主流與非主流 

                        自我認知光譜               
                           ‐‐‐‐‐‐‐‐‐‐‐‐‐‐‐‐‐‐‐‐‐‐‐‐‐‐‐‐‐‐‐‐‐‐‐‐‐‐‐‐‐‐‐‐‐‐‐‐‐‐‐‐‐‐‐‐‐‐‐‐‐‐‐‐‐‐‐‐‐‐‐‐‐‐‐‐‐‐‐‐‐‐‐‐‐‐‐‐ 
                    正面                                                                                                                 負面 
                     高                                                                                                                       低 
 
   報館地位   受報館地位                     報館地位       
          主流      影響大               非主流（影響較小） 
 

規範與約束                          規範與約束 
言論自由度                          言論自由度 
  升遷機會                           升遷機會            
受館方認同                                    受規範和約束    受館方認同 
 非主流                  影響大      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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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寧漏勿錯與寧錯勿漏 
 

報界以大報和小報來稱謂走不同路線、風格的報章。報章的風格對報章在業界的

名聲、影響力和地位有直接的影響，也由此影響記者的自我認知。 

 

兩家走大報風格路線的報章，記者對於這點的自我認知都高。大報風格的報章為

維持在業界的良好影響力和公信力，對於新聞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都是經過再三證實

才予以報導。記者也認同報章這種謹慎做法，認為新聞處理必須經過求證確認，而記

者必須據實報導，對社會大眾負責。當記者抱著如此崇高的新聞理念，而又在大報工

作時，記者發展的自我認知是趨於正面的。記者和報館都抱有寧願漏新聞，也不刊登

錯誤訊息的新聞理想，即「寧漏勿錯」，是對社會懷抱正面價值觀和擔負社會責任的

記者都認同的理念。由此推演，在大報服務，懷抱理想的記者，受報章風格影響程度

高，具有高和正面的自我認知。 

 

相反地，走小報路線的報章，記者面對報章風格問題，發展的自我認知較低，尤

其是抱有正面新聞價值觀，要求新聞要有可信度，以及講求對社會大眾負責的崇高理

念的記者，其自我認知受報章風格影響的程度大。小報作風的報章，對新聞處理講求

快、狠、準，只要聽到消息，即使未經證實，都照樣刊登，所抱持的理念是「寧可殺

錯不可放過」，即「寧錯勿漏」。這與小報占據夜報市場銷售量的情況有很大的關

係。夜報新聞講求快和聳動，以吸引讀者注意和青睞。對小報來說，由於打著報導最

新最快的消息為報章特色，漏新聞是絕對不能被允許的，即使只是收到風聲，也予以

刊登，才能維持夜報一貫標榜的特色。一些抱著崇高新聞理念的記者，不苟同這種報

章風格，自我認知傾向負面。 

 

同樣走小報路線的《中國報》和《光明日報》，在夜報市場上占據首兩位名次，

其中以《中國報》的銷售量為最高，市場佔有率超過一半，來自《中國報》的記者大

部分都受報章風格影響，理念不契合程度高，出現自我認知低的情況。可是，銷售量

較低的《光明日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卻一致性地不受報章風格影響，也沒有受到銷

售量不如人的影響，受訪記者都抱著高和正面的自我認知。究其原因，《光明日報》

在四家主流報章裡規模較小，記者人數少，因此沒有嚴格的新聞組別之分，不管任何

新聞線，記者都必須去採訪。記者受報館體制規範影響較小，記者不受約束，自由度

高，是主流報章裡，記者享有最大自主權的報章。同時，也由於規模小，人數少，記

者之間的凝聚力強，與報館理念的契合度高，對報館的忠誠度也較高。在和報館如此

契合，工作環境自由，同事之間的歸屬感較強的情況下，記者的自我認知受這方面影

響大，因而產生高和正面的自我認知。這和同樣走小報路線，但報館規模較大，記者

人數多的《中國報》不同。後者新聞路線劃分清楚，制度和規範相較於《光明日報》

也更為系統化，因此記者的崇高理念無法獲得實現，又在體制和規範束縛下，處於報

館位階裡最底層的階級，所發展的自我認知是負面的（參見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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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寧漏勿錯與寧錯勿漏－大報與小報 
 
                        自我認知光譜               
                           ‐‐‐‐‐‐‐‐‐‐‐‐‐‐‐‐‐‐‐‐‐‐‐‐‐‐‐‐‐‐‐‐‐‐‐‐‐‐‐‐‐‐‐‐‐‐‐‐‐‐‐‐‐‐‐‐‐‐‐‐‐‐‐‐‐‐‐‐‐‐‐‐‐‐‐‐‐‐‐‐‐‐‐‐‐‐‐‐ 
                    正面                                                                                                                 負面 
                     高                                                                                                                       低 
 
   報章風格    據實報導、新聞可信度、對大眾負責      報章風格 
    大報                            小報 
名聲、影響力、地位高         受報章風格影響大      名聲、影響力、地位低 
                                                    
                                                                                                                                                    
 
  
 
        規模小                        規模大 
        規範和約束小                                  規範和約束大 
       自由度高                         自由度低 
           理念契合度高                     理念契合度低    
 

 

三、如日中天與江河日下 
 

《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同樣都是大報風格的報章，走的新聞路線接近，重

視政治經濟、國家大事及政策方面的新聞。由於報格相近，在新聞內容的選擇、呈現

和處理方面，也較為接近。在報章的歷史背景方面，兩家報章的創刊背景相似，都是

歷史悠久的報紙。所不同之處，是報章的銷售量差距頗大。《星洲日報》是第一大報

的位置，其目前地位無人能比，沒有任何報章具有足以超越的實力和聲勢；《南洋商

報》是曾經輝煌一時的第一大報，長久以來占據第一大報位置，直到 1992 年才在銷售

量上慘遭滑鐵盧，至今銷量慘不忍睹，在目前四大主流報章裡，銷量最低，與非主流

報章的銷售量相去不遠。因此，兩報目前在報界的聲勢，一個可用如日中天，一個可

用江河日下來形容。 

 

報館在報界的地位和銷售量對記者的自我認知是一項影響的重要因素。然而，對

《南洋商報》的記者來說，報章銷售量劇烈下滑，影響報章在報界的排位，對他們影

響不大。受訪的所有《南洋商報》記者，面對報章在業界地位的自我認知都趨於一

致，並不會因為報章的聲勢下滑，而產生負面和低落的自我認知。由於具有悠久的歷

史，累積了優良的名聲和地位，在報界和同行之間的影響力和公信力俱佳，記者的專

業素質得到報界認同和賞識，因此，即使銷售量急遽下跌，記者的自我認知仍然因為

報章的名聲、影響力和地位而維持高自我認知，對報館的認知屬於正面。 

 

另一方面，對《星洲日報》的記者來說，報章地位對他們自我認知的影響程度不

一，差異性頗大，不像《南洋商報》那樣具有一致性。一些記者的自我認知受報章地

位影響，而具有高自我認知，對報館聲勢如日中天的前景滿懷期待和希望；而一些則

因為報館的規範與約束，產生低自我認知，心態處於消極悲觀的負面主觀感受。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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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來的自我認知反差很大，都位於光譜上正面和負面的極端位置。自我認知處於

中間地帶的《星洲日報》記者則持保留態度，或是即使有些許批評，但仍接受報館理

念（參見圖 7.5）。 

 

圖 7.5：如日中天與江河日下－大報與大報 
 
                        自我認知光譜               
                           ‐‐‐‐‐‐‐‐‐‐‐‐‐‐‐‐‐‐‐‐‐‐‐‐‐‐‐‐‐‐‐‐‐‐‐‐‐‐‐‐‐‐‐‐‐‐‐‐‐‐‐‐‐‐‐‐‐‐‐‐‐‐‐‐‐‐‐‐‐‐‐‐‐‐‐‐‐‐‐‐‐‐‐‐‐‐‐‐ 
                    正面                                                                                                                 負面 
                     高                                                                                                                       低 
 
報館名聲、影響力、地位         《南洋商報》        銷售量 
                                           
 
 
                                                   《星洲日報》 
                                                     
報館名聲、影響力、地位           保留和接受                    規範和約束      
 

 

叁、記者與報業環境 
 
在此部分，關於記者與報業環境的討論，劃分為華文報與外文報、記者與政府法

令之間的關係，對記者自我認知的影響和結果。 

 

一、結構與自身 
 

華文報記者在與外文報記者互動和接觸，進而作比較後，發展出的自我認知是華

文報記者的地位普遍為卑微、自卑和微不足道。根據記者訪談內容總結，和外文報比

起來，華文報地位低落，是由於位在媒體界的邊緣地帶，無法進入具有影響力的核心

位置所致。華文報和外文報在結構上的差異，主要來自於華文報業的內在結構，如薪

水微薄、工作量大、流動率高；以及馬來西亞報界的外在政治情況，如各語文報章捍

衛種族利益、外文報具有影響力、外文報的政黨背景。華文報地位低落的結果，進而

影響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卑微。 

 

然而，除卻外在環境的結構性問題，本研究發現華文報記者的專業素質、語言能

力、專業態度這種屬於記者自身的問題，也是造成華文報記者產生卑微自我認知的原

因。本研究也發現，華文報記者的工作態度是得過且過、「糊口飯吃」的心態，並無

意把記者當作一份事業來經營；而在記者會上沉默寡言、不發問問題的特質，這兩點

顯現出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卑微的情況，還來自於本身工作態度和能力的因素。 

 

但是，受訪的記者大部份在談到華文報記者地位低落時，都指向結構性的因素。

有記者認為外文報記者很專業，但是自己服務的報館由於和他的理念契合度不高，使

他崇高的理念無法發揮，最後抱著「糊口飯吃」的心態工作。在談到他的語言能力

時，他承認他的馬來文和英文的語言能力不如人。可是，他並沒有把華文報記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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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卑微的原因，歸咎於本身語言能力的不足、專業素質和專業態度。一些記者雖然

對記者具有自我專業的要求，但仍然將華文報記者可悲、妄自菲薄的自我認知，指向

結構性問題，而沒有檢視記者本身的語言能力和專業素質。 

 

另外，大部分華文報記者批評外文報記者的態度自以為是，展現高人一等的姿

態。他們認為外文報較具有影響力，占據馬來西亞媒體的核心位置，使外文報記者具

有高高在上的態度，是造成華文報記者感到卑微的原因。他們歸咎於結構性因素，卻

忽略了華文報記者能力不足的事實。 

 

事實上，有大部分的華文報記者在把華文報記者地位卑微的因素，指向外在結構

之餘，並沒有面對和承認華文報記者在教育水平、專業素質、工作態度、語言掌握能

力上的缺點和弱點。只有少數記者會反思自身專業能力的不足，指出記者自身的問

題。有記者就提到記者語言能力的問題，是造成華文報記者缺乏政府接近性的因素，

是記者感到自卑的主要原因。也有記者敢於指出，華文報記者並不如外文報記者般具

備專業素質，也不敢發問問題，進而自我認知低落。 

 

所有華文報記者認為，記者「本來應該」是一份專業的職業，但是在馬來西亞的

環境卻無法達到。從他們的敘述方式來看，他們是將「記者不專業」的原因明確地指

向外在結構性因素，將華文報記者地位卑微的情況，歸咎於外在環境導致的一個客觀

事實。但是事實上，是華文報記者本身的專業素質和態度，以及語言能力的掌握程

度，並無法使他們足以產生崇高的自我認知。和外文報記者相比之下，更明顯地突出

他們能力和專業水平不足的特質。除了少數記者敢於指出華文報記者自身存在的問題

外，大多數記者並不願面對事實的真相。 

 

在此，筆者試圖問一個問題：華文報記者產生卑微的自我認知，是結構性因素造

成，還是記者自身能力的問題？記者的這種自我矮化的心態，是由外在結構產生，還

是源自於記者內心對自身能力不足的反應？ 

 

如果試圖探究是外在結構造成記者產生自我矮化的心態，還是記者先自我矮化，

再歸咎於結構因素，是雞生蛋類型的問題，進行深入探究並沒有意義。值得省思的

是，在一個結構上華文報記者地位較卑微是不爭事實的實際情況下，華文報記者產生

自我矮化的心態，還來自於記者自身對能力不足的心虛反應。從結構上看，華文報記

者地位卑微是一個外在事實，但是記者還產生卑微的自我認知，是一種自我矮化的心

態，而這個心態不只是結構性的問題，還源自於記者自身能力不足的事實。 
 

二、反感、自我設限與敢於挑戰 
   

當面對法令作為制度層次的概化他者，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出現三種類型。一

是反感，二是自我設限，三是敢於挑戰。其中，反感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處於負面

位置，自我設限位在中間位置，敢於挑戰則在正面。 

 

一般擁有崇高新聞理想的記者，當受到法令的限制和約束時，會有感於嚮往的新

聞自由無法發揮，處處受限，沒能發揮媒體的社會責任，在新聞理想無法獲得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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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沒有得到滿足下，進而產生較低的自我認知。記者表現出來的負面情緒尤以反感

最為強烈，還有悲哀、罪惡、失望、無奈、無力等。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反感的自

我認知是處於極端負面的位置上。 

 

第二種類型的華文報記者，在面對政府法令的限制時，會自動對新聞採取自我設

限的處理策略，以避免觸犯法令，避免引起騷亂，保護報館和自己。法令的約束對記

者產生自我設限和自我審查的自我認知，並不會使記者產生強烈的負面感覺，他們的

負面情緒並不顯著。他們的自我認知在光譜上，並沒有達到極端負面的位置，而是出

現中庸的自我認知，位於光譜的中間地帶。 

 

雖然報館的約束讓記者無從發揮，無法實現新聞理念，揭露內幕真相，但第二種

類型的記者並沒有表現出太過強烈的反感和負面情感，反而自願採取各種迴避策略，

以避開法令風險。當他們提到願意自我設限時，是抱著正面的態度，如保護報館、保

護所有員工的飯碗、保護自己、承擔重大的社會責任。由於記者抱著正面的態度來面

對法令限制的實際情況，他們雖然不滿政府法令對記者的約束，卻因為抱著正面思

維，稀釋了法令對自我認知造成的負面效果，進而產生中庸的自我認知。 

 

除了記者抱著正面態度面對法令束縛，使他們沒有出現特別突出的自我認知外，

記者在面對法令這個制度層次的概化他者時，也不如面對報館這個組織層次的概化他

者，擁有那麼強烈的自我認知感。當記者感受報館對記者規範和約束時，記者自我認

知是負面的，而提到法令對記者的約束，記者反而提出具正面態度的面對策略。究其

原因，是因為當政府需要以法令來限制記者的言論時，是通過政府高層對報館高層，

處於報館階層裡最底層位置的記者，對法令的束縛就感覺不強烈。而保護報館和避免

騷亂的社會責任，對記者反而具有較為強烈的自我認知。 

 

第三類具有正面和高自我認知的華文報記者，是採取儘量突破法令界線的行動策

略，來面對法令的限制。他們敢於挑戰嚴苛的制度，為了實現言論自由的新聞理想，

形塑批判性和尖銳的報紙風格，他們發展的自我認知也是正面的。尤其當 2008 年大選

後，政治出現兩線制，朝野互相制衡，新聞自由度大幅度變寬，華文報記者更是抱著

樂觀的態度，對未來媒體享有的言論自由充滿希望。在自我認知的光譜上，處在極端

正面的位置（參見圖 7.6）。 

 

圖 7.6：反感、自我設限與敢於挑戰－記者與政府法令 
  

                        自我認知光譜               
                           ‐‐‐‐‐‐‐‐‐‐‐‐‐‐‐‐‐‐‐‐‐‐‐‐‐‐‐‐‐‐‐‐‐‐‐‐‐‐‐‐‐‐‐‐‐‐‐‐‐‐‐‐‐‐‐‐‐‐‐‐‐‐‐‐‐‐‐‐‐‐‐‐‐‐‐‐‐‐‐‐‐‐‐‐‐‐‐‐ 
                    正面                                                                                                                 負面 
                     高                                                                                                                       低 
 
   敢於挑戰          自我設限           反感 

實現言論自由        避免觸犯法令             無法發揮新聞自由 
      形塑批判性輿論          避免引起騷亂                無法實現新聞理想 
                                      保護報館和自己           無法實踐擔負的社會責任 
               政府高層對報館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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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多元種族環境下的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 

 
馬來西亞報業環境突顯出種族政治的特質。為了符合三大種族的需求，馬來西亞

執政黨內有三大種族的政黨，同時也有各族語文的報章，以回應多元種族的社會環

境。在這種環境下，語文成為左右報章銷量和影響力的關鍵因素。 

 

在銷售量上，馬來文報因種族人口占全國人口半數以上，擁有所有語文報中最高

的銷量，英文報則因為三大種族都可閱讀而次之。華文報和淡米爾文報因種族人數較

少而銷售量低落，處於報界的邊緣位置。 

 

此外，若論影響力，馬來文報、華文報和淡米爾文報以服務各自種族需求為目

的，影響力只侷限在各自族群的圈子內。同時，由於語文掌握的門檻，使其他族群無

法閱讀特定語文報，尤其是華文報和淡米爾文報。和華文與淡米爾文不同的是，馬來

文在政治上獲得唯一官方語文的地位，再加上國民教育規定各族學生必須學習馬來

文，使馬來文報章的地位在以種族為導向的語文報中，較華、淡報章為高。但是，馬

來文報章的影響力仍不及三大種族都接受的英文報章。英文不只在馬來西亞，在國際

上也是優勢語言，由於英文的實用性和普及性，馬來西亞的三大種族都能掌握英文，

而不像馬、華、淡這三種語文般，在學習上有較高的門檻。因此，有鑑於語言的優

勢，英文報章在所有語文報中享有較高的影響力和地位。 

 

由於種族和語言在馬來西亞環境的特殊性，使華文報和外文報在報業結構上出現

明顯的差異。首先，在華文報業內在結構方面，華文報記者的薪水待遇低落，工作量

大，記者流動率高，而外文報業則恰好呈現相反情況。這三個因素是互相影響，沒有

明顯的因果關係，而是相互構成這三種結果的因素。報業內在結構差異造成的結果，

是外文報的編採作業較華文報專業，外文報記者的專業素質和態度也比較專業。 

 

此外，在外在情況方面，各語文報以服務各自族群，捍衛族群利益為報章的目的

之一，是造成各語文報之間差異的重要原因。由於讀者群的不同，報章的議題設定也

隨著種族而有所不同。因此，馬來西亞報界就出現因讀者群結構不同，各語文報章地

位也有高低之分的情況。當中，英文報的讀者群多為教育程度高，社經地位高的專業

人士，使英文報較其他語文報更具有影響力和地位，這是因為其服務的讀者群並不侷

限於特定族群。另外，外文報的政黨背景，使記者在政府方面擁有較廣的人脈，與政

治人物的關係較好。 

 

由此引申，外文報，包括馬來文報和英文報，由於語言、專業性和讀者群結構、

政黨背景的內在和外在因素，使外文報較具有影響力，可主導國內與論和新聞課題。

同時，外文報的影響力也倒過來加強其內在和外在結構占據優勢的因素。 

 

在內在和外在結構的因素下，華文報和記者在馬來西亞報界處在邊緣位置，具有

較低的社會地位，進而產生卑微的自我認知。然而，華文報記者提到華文報地位低落

的原因時，大部分都歸咎於結構環境的因素，卻忽略了本身在語言能力、專業素質和

態度的自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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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自身能力和專業素質缺乏清楚認知，加上華文報和外文報在結構上的差

異，使記者面對外文報記者為概化他者時，發展出從「高人一等」到「卑微」的不同

性質的自我認知。 

 

另一方面，在面對政府和法令的嚴格管制下，華文報記者的三種自我認知和其他

媒體受管制的國家一樣，會產生敢於挑戰、自我設限和感到反感的自我認知。所不同

的是，在馬來西亞這個強調種族政治的環境下，各語文報以捍衛各自族群利益為報章

目的，記者的自我設限還考量到避免引起種族騷亂的社會責任。1969 年的「五一三事

件」和 1987 年的「茅草行動」，媒體起著煽動種族情緒的關鍵因素，進而導致種族之

間關係緊張，並發生流血衝突，其中煽動法令更是針對多元種族環境而制定限制媒體

言論的法令。因此，記者在有關種族課題上會更加謹慎小心，既必須維護種族權益，

又要避免引起種族緊張的騷亂事件，記者在新聞處理上會產生自我設限的認知。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以符象互動論中有關自我與概化他者的觀點作為理論架構，採用焦點訪談

對馬來西亞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進行探討。有鑑於本研究仍有不足之處，本節

針對研究限制加以說明，並提出未來可能研究的方向。 

 

壹、研究限制 
 
一、引用理論的不足 
   

  本研究主要採用 Cooley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的「概化他者」作為研究分析架

構。但是，還有其他學者提出有關「他者」的觀點，如「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s）、「參照他者」（referent others），是筆者沒有觸及的。筆者在詳讀受訪者的

訪談稿時，還有發現不同意涵的他者，存在於受訪者的敘述中，但由於在文獻探討方

面引用理論的不足，因而無法對各種不同意涵的他者進行更深入的分析。 
 

二、文獻資料的限制 
 

本研究雖然採用焦點訪談作為收集資料的方式，但是因為身處台灣，有關馬來西

亞政治和報業的書籍，尤其是華文報業的文獻，較難以取得，主要以在台灣可取得的

書籍為參考文獻，可能會有文獻不盡齊全和完善之處。 

 

三、質性研究的不足 
 

本研究通過焦點訪談收集馬來西亞華文報記者的相關資料，從他們的訪談內容歸

納出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這樣的結果可能侷限於受訪者的特性，以及少樣本

的缺點，無法大規模得出華文報記者自我認知的概況。質性研究的不足之處就是無法

收集大量樣本的相關資料，進行數據分析，只能透過文字敘述，語言描述，來獲取少

樣本記者的主觀感受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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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設定訪談的華文報記者，是在吉隆坡的總社工作，這存在地域上的侷限，

造成本研究只能聚焦在總社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無法獲知其他地方記者的情況。由

於馬來西亞半島各州屬還設有地方辦事處，每個辦事處約有 10 名左右的記者，在人數

上尚屬一龐大記者群。有鑑於各地方民情和州政府的管理有所不同，各家華文報館地

方辦事處的競爭型態，也因各地情況而有差異，因此地方記者的自我認知會和總社記

者的自我認知產生一定的差距。因此，本研究因為訪談對象的侷限，無法廣泛論及地

方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 

 

五、研究分析的不足 
   

  本研究根據職業、組織、制度層面分析華文報同行、報館和報業環境三個層次對

記者自我認知的影響。但是，本研究在研究分析方面，並沒有觸及報館內部的主管和

同事，在與記者的互動過程中，對記者的自我認知會產生何種類型的影響，是本研究

在研究分析上的不足之處。 

 

貳、未來研究方向 
 
一、可以量化研究作輔助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焦點訪談收集華文報記者對角色的自我認知。但

是，以質性研究為主的方法會因為少樣本而有所侷限。如果以問卷調查法的量化研

究，針對特定題項收集客觀性的數據資料，作為質性資料的輔助，將可更深入和全面

地探討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特徵。 

 

二、可訪問外文報記者 

 

本研究以華文報記者為研究對象，也以他們為訪談對象，但是卻沒有訪問華文報

記者口中的外文報記者，因此本研究在這方面尚有不足之處。未來的研究方向可一併

訪問外文報記者，除了訪問在外文報工作的友族記者，甚至也可訪問在外文報工作的

華人記者，探討外文報記者對華文報記者的態度和看法，是否與華文報記者所感受的

一樣，以作對照。這樣才能清晰地比較外文報記者實際上對華文報記者的看法，以及

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這兩者之間的異同點和差距，以探究造成實際看法和自我認

知產生共同點和差異的原因。       

同時，未來研究方向也可進一步訪問外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再與華文報記者的

自我認知作比較，探討在同一個報業環境下，三種語文報記者的自我認知有何異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