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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引用 Hirsch 的三個分析層次，即職業、組織、制度，來作為探討馬來

西亞華文報記者的整體分析架構。Hirsch 的這三個分析層次雖然可適用於馬來西亞報

業結構、企業組織以及記者工作場域的宏觀環境，但在本研究中，只能作為研究分析

的整體架構，以宏觀的角度檢視華文報記者在馬來西亞報業環境的情況，卻無法微觀

地探討記者的自我認知。如欲深入探討記者的自我認知，即微觀的層面，單單採用

Hirsch 的宏觀式的架構是不足的。 
由此，為了深入探討馬來西亞華文報記者的自我角色認知，並切合馬來西亞以種

族權益為主要特徵而發展出各種語文報的報業環境，本研究在自我與他者的理論架構

方面，引用了 Cooley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的「概化他者」，作為理論和分析基

礎。本研究採用自我和他者的相關理論，是為了有系統地分析華文報記者在複雜的種

族為導向的報業環境中，所具有的不同層次和不同類型的概化他者，以及華文報記者

在面對不同概化他者時，所預設的自我類型和位置。 
此外，基於馬來西亞報業環境的特殊性，記者的自我認知也受到工作場域上出現

的各式各樣情境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引用 Strauss, Stone 和 Goffman 強調的情境式

identity，作為本研究有關記者認知的理論基礎。這三位學者提出，在社會情境的脈絡

下，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會對個人的自我認知產生影響，而且個人的自我認知是

根據不同的社會情境和不同的他者而不斷地改變。另外，本研究進一步引用 Goffman
對於自我認知的定義，來確切劃出本研究欲探討的自我認知的微觀範疇，即個人對自

己處境的主觀感受，並且他人對個人的認知，足以影響個人的自我認同，但個人仍可

以主觀型塑自我認同。 
通過闡明情境式 identity 和受環境及他者影響的自我認知在理論方面的具體內涵，

本研究針對馬來西亞報業環境的特殊性作深入分析。此理論架構有助分析特殊的報業

環境所導引出的各式情境，並有系統地整理記者在各情境下，以及在 Hirsch 三個分析

層次下的自我認知。 
 

第一節 自我認同與社會互動 

 
壹、有關「自我」的理論 

 
在符象互動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有關自我（self）的論述中，學者都將

Cooley 有關的理論作為依據，他提出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使他被稱為

「符象互動論者」。在有關自我的討論中，他確立了「自我是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形成

的」立場。Cooley 的「鏡中自我」是指行動者的反省和想像過程，並不是指人與人之

間實際互動而產生的（孫中興，1993）。 
Cooley 在《人類本性與社會秩序》談到社會和個人的關係，強調兩者是「一種有

機的關係」（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湲譯，1992: 25）。他認為，社會和個人是同一

事物的集體方面和個體方面，是不可分割的一個有機整體。個人在社會中不是獨立地

存在，但又擁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個人在社會中同時具備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

有群體表現又有個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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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Cooley 來說，真正的社會存在是個人的觀念（the immediate social reality is the 
personal idea），社會關係只是存在於個人的意識（mind）之中。他人的觀念要存在於

個人的意識中，才意味著真實的社會存在。一個有肉體存在的個人若不被想像，就沒

有社會性的真實（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湲譯，1992: 87-98）。換句話說，個人或

社會要「住」進人的意識中，才算真實存在。 
根據個人和社會關係，以及個人意識與有關個人和社會觀念的論點，Cooley 認

為，「自我」包含整個心靈，所以也包括所想的所有個人和整個社會。這些個人和社

會是存在於個人意識的有關觀念，而自我和他人並非作為相互排斥的社會事實存在。

Cooley 強調，「我」的觀念是在和他人或在社會，交流和聯繫中發展起來的。個人意

識聯繫著普遍的生活，意識裡與他人關係的這些關於人的觀念，都是社會性的

（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湲譯，1992: 87-98）。 
從上述的論點，Cooley 強調個人和社會是不能分割的有機整體，而個人意識是存

在著思想內部聯繫的作用。個人意識唯有這種作用，才能想像人的觀念和社會。這些

觀念只有存在於人的意識中，這些人（包括他人）和社會才有可能真實存在。而人們

在社會中的互動，也只有存在於意識中，才是真實的社會存在。根據這種觀點，每個

人的想像都被看做是許多人的影響相互作用形成的整體，因此對人的觀念和社會關係

的互動透過想像存在於個人的意識中。 
由於和其他人的觀念的聯繫，自我的觀念永遠是對個人生活中特殊的或有差異的方

面的一種意識。Cooley 認為，個人要在社會經驗、感覺、交流、與他人互動，才會產

生自我意識。因此社會的他人以及社會關係互動在 Cooley 有關「自我」的論述中，佔

有重要位置，並強調他人在社會互動、交流對自我意識產生的重要性（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湲譯，1992: 132）。 

個人把與他人的聯繫的一組觀念系統，透過想像納入意識，構成社會自我，這種社

會自我是一種想像自我，是受他人意識所影響。這種受他人意識影響的社會自我，

Cooley 稱為「鏡中自我」。個人在想像中得知別人對自己的外表、風度、目的、行

動、性格、朋友等等的想法，並受這些想像的想法影響（Cooley, 1902 / 包凡一、王湲

譯，1992: 135）。 
Cooley 把「鏡中自我」定義為包含三個主要元素：一、個人想像自己在他人面前

的形象；二、個人想像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判斷；三、某種自我感覺，乃是反思他人意

識的想像效果。個人所想像的出現在他人意識的那個我的形象，或他人對我形象的判

斷，對我的情感有很大影響力。除了對人的觀念，受社會環境、歷史進程的變化而被

影響的理智內容的觀念，也聯繫著自我感覺，一併構成自我（Cooley, 1902 / 包凡一、

王湲譯，1992: 135-136）。 
因此，自我具有特殊性，但不孤立於社會環境。在這裡，Cooley 討論的自我也即

是社會自我，因為他著重自我的社會方面，強調的自我是與整體社會有聯繫，與他人

有密切互動的自我。在 Cooley 的自我形構中，社會裡的他人占據重要的位置，對自我

產生重要的影響。Jenkins（1996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59-60）指出，對 Cooley 來

說，自我永遠暗指他人的存在，同時自我永遠是社會自我，與他人既相似又相異。 
Jenkins（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52）在描述 Cooley 的主張時，強調意識

是個系統，而個體是積極的組件，即「我所說或思考的每件事，都受到他人言談或思

想的影響，而且也透過各種方式傳遞自己的影響力」。Mead 在提到 Cooley 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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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談到 Cooley 是從個人出發，「除非是在個體的意識5裡，否則社會實際上並不存

在」（Mead, 1934；轉引自 Jenkins, 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 2006:52）。 
Mead 在《心靈、自我與社會》一書中討論「自我」時，提到自我意識是採取或預

設他人的位置才能達成，這個他人是社會性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

Mead 強調，個人如果不能從他人的角度看待自己，就根本沒辦法看到自己。Mead 在

討論「概化他人」的理論時提到，賦予個人具有統一的自我的有組織社會群體，可稱

為「概化他人」。概化他人的態度是整個社會群體的態度。透過將這一有組織社會群

體的這些個體的態度，作為一個整體，個體會對社會計畫和構成其生活的社會過程作

出反應和行動（Mead, 1934 / 胡榮、王小章譯 1995: 156）。 
自我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有兩點：一是就他接受他所隸屬的有組織社會群

體的社會態度，才形成了一個完整的自我；二是就他所隸屬的這一社會的個體，經由

參照社會群體的過程、活動和制度性的運行，並參照因此構成的經驗和互動關係，接

受群體內其他個體的態度，來據此指導自己的行為，發展自我（Mead, 1934 / 胡榮、王

小章譯 1995: 157）。簡言之，個人必須接受有組織的社會活動或社會群體的態度，以

及其他個體的態度，並以此為根據作出反應和舉動，才能發展完整的自我（Mead, 1956: 
219）。 

Mead 指出，在自我的充分發展中，有兩個一般的階段。在第一階段，個體的自我

是由他人對待自己、以及在他和他人的社會互動中，組織相互對待的社會態度而構成

自我。但是在個體自我充分發展的第二階段，自我不僅由這些特定個體態度的組織構

成，而且由概化他人或他所隸屬的社會群體構成（Mead, 1934 / 胡榮、王小章譯 1995: 
159）。換言之，第一階段是個體通過組織他人的特定態度，構成自我；第二階段是個

體通過組織概化他人或他所隸屬的社會群體的社會態度，而構成自我（Mead, 1956: 
222）。接下來，個人依據特定他人的態度組織自我的結構；再根據有組織的社會聯

繫，組織並概括特定他人的態度，從而將有組織社會群體以及他人的態度帶入自我，

並形成自我的一部分。 
此外，Jenkins 在論述 Mead 的「概化他人」的觀點時提到，「只有當他採納所屬的

有組織社會群體的態度，來面對有組織的、合作的社會活動，或是這個群體所參與投

入的一組這種活動，他才能發展出完整的自我…唯有採取概化他人的態度來看待自

己，以這種方式，個體才能夠有思考；因為唯有如此，思考才會發生」（Mead, 1934；

轉引自 Jenkins, 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63）。 
Mead 有關自我的看法和 Cooley 的自我一樣，特別強調他人的存在，他人對自我的

影響，以及社會在形塑自我的重要性。而 Mead 的自我涵蓋主我與客我，似乎和

Cooley 在討論他人的觀念必須存在於個人的意識中，才是真實的社會存在的論點相

似。在 Cooley 的觀點，這就是在自我的意識中，必然存在著他人的觀念，且這個他人

的觀念是個人與他人相互接觸聯繫而存在的。而這個有關他人的觀念，在 Mead 的討論

裡，則是社會性的概化他人。Cooley 和 Mead 在自我形構的討論上，擁有類似的觀

點。 

                                                            
5在包凡一、王湲翻譯 Cooley 的《人類本性與社會秩序》一書中，譯者把 mind 翻譯為意識。在王志弘、許妍飛翻譯 Jenkins 的

《社會認同》和胡榮、王小章翻譯 Mead 的《心靈、自我與社會》這兩本書中，譯者把 mind 譯為心靈。但是，在王志弘、許妍飛

翻譯 Jenkins 的《社會認同》也有將 mind 譯為意識。為了避免混淆，本研究劃一使用「意識」為 mind 的翻譯。此外，本研究並

不是集中討論意識與自我的關係，因此關於譯者對 mind 的翻譯，以及 mind 與心靈、意識的意涵和定義，並不在本研究的討論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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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時，Mead 認為社會是「客觀的」東西，而非僅止

於個體意識裡的想法。這和 Cooley 強調的「社會是存在於個體意識裡」的觀點又不盡

相同。另外，在有關他人對自我的影響方面，Jenkins 認為，Mead 的自我被內化的他人

聲音所決定的程度，跟 Cooley 的鏡中自我不同。Cooley 的鏡中自我裡的他人對自我影

響力較大，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判斷可直接影響自我感覺。但是，對 Mead 來說，他還著

重反身性的作用，這反身性牽涉了與自己的對話（Jenkins, 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

2006:61），因此他人對自我並沒有主導性的影響。 
從 Cooley 和 Mead 的討論，可看出他們對他人的觀點有程度上的差異，Cooley 強

調個別的他人，個人在與他人接觸互動後，會在意識裡形成對他人的觀念，聯繫自我

感覺，形成一種想像自我，即鏡中自我。Cooley 並沒有詳細解釋這些他人的組成成

分，只在描述時，用單一個別的名字來指涉他所謂的他人。然而，Mead 的概化他人則

強調他人是「有組織社會群體」，並不是單一個別的他人，而是含有社會意義的一群

他人。 
Mead 在理論上貢獻了有關概化他人的基礎，但有關概化他人的研究大多圍繞在理

論的充實與建構上，還有將自我和他人的概念，概念化為可測量的變項，並測量自我

和他人之間相互影響的程度與關係（Dodds, Lawrence & Valsiner, 1997; Benhabib, 1986; 
Miyamoto & Dornbush, 1956; Reeder, Donohue & Biblarz, 1960）。雖然 Mead 首先提出

概化他人這個名詞，但後來出現的名詞「意義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常被引用在

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而學者在探討意義他人的定義時，都有提到此名詞源自於

Cooley 和 Mead 有關自我和他人的符象互動論述。 
Denzin（1967）指出，社會學家已承認人類學習自我定義（self-definition）和他輔

助的社會物體（objects）的定義，是通過和多種類別的社會他人的互動，在 Mead、

Dewey、Faris 和 Sullivan 的理論著作中，「他人」一詞佔據核心位置，Sullivan 並創造

「意義他人」一詞，以指涉個人所推重的他人對個人行為和態度的評價。通過與他人

的互動，自我、意義和想法隨即產生。Kuhn（1964）認為學者對 Sullivan 的「意義他

人」在意義上是指對個人社交負責任的他人，還是指個人所推重的他人存有一些疑

慮，而學者多引用後者的定義。 
Couch and Murray（1964）提到「意義他人」和傳統有關他人的思想相符合，有學

者指出這個詞源自 Mead 有關他人的概念。Merton and Kitt（1952）就指出，「另外」

（another）、「他人」（other, others）這些名詞，出現在有關 Mead 的闡述文獻裡不下

數百次，也就是社會自我（social self）的發展需要對他人態度的回應這個觀點。Couch 
and Murray（1964）則用「意義他人」來了解個人在角色表演上所接收的評價，和以意

義他人的態度來安排自己的行為舉止的關聯性。 
另一方面，「意義他人」的使用多被用在量化研究上。有學者建構一系列「意義他

人」或相關的概念化測量方法、定義與變項。Woelfel and Haller（1971）在探討「意義

他人」對個人的教育和職業期望的影響時，賦予意義他人概念化的定義，以符合他們

的研究。在此研究中，Woelfel and Haller（1971:75）定義「意義他人」是對個人的態

度行使重要影響的人。在進行概念化定義的過程中，Woelfel and Haller（1971:76）也

引用了 Mead 有關自我反身性的概念，即個人的行為是回應一些客體所做的反應，作為

其研究的另一變項。 
另外，在有關他人的討論與研究中，Goffman（1959）也在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一書，提出不同類別的社會他人，例如通知者、誘餌、冒充者、中間

人、非人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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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記者為研究對象，對他們處在特定社會情境的自我認同進行分析，在定義

自我的範疇及理論架構時，本研究以 Cooley 和 Mead 對自我及他人的論述為主。在討

論自我的同時，其實就暗示他人的存在，所以本研究認為，自我和他人必須一併討

論。由於 Cooley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的主我與客我、概化他人的觀點，在細部有程度

上的不同，本研究強調他人存在的重要性，他人對自我的形塑產生重要影響力，以及

社會關係和互動影響他人在自我意識的想像，進而影響對概化他人採取的一組態度，

即個人所處的社會情境也會對自我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根據 Hirsch（1977）有關研究媒體的三種層級模式，即把媒體分為職

業、組織和結構的層次來研究，本研究擬依據這三個層次，結合上述有關自我與他人

關係的架構，來分析記者在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中，對自我認同產生的影響。陳順孝

（2003）將 Hirsch 提出的三種分析層次簡單敘述為：一是職業角色、生涯，以及傳播

媒介與組織化個人間的關係；二是把整個傳播媒介組織本身視為一個分析對象，從而

探討記者與編輯採訪工作的協調等；三是傳播媒介間的關係，以及傳播媒介與社會經

濟環境的關係。 
根據 Hirsch 的分析模式，記者從屬於不同的組織和層級結構，也因此面對不同的

有組織社會群體和屬於此社會群體的概化他人。而根據 Mead 的概化他人理論，個體會

將他人的特定態度和社會群體的社會態度帶入自我，進而形成自我。因此，在 Mead 的

概化他人理論，強調有組織的社會群體和特定他人的態度影響自我形構的結構下，處

在或從屬於不同類別或等級（classes）的有組織的社會他人和社會群體中的記者，自我

也會受到這些概化他人所影響。 
有鑒於此，本研究對認同的定義架構，也強調個人在社會中與他人的人際互動，以

及此互動如何影響個人的行動和對他人採取的態度、想法、行為、表現、語言等。 
此外，大多數有關「意義他人」的研究都以量化取向的方式來概念化「意義他

人」，並從中發展與意義他人相關的可測量變項，以及自我與意義他人的關係（Cheng 
& Starks, 2002; Denzin, 1967; Couch & Murray, 1964; Woelfel & Haller, 1971; Brookover, 
Thomas, Paterson, 1964）。因此，意義他人的定義是趨向量化測量的定義，而缺乏理論

性的意涵。相比之下，概化他人在理論上的解釋結構完整。筆者認為，採用概化他人

的概念將有助於分析本研究相關記者的資料。概化他人在理論架構上的完整性對本研

究的資料分析較為有用。 
 

貳、社會情境下的認同（identity） 
 
  最初以 identity 作為學術名詞的是 Erikson，他根據 Freud 的有關自我和性格

（ethos）的形成，發展為「群體認同」（group identity）和「自我認同」（ego 
identity）。他對人類本性－社會現實的再闡述，介紹了這個新的專門術語，至少在跨

學科方面是有用的。這個辭彙可在大範圍的學術領域、方法、理論方向和政治傾向定

義問題。Erikson 以 identity 為組織的概念，寫作與人類發展、歷史變遷和個人健康的

著作。他賦予了「自我認同」以精神分析和功能性的定義，作為一種「群體心理學現

象」（group-psychological phenomena）（Weigert, 1983: 7）。 
Erikson 把「自我認同」定義為「對在自我的綜合方法內具有自我一致性和延續性

的事實的察覺，以及這些方法在維護個人對他人意義的一致性和延續性很有效」（轉

引自 Weigert, 1983）。Erikson 對於 identity 功能性的思考，開啟了心理學和社會歷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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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大門，發展了一套認識論的空間，來分析人類情況。他把個人認同的心理層面

與歷史和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認同的觀點連結起來（Weigert, 1983）。 
然而，Erikson 有關 identity 的研究較傾向於心理學。受 Erikson 影響的芝加哥符象

互動學派，就將有關 identity 的研究擴展，運用到醫療的、精神病學的和偏差的問題

（Weigert, 1983）。之後，有許多學者發展並豐富 identity 的定義和內涵，學者從各種

角度探討 identity 在社會中的多種意涵，在個人與社會聯繫的過程中，人際關係和互動

的發展中，identity 在其中的角色為何，使 identity 走入社會心理學的範疇。 
但是，學者至今對 identity 的學術定義仍然模糊。學者以各自的方式詮釋和定義

identity，使 identity 的具體概念飄浮不定。Brubaker 和 Cooper（2000）就把學術界使用

identity 的學術研究歸類為 5 大方面：一、identity 被用來強調行動的態勢，即個人或集

體被特殊的自我理解（self-understandings）所支配，而不是想像的一般利己主義（self-
interest）；二、在將 identity 理解為集體現象，identity 指稱在群體或種類的成員之中，

一種基礎的和必然的相同性（sameness）；三、作為「自我」或一項社會生存的基礎條

件的核心方面，identity 被指涉為據宣稱是深層、基本、不變、基礎的事物；四、作為

一種社會或政治行動的產物，identity 被引用來突出一種可以使集體行動成為可能的集

體自我理解、團結或「群體」（groupness）的過程性和互動性發展；五、identity 被突

顯為當代的「自我」，具有不穩定、多元、變動和碎裂的本質。Brubaker 和 Cooper
（2000）認為，identity 這個詞作為分析的概念被豐富地運用，但卻是模糊的。

Brubaker 和 Cooper 的歸類顯示 identity 一詞可引用在各種跨學科的領域，卻沒有明確

具體的定義和範疇。 
由於本研究想要探討記者在組織內外的社會關係和人際互動如何影響自我認同，本

研究要探討的自我認同並不是 Erikson 發展的心理學上的自我認同，而是更傾向於社會

情境脈絡下，人際互動與自我認同的關係。 
Strauss 在學者把 identity 帶入社會心理學的研究範疇後，將 identity 作為符象互動

學派關注的問題（Weigert, 1983）。Strauss（1959）在 Mirror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裡將 identity 作為社會心理學的一個專有名詞，他把 identity 視為需要與「被自

己和被他人建構的重大評價」相連結。Strauss（1959）認為 Erikson 典範所發展的「自

我認同」（ego-identity）不足以作為社會心理學範疇的定義。他根據典型的符象互動

學派程序，運用 identity 為一個敏感的概念，以及一般公認地模糊和普及的概念。他試

圖融合符象互動和社會組織的層面進入可使用的社會心理學範疇，因此，他強調語

言、命名和互動。他並不是研究 Erikson 的「自我認同」，而是個人如何與他人交流，

並被他人影響，以及通過交流彼此互相影響。 
Weigert（1983）認為，Strauss 試圖將一個 identity 的構想作為一種互動的現實。

Strauss 的理論視 identity 由自我評價（self-appraisals）構成，而自我評價是由自我和他

人，個人的定位和評價，賦予個人的命名，生命的歷程所經驗和強加的改變所形成

（Weigert, 1983）。Strauss 認為，identity 是由自我評價所構成，而自我評價包括自我

和他人，個人的位置和評價，附著於個人的名字，人生歷程中所經驗和被強加的改

變。從他有關 identity 的理論，Strauss 強調的是個人在生命中經歷的有關他人、評價、

名聲、經驗、改變都有可能影響自我評價，進而影響 identity。可以說，個人是充分涉

入社會活動、社會關係與互動，這份與社會及人際關係緊密連結的經驗，使個人從中

反饋成為對自己本身的想法，構成 identity。 
Stone（1962）的 Appearance and Self 也有為 identity 的概念和意涵作更具體的說

明。雖然 Stone 以 self 為文章題目，但他明顯地同意 Erikson 把 identity 帶入社會科學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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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轉引自 Weigert, 1983）。對 Stone 來說，identity 是當自我處於某個情境時，由自

我獲取的意義，也即是基於對個人在社會關係裡的參與或會員身份的承認，而將之編

排在一個社會客體的位置。此外，由於 identity 從本質上與所有社會生活的會合與分離

相關聯，因此會持續不斷地改變。Stone 認為，當他人通過分派給個人有關 identity 的

相同字眼，把他安置為一社會客體，個人的 identity 於是被建立，而這個 identity 是適

合他自己的（Stone, 1962; 轉引自 Weigert, 1983; Schlenker, 1985）。 
Weigert（1983）認為，Stone 為 identity 所下的定義，是首個簡潔的定義，並被廣

泛地應用在社會心理學上。Stone 的 identity 強調根據在一個情境所獲知的結構性價值

和人際之間的情緒，安置和評價個人。Stone 採用 Erikson、Strauss 和 Goffman 有關

identity 的主題，並把 identity 以理論性的方式跨前一步，將 identity 明顯地與情境式的

社會關係相聯繫，並區分認知、評價和情緒的範圍。此外，Stone 討論的 “appearances”
有著經驗和理論上的貢獻，因為 Stone 認為“appearances”是 identities 的情境式基礎，而

這個 identity 是個人向他人展示並附著在他們身上的（Weigert, 1983）。 
從定義中，可看出 Stone 把 self 和 identity 區分開來。他不像一些學者把 self 和

identity 混用，在分析脈絡中將 self 和 identity 指涉同一概念的事物，使 identity 在具體

的概念和意涵更加模糊，似乎可解釋多種類似概念，卻缺少一明確指涉的具體意涵。

Schlenker（1985）就指出 identity 可被當成是一種 theory of self，關於自我的內容是通

過真實或想像的人際協議，被形塑和維持的。這個內容必須經得起意義觀察者的共識

的確認過程。而和 self 的混用也使 identity 這個名詞的出現產生問題，identity 這個字是

否可自行發展相關一系列的概念與範疇是值得討論與思考的。 
Stone 和其他社會學家聚焦在互動中 identities 的社會建構，人們在共同理解的社會

角色、規範和符號的基礎上，彼此之間以特定的方式社會性地分類和行動。個人的

identity 在社會生活的嚴酷考驗下是編造的、表達的、維持的和更改的，因為它的內容

經歷觀眾的真實或想像的觀察、判斷和反應的持續過程（Schlenker, 1985）。 
即使 Schlenker 把 identity 和 theory of self 畫上等號，Schlenker 也和 Stone 有類似的

看法。他認為當 identity 提到個人累積的、概化的 theory of self 時，這顯示 identity 與自

我觀念（self-concept）這個詞如何被運用完全相似，尤其是受到 James 和 Mead 的影

響。但是，Schlenker（1985）提到 identity 作為自我概念和 identity 還是可以區分的，

當處在社會情境下，identity 是與特定其他人相聯繫時，被放置或構想出來。他並指出

情境式的 identity（situated identity）是在一特定社會情境或關係被有意或無意地建構，

而個人的情境式 identity 在特定的關係中，是參與者的共同建構（joint construction）。 
Stone 在討論 appearances 和 identity 之間的關係時，其所強調的情境明顯有

Goffman 理論的影子，而 Weigert（1983）也指出，Stone 在 Goffman 等學者的基礎

上，發展出 identity 的具體且明確的定義，因此 Goffman 的理論在賦予 identity 意涵，

豐富 identity 內容的基礎是重要的。 
Goffman 的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將個人的定義和詮釋視為在社會

情境下表演的特質。文章是圍繞 self 的概念而組織的。Goffman 並提出結論，指「表演

的自我」（performed self）是互動情境的結果而不是其原因。Weigert（1983）指出，

Strauss 和 Goffman 在題目上分別用了 identity 和 self，他們的討論卻反映了概念上的模

糊不清，在使用 self 和 identity 於相似的分析上和相似的觀點，但卻沒有清晰的理論性

區分。 
Goffman（1959）在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一書裡，巨細靡遺地描

述社會關係裡的個人於他人之間的互動過程。Goffman 在個人及他人在見面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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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因素、影響及結果、反應，都討論得很詳細。他重視在特定社會情境下，個人

與他人表現的特別表演行為。在 Goffman 的討論中，站在他人的角度，他人必須通過

訊息載體或符號，或者對個人過去的認識來推斷，再決定以何種方式、言談和舉止回

應。此外，個人所從屬的群體慣例或社會地位、個人角色，也要求他在社會情境中做

出適當的表達。 
除了個人與他人的互動性為和心理因素外，Goffman 也談到情境的定義。Goffman

在文中一再強調，當個人出現在他人面前時，他的行為會有效地影響情境的定義。

Goffman 描述了每個參與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作用與角色，以及根據他們在情境中所處

的位置，分析他們的互動策略及相應的行為反應。 
由此，Goffman 總結，當個人出現在他人面前，他會有很多動機，嘗試控制他人接

收有關情境的印象。Goffman 強調個人在社會互動中，身分認同被他人及自己影響的

過程，以及個人和他人在互動中所採取的策略，還有其因素和結果。 
Goffman 的 self 在意義上近似 Strauss 和 Stone 的 identity，都強調他人的存在和特

定社會情境的重要性。此外，Goffman 在描述時也強調了 self 的外在和內在，因此可

說，在 Goffman 的分析架構裡，identity 不只包含外在，如外表、言談、舉止等，也包

含內在過程，如個人控制情境定義的想法和他人憑符號或訊息推斷的內在心理層面，

這些外在和內在因素都足以影響在社會情境中的個人與他人。另外，Goffman 也以此

觀點為基礎，界定社會關係，即當個人或表演者在不同場合，演出相同部份給相同觀

眾時，社會關係由此產生。 
Weigert（1983）認為 Goffman 用 self 一詞來分析具有 identity 意涵的人際互動，其

實與 Strauss 對 identity 的分析類似。而 Jenkins（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在

談到 Goffman 時，卻以 self 來論述 Goffman 的觀點。不論是 Weigert 認為的 identity 的

意涵還是 Jenkins 忠於原著地討論自我與社會的關係，筆者認為，Goffman 描述的是自

我在日常生活所要向他人在社會互動中表現的身分認同，這個身份認同，與 Strauss 強

調的 identity 一樣是情境式的。因此，Jenkins 指出，如果 Goffman 的自我只是角色扮

演，那麼這種自我，就只能是社會性的。Weigert 和 Jenkins 都指出了 Goffman 理論中

佔重要位置的元素，即社會性。 
 

叁、社會情境下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在討論了有關 self 和 identity 的相關文獻後，本研究對於自我認同的範疇著重於兩

點：一是強調他者存在的重要性，以及他者對自我的影響力；二是個人是處在社會中

的。這個社會包含特定的社會情境，個人所從屬的社會團體及有組織的社會群體，以

及與他者的互動過程產生的社會關係。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的馬來西亞華文記者自我

認同是社會性的，且根植於馬來西亞的社會。 
有關自我認同的定義和範疇，本研究採用 Goffman（1963）對 self- identity 的定

義，而此定義則來自於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一書。

Goffman 在此書中根據個人被污名化的不同程度，介定了三種身分認同，以配合不同

程度的污名做討論。 
第一種是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Goffman 描述，當一個陌生人出現在我們面

前，第一印象讓我們能夠把他安置在他所屬的特定社會位置。這就是他的社會認同。 
第二種是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Goffman 認為，個人認同和法定的認同密

切相關。他定義個人認同是真實的標記或身分依據，以及專屬個人並組織成為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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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組事實，通過這些依據，構成個人認同。個人認同是一組社會事實的連續紀錄，

成為專屬個人的特殊記號，如個人攜帶在身上的證件，身分證、駕照、學生證、信用

卡等。 
第三種是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Goffman 認為，自我認同是相對於社會認同和

個人認同的。Erikson 稱之為 ego or felt identity，但 Goffman 認為 self-identity 會較適

合。Goffman 定義自我認同為個人對自己的處境的主觀感受，以及個人通過各種社會

經驗獲取的有關自己的延續性和特質。Weigert（1983）認為，Goffman 視自我認同是

來自社會經驗的存在連續性的感覺，這是認同最主觀的方面。  
社會和個人認同是他人關注和定義的，個人對於個人認同的關注和定義是沒有感覺

的，更別說認同感。相反地，自我認同是主觀的、反身的，必須被個人感覺到的。個

人可以用同樣的素材建構他自己的形象，這些素材也是他人第一次建構他的社會和個

人認同，但他可以在他喜歡的方面行使自由的意志，例如自我評量職業的聲望，這就

屬於自我認同。Goffman 強調自我認同的概念可考慮個人對於污名會有什麼感覺以及

管理。 
Goffman 提出的認同概念主要和社會互動作連繫，以探討污名與個人的關係，不同

程度的認同（如社會、個人和自我）與社會的關係、互動也有所不同。在與污名結合

的認同模型中，他人佔有重要的位置，他人對於認同的定義和影響佔主導位置。他人

不單只是察知我們的認同，他們還積極地加以建構，而且建構的方式不僅是命名或分

類，還包括他們回應和對待我們的方式。此外，外在因素對個人自我認同也有影響，

只是個人可以自由地形塑自我認同。 
本研究想了解記者作為一個個體在不同的有組織社會群體中的自我認同，自我認同

的範疇採用類似 Goffman 的自我認同定義，即重視研究個體的主觀感受，以及相應的

回應，同時強調個體處在不同所屬團體時，與他人互動所構成的內心感受。而此情感

在與外在情境，如所接觸的他人、所處的社會群體、社會關係及社會情境等因素相聯

繫，構成並影響個體的自我認同。 
Goffman 的被污名的個人因為內外團體所接觸的他人不同，而有不同的自我認同和

反應，因此也有不同的自我認同管理策略和建議。本研究想探討的是，作為個體的記

者，當處在不同層面的社會情境下，他們的自我認同和對應的反應為何。 
另一方面，Jenkins（1996 /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在討論自我認同時，也強調

了他人對自我認同的重要性。他認為，自我認同建立在個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別人

如何看待他的雙向互動。透過他人，以及個人對於自己與他人間的差異的察覺，構成

自我認同。他認為自我認同必須通過社會互動來確認。 
Sherwood（1965）在認同 Cooley 和 Mead 有關他人對自我具有影響力的觀點時，

認為自我認同大部分是由個人和他人的關係所決定。自我認同的概念是個人對他自己

的看法。Sherwood 假設個人用相同或類似的認知分類來理解自己或他人，而自我特質

是用來理解自己和他人的認知，這個認知是人們分派給他自己的。由此，自我認同被

定義為個人自我特質的全部。Sherwood 在文中也強調了他人存在對於自我認同的重要

性，而且提到自我認同和個人理解自己與他人的認知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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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記者研究 

 
上一節討論 Cooley 和 Mead 有關自我和概化他人的概念，自我的發展，是想像自

我在他人意識的形象，在互動過程中，預設他人的存在，接受概化他人的整體社會態

度，再根據概化他人的態度，作出相對應的行動，產生自我認知。另外，本研究引用

Goffman 自我認同的觀點，探討研究對象的自我認知主要是個人對自己處境的主觀感

受。而 Mead 提到，個人會根據所隸屬的社會群體來接受組織的社會態度並加以反應。

由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記者，也在工作場域中面對不同層次的概化他人，因此，本

節討論記者在其隸屬的社會群體和組織所具有的不同層次的概化他人。 
 

壹、Hirsch 的三個分析層次模型 

 
本研究以 Hirsch（1977）將媒介研究分為三個分析層次的模型（model）為基礎，

以職業（occupational）、組織（organizational）和制度（institutional）這三個層次來探

討馬來西亞記者的自我認知。根據 Hirsch，在職業的分析層次，是聚焦在職業角色、

事業，以及媒體組織和個人的互動。有關守門人、社會控制和新聞業的社會化，或記

者的理念與新聞室的限制產生衝突相關的研究，都屬於這個分析層次。 
第二個分析層次以媒體組織為一整體，以及它的行政，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記者

和編輯在收集新聞過程的協調任務，是典型的研究課題。第三個分析層次制度性地分

析檢視組織或專業與社會大環境之間的關係。 
Hirsch（1977）強調，雖然這三種模型在分析上有所區別，但並不是互斥的。相反

地，三種層次放置在一起時可互相幫助其他層次呈現另一種詮釋或產生新的問題供檢

視。它們是互有關聯的，第一層次檢視個人如何工作以製造媒介內容；第二種層次專

注在這種媒介內容產生的組織安排，以及最後產品的產制與散布。第三個分析層次對

文化、經濟、政治環境的研究最有用，這個環境是由媒體和專家構成作為一個主要的

社會機構。 
在職業的分析層次方面，Hirsch 提到職業社會學裡關注的是組織成員的角色和工

作。在實踐的問卷和田野研究中，研究對象是相對低位階和地位的組織參與者。而在

媒體研究裡有關專業性（professionals）的研究，集中在記者每天的例行公事和限制。

有關職業、專業的研究，與許多組織科層（organizational hierarchies）的低階層參與者

的研究相關。 
關於「職業性」和「組織性」的研究，其差別在於，前者注重任意或政治性地干預

和審查；而後者則視這種行為是合理的，在組織內高層的立場來看，是理性和邏輯

的。 
Pool & Shulman（1959；轉引自 Hirsch，1977）指出，行內人士社會化進入他們職

業的規範，已經學會與他們自己的純粹個人反應和刻板印象保持距離。這是因為媒介

的行內人士並不是離群工作的，而是必須達到他們的組織、職業和閱聽人的期望。 
雖然 Hirsch 引述 White 有關守門人的研究結論，即編輯在挑選新聞時是以個人偏好

來做決定，但 Hirsch 認為，職業性、工藝和組織性規範可以解釋更多有關新聞選擇的

影響因素，多於個人偏好。而 Breed（1955；轉引自 Hirsch，1977）在社會控制的研究

方面，有關新聞記者的職業性社會化，可反映 Hirsch 的看法。 
Breed（1955；轉引自 Hirsch，1977）有關社會控制的研究強調職業性的社會化，

記者和守門人被獎勵系統和政治傾向社會性地控制。這種社會控制的模型也分析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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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apprenticeship）如何形塑行內人士的決定。Breed 的研究發現，公然的衝突很少發

生。這是因為新聞故事很少產生編採政策的課題，而記者卻已經陷入設定好的分類、

遵守建立的寫作方式和慣例。此外，Breed 指出，新聞室內的人際關係互動減少了記者

在現實與理念之間的不協調。 
在組織性的層次，Hirsch 把整個組織視為分析的對象，涵蓋更廣泛的範圍於：一、

經理和執行階層被分派和扮演的角色；二、組織結構。在執行管理階層的面向，Sigal
（1973；轉引自 Hirsch，1977）發現編輯是介於下屬記者和上司的中間人，必須在這

兩者之間進行協調。而在組織結構的面向，Sigal 發現管理或所有權的轉變會影響記者

和媒介內容多於撤換編輯的影響力。Sigal 也指出，組織結構會影響記者的稿件被嚴重

修改的可能性。 
Hirsch 總結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後指出，物質的接近性（physical proximity）凌駕

於個人素質或個人品格，可作為解釋組織的變項。另外，科技、目標、市場機會和限

制，也是解釋組織如何運作、媒介內容如何產制的潛在變項。報老闆所追求的價值

觀，如個人名望和影響力，也會影響組織結構的因素。當地方性報紙在報老闆的缺席

下，組織性研究者會提出，追求利益的動機和尊重大量讀者群的喜好，是典型報紙形

式的顯著和充分的解釋。當研究者站在組織結構的面向來看待問題時，會發現組織結

構受廣告主和政治的影響大。因此，組織性分析不是看社會控制是否存在，而是誰在

行使權力和為了何種原因。 
制度（institutional）和組織之間（interorganizational）分析，關注單一媒介組織，

但還有其他許多的競爭對手、供應商、批發商和管理者，這些是形塑或被形塑一個更

廣和複雜的工業系統。這個廣大系統也構成一重要的社會機構，也就是一個大型的組

織性綜合體，集體性地呈現圍繞社會的重要功能。 
所有社會機構被當地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價值影響，同時也扮演加強和修正這些價值

的重要部分。媒體的制度性分析聚焦在：一、在政治和文化環境下，媒介內容被傳送

的影響；二、在媒體機構的精英以及機構高層之間，經濟和組織性的相互關係。制度

性的分析層次往往從研究整個工業結構和運作開始，前者傾向聚焦描述經濟和管理的

關係；後者強調詮釋政治的縱橫交錯（ramifications）。 
 

貳、職業性分析層次 

 
本研究將根據 Hirsch 的三個分析層次探究華文報記者在馬來西亞報業的自我認

知。依據 Hirsch 的分析模型，職業性層次主要關心在組織階層裡相對低層和低地位的

記者，他們被慣例和限制束縛，因此，本研究在此層次也聚焦於記者在報社內與主

管、編輯、同事之間的人際關係，以及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包含新聞產制的例行操

作、編採政策、採訪策略、獎懲制度、工作限制等，以從中探討華文報記者處在相對

較低的組織地位上，他們所受的規範和限制內容如何。 
根據 Hirsch 引述 Breed 的觀點，記者在工作場域受到社會控制，以致企業或職業性

的規範被社會化進入記者的認知及價值觀裡，因此，本研究除了從記者的日常規範中

了解記者被職業性社會化的程度，也試圖從記者對一些職業的專業性觀念的態度和看

法，來探討記者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專業觀念，對本身自我認知的影響。本研究集中

在記者對職業的專業性的理念和想法，包括工作自主權、專業新聞價值觀、專業倫

理、對爭議性編採手法的態度、擔負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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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專業性 

 
有學者認為新聞專業的特質在新聞價值和新聞道德這兩方面。換句話說，雖然新聞

工作沒有特定的專業新聞知識，但卻有特定的價值及道德領域（羅文輝等人，2004: 
84）。記者職業的專業性涵蓋層面可廣可狹，在本研究中，除了新聞價值觀和倫理，

還包含工作自主權、編採手法、社會責任。本研究認為這些都屬於記者在職業性層次

對工作的理念，而記者對本身職業的理念可詮釋為記者對其職業的專業性的理解。就

是因為對本身職業抱有某種堅定、理想性的理念、想法，必然認為這就是職業所應具

備的專業特質。 
羅文輝等人（2004: 239）整理學者對於工作自主性的文獻，指出新聞人員的自主

性在於「有權控制採訪任務的分派、如何處理新聞的自由、免受編輯守門人的干

擾」。由於主管階層在新聞處理和呈現上，掌握較大決策權，當下屬的記者只能和上

司據理力爭、討論、溝通，以在互動中取得共識。因此，自主程度是一種爭取過程，

且和記者的專業性相關。 
學者關心記者工作自主權程度的內容大多圍繞在決定新聞重點，選擇新聞題材，選

擇新聞及角度，被分派採訪任務，稿件被修改審核。至於影響記者工作自主權的因

素，Weaver 和 Wilhoit（1996）歸納出 3 種限制：第一是機構內部的限制。第二是外在

的限制，如政府、廣告商以及公眾。第三是專業方面的限制，如客觀性。也有學者認

為企業管理文化這種由上而下的管理方式使記者的自由度受限制。同時，一些研究指

出，工作自主程度與工作滿意度相關。另外，部門主管、編輯部主管、機構最高管理

層也會影響工作自主權。而間接的自我審查壓力，以及來自老闆的政策、上級主管、

市場部門的要求和法例等，都可能對工作自主造成影響（羅文輝等人，2004: 240-
242）。關於工作自主在工作上的實際操作，羅文輝等人（2004）將之概念化為自己定

題採訪、約請專人採訪、決定採寫調查性報導和決定報導角度。 
此外，羅文輝等人（2004）則把新聞價值分為四個部份：新聞本質、影響新聞價值

的事件因素、影響新聞價值的人際因素和新聞的哲學基礎觀點。這些選項有些是和新

聞室的社會控制、工作自主、專業倫理、採訪策略等各面向相關，因此新聞價值觀實

際的內容意涵也難有定論，只關乎學者採取的立場和觀點。關於新聞價值觀的內涵可

以是見仁見智的。本研究希望通過詢問記者的主觀想法獲取在職場的實際經驗衍生的

新聞價值觀，以更真實貼近記者的認知。 
記者對自己職業擔負的社會責任可反映本身對職業專業性的一種理念要求。其實，

專業、倫理、社會責任、工作滿意度之間是互有關聯，相互影響的。Pollard（1995）

在測量組織和專業對工作滿意度的可預測性變項的研究中，認為專業強調道德表現，

這促成社會責任，進而影響工作滿意度。Chan, Pan & Lee（2004）在有關專業志向對

工作滿意度的研究中，也提到專業志向對工作滿意度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們把專業志

向定義為專業人士維護的一系列規範的理想和信念。對於新聞從業人員，這包括工作

自主權、新聞業的模範和理想的媒介角色。 
由於記者在實際工作環境中面對來自各方的壓力和影響，原本理想中的工作專業性

必定與現實情況有所差距，因此，本研究希望從記者對一些對於職業專業性的理念，

並於現實環境的受限相互對照，來探討記者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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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滿意度和職業期許 

   
  工作滿意度一直是學者研究新聞工作者所測量的重要變項。Samuelson（1962）發

展出共有 14 個題項的量表，再根據因素分析分為 6 種影響新聞人員工作滿意度的因

素：對報業未來的信心、個人職業的滿意程度、與管理階層的正式關係、把報紙當成

自己的生涯、領導階層的素質、對薪水的滿意程度，其中「與管理階層的正式關係」

沒有反映新聞人員的工作滿足感，其他五種因素和工作滿意度相關。另外，羅文輝等

人（2004: 101）指出，Johnstone, Slawski 和 Bowman（1976）以及 Weaver 和 Wilhoit
（1986）等人針對全美新聞人員進行調查，發現顯示，性別、教育程度、工作年資、

組織規模、專業意理、工作自主權、對工作機構的尊重程度，都是影響美國新聞人員

工作滿意程度的重要因素。 
  過去有關工作滿意度的研究數量甚多，但對相關研究影響最大的，可能是

Herzgerg（1966）所提出的工作滿意經典「雙因理論」（two-factor theory）（羅文輝等

人，2004: 104）。 
  Herzberg（1966；轉引自羅文輝等人，2004）把影響工作滿意和不滿意的因素歸納

為「外在」（extrinsic）與「內在」（intrinsic）兩種。「外在因素」又稱為「攝生因

素」（hygiene factors），是滿足員工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因素，包括薪資、工作條件、

工作穩定、工作環境以及公司政策與管理、人際關係等。「內在因素」又稱為「激勵

因素」（motivators），包括工作的成就感、受人認同與賞識、擔負責任、工作的挑

戰、工作自主及在工作中成長等。Herzberg（1966；轉引自羅文輝等人，2004）認為

「外在因素」不良，會導致員工對工作不滿，而「內在因素」則是造成工作滿足的主

要動力。 
Barrett（1984）提到，Herzberg 的理論在過去 20 年來被學者挑戰，但他將激勵元

素劃為內在因素，以及攝生因素歸為外在因素的區分，都是被支持的。Shaver（1978）

將 Herzberg 的理論用在研究新聞專業的畢業生，滿足感是正面激勵因素的展現，不滿

足感是負面攝生因素的結果。他發現，工作成長的可能性是滿足感最重要的因素，處

理不善的公司政策和管理是不滿足感最重要的因素。 
Solimen（轉引自 Shaver, 1978）將 Herzberg 的理論描述為四點：一、工作滿意度

和工作不滿意度並不是相對的，它們最好被視為兩個分開和平行的連續體；二、工作

滿意度的反面是沒有工作滿意度，而不是工作不滿意度；三、工作滿意度是個人關注

工作內容的感覺所決定的，即內在因素；四、工作滿意度是個人關注工作情境的感覺

所決定的，即外在因素，這是人類想要避開不愉悅環境的本性。 
根據 Chan, Pan & Lee（2004），工作滿意度是指工作者對他工作的整體評價，它

牽涉根據個人的價值觀、理想和信念，綜合各種個人工作的特性和工作相關的經驗。

工作者的工作滿意度可以影響組織的效率和生產力，在個人方面，工作滿意度可影響

個人每天的生活和健康，以及個人會留在工作崗位的時間。 
Chan, Pan & Lee（2004）認為，可將新聞人員視為機構裡的專業人士，和檢視他們

對專業性的理念，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滿意度。他們提到一個普遍檢視工作滿意度的

看法是從實際的獎勵（tangible reward），如薪水和附加利益，以及專業的獎勵，如工

作自主和服務公眾利益，來看待記者獲取工作滿足感的因素。這個觀點和 Herzberg 的

「雙因理論」的內外因素很相似，實際獎勵是外在因素，專業獎勵則是內在因素。

Chan, Pan & Lee（2004）強調，具有專業性的觀念，與擁有較高工作滿意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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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Herzberg 歸納的外在因素與 Hirsch 整理的組織性層次相關，是報館

內部高層行使權力的結果，而記者是無力改變這些外在因素對自己的影響；而內在因

素的內容則較傾向於記者在工作中內心的感受，本研究認為此層面較傾向職業性層次

的範疇。由於學者對工作滿意度都有不同的測量變項，涵蓋的層面也有可能涉及

Hirsch 的 3 種分析層次的各個層面。本研究以 Hirsch 的分析層次為基礎，因此在工作

滿意度的內容上，選擇以內在因素為主，並將之放置在職業性的分析層次，以從中探

討主要以相對低職位低階層的記者對工作的態度，以及此職業在工作的實踐上讓記者

獲取怎樣的滿足感和愉悅感，並進而影響記者的內在感受，即自我認知。 
此外，本研究認為記者對職業的期許會直接影響他們對職業的評價，並進而影響記

者的自我認知。根據 Strauss 有關 identity 的理論，他試圖將一個 identity 的構想作為一

種互動的現實。他的理論認為 identity 由自我評價（self-appraisals）構成，而自我評價

是由自我和他人，個人的定位和評價，賦予個人的命名，生命的歷程所經驗和強加的

改變所形成（Weigert, 1983）。因此，本研究認為將記者放置在特定情境的脈絡下來檢

視他們對職業的評價，可由與他者的互動，探知他們在職業性分析層次的自我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