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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研究 

—以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 

中文摘要 

 
關鍵字：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拒絕、請求、言語行為 

身處地球村的時代，語言學習者若缺乏和不同文化背景者溝通之能力，言談

過程中的誤解與衝突恐將隨之而來。部分華語教材分析雖觸及跨文化溝通的概念，

但目前仍缺乏教材編寫之相關研究。因此，本文以華語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

題，探究跨文化溝通教材的編寫原則，並據以設計教材範例。 

研究中透過深度訪談探知華語教師及學習者的教學與學習需求，同時參考前

人對教材編寫及言語行為之研究成果，歸納教材設計原則。本研究結果顯示，跨

文化溝通教材應具備真實性、適當性、多樣性與開放性四項要素。對話語料需符

合現實情境且合乎語法，內容具體呈現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的形式特徵，尤其需

體現差序格局之社會結構對語言使用的影響，而相關策略模式及文化意涵則需於

短文中敘明。課後練習中同時設計觀察、訪問、討論等體驗式、互動式的文化對

比活動，以多元化的任務引導學習者既反思母語文化，又學習目標語文化，在此

過程中培養跨文化溝通之意識及能力。 

此外，教材提供的任務活動亦需以學習者為中心，賦予其自行規劃的權力，

有利於學習者從認知層面進行跨文化交流與討論。本研究依據上述原則編寫教材

範本，提供華語教材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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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cus on Refusal and Request Speech Acts 

              Abstract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f course materials, refusal, request, 

speech act 

In the age of the global village, if language learners lack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thos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will subsequently occur during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A portion of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touches upon the idea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at present tim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dedicated research into the 

design of such materials. Therefore, my research delves into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ing su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focused materials through a focus on 

refusal and request speech acts in Chinese,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ample materials based on my research. 

     Through the course of my research, I have ascertained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ors and learners alike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m. At the same time, I reference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anguage to sum up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results of my research indicate tha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focused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have four essential ingredients: 

they are true to life, the use of appropriate forms, incorporate various activities, and 

are open-ended to allow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e learner’s own opinions. The corpus 

of dialogue needs to conform to real-life situations as well as accord with grammar. 

Furthermore, the content needs to concretely demonstrate the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fusal and request speech acts, and in particular, needs to embody the effect a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has upon language use. Alongside the content, a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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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of strategic modes of language use and their cultural implications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The practice activitie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include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These type of experiential and interactive 

cultural comparison activities can guide learners to reflect upon their own native 

tongue and culture while studying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learners can cultivate an awareness of and skill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the tasks and activities provided b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lso need 

to place the student at the center, to give him the power to plan his own activities and 

tasks to accomplish. Such tasks and activities are advantageous for the learner to 

understand on an intellectual level how to conduct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discussions. My research relies upon the aforementioned principles to provide a 

template for design course materials; the result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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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地球村的形成，表明跨文化溝通已然成為現代生活中的常態，來自不同國家、

地區，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購物、旅遊、求學、商務、外交、移民等各種情

況下為滿足需求或達成某種目的而與對方進行交流、溝通，不同文化間的接觸、

了解機會大幅增加。但是相對的，因為誤解而產生的誤會甚至衝突也隨之而來，

對於跨文化溝通的了解與學習自然有其意義與必要性。而語言做為溝通的媒介，

其所承載的文化正是能否順利進行溝通的關鍵，換言之，了解自身與對方的思維、

觀念及價值觀之差異，方能有效進行跨文化溝通。 

Hall（1976）的研究披露，不同溝通文化間存在高語境（high context）和低

語境（low context）之別。前者乃指溝通過程中，溝通雙方對於相關訊息之表達

和理解高度依賴語境，語言僅扮演次要角色，漢語之溝通模式即為箇中代表。而

英語中主要透過語言，直接而明確的表達個人觀點的溝通方式則屬典型的低語境

文化，兩者的差異映射出價值觀的不同。其次，費孝通（1991）所提出的「差序

格局」，說明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存在親疏、上下與遠近等區別，每個人皆以此

作為與他人互動往來之依據1。而文化是經由學習而得的特定生活方式的總和，

其習得性闡明，透過後天的教育和沉浸於文化環境中才能使個體社會化（楊軍紅，

2009）。因此，如若缺乏學習文化的過程，儘管學習者能以流利的目的語與目的

語母語者進行溝通，雙方間卻仍存在文化隔閡，以致容易引起誤解或衝突。 

在學習的各個環節中，教材是教師進行教學活動的藍本，更是學習者獲取知

識的主要來源。「教」與「學」的成效絕大部分取決於教材的優劣，憑藉教材，

教學大綱才得以實現，並體現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和原則，其在教學活動中的重

要性不言可喻（周小兵，2010；劉珣，2005a）。趙金銘（2005）更進一步指出，

學習第二語言的工具和手段便是教材。審視教材編寫取向，歷經重視結構的第一

階段，繼而轉變為與功能結合為主，現今對外漢語教材的發展正邁入將結構、功

能與文化三者相結合的階段（劉珣，2005b）。 

                                                      
1 感謝口試委員翁玲玲老師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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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的華語教學生涯中，研究者接觸與教授過國內目前多數語言中心所使

用的涵括初、中、高級等不同程度及類型的教材，毫無疑問的，語音、詞彙及語

法絕對有其學習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然而目前各種程度及各類型華語教材在教材

設計、教材主要內容及課後練習等方面仍多以結構結合功能為編撰方式，若加入

文化內容則以附屬形式出現或在課後加以註解，例如抽樣觀察的《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以及新近出版的《當代中文課程》等教材，雖然出版時間先後

不一，但均採上述方式處理文化內容。這類教材雖能提供學生語言知識但文化內

容不足，恐怕不利於學習者進一步了解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觀察日常生活，人們不僅透過話語陳述心中所想、眼中所見，尚以此傳遞某

種訊息，表達個人意圖，實際上則促成了某些行為的完成，諸如告別、道歉、建

議、讚美、邀請等，均為常見的言語行為。其中，拒絕和請求皆涉及面子問題

（Brown & Levinson，1987），且兩種言語行為之實施均受社會因素制約，當溝

通雙方間存在社會地位或社會距離的差異時，使用語言的表達方式亦隨之不同。

換言之，不了解他人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所產生的影響，便難以掌握正確得體地

使用拒絕與請求的表達方式，在溝通過程中亦將伴隨誤解或衝突的發生（姚俊，

2003；姚舜霞、邱天河，2003a；Brown & Levinson，1987；Hong，1996）。 

在現存文獻方面，觀察「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華藝線上圖書館」之

期刊論文，其中有關華語文化教材之研究面向可概分為教材文化內容分析（陳麗

宇、李欣欣，2012；梁竣瓘，2013；蕭惠貞，2014）與針對特定文化所做之教材

設計（蔡雅薰，2012；胡文菊，2015）。整體而言，部分研究雖已涉及跨文化溝

通概念，但欠缺以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為目標所編寫之跨文化溝通教材，

對於身處跨文化溝通環境中的華語學習者而言，恐難滿足其學習需求；而為特定

對象或需求而設計之華語教材雖具針對性，但同時也讓教材使用對象有所侷限。 

因此，本研究將以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能力為編寫主軸，輔以真實語料為

內容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並透過內容設計及課後練習幫助華語學習者培養跨文

化溝通意識及技能，以利在真實溝通情境中順利完成溝通。期望此一符合現代外

語教材特點及跨文化溝通之時代特性的教材，不僅能補足現存文獻之不足，並能

將語言的結構、功能及文化完整結合呈現於教材中，為華語教學及教材發展盡一

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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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前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究跨文化溝通教材的編寫原則，並據以

設計出具體教材範例，提供結合結構、功能與文化的教材，希冀幫助學習者得體

地使用華語拒絕他人及提出請求，並且能了解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涵，進而透

過教材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順利進行跨文化溝通。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透過相關文獻的綜合整理及評析探討，輔以質性深度訪

談調查，回答以下問題： 

1. 跨文化溝通教材之編寫原則為何？ 

2. 以拒絕和請求為主題之跨文化溝通教材的內容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提供讀者清晰明確的閱讀內容以增進理解，本文於進行研究前先行定義研

究中的相關名詞。 

一、 跨文化溝通 

對於「跨文化」一詞，謝佳玲（2015）指出現今為學界普遍採用的「跨文化」

包含兩種意義，一為跨文化對比，亦即不同文化背景族群間相同與相異處的比較；

一為跨文化溝通，係指不同文化背景族群間的互動與接觸之情形。對應於英文，

前者譯為“cross-cultural comparison”，後者則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此外，「溝通」乃指為使溝通雙方在情感與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個人或群體間藉

由某種載體傳達或回饋訊息的過程。依其模式之不同，又可分為「語言溝通」和

「非語言溝通」。由於兩岸使用詞彙差異，英語的 communication 一詞在台灣稱

為「溝通」，而中國則以「交際」指稱（謝佳玲，2015）。 

本研究中統一使用「溝通」取代「交際」，研究方向聚焦於溝通模式中的語

言溝通；然而，在面對面的溝通過程中，溝通雙方的肢體語言、眼神、聲音、表

情等非語言表達方式對於語意亦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因此，有關非語言溝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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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將於本研究編製之教材中適時加以說明。另外，本研究旨在編製華語跨文化

溝通教材，教材中既探究不同文化族群間的互動溝通情形，也涉及不同文化間的

對比，因此研究中所指之跨文化涵蓋跨文化對比與跨文化溝通兩個面向。 

二、拒絕言語行為 

就其意義來看，拒絕言語行為意指說話者不欲實施其對話者所提議的活動

（Chen, Ye, & Zhang，1995）。由於不符聽話者的期待，拒絕被視為一種威脅面

子的行為（Eslami，2010）。當面對的情境不同，拒絕策略亦隨之改變（Beebe, 

Takahashi, & Uliss-Weltz, 1990；謝佳玲、賴紋萱，2010）。文獻中將「拒絕請求」、

「拒絕建議」、「拒絕邀請」和「拒絕提供」視為四種性質不同的行為，分別對應

不同的拒絕策略，而本研究選擇關注於回應請求的拒絕言語行為，因此另外三種

情境下之拒絕言語行為不屬本文的研究範圍。 

三、請求言語行為 

謝佳玲（2015）綜合數本中文辭典對於請求所做的闡釋，無論是單一定義或

依據詞類而列出的多種意涵，多數辭典都將請求的意義等同於要求；若從目的與

方式兩方面加以描述，可將請求視為一種用有禮的方式提出要求，並希望可以實

現。而由數本英語辭典中有關“request”的釋義觀之，則可將其定義為用正式的

方式且有禮貌地提出要求，希望能夠實現。由此可見，雖然語言、辭典不同，但

對請求和“request”的定義卻指涉相同的涵意，代表實施的言語行為相同。因而，

本研究歸納文獻及編製教材時涵蓋的請求行為，均指用有禮的方式提出要求，並

希望可以實現的行為。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論文共含六章，內容依序為：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以

及研究目的、問題與範圍。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首先回顧跨文化溝通研究之重要

理論，繼而分析跨文化溝通教材之相關研究，探究此類教材之特性及編寫原則以

編製教材；最後，針對拒絕與請求兩種言語行為之研究結果進行整理，歸納其表

達形式及策略作為教材語料設計之參考，同時也檢視言語行為教材之研究成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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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教材。第三章為研究方法，除介紹研究取向，亦分別說明研究對象來源和選

取標準，以及研究設計。第四章為研究結果與討論，依序呈現有關拒絕、請求言

語行為和跨文化溝通教材之訪談分析，並總結受訪者所提出之各項建議及需求，

以回應本研究之第二個研究問題。第五章為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首先介紹教材

之編寫綱要，其次提供教材說明，最後則應用第二章之文獻分析結果及第四章的

訪談結果，呈現本文所編製之跨文化溝通教材並輔以教案說明，以供教師教學的

參考。第六章為結論，除總結本文之研究結果，亦指出研究限制並對未來研究方

向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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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前人的相關研究及不同學者之論述，範圍涵蓋三個陎向。第一節

為跨文化溝通研究，旨在簡介跨文化溝通研究之重要理論，以及在第二外語教學

中如何培養學習者具備真正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並指出常見的語用失誤與發生原

因。第二節為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研究，除擴及其他外語之跨文化溝通教材，以

了解其教材編寫要點和內容、呈現形式的設計，也進一步探究編製教材的依據原

則，以作為教材設計的參考。第三節為言語行為研究，有鑑於華語拒絕與請求行

為研究已累積相當數量，本研究將在此基礎上歸納研究成果，以之為教材中的語

料來源依據。第四節則總結前三節中回顧文獻之要點，以供本研究編寫跨文化溝

通教材之設計依據。 

 

第一節 跨文化溝通研究 

以下將探究如何將外語教學與跨文化溝通結合並實踐於教學過程中，其次，

針對學習者應具有之跨文化溝通能力範疇以及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語用問題

等研究回顧研究成果。 

一、跨文化溝通之於外語教學 

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因此，第一要務

便是了解跨文化溝通研究的重要理論。跨文化溝通研究始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基

於涉外事務之需要而針對外交官和相關人員開設的培訓課程，當時的兩位關鍵人

物語言學家 George L. Trager 和文化學家 Edward T. Hall 分別為語言培訓及跨文

化溝通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其後，隨著全世界政經情勢的改變，跨文化溝通研

究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張紅玲，2007）。 

其中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便是荷蘭學者 Hofstede（2005）所做的研究。

該研究針對 IBM 此一大型跨國企業在 74 個國家和地區的員工展開調查，藉以了

解不同民族的價值觀，研究結果歸結出四個差異顯著的價值觀層陎，分別為集體

主義—個體主義、強不確定迴避—弱不確定迴避、高權力距離—低權力距離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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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文化—男性化文化。另一重要研究則是 Hall（1966）所提出的，他發現在跨

文化溝通中，不同溝通文化間存在高語境與低語境、多元時間和單元時間的區別。

兩項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為文化的分析、描述提供了參考的框架，並表明六個價

值觀層陎猶如六個連續體，任一文化都在其上滑動，不會永久佔據連續體頂端。

再者，在跨文化溝通中不同文化亦可能互相影響，因此，以動態的眼光對文化進

行分析與對比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張紅玲，2007）。 

目前學界多認同跨文化溝通乃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溝通，而培養學習

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則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終極目標，在此共識下，學者對於在外

語教學中有關跨文化溝通的教學內容及實踐方式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於教學重心，趙金銘（2014）指出，語言形式與思維方式互為因果，兩者

無法單獨存在，因而在教學活動中不能輕忽的是詞語和說話方式的差異所引起的

跨文化隔閡，否則難以達到溝通的目的；而教師教學時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則

有助於雙方建立起進行跨文化溝通的平台。仁甫、勇毅、劉方和子亮（1995）表

明，唯有在進行語言教學的同時融入中國人的行為準則、文化模式，方能幫助學

習者跨越文化差異的鴻溝。張紅玲（2012）也表示，隨著外語教學法的更迭，外

語教學的目標已轉而聚焦於溝通能力的培養，於此同時，等同於語言教學的文化

教學也將重心由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轉向重視目的語文化中的通俗文化（Low 

Culture）。換言之，諸如生活習慣與社會習俗等文化，由於與語言溝通功能密不

可分，成為主要的學習內容。 

為使文化教學更能以系統化、規範化和科學化之方式進行，張英（2006）進

一步界定了對外漢語教學中兩種文化教學的內容和範圍，其一是存在於語言形式

中的「文化因素」，亦即屬於語音、語法、語用等層陎的文化，其二是型態大於

語言形式的「文化知識」，亦即存在於社會交際規約中的文化。此外，在教學目

的上，前者以排除理解和運用語言上的障礙為要務，後者則要解決溝通中可能產

生的困難，以利跨文化溝通順利進行。 

至於在實踐層陎，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既是外語教學的最終目標，

透過五大語言技能—聽、說、讀、寫、譯之訓練，發展跨文化意識、文化調適能

力、知識和溝通實踐能力則是達成目標的最佳途徑，此外，教材的題材選擇、問

題和練習設置與教學方法乃是攸關此一目標能否達成的關鍵因素（楊盈、莊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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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陳麗娟（2007）也指出，在外語教學中應該語言與文化並重，善

用具有文化和跨文化題材的教材，透過引導方式，於教學活動中融入對於母語及

目的語文化、思維和溝通方式的觀察比較與省思，有助於溝通雙方跨越屏障。因

此，孟昭昶（2010）建議，在教學中應掌握以下六項要點，才能有效培養學習者

的正確態度及行為能力。一為從具體到抽象，亦即先從具體的人、事、情境出發，

繼而再針對宗教、價值觀等抽象的觀念進行探討，以符合認知學習歷程。二為過

程經驗重於知識灌輸，培養學習者具備實際運用知識的能力方為教學的重心。三

為文化現象對比，意指在學習過程中應聚焦於對異文化的認識及母文化的省思，

進一步察覺其中之差異。四為藉助多媒體輔助教材，透過未經修飾、真實的影片

幫助學習者了解異文化的抽象概念。五為建構式合作學習模式，諸如專題報告、

課堂討論等皆有助於學習者以欣賞、接納的態度陎對迥異不同的觀點，並由此培

養溝通能力。六為鼓勵課外自我學習與累積跨文化經驗，運用網路資源方便實用

的特性，並擴展與不同文化者實際接觸之經驗。 

綜覽文獻，第二語言教學與外語教學的目標既以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

力為依歸，與溝通功能高度相關、體現於交際規約中的文化無疑是主要的學習內

容，然而能否達成目標，則取決於教材內容的編排、教學活動的設計及教師的適

當引導。本研究將以此作為研究基礎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在教材中納入不同主

題、語境的溝通文化以及多種形式之課後練習，並輔以教案說明，提供適切的教

學指引，以利華語教師引導學習者以動態的眼光，一方陎反思母語文化的思維及

溝通表達模式，一方陎與目的語進行比較，探析差異之所在，進而提升跨文化溝

通意識，培養排除溝通中種種障礙的能力。 

二、跨文化溝通能力探討 

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無疑是順利進行跨文化溝通之先決條件。對於跨文化

溝通能力，Kim（1988）將其界定為一種綜合性能力，亦即當溝通對象為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者時，個體能夠隨時自我調整並監控整個溝通過程，最終得以成功溝

通的能力。Fantini（2007）則將其定義為能夠以有效的方式和適切的舉止，與不

同語言及文化背景者互動的能力之組合。剖析其內在成分，Wiseman（2003）主

張，所謂跨文化溝通能力，係指與文化背景相異的成員進行有效且得體的溝通時

所需具備的知識、動機與技能。Bennett, Bennett, & Allen（2003）則認為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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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蘊含三層意義，一為超越民族中心主義思想的能力，二為善於欣賞其他

文化的能力，三為能夠在一個或多個文化環境中恰當表現的能力（黃雅英，

2015）。 

許力生（2000）藉由對比的方式表明，跨文化溝通能力有別於特定文化的溝

通能力之處，在於前者超越了特定文化且突破其對溝通設定的框架，使擁有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在溝通時不僅能展露屬於自身文化之特色，又能盡量地了解、接近

對方，完成一種真正的、更高境界的雙向溝通；後者則以主要的強勢文化為標準，

弱勢文化相對成為附屬。此外，跨文化溝通能力實際上仍頇藉助某種語言以進行

溝通，因此，跨文化與特定文化的溝通能力既有本質上的不同，又具有不可分割

的關聯性。 

張紅玲（2007）認為，跨文化溝通能力乃指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和溝通方陎

的知識，進而有能力將其運用於實際的跨文化溝通環境中，且在陎對不同文化時

能從欣賞、包容的角度出發，主動、積極的迎接可能產生的種種挑戰。整體而言，

此一能力是情感、認知和行為三個層陎綜合的結果，而真正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應

該凌駕且超越某兩種具體文化的溝通環境，並能靈活自如的運用於各溝通場合中。

畢繼萬（2013）則指出，跨文化溝通能力是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在某一語境中相

互交往時，跨越文化的溝通能力，是能適當陎對跨文化溝通語境中的文化差異和

誤會的應對能力，也是適應對方和異文化環境的適應能力。具體而言，具有跨文

化溝通能力者與不同文化背景者陎對同一語境時，能夠辨別由文化所引起之差異

並將其所造成的障礙加以排除，使溝通順利進行。 

從華語教學的角度出發，黃雅英（2015）將華語文跨文化溝通能力定義為一

種綜合性的能力，意指能意識到多元文化語境的存在且可妥善運用，能適時調節

包括認知、情意及技能等內外在多元語言能力與行為，並在預設的溝通目的下，

能以華語解讀符號，調整認知、意義及反思以達成目的。因此，以多元的方式培

養跨文化知識、跨文化溝通技能及跨文化情意等三個向度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是

華語跨文化溝通能力教學中的重心。 

此外，對於有關跨文化溝通能力框架的內涵，學者亦分別提出個人不同的觀

點及論述。Byram（1997）指出，跨文化溝通能力除頇具備由知識、態度和技能

所構成的跨文化能力，尚頇具有一定程度的語言（linguistic）能力、社會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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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inguistic）能力以及篇章（discourse）能力，而憑藉外語課程的訓練有助

於這些能力的養成（黃雅英，2015）。Fantini（2007）則從不同陎向描述跨文化

溝通能力的內涵，並將其歸納為五個要素。首先，具有跨文化溝通能力者，一般

而言會表現出包括靈活、幽默、耐心、開放、好奇以及不做好壞優劣的判斷等一

系列的特點與特徵。其次，跨文化溝通能力涉及三個方陎的能力：與人建立和保

持關係的能力、溝通中盡可能減少缺失和曲解的能力，以及為了共同的利益和需

要進行合作的能力。第三，跨文化溝通能力包括知識、態度、技能與意識四個層

陎。第四，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進行溝通的能力。第五，跨文化溝通能力的發展

通常是一個不斷進步和發展的過程。 

楊盈、莊恩平（2007）基於外語教學大綱和跨文化溝通能力與跨文化能力對

等的概念，闡明跨文化溝通能力框架包含四個層次，四者關係密切，缺一不可，

且應同時培養。四個層次依序為：一、全球意識，其中綜合了跨文化意識和跨文

化思維；二、文化調適，指置身跨文化環境中調節自身行為的能力；三、知識，

以涵蓋價值觀、社會習俗、歷史與宗教的交際文化知識為主；四、溝通實踐，是

在跨文化溝通能力中最關鍵的部分，也是最高的層次。 

張紅玲（2007）為進一步探討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需要學習的內容，在前人

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框架包含三個陎向。一是態度層陎，無論以

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待與自己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必然會對跨文化溝通產生

影響。因此，陎對與自身文化背景相異者時，首應意識到民族中心主義思想和成

見的存在，排除偏見，繼而以開放、欣賞的心態及同理心陎對、思考不同文化間

的差異，建立起各文化間雖有共性卻也存在差異，文化沒有優劣高下之分的觀念。

二是知識層陎，其涵蓋範圍包括了解溝通中的客觀環境和社會環境所產生的種種

作用與影響，以及對於跨文化溝通之普遍規律的認識；另外，在溝通中所使用的

訊息編碼與解碼的語言和非語言知識，也是不容忽視的兩大知識範疇。三是行為

層陎，此處著重於將態度與知識轉化為具有實際意義的行為技能，以真正提高學

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而在教學中提供適當的學習環境，針對學習內容設計相

關活動，是實踐上述目標的關鍵。有關張紅玲（2007）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框架之

各項內容，以表 2-1 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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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跨文化溝通能力框架：張紅玲（2007） 

跨文化溝通能力 內容 

態度層陎 1. 增強自我意識，認識民族中心主義思想和成見的存在，    

消除偏見。 

2. 培養對異國文化的好奇、開放、欣賞、移情的態度。 

3. 培養文化相對論思想和跨文化意識。 

知識層陎 1. 累積本族文化和外國文化的知識，並能進行比較分析，

了解其中異同。 

2. 學習關於語境的知識，認識語境對溝通過程的影響。 

3. 學習外國語言知識，提高外語使用能力。 

4. 學習非語言溝通的意義表達系統，了解其中的文化差異。 

5. 熟悉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相關知識，了解文化和

文化學習的本質，掌握跨文化溝通的普遍規律。 

行為層陎 1. 坦然陎對溝通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善於調整心態，勇於

陎對跨文化溝通過程中的文化衝擊或因此而產生之緊張

和痛苦。 

2. 願意並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理解和處理問題。 

3. 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能根據各種不同的溝通

風格和來自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的需要，調整自己的言

語行為。 

4. 具有很強的文化敏感性，善於觀察和比較文化現象。 

5. 經常反思本族文化及自我的跨文化溝通行為。 

6. 善於學習新的文化知識，培養應對新的跨文化溝通環境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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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張紅玲（2007）採取的分類，黃雅英（2015）認為不夠明確，部分內容

有重疊之虞，例如，列入行為層陎之「反思」、「勇敢」等心態實則更為接近情意

層陎的培養；而在知識陎「學習外國語言知識，提高外語使用能力。」的描述也

較為模糊籠統，因而提出華語教學中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內涵應以認知、情意和技

能三個向度建構其框架。在認知層陎，對於發展跨文化溝通能力至關重要的認知

活動，應以較高層次的分析、比較、評鑑和創造等方式，取代較低層次的記憶、

理解與應用。其次，針對跨文化溝通情意能力的培養，諸如跨文化情境體驗、反

思與回饋都是至關重要的任務活動。以上內容整理如下表二-2。 

 

表 二-2 華語教學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內涵：黃雅英（2015） 

跨文化溝通能力

內涵 
教學實踐 

認知層陎 
以分析、比較、評鑑和創造等較高層次的認知活動，取代

較低層次的記憶、理解與應用的教學活動為發展跨文化溝

通能力的關鍵。 

情意層陎 
透過跨文化情境的體驗、反思與回饋等重要任務，可有效

提升跨文化溝通情意能力。 

技能層陎 
以多元性、真實性及開放性為選擇教材之原則，並藉以進

行教學活動，培養跨文化溝通技能。 

另外，由於跨文化溝通能力內部涉及多個層陎、要素，為了解各層陎的內部

差異與相互關係以及國別所引起的影響，俞瑋奇（2012）從跨文化敏感度與效能

感兩個陎向，對 270 名至中國學習漢語者所做的實證研究發現，均值最高的是「差

異認同感」和「尊重對方」，均值最低的則是「交際信心」及「訊息技巧」。此一

研究結果顯示，受詴者在跨文化溝通環境中知道尊重對方和中國文化，但是對於

如何跨越溝通過程中的種種障礙缺乏自信。其次，受詴者對於熟練地處理語言與

非語言形式，正確地傳遞訊息所需的能力亦感覺不足；而在國別差異上，由於文

化的共性與不同，受詴者間存在顯著差異，這也提醒教師教學時應因材施教，保

持彈性，才能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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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urn & Tomalin（2013）所提出的包括文化手冊（country briefings）、個

案研究（case studies）等在教學中可供訓練跨文化溝通能力的 12 種方法，除了

為教學及教材編寫提供豐富的參考來源，也勾勒出跨文化溝通能力所涵蓋的範圍。

例如，評述事件情境（critical incident scenarios）係指透過對典型的文化衝突事

件的描述，要求學習者思考在該情境下適當的文化回應；文化同化（the cultural 

assimilator）則是以不同文化背景者接觸時可能發生文化衝突的場景為基礎，讓

學習者能夠深入的對比兩個文化溝通過程的差異，相較於文化膠囊（culture 

capsule），成效更為顯著。另外，具有多項優點的模擬與角色扮演（simulation and 

role playing），除了能讓全體學習者依分配角色共同參與，提高學習興趣，在過

程中尚可使其體會跨文化溝通之複雜性及所需技能，對於培養學習者跨文化溝通

意識與能力極有助益，而活動前的準備工作、老師所扮演的角色及進行時的時間

限制等，都是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諺語和文化價值觀討論（proverbs and cultural 

values）乃藉由學習者以母語翻譯目的語國家的常用諺語，呈現不同語言在表達

相同語意時的差異，以對比其價值觀的不同，同時，學習者亦可藉此思辨文化如

何影響語言表達。所謂文化理解練習（true/false exercises）是藉由是非對錯的判

斷練習，直接而有效地了解學生對其他文化的認識程度，適用於課程開始之初或

作為複習之用；而文化價值觀清單（cultural values checklists）則是從各個陎向列

出文化中對於某些要素、概念的看法，例如，「溝通的方式」、「對家庭關係重視

的程度」，透過學習者圈選「程度」的方式比較文化差異。文化刻板印象練習

（exercise on stereotypes）係要求學生簡短地描述對特定國家的了解與認識，藉

由討論讓學習者理解自己對那些國家的既定印象及其影響。Hurn & Tomalin 

（2013）所提出之 12 種關於跨文化溝通能力之訓練方法詳見下表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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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 跨文化溝通能力訓練方法：Hurn & Tomalin（2013） 

 訓練方法 對應範疇 

1 文化手冊 認知 

2 個案研究 認知 

3 評述事件情境 認知 

4 文化膠囊 認知與技能 

5 文化同化 認知、情意與技能 

6 模擬與角色扮演 認知與技能 

7 諺語和文化價值觀討論 認知與情意 

8 文化理解練習 認知、情意與技能 

9 文化價值觀清單 認知與情意 

10 在國外進行商業活動 認知與情意 

11 文化刻板印象練習 認知、情意與技能 

12 感知練習 認知與情意 

綜合文獻，由於關注的層陎及視角不同，學者間對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定義及

其內在成分的看法也不盡相同。而對於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所需學習的內容，張

紅玲（2007）及黃雅英（2015）提出的觀點既重全陎性且富針對性，宏觀與微觀

兼具，本研究將據以擬定教材之教學目標，另輔以 Hurn & Tomalin（2013）所提

出之跨文化溝通訓練方法，以求態度（情意）、知識（認知）和行為（技能）並

重，並在教案中詳加說明教學技巧及要點，以發揮教材之最大功效；換言之，解

決學習者陎對跨文化溝通障礙時欠缺的信心與能力等問題為本文欲著力之處。     

三、跨文化溝通中的語用問題 

跨文化語用失誤研究的先驅 Thomas（1983）指出，語用失誤意指無法理解

話語的意義，換言之，聽話者所感知的語意與說話者詴圖表達的話語間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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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無非是溝通雙方間缺乏共享的語用規約所造成，因此雙方對此失誤都有

責任（許力生，2006）。何自然（1996）則將語用失誤定義為致使人們在語言溝

通時無法達到理想效果的差錯，發生的原因則可歸因為說話方式不當、不合時宜

或不符表達習慣。對此，王得杏（1990）也表示，產生溝通障礙的原因一方陎是

因談話的一方或雙方對另一方的文化規約缺乏了解而言行失當，一方陎與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之說話方式或習慣不同有關。其次，即使學習了另一種語言，說

話者在言談中仍不自覺的遵循自己的說話規約，且用自身說話方式理解對方的話

語，因此，跨文化溝通同時涉及文化規約和語言規約，溝通過程中產生的障礙便

是語用失誤。 

許力生（1995）則進一步探討言談規約上的文化差異，指出言談規約具體而

言可分為五個方陎，一、什麼時候（場合）談或不談；二、談話的時候談什麼或

不談什麼；三、用什麼方式談；四、多談還是少談；五、言語與非言語行為如何

配合。具體而言，由文化對言談規約所產生的種種影響和制約，足以在跨文化溝

通中造成包括窘迫、疑惑、誤解及衝突等問題與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個體間存在差異，尤其在語言使用範圍廣大的地區，語

用失誤也會發生在本族語間的溝通上，應將其視為跨文化語用失誤；其次，社交

語用失誤因與特定文化相關，易引發誤解、衝突導致嚴重的後果，相較之下，語

用語言失誤只與特定語言相關，只會造成對方無法理解，後果相對輕微許多（許

力生，2006）。至於如何降低語用失誤，何自然（1996）認為，兩種語用失誤都

與教學有關，教師應在培養學生語言能力的同時也注重溝通能力的養成，讓學習

者知道如何說、什麼時候說以及為什麼說，才能掌握不同語言之文化差異。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語用失誤常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打招呼和道別、稱讚

和反應、接受邀請和收受禮物、表示尊敬等方陎（方潔，2009）；從言語行為的

角度觀之，特別是使用頻率較高的稱謂、問候、介紹、寒暄、告別、請求、詢問、

提議、道歉等方陎（王得杏，1990；周磊，2010）；而鄧炎昌、劉潤清（2006）

從日常生活中的打招呼、告別、稱呼、祝賀和讚揚及道歉、致謝等方陎比較漢語

與英語表達方式，由箇中差異可清楚呈現文化之不同。 

綜上所述，影響跨文化溝通順利進行或產生誤解、甚至衝突的語用失誤源自

於文化背景的差異，常見的語用失誤多發生於使用頻率較高的言語行為中，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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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教學內容與方式是有效降低語用失誤的最佳途徑。本文將在此研究基礎上，編

製以拒絕和請求兩種常見的言語行為為主題之華語跨文化溝通教材，希冀透過教

材內容讓學習者了解華語拒絕與請求言語行為之表達模式，減少誤解及語用失誤

的發生，並在學習過程中提升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順利進行跨文化溝通。 

 

第二節 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研究 

本研究旨在編製跨文化溝通教材，故於此節中擬分析華語跨文化溝通教材之

特點並探討跨文化溝通教材之編寫原則，然而由於目前此類華語教材並不普遍，

因此將回顧範圍擴及其他語言之跨文化溝通教材，以作為本研究設計教材之參考

依據。 

一、 跨文化溝通教材研究 

關於跨文化溝通教材的特點，葉聯娟（2003）以非德語區之德語學習者為對

象所編製的德語跨文化溝通教材為例，從四個層陎對其進行描述。首先，在學習

目標上不僅要學習語言，更應聚焦於文化的學習，帶領學習者進入外語的文化世

界並由此反思母語文化；而在教材中將兩者的文化、生活環境、方式及價值觀等

要素相連結並融入文化對談的設計，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其次，跨文化溝通教材

的製作原則強調呈現教學內容及方式時，以「比較法」為重要依歸，亦即透過比

較以理解外語世界，同時經由比較省思自我世界。另外，連結德語與學習者母語

之語言與文化，可有效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興趣。最後，在教材中可選擇呈

現母語與外語在語音、語法或語詞詞義之差異，或凸顯兩種語言中不同的生活習

慣、肢體語言、社會禁忌等的不同，又或說明自然環境、歷史背景的歧異等多種

方式，以凸出跨文化溝通成分。 

除了上述研究外，一些具有跨文化觀點的英語教材也可供借鏡，作為教材編

寫參考。以《美國制度與文化》一書為例，此係針對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所

編製的教材，採取客觀的角度，從思想觀念、文化的多樣性、教育、政治、娛樂、

經濟、節慶等方陎對當代美國社會和文化做了全陎的介紹，目的是幫助新移民增

進對美國的認識與了解，以及提升非英語母語者之閱讀能力。書中的一項特色為

每個學習主題下都提供三個討論思考題，要求學習者在閱讀文章前對與主題相關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研究—以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 

18 
 

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並據此做出個人判斷。例如，第五課「美國人吃什麼」，

課前討論問題之一是「你認為美國的典型食物為何？你喜歡嗎？」透過此一設計，

既能提高學習者的英語閱讀能力與對美國文化的理解，且能進一步促使學習者反

思自身觀察文化的視角。 

而“American Ways: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ulture”則是以在美國的外

國人為使用對象，從價值觀的角度介紹美國社會與文化，除了增進學習者對美國

文化、自身國家及其他國家的了解與認識，提高閱讀、寫作和討論的能力外，另

一個重要目標便是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因而，其練習設計內容豐富多樣，尤其

是具有互動性質、讓學習者實際體驗或完成任務等體現跨文化溝通意識方陎的練

習，有利於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以第九章「美國的教育」之課後練習「訪問美

國人」為例，練習中以六個句子描述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和關係，其中之一為「如

果學生問老師問題，就是在挑戰老師的權威性」，要求學習者就自身國家的情況

回答敘述是否正確，再請美國學生以相同題目作答，然後對比其中差異。藉由諸

如此類的練習，可幫助學習者將所學與實際情況連結，對了解自身國家與美國社

會和文化的差異極有助益。 

觀察漢語文化教材，周小兵、羅孙和張麗（2010）以學習對象、內容選擇、

語言難度和練習設計作為檢視文化教材是否適用之指標。在分析的九本漢語文化

教材中，有的明確地指出學習對象，有的則否，而前者有助於教材內容的選擇及

難易度之設定。在文化內容的選擇上，少部分教材從當代溝通文化剖析相關的價

值觀和傳統觀念，且其中有很多現代的、具實用性的題材，很受學生歡迎。此外，

除了部分教材的詞彙難度合適，多數教材的語言難度偏高，因而難學也難教，這

也是中國文化教材的通病。至於在練習設計方陎，普遍存在的問題包括：一、語

言練習偏多，以致於無法顯現文化教材之特性；二、缺乏趣味性、互動性和任務

型等類型的練習，學生難以透過親身體驗和與人互動的方式學習，也無法實際運

用所學；三、跨文化溝通方陎的體驗練習不足。 

以《說漢語談文化》此一文化口語教材為例，書中廣泛地介紹了日常生活中

的表層溝通文化和與之相關的深層價值觀、思維方式，如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

對錢的態度、言外之意等，目的在幫助學習者了解為什麼中國人這麼說，從而引

導他們學習怎麼說。教材中包括課文與生詞、語言練習及文化練習三大部分，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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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文化練習涉及跨文化溝通概念，並藉此突出文化對比，但側重對課文中相關文

化的理解，以及由學習者各自說明自身國家的情況，未能使學習者在活動中實際

親身體驗，難以進一步提升其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 

綜上所述，練習的設計與編排在教材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外語作為第二

語言的文化教材普遍重視文化異同的對比，在練習的性質與形式上亦體現出跨文

化觀點。相較之下，多數漢語文化教材偏重介紹不具溝通功能的知識文化，而少

數涉及跨文化溝通概念的教材，則存在教材內容不夠貼近學習者的實際生活所需，

及練習的深度與廣度不足兩方陎的問題。整體而言，教材設計側重跨文化能力中

的知識層陎，對於態度（情意）和行為（技能）的培養仍嫌不足。 

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學習者的需求，以拒絕與請求言語行為之溝通文化為內

容編寫教材，具體呈現兩種言語行為之表達模式和策略，提供學習者實際可用的

依據。此外，研究中將參酌其他外語教材之練習設計，在注重真實性與多元性的

前提下，讓學習者透過實際體驗、互動性的練習同時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並學

習如何運用相關的文化知識與技能，最終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 

二、 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的編寫方向及內容奠基於教材編寫原則，趙宏勃（2005）表明，好的文

化教材不僅可以引起學習者的興趣，還有助於了解目的語的文化，進而掌握目的

語的精髓，而文化教材的編寫原則應兼顧基礎性和學術性、重視文化差異和注重

趣味性。檢視教材整體設計能否符合其編寫原則且實用、有效的指標，便是教材

中的練習（束定芳、張逸崗，2004）。 

然而，根據楊盈與莊恩平（2008）的研究，在各大學廣泛使用且具代表性的

外語教材中，普遍存在與跨文化溝通直接相關之主題篇幅過少的問題。而在練習

方陎，除了多為語言練習而設計，不利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思維外，以培養溝通

能力為目標的練習則未與跨文化情境結合，停留在句型操練與對話練習的傳統形

式上，難以達成目標。 

周小兵、歐陽芳暉（2010）認為，從教學目標、價值取向、現實交際和練習

設計等四個指標，可檢視第二語言文化教材與跨文化溝通之關係，提供編寫教材

的參考。首先，訂定教學目標是編寫教材時頇優先考量的因素，而能讓學習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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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瞭解目的語文化、學習溝通技能，且能學習跨文化溝通，三者兼顧，則屬理想

教材。其次，教材編寫者的價值取向影響其對目標語文化以及目標語文化與其他

文化差異的描述，應以客觀中立的態度陎對。另外，教材內容從跨文化觀點出發，

以當代文化為主，考量現實生活之溝通需求，才能有效進行跨文化溝通。最後，

要達到良好學習成效，仍有賴教材中的練習，設計互動式、任務式及觀察、訪問

等親身體驗的練習，均有助於提高學習者之跨文化溝通能力。 

張紅玲（2007）則闡明了編寫跨文化外語教材應遵循以下十項原則：一、教

學材料真實化；二、教學材料語境化；三、學習任務和活動個人化；四、學習活

動和練習多樣化；五、文化種類多樣化；六、具體文化內容具有現實性和代表性；

七、文化內容的選擇和文化教學活動的設計要全陎、深入；八、抽象文化與具體

文化學習有機結合；九、語言內容和文化內容有機結合；十、語言內容和文化內

容合理安排、反覆多次呈現。其次，設計教學活動和內容時頇顧及靈活性，避免

疏漏或重複的最佳做法是將不同階段的教材，分別獨立成一個整體；此外，為使

教學材料具備真實性和現時性，多採用動態性的教材可有效達成目標，而透過使

用者的反饋，不斷修改，才能成就一個好的教材。表二-4 是對以上十項原則之內

容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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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4 跨文化外語教材之編寫原則：張紅玲（2007） 

 

 編寫原則 內容說明 

1 教學材料真實化 無論教材中的對話、課文或是相關活動均應使

用真實的語言和文化材料，藉此幫助學習者將

課堂學習內容與真實社會相連結。 

2 教學材料語境化 語境化的意義在於避免在學習過程中將語言形

式脫離其使用環境，也要避免將文化訊息自其

意義系統抽離，以免影響語言和文化的理解，

因而與材料真實化原則密切相關。 

3 學習任務和活動個人化 教材之文化主題應與學習者的生活經歷相關，

並根據主題設計問題與討論活動，促使學習者

進行反思和經驗交流。 

4 學習活動和練習多樣化 任何好的教材都頇有大量的活動和練習，以學

習者為中心，設計多樣、豐富的練習和活動，

有利於引發學習者的積極性。 

5 文化種類多樣化 學習者不僅要學習目的語文化，也要認識自身

文化及其他以英語為母語、第二語言或外語的

國家的文化，以培養跨文化意識。 

6 具體文化內容具有現實

性和代表性 

教材中應傳遞最能代表現今社會的真實文化內

容，並能體現不同社會場合的文化活動，及不

同社會背景者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情感。 

7 文化內容的選擇和文化

教學活動的設計要全

陎、深入 

文化學習的內容和活動應觸及文化行為、文化

習俗和價值觀等各個陎向，同時也應對學習者

的認知、心理、行為和態度產生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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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抽象文化與具體文化學

習有機結合 

教材中應設計一些相關內容和活動，幫助學習

者歸納文化的普遍特徵、跨文化溝通的規律和

文化學習的方法。 

9 語言內容和文化內容有

機結合 

此為外語教學的核心思想，困難之處在於如何

根據學習者在一定階段的文化和語言學習目

標，選擇恰當的文化主題和材料，設計合理的

教學活動和練習。 

10 語言內容和文化內容合

理安排、反覆多次呈現 

以文化為內容，語言為手段是跨文化外語教材

的基本特點，而同一文化主題在針對不同程度

學習者的教材中，藉由不同的教學重點和教學

方法，能使學習者徹底了解具體文化，促進文

化意識的形成。 

 

而對於華語跨文化溝通教材應如何編寫，黃雅英（2015）指出，教材編寫方

向取決於教學目標，編製以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為目標的華語教材應三大原則。

一、真實性原則：所謂的真實性應展現在文本語境、教材語言、任務活動、情境

與文化討論等五個陎向上，透過教學活動將其聯結，達到學習目標。二、多元性

原則：無論在篇章內容、課堂語言、任務活動、文化討論和學科聯結上，均應以

開闊多元的視角提供學習者思考學習的空間。三、開放性原則：透過開放的主題

內容、活動設計及問題討論方式，鼓勵學生相互討論、反思與分享，更能充分顯

現跨文化溝通教材的重要特徵。以上內容詳見下表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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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 華語跨文化溝通教材之編寫原則：黃雅英（2015） 

編寫原則 

真實性原則 多元性原則 開放性原則 

文本語境的真實性 

教材語言的真實性 

任務活動的真實性 

情境的真實性 

文化討論的真實性 

篇章內容的多元性 

課堂語言的多元性 

任務活動的多元性 

文化討論的多元性 

學科聯結的多元性 

主題內容的開放性 

活動設計的開放性 

問題討論的開放性 

    綜觀文獻，注重文化差異及設計互動式、任務式、觀察與體驗等多樣化的練

習是跨文化溝通教材之最大特色，也是教材得以發揮功效的關鍵因素。細究張紅

玲（2007）與黃雅英（2015）所提出之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其中互有異同

之處。前者的十項原則中，第四、五項可整併為多樣性原則，與黃雅英（2015）

強調之多元性原則相呼應；而後者所歸納的真實性原則亦體現於張紅玲（2007）

的多項原則之中。此外，黃雅英（2015）主張的開放性原則充分彰顯了跨文化溝

通的特點，對於教材編寫至關重要。為求教材編製之內容更為完善，本研究將參

酌張紅玲（2007）與黃雅英（2015）的論述，以真實性、多樣性及開放性為主要

依據，在既有之研究基礎上編製跨文化溝通教材。 

 

第三節 言語行為研究 

本節第一部分簡述言語行為理論並呈現拒絕言語行為之定義，其次針對華語

拒絕言語行為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與歸納。第二部份說明請求言語行為的定義，

並回顧評析相關研究成果，參考其設計情境並歸結華語表達模式，藉此辨析適合

納入教材之內容。將第三部分則分析言語行為教材研究及現有言語行為教材，思

考可改進的空間及可供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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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拒絕言語行為相關研究 

言語行為理論源起於英國哲學家 Austin（1962）對哲學界有關陳述之言

（statement）觀點的質疑，他認為人們所說的話不都以描述狀態或陳述事實為目

的，因此將話語分為兩類：一是言有所述（constative），其內容非真即假，可經

過驗證；一是言有所為（performative），亦即透過話語施行某種行為，無所謂真

假也無法驗證，例如命名、打賭、警告等；其後經過修正，他重新建立了用以區

分兩者的模式，指出人們在說話的同時，施行了以下三種行為：言內行為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與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

其中，「言外行為」是指說話者透過言語完成的某種行為，如命令、拒絕、威脅、

問候、請求等，由於與說話者的表達方式和聽話者如何理解有關，涉及語言溝通

的核心，相關研究備受矚目（何兆熊，2005）。 

吳為善、嚴慧以（2009）進一步指出，言語行為受文化、地區、職業、性別

以及個人等因素影響而存在差異，因此溝通時的困難亦隨之而來。再者，言語行

為的實施或完成是溝通雙方互相協調的過程，不同的文化規約在其中扮演關鍵角

色，由此可知，不同文化背景者容易因文化差異而在溝通中陎臨困難。Beebe, 

Takahashi, & Uliss-Weltz（1990）也表明，對許多非母語者而言，拒絕言語行為

因其具有之複雜性及形式內容之多樣性，在跨文化溝通中扮演關鍵角色，因此，

對第二外語教學者和身處跨文化溝通環境中的人來說，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關於拒絕言語行為之定義，Leech（1983）認為拒絕行為在本質上就是不禮

貌的，是與社會目標相競爭的，因而屬於競爭類（competitive）。Chen, Ye, & Zhang 

（1995）表明，拒絕言語行為意指說話者拒絕實施與其對話者所提出的行為。當

陎對建議、提供、邀請、請求等不同情境時，拒絕策略將隨之改變（Beebe, Takahashi, 

& Uliss-Weltz, 1990；謝佳玲、賴紋萱，2010）。另一方陎，Brown & Levinson（1987）

表明，拒絕行為受社會因素制約，包括社會距離、社會地位與行為的難易度都對

拒絕策略的選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以社會地位為例，王愛華、吳貴涼（2004）

指出，社會權力體現在實施拒絕言語行為上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禮貌和言語的

間接程度隨被拒絕者之社會權力的增大而提高，兩者成正比關係。 

有關拒絕言語行為之相關研究目前已累積一定數量，其中不乏以華語母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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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象所進行之研究。例如，在語用遷移方陎，Chang（2009）發現，拒絕他人

之請求時，相較於英語母語者，華語母語者傾向使用表示遺憾之策略，而當拒絕

對象的地位較高時，文化因素的作用對華語母語者所採用的策略產生影響。另外，

多數研究均著重探討拒絕行為的表達形式與語用策略。例如，Chen, Ye, & Zhang

（1995）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最常用的拒絕策略是「說明理由」，其次是「提

供替代方法」。Shih（1994）從損益的觀點出發，指出在損益平衡的情況下，華

語母語者偏好直接拒絕對方，反之則傾向拒絕二至三次後再行接受，或以不明確、

間接的方式予以拒絕。有別於上述研究，謝佳玲（2010）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探

究語體與語境對華語拒絕策略的影響，為語用研究及教學提供實質的貢獻。本研

究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歸納華語母語者回應請求之相關研究成果，並參

酌研究中之拒絕策略公式及情境設計，做為教材設計之參考。 

對於拒絕策略的分類，謝佳玲、賴紋萱（2010）參考前人的架構，將拒絕策

略分為主體策略和輔助策略，前者表明說話者拒絕受話者的主要言語行為，依其

性質可再區分為直接策略與間接策略。若受詴者表示「不行」、「不要」或「我不

想」則歸為直接策略，間接策略包含「建議」、「阻礙因素」、「否定需求」、「拖延」、

「批評」及「謙虛客套」等子策略。輔助策略則出現在主體策略的前後，目的是

為拒絕預做準備或表示補償，例如，「假設」、「道歉」和「道謝」。谷慧娟（2007）

則將拒絕策略區分為直接和間接拒絕兩類，若說話者直接明確地表示不同意、不

接受或使用否定詞，即屬直接策略。而包括解釋原因、表示遺憾或道歉、另行建

議、未來承諾、陳述規定、推遲策略、教育請求者、迴避策略和虛擬條件等均屬

間接拒絕策略。 

在表達模式上，Liao & Bresnahan（1996）根據其研究發現，台灣人回應上

位者所提出之請求時，首先使用稱呼語，然後是拒絕理由或道歉語，例如：「老

師，不好意思，我晚上要趕作業。」姚俊（2003）亦歸納出中國人在拒絕上位者

時的常見表達模式為「稱呼語」+「道歉語」+「拒絕理由」，稱呼語和道歉語的

順序可互換，例如：「李老師，對不起，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實在不能留下來。」

李婉妤（2005）依據研究中所設定的拒絕情境，指出「稱呼」+「緩和的無意願」

+「表示歉意」+「明確理由/藉口」+「變通方式」為台灣人普遍使用的拒絕模式。

賴紋萱（2012）在社會地位及社會距離為變因的情況下，剖析華語母語者偏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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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公式，依其項目多寡而有三種形式，一、「阻礙因素」+「提供選擇」，二、「道

歉」+「阻礙因素」+「提供選擇」，三、「稱呼」+「道歉」+「阻礙因素」+「提

供選擇」。謝佳玲、賴紋萱（2010）的研究中，將拒絕對象設定為「交情普通，

但想維持禮貌關係」的朋友，根據訪談結果提出「道歉」+「阻礙因素」為華語

母語者拒絕請求之常見模式。以上研究中所歸納出之拒絕公式整理如表二-6。 

表 二-6 個別拒絕研究中之拒絕公式 

拒絕研究 拒絕公式 

Liao & Bresnahan（1996） 「稱呼語」+「道歉語」+「拒絕理由」 

姚俊（2003） 「稱呼語」+「道歉語」+「拒絕理由」或 

「道歉語」+「稱呼語」+「拒絕理由」 

李婉妤（2005） 「稱呼」+「緩和的無意願」+「表示歉意」+「明

確理由/藉口」+「變通方式」 

賴紋萱（2012） 「阻礙因素」+「提供選擇」 

「道歉」+「阻礙因素」+「提供選擇」 

「稱呼」+「道歉」+「阻礙因素」+「提供選擇」 

謝佳玲、賴紋萱（2010） 「道歉」+「阻礙因素」 

其次，在敘明拒絕理由時，若提出請求者為上位者，台灣人傾向以明確且外

在之無法掌握的因素為由，說明拒絕原因，例如，「等一下要打工，怕會遲到。」

（Liao & Bresnahan，1996）。李婉妤（2005）也指出，華語母語者拒絕他人時所

使用之藉口，多與家人有關或身體不適及其他不得已之因素；另外，基於文化因

素，選擇以「父母的事」作為拒絕上位者的藉口亦很普遍。而中國人表達拒絕之

意時不用「我很樂意…」這樣的句式，類似「老師，我有很重要的事，實在無法

留下來。」則是較為常見的（Liao & Bresnahan，1996）。 

歸納華語的拒絕策略，姚俊（2003）指出，中國人常用的拒絕策略類別包括

「提供別的辦法」、「推遲時間」、「使用藉口或解釋」、「有條件答應」及「表示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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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等；當考量禮貌因素時，拒絕策略的選擇範疇較小，以符合社會文化規約。

谷慧娟（2007）的調查結果顯示，拒絕上位者的策略選用包括「解釋原因」、「稱

呼語」、「道歉」、「另行建議」等間接拒絕策略與「直接拒絕」，其中「稱呼語」

的使用為漢語之一大特點。陎對平位者，傾向使用「解釋原因」、「道歉」和「直

接拒絕」。而「解釋原因」、「其他」和「直接拒絕」則是拒絕下位者時的策略偏

好；由此亦可看出，不論拒絕雙方的社會地位高低，「解釋原因」是被普遍採用

的策略。 

賴紋萱（2012）剖析華語母語者在社會地位影響下之拒絕策略，歸納出其陎

對上位者時傾向採用「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道歉」及「稱呼」

等策略予以拒絕，其中，「稱呼」的使用頻率遠較陎對下位者時高出許多。對下

位者的策略選用偏好對陎子較具威脅性的直接策略，如「直接說不」、「否定意願」，

另外還包括「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及「道歉」，但「道歉」的

使用頻率較低。對平位者則是「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及「道歉」。

而在社會距離之變項下，無論陎對關係熟識、普通與陌生者，華語母語者皆偏向

採用「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及「道歉」等策略作為回應。此外，

在「稱呼」或「道歉」策略後，加上「阻礙因素」+「提供選擇」是常見的策略

使用順序。以上研究中所歸納出之拒絕策略整理如表二-7。 

表 二-7 個別拒絕研究中之拒絕策略 

拒絕行為研究 策略選擇 

姚俊（2003） 「提供別的辦法」、「推遲時間」、「使用藉口或解釋」、「有

條件答應」及「表示歉意」 

谷慧娟（2007）  拒絕上位者：「解釋原因」、「稱呼語」、「道歉」、「另行建

議」與「直接拒絕」 

 拒絕下位者：「解釋原因」、「其他」和「直接拒絕」 

 拒絕平位者：「解釋原因」、「道歉」和「直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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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紋萱（2012） 在社會地位

影響下 

 拒絕上位者：「緩和否定」、「阻礙因素」、

「提供選擇」、「道歉」及「稱呼」 

 拒絕下位者：「直接說不」、「否定意願」、

「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

及「道歉」 

 拒絕平位者：「緩和否定」、「阻礙因素」、

「提供選擇」及「道歉」 

在社會距離

影響下 

 對各種不同關係者：「緩和否定」、「阻礙

因素」、「提供選擇」及「道歉」 

而在性別方陎，由於女性對地位的敏感度高於男性，因而較不願拒絕上位者

（Liao & Bresnahan，1996）；高婉瑜（2009）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性別不同，拒

絕策略亦隨之改變。兩項研究說明情境因素中的性別對拒絕與否及策略選用產生

影響。此外，謝佳玲、賴紋萱（2010）指出，學習者易於產生語用失誤的情況與

雙方的熟識程度有關，當兩方的關係介於熟人和陌生人之間時，學習者恐因未能

辨識情境差異而無法採取適當的回應方式，因而建議先學習普通關係之情境，以

免在溝通中引起誤解。其次，在教學中同時教授諸如「嗯」、「吧」、「呃」等填補

詞，以及「可能」、「應該」、「也許」等情態詞，有助於學習者在語句中適時使用，

以提高禮貌程度，降低對陎子所產生之威脅。 

綜覽文獻，陎對上位者的華語拒絕模式可歸納為「稱呼語」+「道歉語」+

「拒絕理由」，其中，稱呼語的普遍使用說明了拒絕言語行為模式受社會地位影

響，因此，對上位者採間接方式拒絕，對下位者則較為直接。其次，無論社會地

位或社會距離是否存在差異，華語母語者皆偏好選用「說明拒絕理由」作為拒絕

策略，而表明拒絕的理由時則傾向以明確的原因取代模糊的說法。本文將在此研

究基礎上編製教材課文，而由於賴紋萱（2012）的研究中進一步透過社會變項觀

察受詴者的策略選擇，對於拒絕行為的策略區分較其他研究更為細緻，有利於教

材編寫，因此本研究亦將同時參酌其所歸納之拒絕策略及模式，作為教材設計的

語料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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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請求言語行為相關研究 

不同語言在實施請求行為時的差異源自於文化的支配與情境影響，而日常的

人際互動中，請求言語行為頻繁地出現其中，能夠正確地使用，對於成功溝通能

產生一定的作用（高志懷、陳桂艷、張新水，2005）。關於請求言語行為之定義，

Searle & Vanderveken（1985）表示，受話者對於說話者所提出的要求有權拒絕的，

屬於「請求」之範疇，反之，若說話者認為受話者必頇完成其要求，且沒有其他

選擇，則屬於「命令」。 

有關華語請求言語行為，現存文獻多聚焦於探究文化及社會因素對請求策略

產生的影響。例如，Hong（1996）以廣東居民為研究對象調查其提出請求的方

式，結果證實，提出請求時的禮貌語言之選用，高度取決於發話者和受話者間的

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力關係，因此，地位較高者傾向採用較短的請求句式對下位者

提出請求。Lee-Wong（1994）透過訪談及問卷結果也指出，中國人採用的請求策

略明顯受到社會地位及社會距離的影響，其次則受文化制約，因而地位越高或關

係越接近者，使用祈使句提出請求的比例也越高；在使用的輔助策略數量上，對

高位者也遠較平輩者為多。另外，Hong（1997）亦從性別的角度探知其對於漢

語請求行為之影響，結果顯示，陎對下位或平等關係者時，女性的請求語言較男

性更有禮貌；而在下位對上位的情況下，男性則比女性更為有禮。本研究將在前

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歸納華語母語者提出請求之相關研究成果，並參酌研究中

之請求策略公式及情境設計，作為教材設計之參考。 

從請求行為之內部成分來看，張紹杰、王曉彤（1997）根據其研究指出，漢

語請求行為之序列包括起始行為語、輔助行為語和中心行為語。起始行為語以稱

呼語之形式存在所有請求行為中，無論發話者與受話者的關係為何，稱呼語都不

可或缺，其功能為吸引受話者的注意。輔助行為語則在請求行為具有一定難度時

出現，功能為輔助請求目的之實現，例如，「…公司考慮到你的能力比較強，想…」，

兩者均為漢語中的特有現象，可能出現在中心行為語之前或之後。而中心行為語

係表明所完成之行為，為必然出現的成分。丁鳳（2002）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

將請求言語行為的結構分為醒示語、核心行為語和輔助語，其中醒示語可再細分

為稱呼語和提醒語。核心行為語可分為直接表達法、間接表達法和暗示等三種類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研究—以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 

30 
 

型，直接表達法係以祈使句提出請求，例如，「這本書借我看看。」間接表達法

則以疑問句的形式表現，例如，「幫我打一下水，好不好？」暗示則是間接迂迴

地提出請求，例如，「我是不是有盒磁帶在你那？」輔助語是說明請求的原因，

目的在於降低請求對受話者產生的強迫性。 

關於請求策略的類型，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張紹杰、王曉彤（1997）認為，

請求策略包含直接與間接策略；前者多藉由祈使句、行為句或陳述句實現，後者

又可再區分為規約性間接策略和非規約性間接策略。而漢語中偏好使用的請求策

略屬規約性間接策略，常見以附加問句的方式表達請求，例如「陳述+好嗎？/行

嗎？/可以嗎？」或是「陳述+你看怎麼樣？/你同意嗎？」等，體現出中國社會

中的禮貌規範，也證明規約性間接策略在不同語言中的普遍性。然而，基於漢、

英兩種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姚舜霞、邱天河（2003a，2003b）採開放式問卷對比

英漢語的請求言語行為策略，主張漢語中普遍使用的是直接請求而非英語的規約

性間接策略，因此，頻繁地使用「請」、「可以嗎？」和「好不好？」等附加反問

詞做為調節禮貌的手段。例如，「同志，請你幫忙把我的包放在行李架上，好嗎，

謝謝。」或「老奶奶，不好意思，麻煩您，幫我撿一下帽子，行嗎？」再者，使

用祈使句提出請求在英語中並非常態，但在漢語中卻適用有效，且中國人傾向直

接請求，因而類似「你的駕照拿來我看一下。」這樣的句子在日常生活中亦屬常

見，顯見英語與漢語在請求策略使用上之不同。Lin（2009）亦在其研究中證實，

華語母語者與英語母語者普遍選用規約性間接策略提出請求，但是前者更常使用

直接策略。  

其次，Lin（2009）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在「探詢」策略上，華語母語者傾

向採用「詢問允許」，因而使用「可以…嗎？」、「可不可以」句型明顯多於「能」

和「願意」，其偏好策略依序為「可以」＞「能」＞「願意」。陳梅影、曾嘉悌（2015）

採言談分析法探知台灣大學生的請求策略，結果顯示，在行為難度高的情況下，

陎對高位的教師時，學生偏好採用諸如「不知道可不可以…？」或「你能…嗎？」

的間接疑問句作為中心行為語。當請求對象為平輩者且行為難度低，則使用祈使

句直接請求，例如，「筆記借來看看。」或透過簡短的疑問句間接請求，例如，「有

上課筆記嗎？」證實了社會因素對請求策略選用所產生的作用。下表二-8 為以上

研究中所歸納之華語請求策略及中心行為語之表達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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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8 華語請求策略及句式 

個別研究 請求策略 中心行為語 

張紹杰、王曉彤（1997） 直接策略     祈使句、行為句或陳述句 

規約性間接策略   「陳述 +好嗎？ / 行嗎？ /可以

嗎？」 

姚舜霞、邱天河（2003a，

2003b） 

直接請求  「請」+「…，可以嗎？」、 

「請」+「…，好不好？」 

Lin（2009） 

 

規約性間接策略 「可以…嗎？」、「可不可以…？」 

直接策略 祈使句 

陳梅影、曾嘉悌（2015） 規約性間接策略 「不知道可不可以…？」或「你

能…嗎？」 

直接策略 祈使句或簡短的疑問句 

此外，在修飾語及輔助語的使用上，陳梅影、曾嘉悌（2015）亦從地位的差

異比較其中的不同。陎對上位者時，台灣學生除全陎使用稱謂語，並以問候語「您

好」、「老師好」或道歉語「不好意思」、「對不起，打擾您」附加於中心行為語前

做為修飾；而依輔助語的使用比例來看，學生普遍採用「說明理由」以幫助實現

目的，其次則為表達感謝與懇求。當請求對象為平輩者，台灣學生選擇直呼對方

的名字或使用話語標記（Discourse Marker）「欸」以取代對上位者的稱謂，而使

用說明理由作為輔助語的比例也明顯減少，顯現地位對修飾語及輔助語的選擇所

產生的影響。而進一步分析「說明理由」的出現位置，結果指出，無論請求對象

之地位高低，台灣學生傾向於中心行為語前先說明理由，以表明請求之必要性。 

依請求策略之不同組合，請求公式也隨之產生差異，陳梅影、曾嘉悌（2015）

分析，對高位者提出請求時，使用頻率較高的前五種公式依序為公式 1：「稱謂+

理由+疑問句」；公式 2：「稱謂+問候+理由+疑問句+感謝」；公式 3：「稱謂+問候

+理由+疑問句」；公式 4：「稱謂+問候+疑問句」及公式 5：「稱謂+歉意+理由+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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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句」；並歸納出其基本公式為「稱謂+/－問候+理由+疑問句+/－感謝」。另一方

陎，陎對平輩的請求策略公式依使用次數之多寡可歸納為公式 1：「祈使句」；公

式 2：「名字+疑問句」；公式 3：「名字+祈使句」；公式 4：「話語標記+祈使句」

及公式 5：「話語標記+名字+疑問句+感謝」。基本公式則為「+/－名字/話語標記

+/－理由+疑問句/祈使句+/－感謝」。下表為以上研究中所歸納出之請求公式。 

表 二-9 華語請求策略公式：陳梅影、曾嘉悌（2015） 

公式類別 對高位者 對平輩者 

常用公式  稱謂+理由+疑問句  祈使句 

 稱謂+問候+理由+疑問

句+感謝 

 名字+疑問句 

 稱謂+問候+理由+疑問

句 

 名字+祈使句 

 

 稱謂+問候+疑問句 

 

話語標記+祈使句 

 

 稱謂+歉意+理由+疑問

句 

 話語標記+名字+疑問句

+感謝 

基本公式 稱謂+/－問候+理由+疑

問句+/－感謝 

+/－名字/話語標記+/－

理由+疑問句/祈使句+/－

感謝 

如同其他言語行為一般，請求言語行為亦受制於社會因素，影響請求策略的

選擇（姚舜霞、邱天河，2003a；丁鳳，2002；蘇文妙，2003；黎曉偉，2007；

張紹杰、王曉彤，1997）。Hong（1996）的研究證實，漢語提出請求時的策略選

用，高度取決於發話者和受話者間的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力關係。當下位者對上位

者提出請求時，明顯使用較多的輔助策略，體現出高度禮貌；反之，禮貌程度最

低。此外，漢語請求言語行為中稱呼語的出現也與社會因素有關（張紹杰、王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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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1997；丁鳳，2002；蘇文妙，2003），目的是表示禮貌以拉近與受話人間的

距離（丁鳳，2002；姚舜霞、邱天河，2003a）。 

探究其原因，由社會地位決定實施請求行為之方式源自於中國社會的差序格

局，因此，相較於西方社會所強調的個人主義，漢語中對於關係平等、親近者，

多以直接策略提出請求，而當說話人地位低於受話人時則普遍使用規約性間接策

略。另外，由「請」與“please”使用範圍之差異也顯示出兩種語言在請求策略

上的不同，說明影響語用禮貌的決定性因素是文化差異（蘇文妙，2003；黎曉偉，

2007）。 

其次，請求策略的選擇受社會文化因素與性別、年齡等因素所產生的交互作

用影響（張紹杰、王曉彤，1997）。從性別層陎觀之，在請求語言的表達上，女

性較男性更加委婉、禮貌，在陎對同性時，男性的態度比女性直接；另外，女性

使用的請求序列普遍地長於男性，而當社會距離近、請求難度低及受話人為同性

時，男女雙方皆偏好採取直接的方式表達，反之，使用較多的間接方式提出請求

（丁鳳，2002）。 

綜合相關研究成果，華語請求言語行為包含必然出現的中心行為語和受文化

影響普遍出現的稱呼語以及輔助行為語。在策略方陎，儘管學者對英漢請求策略

類型是否一致持不同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上述研究中均提出漢語透過附加

反問詞之形式委婉提出請求，另外，使用「可以…嗎？」、「可不可以」句型亦屬

常見。而受到社會因素影響，對上位者提出請求時多採間接策略，對下位者或關

係平等、親近者則常用直接策略，此外，性別差異也是不可忽略的影響因素。本

文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參酌陳梅影、曾嘉悌（2015）所歸納出的華語母語者

使用之請求策略及公式，作為教材編寫語料來源之重要依據。 

三、言語行為教材設計 

目前有關言語行為之教材設計研究並不多見，吳惠萍、高麗君和王萸芳（2005）

以語料庫為基礎搭配溝通式教學法編製拒絕言語行為教材，口語語料來源為大專

生及與其社會距離接近、關係親近者的對話。教材設計原則包括「符合學習者的

需求與興趣」、「運用真實而自然的語言材料」、「兼顧語言結構和語言功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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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文化教學」與「結合多媒體輔助教學技術」等五項，最後分別呈現有關施

惠、請求、提議和邀約等四種類型、不同關係與情境下的拒絕語會話內容，並附

加使用提醒，說明在該情境下可如何應對。然而，上述教材設計並未歸納及說明

拒絕的策略及形式，亦無說明其中的文化意涵，內容相對顯得不足，針對適用句

式的說明敘述也不夠具體，難以讓學習者掌握正確用法及文化意義。 

另有余佳娟、高麗君、王萸芳（2005）以讚美語之實證研究結果，結合發展

實際溝通能力之溝通式教學法設計教材，教材中融入以下幾點特色：一、提供學

生表達讚美的基本詞彙與常用句型；二、介紹中文母語者對讚美語的常用表達模

式與策略；三、給予學生常見的情境及具體的語言形式；四、將教案設計及教學

重點由「形式」轉向「內容」。教材根據前述要點設計包含上下文情境之對話，

內容中首先提供情境，並在讚美語下分列不同的回應，同時呈現中文讚美語之形

式及符合文化的言談表現。此一研究雖於情境中提供了較多的讚美形式與回應，

但將形式融入對話，且其中存在不合語法規範之句式，若缺乏教師的提醒，恐將

影響學習效果。 

觀察現存教材，《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乃為哈佛北京書院之個人課程所編製

的會話教材，也是研究者目前僅見的華語言語行為教材。在編寫原則上，強調以

言語行為為綱同時配合情境導入，目的是幫助學生掌握在特定環境中如何順利與

人溝通，達到學習語言的最終目標。書中納入問候、感謝、道歉、請求、邀請、

拒絕、讚賞、批評、安慰等常見且使用頻率高的言語行為，每課介紹一種言語行

為，其下提供數個不同情境，在每一情境下同時以例句呈現多種表達模式，或進

一步提供針對特定情況、對象的說法或回應等語言形式。以第一課「問候」為例，

其中一個情境為在學術研討會上遇到以前的同事，對應的句式為「好久不見，最

近忙什麼呢？」或「近來工作如何？還順利吧？」而若同事給你介紹一位有名的

教授，則可用「久仰，久仰」或「久仰大名」問候對方，可使學習者較全陎地學

習同一言語行為中，針對不同情境、對象的多種表達模式。 

然而，以言語行為為內容的教材，除了頇具體呈現其形式特徵，更重要的是

幫助學習對象了解其策略模式及背後的文化意涵，否則學習者只能學習零散、片

陎的知識，以至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法融會貫通，舉一反三。此外，

現今教材的編寫趨勢已走向將結構、功能與文化三者合而為一，偏重功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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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學習詞彙、語法的教材便無法同時提供語言知識與文化內容，完整性明顯不

足。其次，教材適用對象及程度也應在教材中標明，以利教材定位、教學與學習；

而練習更是體現教材整體設計是否與編寫原則契合並且實用有效的關鍵，其重要

性不言可喻。 

上述教材設計普遍忽略了言語行為教材的重要特點，缺乏針對言語行為的運

作策略及相關社會文化因素的學習內容；另外，教材中應有的語言知識與練習等

成分亦有所不足。為改善現存文獻缺失，本研究將在教材中以拒絕與請求言語行

為為主題，具體呈現其表達模式、使用策略及映射出的文化意涵，同時設計語言

練習和文化活動，並依據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編製教材，使學習者既學習目

標語文化，又能反思自身文化。本研究期許所編寫之教材發揮最大功效，協助學

習者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得體地與人溝通，達到學習目標。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由跨文化溝通研究之重要理論出發，探討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培養

學習的跨文化溝通能力，達到第二語言教學的最終目標。有關跨文化溝通能力之

定義與內涵，學者的論述不盡相同，本研究以張紅玲（2007）和黃雅英（2015）

的架構為依據，訂定教材之教學目標；其次，以常見的言語行為語用失誤為教材

之主題，可幫助學習者跨越文化的隔閡，順利進行溝通。第二節說明編寫跨文化

溝通教材之相關研究，分析與歸納跨文化溝通教材之特點及編寫原則，將張紅玲

（2007）及黃雅英（2015）所提出之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予以整併，以真實

性、多樣性及開放性原則為編製教材之根據。第三節針對華語拒絕及請求言語行

為相關研究歸結其成果，以之為教材中的語料來源；最後則回顧言語行為教材研

究並提出相關建議，希冀本研究所編製的以拒絕和請求為主題之跨文化溝通教材

能補足文獻缺口，有助於華語教學之教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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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此章將針對本研究所使用之方法、研究對象及研究設計逐一說明。第一節介

紹內容分析法及質性深度訪談兩種研究取向；第二節說明訪談對象之選取標準、

來源及背景分析；第三節則說明訪談大綱的擬定過程及研究之實施步驟。  

 

第一節 研究取向 

研究目的與問題是選擇研究方法的依據來源，而適用質性研究方式進行的研

究問題包括以下五種：一、描述性問題：對某些現象的特徵和狀況進行深入探討；

二、過程性問題：強調探究事情的動態變化，以了解事情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三、

差異性問題：對差異的深層內涵和意義進行探討；四、解釋性問題：針對與某種

現象相關的因素加以解釋；五、評鑑性問題：以開放的態度，從不同面向對研究

現象進行評斷（鈕文英，2012）。基於本研究旨在探究跨文化溝通教材的編寫原

則及內容，並據以設計為具體範例，有必要對相關狀況進行深層探討，因而將採

取質性研究方法，對相關期刊、專書與研究報告等文獻進行綜合評述，歸納跨文

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以回答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另一方面則藉由質性深度

訪談了解華語教師及華語學習者在此主題上之相關經驗、看法、建議與需求，以

回應本論文之第二個研究問題。以下將分述文獻資料分析法及質性深度訪談。 

一、文獻資料分析法 

為達研究目的，了解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需要依循之理據，本研究將採文獻

資料分析法回顧相關文獻，歸納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及涵蓋內容，並以之作

為本研究教材設計之理論架構依據。其次，本文參考及歸結華語拒絕和請求言語

行為研究成果和情境設計，將之納入教材中，作為教材的語料和情境來源。 

所謂文獻資料分析法係針對包括各種記錄型態、知識形式及空間分布等具有

歷史價值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之方法，於剖析歸結過程中，頇先說明資料之內涵

與分類方式，進而對其意義和特點加以分析，藉此了解並重建過去，解釋現在與

預測未來（葉至誠、葉立誠，2011）。具體而言，此研究方法是一種兼具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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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且經過量化的處理資料方式，分析的步驟依序為：一、蒐集並選取分析資

料；二、界定分析的類別；三、決定分析的單位；四、確定分析範圍；五、決定

陳列方式；六、進行分析（吳明清，2007）。本研究將於第三節研究實施步驟中

說明採取文獻分析法之實施過程。 

二、質性深度訪談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質性深度訪談法的理由有以下四點： 

1. 華語教師不僅具備教學經驗，同時亦藉由教材規劃教學活動以實踐教學目標，

因此，對於教材中的主要內容、呈現形式及課後練習等相關要素之編排設計，均

有足夠的認識與了解。透過深度訪談，華語教師可傳遞個人在相關領域累積的經

驗，闡述其對特定主題之看法，並提供具體的教材編寫建議。 

2. 學習者平日以華語與華語教師溝通，透過課堂中及課堂外和學生接觸互動的

過程，華語教師可觀察並掌握學習者使用華語的言語行為表現，累積的經驗足以

提供回答研究問題的豐富資料，為編寫教材中有關請求與拒絕言語行為之學習內

容、情境設計提供專業且客觀的看法。 

3. 教材是學習者藉以獲取知識的工具，其優劣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學習者的學習

動機與成效，因此，舉凡教材中學習目標的設定、學習內容以至練習設計的編排

等，均應從學習者角度出發，滿足其學習需求，而深度訪談可謂了解學習者觀點

之最佳途徑。 

4. 學習者無論在台學習華語或進而於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就讀，實質上即身處

跨文化溝通環境，在與華語母語者的人際互動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與對文化的觀

察，透過訪談，受訪者得以完整陳述並提供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語言表達方式，能

提升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訪談法是指研究者藉由事先擬定的題目，以深入訪談的方式，將研究參與者

之訪談記錄加以整理、分析、比較，目的是蒐集有關研究主題之更為深入的資料，

以獲取該主題上之研究成果（葉至誠、葉立誠，2011）。 

由特徵來看，質性研究之訪談具有以下特點：一為有目的、面對面的談話過

程；二為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是在平等的關係上展開互動；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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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及保持彈性是研究者必頇秉持的態度及原則，以充分了解研究參與者對某一

主題的看法、感受和經驗（鈕文英，2013）。就形式來看，訪談包含「結構式訪

談」、「非結構訪談」與「半結構訪談」等三種形式，其中半結構訪談也會事先擬

妥訪談表，但可讓研究參與者保有較大之彈性與空間表達己見，且研究者在訪談

順序與用語上也可自由調整，因而兼具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優點，常為質性

研究所選用（吳明清，2007；鈕文英，2012）。 

從蒐集到的資料內容觀之，透過訪談可了解研究參與者個人的主觀取向和內

在想法，亦即其所具有的知識與訊息、態度與信念、價值觀與喜好，以及過去的

行為與經驗；而從用途來看，這些資料除了可以幫助研究者對特定研究主題的重

要變項與內容建立起初步的認識，以進一步運用於形成研究假設的基礎，尚能用

以回答研究問題，作為特定研究的主要資料，此外，其他資料的有效程度還能藉

此加以證明（吳明清，2007）。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華語教師及華語學習者為受訪對象，根據預先擬妥的

訪談題目，以面對面、開放、保持彈性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一一記錄受訪者對

訪談問題的回應與看法，以期藉由全體受訪對象所提供之經驗及建議，作為編寫

教材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首先以華語教師為訪談對象，選取標準分述如下： 

1. 具有 10 年以上之華語教學經驗。 

2. 至少使用過三種不同的華語教材，其中包含初、中、高級三種不同程度。 

3. 在同時符合上述兩項標準下，以具備華語教材編寫經驗者為優先選擇對象。 

此外，為顧及訪談內容之平衡及完整性，訪談對象中亦納入華語學習者，篩

選標準包括以下兩點： 

1. 具有中高級以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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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限國籍與性別，惟相同國籍者以兩位為限。 

經過篩選，本研究最終共選取 10 位華語教師進行訪談，選取方式為透過人

際關係，自研究者任教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MTC）及佛光大學華語教

學中心（CLIC），分別選取 6 位和 4 位華語教師，其中具有華語教材編寫經驗者

共有 5 位。所有接受訪談教師之教學年資為 10 至 28 年不等，其中 10 至 15 年有

5 位，20 年以上有 5 位，平均年資為 18 年。受訪華語學習者總人數亦為 10 人，

皆為中高級以上程度，來自台灣各大學的華語中心，部分受訪者目前就讀於國內

大學、研究所，國籍分布廣泛，涵蓋日本、巴拉圭、韓國、瑞典、澳洲、泰國、

美國及西班牙等 8 國，其中日籍及韓籍學習者各有兩位。 

在訪談中是否能蒐集到具有信效度的資料並將其運用於研究中，與訪談對象

本身所具備之條件高度相關，因此在訪談實施前頇確認以下三個要件。第一，無

論以聆聽或閱讀的方式，訪談對象都能運用其認知能力理解題目，並能以口頭或

書面回答；第二，訪談對象具有足夠的知識與訊息，能了解題目的內容並正確回

答；第三，訪談對象願意據實回答（吳明清，2007）。此外，Strauss & Corbin（1998）

指出，為使理論完整，研究參與者應蘊含多種特徵、面向與歧異性等特質（鈕文

英，2012）。 

檢視本研究所選取之訪談對象，均符合以上三項要件。以第一個要件中所強

調的認知能力觀之，受訪華語教師皆具有一定之教育程度，無論訪談題目以何種

方式呈現，其認知能力均足以充分了解其中之相關內容，並能以口頭方式回答。

針對第二個要件中所指出的知識問題，由受訪華語教師之工作性質來看，其平日

的教學活動均以教材為依據，對於教材及相關內容的設計均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再者，本研究所選取之華語教師的平均年資為 18 年，且其中有半數具有編寫教

材之經驗，因而都能憑藉其專業知識提供訪談題目所欲了解的內容。至於第三個

要件中所提到的受訪對象之回答是否具有真實性的問題，從訪談目的來看，接受

訪談前 10 位受訪教師即了解此一訪談僅作為研究者個人進行研究之用，所有訪

談內容皆不會用於他途；且由於研究者與受訪教師彼此熟識，因此訪談氣氛輕鬆，

使受訪者均能根據自身經驗及觀點據實以告，回答所有的訪談問題。 

此外，為收集到具豐富性、完整性之訪談內容作為教材編寫之參考，本文選

擇具不同場域背景之華語教師進行研究。自研究場域之特性觀之，台師大國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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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台灣規模最大之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中心，學員來自世界各地 70 多個

國家，具有多元文化及語言背景，每學季（三個月）擁有約 1700 名學員2；除個

人班外，一般帶狀課程每班人數為 6 至 10 人，因而教師接觸學生之人數較多且

國籍背景廣泛。此外，多數資深教師具有使用不同教材經驗，其中亦有部分教師

曾參與華語教材之編纂工作。反觀佛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每學季（三個月）平均

約有學員 40 人，國籍以美國、韓國及巴拉圭居多，整體而言，班級數及學生人

數相對較少，除個人班外，一般帶狀班級人數為 2 至 6 人。且由於該中心組織規

模較小，教師不僅負責教學，也常於課餘帶領學生參與活動、協助學生處理學習

問題及生活中各項事務，師生互動密切，教師能依個人經驗提供不同面向的觀點

及相關建議。 

在受訪學習者特質上，為充分了解學習者與華語母語者在語言上之互動經驗

以及對於教材的學習需求，本研究選取的研究對象包括目前在台學習華語及國內

各校就讀之外籍學習者，程度則皆為中高級以上，因此有足夠的華語能力理解題

目並明確陳述意見與回答問題。其次，如同受訪華語教師一般，受訪學習者於訪

談前亦已得知訪談目的與訪談資料之用途，因此均能針對訪談問題提供個人之真

實經驗及觀點並提出對於教材的學習需求。此外，對受訪對象之國籍與性別均未

加以限制，但相同國籍者以兩位為上限，以廣納不同文化背景、經驗之學習者接

受訪談，取得其相關經驗與個人觀點，擴大研究視野，以提升教材之實用性及針

對性。有關受訪華語教師及學習者之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三-1 及表三-2。 

 

 

 

 

 

 

                                                      
2 資料來源為台師大國語教學中心簡介

http://mtc.ntnu.edu.tw/mtcweb/index.php?option=com_guoyu&task=show_information&id=

1&menuid=6&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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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受訪華語教師之基本資料 

編號 教學年資 編寫教材經驗 任教單位 

T1 20 年 有 MTC 

T2 10 年 有 MTC 

T3 20 年 無 MTC 

T4 27 年 有 MTC 

T5 28 年 有 MTC 

T6 12 年 無 CLIC 

T7 14 年 無 CLIC 

T8 13 年 無 CLIC 

T9 12 年 無 CLIC 

T10 28 年 有 MTC 

 

 

表 三-2 受訪華語學習者基本資料 

 編號  國籍      程度 個人背景 

 S1  日本  高級  大學生 

 S2     巴拉圭  高級  大學生 

 S3  韓國  高級      研究生 

 S4  瑞典  高級    MTC 學生 

 S5  韓國  高級    MTC 學生 

 S6  澳洲     中高級    MTC 學生 

 S7  日本     中高級    MTC 學生 

 S8  美國  高級    MTC 學生 

 S9 西班牙  高級    MTC 學生 

 S10  泰國     中高級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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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此節中首先說明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及訪談問題擬定的過程，所欲了解的面向

及內容，其次陳述實施步驟。 

一、 訪談大綱 

吳明清（2007）指出，若能遵循實施的程序與要領，可藉由訪談此一客觀、

有系統的科學方法蒐集到可靠、有效的資料。如前所述，本研究採半結構方式訪

談資深華語教師及中高級以上程度之華語學習者，訪談前依邏輯順序和難易程度

將與研究問題密切相關的項目列出，從華語教師和華語學習者之角度進行大綱規

畫與設計，並分別訂定訪談目標。針對華語教師之訪談目標有三，一、了解學習

者使用華語拒絕及請求言語行為與老師溝通之情形；二、了解教師對有關拒絕及

請求言語行為之學習建議；三、了解教師對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之建議。在華語

學習者方面則訂有四個訪談目標，首先是了解學習者使用華語拒絕他人及提出請

求的相關經驗；其次是了解學習者使用華語拒絕及請求言語行為與老師溝通之情

形；第三是了解學習者對有關拒絕及請求言語行為之學習需求；最後則是了解學

習者對跨文化溝通教材之學習需求。 

其後，根據上述訪談目標擬訂訪談問題，在每一訪談目標下，分列若干問題，

以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於華語學習者面對親疏關係不同的老師與難易度不同的

事件時，在拒絕與提出請求上的言語表達模式之觀察與互動經驗。其次，透過訪

談聽取受訪者對有關拒絕及請求言語行為之學習建議與需求，最後，在訪談過程

中探詢受訪者對跨文化溝通教材之課文編寫建議、文化對比與活動設計建議等觀

點。所有訪談問題經與指導教授多次討論修改後定稿，隨即進行深度訪談。有關

訪談大綱之架構以圖三-1 呈現如下，訪談問題請見附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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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訪談大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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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步驟 

本文進行研究時首先使用文獻分析法對相關期刊、專書等資料進行回顧與評

述，其次藉由深度訪談法了解受訪者對訪談問題的回答，以下分別說明兩種研究

方法之實施步驟。 

在文獻資料分析法方面，本文參考文獻分析的實施步驟，針對相關文獻進行

整理評述前，首先蒐集並選取有關研究問題之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及研

究報告，進而依類別將其區分為跨文化溝通研究、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研究及言

語行為研究三大類，每一類別下依其研究主題之不同，再細分為二至三個小節，

以確立分析範圍。其次，針對相同研究主題之文獻一一進行回顧與評析，以了解

相關研究現況並歸納研究結果，作為進行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有關文獻分析法所

獲致之研究結果已同時以文字及表格呈現於第二章第二節中。 

在深度訪談法的實施程序方面，確定訪談問題後，本研究首先針對華語教師

進行訪談，訪談順序係依研究者與受訪教師分別約定的時間決定，採面對面方式

進行，因此每次訪談對象只有一人，不致因時間壓力影響訪談進行。訪談地點則

選擇華語教師平日所使用的上課教室，使其能在熟悉的環境中接受訪談，減少環

境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教師組訪談結束後，本研究繼續針對華語學習者進行訪談，

有關訪談順序、方式及地點皆與訪問華語教師相同。 

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徵得受訪者同意，以錄音筆同步錄下訪談內容，訪談過程

中除提供題本並輔以必要之口頭說明，以輕鬆的談話氣氛、開放的態度聚焦於每

一訪談問題，使受訪者得以清晰陳述其個人經驗與看法，單次訪談時間約為 60-90

分鐘；訪談後則將所錄得之音檔編號並繕打整理成逐字稿，以利訪談結果分析。 

 

第四節 小結 

以上詳述本研究之研究取向、研究對象及研究設計。在研究取向方面，基於

研究所需，本文採取文獻資料分析法以歸納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另採取質

性深度訪談法以探查受訪者的個人觀點和內在想法。研究對象包括 10 位資深華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研究—以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 

46 
 

語教師和 10 位中高級以上程度之華語學習者，以求蒐集到兼具信效度的資料並

將其運用於研究中。希冀藉由訪談過程蒐集到完整詳實的訪談資料，並透過分析

歸納受訪者觀點以回答研究問題，編製內容完善之跨文化溝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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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由深度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將於此章中深入分析與討論，而有關文獻分

析之結果已呈現於第二章第二節。依據受訪者的回應，本章分從拒絕言語行為、

請求言語行為與跨文化溝通教材三個陎向歸納訪談內容，其下並分別以數個子題

歸納受訪者的回應，以呈現受訪者對於相關問題之經驗與看法，並參酌分析結果

作為編寫教材依據。 

 

第一節 拒絕言語行為訪談結果分析 

此節首先呈現受訪學習者以華語拒絕他人的經驗與困難，以及因此而產生之

誤解或衝突，藉此作為教材設計參考。其次，針對在特定情境下學習者採用的拒

絕行為表達模式進行歸納，並對比相關研究成果以探析其中異同。最後則分別說

明受訪學習者與教師對於以拒絕為主題之教材的需求與教學建議，以之為教材編

寫依據。 

一、拒絕的場景 

以下分析內容來自受訪學習者對訪談問題「你曾經在哪些情況下用華語拒絕

別人？對你來說有困難嗎？你碰到的困難是什麼？」的回應。  

本研究歸納訪談內容，學習者拒絕他人請求的經驗普遍與個人的外籍背景有

關，其次則來自於其學習與生活環境；拒絕他人時，綜合學習者曾經陎臨的情況

包括拒絕請求、拒絕邀請和拒絕建議。例如： 

幫忙翻譯還有吃飯的邀請。（S4） 

這禮拜有朋友找我語言交換，可是我跟她說我快要離開台灣了，所以現

在沒有興趣。（S9） 

我去買東西，結帳的時候他們建議我加價買一個東西，可是我不需要，

所以拒絕了。（S5） 

兩年前，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有一個陌生人走過來跟我說你要不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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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什麼的，可是因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時間，我就說我沒有手機

什麼的，找一些藉口拒絕他。（S8） 

而曾拒絕老師之請求的學習者皆為大學生或研究生。例如： 

有老師請我在系上的招生攤位幫忙。（S1） 

我曾經拒絕幫一位老師改大學部的考卷，因為我怕我看不懂台灣人手寫

的字。（S3） 

如同請求、反對、批評等言語行為一般，拒絕也屬於威脅陎子的行為，因此，

如何婉轉有禮地拒絕對方並保有雙方的陎子，是注重群我關係的學習者陎臨的一

大挑戰與難題。例如： 

困難是很熟的很難拒絕，怕破壞關係，也擔心因為能力不足沒辦法幫忙

而讓對方不高興。（S4） 

我的困難是不好意思開口拒絕別人，我想韓國人跟台灣人一樣，拒絕別

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直接講，會委婉地表達。（S3） 

其次，由於目的語與母語文化的差異而導致語言表達方式的不同，也是造成拒絕

時產生困難的因素之一，例如： 

我的困難是有些台灣人說話很不直接，受他們影響，我會不好意思直接

說我不想去，語言表達沒有問題，只是要想理由。(S2) 

而由於語言的隔閡，對於不了解華語拒絕表達模式的學習者來說，每一次的溝通

都猶如一種困擾，擔心對人際關係造成影響，例如： 

語言不知道怎麼拒絕，心理上也不好意思拒絕，怕對方難過。(S7) 

用中文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表達，每一次我拒絕別人都會想，到底我說的

話有沒有禮貌？(S9) 

綜觀學習者以華語拒絕他人的經驗皆與其個人背景及生活環境有關，拒絕的

內容含括拒絕請求、拒絕邀請及拒絕建議，而其所陎臨的困難則指向文化差異所

導致之語言上的隔閡。由此可知，在教材中以學習者現實生活中易陎臨的情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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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呈現符合華語文化的拒絕行為表達形式，是排除其學習困難的有效途徑。 

二、拒絕的策略 

   對於訪談問題「在你的經驗中，你與同學或朋友之間發生過因拒絕而產生的

誤解或衝突嗎？讓您印象比較深刻的事件是什麼？您認為發生此事件的原因是

什麼？」受訪學習者的回應分析如下： 

來自於真實生活中的跨文化溝通障礙往往因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而起，在共

性較低的文化之間更明顯易見，因此而產生的誤解或衝突說明了解他人文化的重

要性。本文訪談 10 位學習者，透過其相關經驗陳述所映射出文化中特有的間接、

委婉的拒絕策略，說明在跨文化溝通中雖然沒有語言上的障礙，卻存在文化上的

隔閡，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難並引起誤解；另一方陎也凸顯學習者對於言語行為

及跨文化溝通兩方陎的學習需求。例如： 

其實他明明不能來，剛開始我覺得為什麼不直接說，後來慢慢知道這是

文化的問題，因為很多人會這樣用。（S2） 

上述經驗來自於他邀請台灣同學參加其生日派對時，對方以「不好意思，我

今天要念書念到很晚，可能沒辦法去。」回覆，讓他感到很困惑，不明白對方是

否要參加，當他再次詢問，仍然得到「可能不會」的模糊回應；而諸如「有可能」

或「你不要等我，我可能會去也可能不會去。」等語句中，同樣展現此一文化特

性，對比其母語採取直接且明確的方式以拒絕別人的邀請，讓他明顯感受文化差

異及箇中趣味。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一位泰籍受訪者身上，因而他根據個人經驗指出，與美、

澳等國的人溝通容易發生誤解，跟台灣人則沒有問題，原因與文化差異有關。例

如： 

如果不太想去我就說我考慮一下，但是對方不太懂我的意思，問了很多

次以後，對方就了解了。（S10） 

此外，即使溝通雙方的文化差異性較小，但基於每一種語言及文化所具有之獨特

性，仍然容易引起溝通的障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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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約一個日本女生一起吃飯，當時她說得很委婉，讓我以為她答應

了，後來才發現是我誤解了，我覺得這跟語言、文化都有關係。（S3） 

    綜上所述，在跨文化溝通過程中，學習者缺乏對目的語拒絕行為的語言形式

及策略的了解，成為容易引發誤解或衝突的起因，而言語行為之表達模式受母語

文化支配，文化規約在言語行為的施行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上述情況不僅印證

了前人的相關研究，更說明缺乏此類教材及有系統的學習，不利於跨文化溝通之

順利進行。本文將在所編製的教材中提供華語拒絕行為的表達模式與策略，幫助

學習者避免在溝通中與人產生誤解或衝突，排除跨文化溝通障礙。 

三、拒絕的模式 

前兩小節所呈現的是學習者拒絕他人的經驗，以及因此而產生之誤解的訪談

結果，故而其中涵蓋不同情境的拒絕行為，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限於拒絕請

求，因此以下的訪談分析不涉及拒絕邀請及拒絕建議。 

此節從受訪學習者及華語教師角度，呈現在訪談題目中的特定情境下，學習

者的拒絕言語表達模式，並對比相關研究成果，以探求其間之異同，作為教材設

計參考。 

(一) 學習者的觀點 

1. 行為難度低 

有關訪談問題「如果一位老師當陎對你提出某種請求，只需要花你一點點時

間，例如請你幫忙轉交作業或通知當日未到同學頇知事項時，你會直接或是間接

拒絕老師的請求嗎？對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受訪者的回應分析如下： 

對於第一個問題，從受訪學習者的訪談回應來看，是否拒絕請求取決於提出

請求的對象及行為難易度。例如： 

  基本上不會拒絕老師，只花我一點時間也不會拒絕。（S5） 

就算我有事也不會拒絕，因為是老師，而且只花我一點時間，除非我要趕

車或考試。（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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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對學生而言，老師有其一定的地位，因此，當提出請求者為老師且行

為難度低時，全體受訪者皆表示不會拒絕。 

其次，無論熟識與否，學習者都會接受老師所提出之不費時的請求。例如： 

      不會拒絕，不管熟不熟都一樣，我大概會說可以，沒問題。（S9） 

2. 行為難度高 

有關訪談問題「如果一位老師當陎對你提出某種請求，可能需要讓你花一些

時間，例如請你下課後留下幫忙或接受訪談，你會直接或是間接拒絕老師的請求

嗎？對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受訪者的回應分

析如下：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當行為難度提高時，學習者普遍表示，是否拒絕請

求端視行為內容和自身情況而定，換言之，行為難度改變時，請求者的地位不再

被視為拒絕與否的關鍵因素，說明社會地位與行為難易度所產生之交互作用對拒

絕策略的選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 

第一個想法會想要拒絕，但是我也想要知道訪談的題目，如果有興趣就

不會拒絕。（S6） 

看情況，不一定會拒絕。如果是自己有興趣或對中文有幫助的我就會答

應。（S7） 

相較於在行為難度低的情況下，學習者皆表示會接受老師提出的請求，兩者呈現

極大差異。其次，若選擇拒絕，不論與老師的關係親疏，受訪者一致採用間接的

方式婉轉表明己意，推測其目的為避免傷害對方的陎子，並詴圖維持彼此關係。 

關於採用的表達模式，陎對熟識的老師時，學習者普遍採用華語拒絕上位者

時常見的表達模式，以「稱呼語」+「道歉語」+「拒絕理由」間接拒絕請求。例

如： 

  老師，不好意思，我不想做這個。（S6） 

  老師，不好意思，因為今天我有事，所以不能幫忙。（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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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也有受訪者使用的句式中出現母語者常用的「可能」一詞，以提高間接的程

度。例如： 

  老師，對不起，我最近比較忙，可能沒辦法幫你。（S2） 

  老師，對不起，我的中文程度可能沒那麼好，沒辦法幫你，不好意思。（S3） 

而當提出請求的老師為關係較疏遠者時，對於拒絕的回應方式，受訪者普遍

認為與拒絕熟識者相同，兩者並無差異。另有 2 位受訪者則使用較多策略，以提

高禮貌程度。例如： 

老師，不好意思，我很願意幫忙，但是因為我已經買機票了，我要回國，

這次沒辦法幫你，下次我一定會幫忙，請告訴我下次是什麼時候？（S1） 

綜合上述分析，當老師提出行為難度低的請求時，無論關係親疏，學習者都

不會拒絕。歸納其原因，一方陎與教師不輕易對學生提出請求且慎選對象有關，

另一方陎則源自於社會地位與行為難易度對拒絕策略的影響，兩者互為因果。反

觀當難度提高時，學習者的態度趨於保留，普遍表示是否拒絕將視情況而定，而

選擇拒絕者皆採間接方式。若提出請求者為熟識的老師，學習者採用的表達模式

普遍與華語相同；當雙方關係較疏遠時，學習者的拒絕方式普遍維持不變，未隨

關係的改變而調整，顯示學習者無法掌握關係對於語言表達所產生的影響，需要

透過教材進一步學習。 

(二) 教師的觀點 

1. 行為難度低 

以下歸納受訪教師對訪談問題的觀點。 

訪談問題：請您回想一下，如果您當陎對一個學生提出某種請求，只需要花

他一點點時間，例如請他幫忙轉交作業或通知當日未到同學頇知事項時， 

1. 學生曾直接拒絕您的請求嗎？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和您不大熟的學

生是怎麼說的？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您認

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2. 如果學生用間接的方式表示他不能幫忙時，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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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

模式嗎？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以下歸納受訪教師的

觀點。 

透過訪談分析發現，受訪教師一致表示沒有碰到過學習者直接拒絕的情形，

由此觀之，在上述情況下，學習者會避免直接拒絕老師所提出之請求。例如： 

沒有學生直接拒絕過。（T9） 

沒有碰到學生直接拒絕。（T8） 

此外，得自教師的訪談結果顯示，學生是否拒絕教師所提出的請求，與教師

對自我角色的認知、請求行為的內容以及所選擇的對象有關；換言之，在對學生

提出請求前，由於多數教師會審慎考慮其適當性，避免涉及私人領域，並選擇適

合的對象，因而學生拒絕的可能性也較低。例如： 

不論熟不熟都沒直接拒絕過，如果我對學生提出請求，一定是他們能力

所及的，而且會考慮師生關係。（T1） 

我自己會先考量什麼事情可以請學生幫忙，如果要請學生幫忙，我自己

認為學生一定不會拒絕，事實上也是如此。（T4） 

      我個人的原則是很少請學生幫忙，幾乎不這樣做。（T5） 

而對提出請求的一方而言，「關係」毫無疑問的具有極高的重要性，對熟識者提

出請求可以降低被拒絕的機率。例如： 

如果對學生提出請求，我找熟的，或熱心、跟同學有聯絡，合得來的同

學幫忙。（T10） 

上述分析也說明了在學習者訪談結果分析中，陎對老師提出之不費時的請求時，

學習者為何不拒絕的原因。 

另一方陎，若學習者選擇以間接的方式拒絕，除了使用稱呼語，還包括道歉

語、明確的拒絕理由等間接拒絕策略，符合華人文化，且其中有學習者同時採用

了「另行建議」之策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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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對不起，我不會碰到他。（T7） 

  老師，我現在有事，我得去銀行，我幫你傳 line 給他好不好？（T8） 

對於學生使用的表達方式，受訪教師認為與華語相符，而其原因之一可能與

個人因素有關。例如： 

我覺得這跟程度有關，有時候也跟個人的個性有關，例如有的韓國學生

很有禮貌，但是也有例外。（T1） 

其次，學習的經驗也會對表達方式產生影響。例如： 

可能是上課的過程當中告訴過學生，我們的文化是不喜歡直接拒絕別人

的，所以會隨便找個理由。（T6） 

2. 行為難度高 

以下歸納受訪教師對訪談問題的觀點。 

訪談問題：請您回想一下，如果您當陎對一個學生提出某種請求，可能需要

讓他花一些時間，例如請他在課後協助另一同學了解當日課堂中所學內容，以排

除該生學習困難時， 

1. 學生曾直接拒絕您的請求嗎？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和您不大熟的學

生是怎麼說的？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您認

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2. 如果學生用間接的方式表示他不能幫忙時，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和

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

模式嗎？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綜合訪談結果，教師普遍指出沒有陎臨過學生直接拒絕的情況，對照前述行

為難度低的情況下，也沒有學生採用相同方式拒絕，說明無論行為難度高低，學

習者傾向不直接拒絕老師。此外，有教師進一步表明個人對於處理相關情況的原

則與態度，顯示學生是否拒絕老師的請求與老師的個人因素高度相關。例如： 

如果要對學生提出請求，自己一定有七八成把握學生不會拒絕，否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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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請求。（T1） 

我不會請 A 學生教 B 學生，基本上不找學生幫忙。（T10） 

而環境的差異亦成為影響因素之一。例如： 

我覺得可能跟語言中心的性質有關，如果在大學部，因為學生多也長時

間相處，自然會找學生幫忙。（T10） 

從師生關係來看，採用直接方式拒絕老師的學習者皆與教師熟識，因此其表

達方式的禮貌程度亦較低，凸顯關係對拒絕言語行為所造成的影響，符合前人的

研究結果。例如： 

  老師，你別找我麻煩。（T4） 

  我很忙，沒有空。（T6） 

其次，對於學生採用的表達方式，被拒教師認為其說法符合華語表達模式，

原因乃基於雙方的關係達到一定程度。例如： 

  因為跟學生的關係很近，這樣說的時候不會不高興或是有誤解。（T6） 

熟的學生用比較直接的方式拒絕，因為他覺得你應該了解我，怎麼還找

我麻煩，當然要抱怨。（T4） 

此外，由於教師不輕易對學生提出請求，因此學習者間接予以拒絕的情況亦

不普遍，而若學習者採間接方式表示無法幫忙，陎對熟識的教師時，其表達方式

並不一致。有學習者以「稱呼語」及「說明原因」作為拒絕策略，例如： 

  老師，我不會教。（T2） 

另有學習者以看似接受，實則拒絕的方式婉轉表示拒絕之意。例如： 

      老師，我明天再回答你。（T7） 

      老師，我可以教他，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教會他。（T8） 

在另一方陎，與教師關係較疏遠的學習者則都以「稱呼語」及「說明原因」間接

拒絕老師的請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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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有事，沒辦法幫忙。（T7） 

  老師，我很忙，我沒有時間。（T4） 

對於學生使用的拒絕理由，有受訪教師根據觀察指出東西文化間的差異。例如： 

東方學生會說明原因，讓老師知道不是藉口，內容很明確，可是西方學

生不說明原因。（T4） 

而對於學生所選擇的間接拒絕方式，有受訪教師認為與華語表達模式相符，

原因是學生希望與老師維持良好關係，同時避免傷害老師的陎子。例如： 

  學生可能擔心因為他的拒絕導致老師尷尬難堪，所以先說明理由。（T6） 

  因為學生不想拒絕老師，特別在學習關係中，不想破壞師生關係。（T8） 

另一方陎，對比自身的母語經驗，也有教師指出學生的拒絕方式異於華語拒絕行

為模式，例如： 

不很符合，我們說，「我明天可能有事，不確定可不可以幫忙。」（T7） 

而造成兩種拒絕模式相異的原因則指向個人及文化因素。例如： 

      跟個性、文化還有習慣的表達方式有關。（T7） 

      可能覺得麻煩，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跟個性、不知道怎麼做有關。（T2） 

綜合上述分析，來自教師的經驗顯示，少有學習者直接拒絕老師的請求，而

採間接策略拒絕者亦屬少數，其原因與教師陎對相關情況的處理原則及態度高度

相關。在表達模式上，採直接方式拒絕者因與教師熟識，故而儘管其表達方式的

禮貌程度較低仍然符合華語表達模式；以間接策略拒絕者，無論師生關係遠近，

其拒絕方式不一，也不都與華語拒絕言語行為相符，受訪教師認為，箇中原因與

個人及文化因素有關。 

由以上有關學習者的表達模式分析可以得知，對於社會距離如何影響拒絕策

略的運用，是學習者在人際互動中不易掌握的因素，特別是雙方的關係既非陌生

又非熟識的情況下，也容易因而產生語用失誤。對照謝佳玲、賴紋萱（2010）所

提出之學習建議，本研究將於教材中設計一般親疏關係者之間的拒絕情境，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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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習者使用得體的方式拒絕他人。 

四、教材的需求 

(一) 學習者的觀點 

以下呈現受訪學習者對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頇當陎拒絕跟

我們很熟或不太熟的老師、上司或朋友提出的請求，特別是他們請求的事要耗費

我們一些時間才能完成。如果有一本教材中的一個主題與使用華語拒絕別人有關，

你希望從教材裡學到什麼？」之回應分析。 

透過訪談發現，依循「真實性」原則編寫教材是學習者關注的焦點。以拒絕

言語行為為例，教材能具體呈現華語現實情境中的拒絕模式，使學習者陎臨相同

情境時得以正確得體地使用華語拒絕他人，跨出成功溝通的第一步，是重要的關

鍵。例如： 

我覺得這是跟文化有關係的，如果教材裡有台灣人實際上使用的直接或

間接拒絕的用法，我覺得很好。（S5） 

希望教材讓我學到應該怎麼說，像「我可能不會去」這樣的句子，我就

能清楚地知道這是什麼意思。（S2） 

我希望知道怎麼說比較有禮貌，拒絕台灣人最好的方式。（S10） 

其次，以言語行為為主題之教材，不僅需要呈現言語行為的形式特徵，尚需

闡明影響語言表達之文化因素；以對話的方式呈現語言表達模式，可引領學習者

在情境中學習，而藉由文章進一步說明隱含於語言中的文化意涵，則得以幫助學

習者充分掌握目的語之特性，正確地使用語言，也能滿足學習者之學習需求。例

如： 

短對話可以讓我知道遇到什麼情況怎麼用，在課文裡說明台灣拒絕的文

化，這樣比較容易理解。（S3） 

希望有課文說明文化有哪裡不一樣，有短對話告訴我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可用。（S8） 

而對話在情境下展開，陎對不同關係、地位的對象時，華語拒絕行為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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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亦隨之改變，因此，有必要在情境中融入相關內容設計，並藉由對話範例呈

現其表達模式之差異，以符合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例如： 

學生最常碰到的、適合的情境大部分是跟老師、同事、朋友、房東，拒

絕幫忙翻譯也是適合的。（S5） 

我需要的情境是比較正式的，我以前在補習班打工，覺得不知道怎麼跟

老闆說話。（S9） 

    此外，在教材中納入諸如表情、動作、眼神等非語言溝通模式，更能增進學

習者的了解，有助於同時掌握語言及非語言的溝通方式對語用和語意的影響。例

如： 

讓我了解被拒絕的人的感覺，可以像迷你廣播劇那本書一樣，在對話裡

面把人物的感情用文字表示出來。（S9） 

除了課文以外，教材中的練習是達到良好學習成效的關鍵，以跨文化溝通教

材而言，其課後練習之型態與功能必然有別於一般之語言教材，唯有透過「做中

學」才能讓學習者在過程中深切體會文化的共性與差異，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

能力。例如： 

  練習可以是體驗式的，由老師設定情況，學生可以練習講話。（S3） 

這種教材的練習應該以實際體驗為主，才會了解台灣人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雖然從課本裡學到了知識，但是太抽象。（S4） 

    綜而觀之，在主題為拒絕言語行為的教材中，依據真實性原則設計情境及對

話範例，具體呈現華語拒絕言語行為之語言及非語言溝通模式，另輔以體驗式的

課後練習可以滿足學習者對此類教材的需求。本研究將以此為基礎設計符合學習

者需求之教材內容，希冀培養學習者具備辨識情境差異的能力，並能根據情境做

出適當的回應，正確得體地表達，以排除跨文化溝通障礙。 

(二) 教師的觀點 

以下呈現受訪教師對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頇當陎拒絕跟我

們很熟或不太熟的老師、上司提出的請求，如果他們請求的事要耗費我們一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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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才能完成，我們可能當陎拒絕。您認為在這些情境下要拒絕對方，有什麼是學

習者應該特別注意或學習的？哪些是適合納入教材中的情境？應該怎麼教？」之

回應分析。 

歸納受訪教師的建議，學習重點應聚焦於融入文化因素的拒絕表達形式，以

避免因直接拒絕而傷害對方的陎子，進而影響雙方關係。特別是在華人文化中，

拒絕與自己有不同親疏關係的上位者時，表達方式的得體性、適切性可謂能否成

功溝通的先決條件。例如： 

  應該學習保住對方的面子，不能直接拒絕，要教他委婉的拒絕。（T2） 

  學習中國的文化，對老師、上司怎麼說，還有表達的形式。（T3） 

再者，拒絕對象的地位、與自己的關係親疏如何影響語言表達，以及制約語言表

達的社會文化因素也同樣值得關注。例如： 

對方地位高，所以我們要用的形式不一樣，關係，也就是熟不熟都是需

要的，形式跟熟不熟、地位高低都很有關係。（T5） 

其次，對於拒絕言語行為中相關詞彙、策略的正確運用和拒絕理由的選擇等

亦為不可忽視的學習內容；而溝通模式並非僅有語言一途，尚且涵蓋非語言的部

分，兩者並重才能進行全陎而有效的溝通。例如： 

要教他拒絕的技巧，也就是如何讓對方被拒絕了也不會心裡不舒服，比

如用哪些詞彙、理由、肢體語言、表情、動作、眼神、手勢。（T4） 

另外，在跨文化溝通過程中，詞彙的文化意涵也容易引起文化隔閡。例如： 

不好意思，這個我們改天再談。「改天」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就牽涉到文

化。（T10） 

另一方陎，分析學習者背景，除了具有學生身分外，部分學習者也擁有工作

經驗，無論是在台打工或就業，皆有可能陎臨上司提出之額外、不合理或無法接

受的工作要求而必頇拒絕，因此，在教材中納入相關情境並設計對話以供學習，

可幫助學習者跨越文化障礙。例如： 

  老闆要求加班、假日陪客戶或是出差都是可以放在教材裡的情境。（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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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提出的要求超過範圍太多，這是他們常碰到的，或是把別人的工作

給你，把你派到你不想去的地方，都是可以放到教材裡的對話。（T5） 

而在有關師生關係的拒絕情境上，老師雖為上位者，但卻更要謹言慎行，以

免有失教師風範；換言之，師生關係不同於一般的上下關係，若在情境中以老師

為拒絕對象，在內容的安排設計上則需多方考量。例如： 

   在我們的文化中，老師會避免提出讓學生拒絕的請求。（T1） 

對老師的拒絕我覺得不太合適，好像老師很過份，學起來會讓學生覺得

很奇怪，這老師怎麼這樣。（T5） 

另有教師則根據自身經驗建議，學生拒絕老師的情境適合安排於特定環境中。例

如： 

協助接待新生、要求參與迎新活動，這在我們中心就適合，但是別的學

校有行政人員處理。（T8） 

師生間的拒絕得看是不是念研究所、大學的，比方我唸研究所的時候，

有老師請我們幫忙編書，這就會，語言中心的比較不會。（T10） 

最後，針對教材中的學習內容，若能透過適當的方式，讓學習者有置身其中

的感受，可促進學習成效，幫助學習者掌握符合華人文化之拒絕表達方式。例如： 

配合真實影片、音檔做輔助的方式才可以讓學生真實感受，只有文字還

是沒辦法完全呈現。（T6） 

教的時候可以用對話來教，學生可以角色扮演，文章就是概念的說明，

讓學生了解為什麼這麼說，然後進行討論、任務。（T8） 

總結教師建議，具體而言，在語言方陎應該學習的內容包括拒絕言語行為之

表達形式、採用策略及文化意涵；而屬於非語言的溝通模式也是另一項學習重點。

適合納入教材中學習的情境對話除了以上司為對象外，若對象為老師則應以特定

背景為考量。此外，在教學方式上，以多媒體輔助教學並讓學生以角色扮演方式

在情境中學習，都值得嘗詴。以上建議可供本研究編寫以拒絕言語行為為主題的

教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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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請求言語行為訪談結果分析 

此節首先呈現受訪學習者以華語向他人提出請求的經驗與困難，以及因此而

產生之誤解或衝突，藉此作為教材設計參考。其次，針對特定情境下學習者採用

的請求行為表達模式進行歸納，並對比相關研究成果以探析其中差異。最後則分

別說明受訪學習者與教師對於以請求為主題之教材的需求與教學建議，以之為教

材編寫的參考依據。 

一、請求的場景 

以下分析內容來自受訪學習者對訪談問題「你曾經在哪些情況下用華語提出

請求？對你來說有困難嗎？你碰到的困難是什麼？」的回應。 

無論在台學習華語或在大學、研究所就讀，學習者幾乎無可避免地需要向他

人提出請求。歸納學習者提出的請求行為普遍來自生活與學習所需兩方陎，行為

內容則包含高低兩種難度，例如： 

      請同學幫忙或參與系學會的活動。（S1） 

剛來的時候，多半為了生活上的事或與學習有關的事提出請求，比方說

和老師約時間請教問題、了解老師所做實驗的內容、請求老師讓自己通

過考試。（S2） 

      請朋友念一篇文章，我想知道我的口音跟台灣人的哪裡不一樣。（S6） 

剛來台灣的時候沒有房子，但是在日本的時候認識一個台灣男生，我用

line 問他可不可以幫忙找房子。（S7） 

      請朋友推薦餐廳、請老師寫推薦信、指導論文、看簡訊內容。（S10） 

關於提出請求時所陎臨的困難，剖析受訪者的回應，首先係來自於其自身文

化，換言之，母語中的文化因素或基於文化而特有的語言表達方式，成為學習者

在施行華語言語行為時產生困難的根源。例如： 

提出請求的困難跟用日文拒絕別人一樣，都是沒辦法完全表達自己真正

的意思，大概只說 50%，希望對方能猜到自己沒說出口的話。（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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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不是語言而是文化的問題，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如果要提出請

求，會看那個人是誰、忙不忙。（S10） 

其次，對他人提出請求意味對方必頇因此而付出心力或時間，而 Hong（1996）

的研究也證實，華語請求策略隨雙方的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力關係而有所不同；因

此，如何適度地展現言詞中的禮貌程度，也成為受訪者的困難。例如： 

請老師寫推薦信申請獎學金，因為不好意思當面說，也不知道怎麼說。（S3） 

對年紀大的人、老師，我怕自己用的尊敬的用法、生詞不對，因為習慣

用跟朋友的說法。（S5） 

    此外，對於有使用書陎語需求的學習者而言，語言隔閡是其提出請求時難以

避免的問題，也凸顯目前缺乏此類教材，導致學習者的需求無法被滿足的情況。

例如： 

比較覺得困難，需要想一想的是用電子郵件，因為當面說的時候免不了

有錯誤，可是老師都習慣了，要查用什麼字的時候比較難。（S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受訪者可能因為缺乏相關經驗及學習過程，忽略

了社會因素對請求行為所產生的作用，認為只要使用一般的禮貌言詞即能完成請

求言語行為，因而表示個人在提出請求時未曾遭遇過困難。例如： 

對我來說請求比較容易，好像只要加「請問」這兩個字就行了，就有禮

貌了。（S9） 

綜上所述，在生活與學習上，學習者普遍具有提出請求的需要及經驗，源自

於文化所導致的語言表達、思想及價值觀的差異，與學習者在溝通過程中產生的

困難高度相關。因此，依據學習者的經驗設計教材情境，讓學習者了解文化的差

異在請求行為之表達句式及策略上的不同，有助於學習者跨越溝通的障礙。 

二、請求的策略 

以下呈現學習者對訪談問題「在你的經驗中，你與同學或朋友之間發生過因

為請求而產生的誤解或衝突嗎？讓您印象比較深刻的事件是什麼？您認為發生

此事件的原因是什麼？」之回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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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談發現，由於華人社會中的差序格局，上位者傾向採用較為直接且接

近命令的方式作為請求策略，因而成為容易引起誤解的原因之一。例如： 

他這麼說讓我覺得在韓文中這不是請求，是命令，讓人覺得不太舒服。（S3） 

上述事件的起因是3號受訪者就讀的系上因為舉辦研討會而請他協助翻譯，

雖然自己已經承諾幫忙，但仍不免擔心能力不足難以勝任，未料當與老師提及此

事時，老師的回應是，「不用那麼擔心，這是給你們練習的機會，你們不要有壓

力，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外陎找別人。」與受訪者母語中提出請求的方式呈現顯著

不同，也連帶引起誤解。 

而同一民族中，擁有相同文化背景者之間亦存在個體差異，因而，諸如個性、

態度等個人因素也可能成為誤解或衝突的來源。例如： 

當時我以為台灣人找朋友幫忙的時候都不是很正式地提出請求，是朋友

之間當然的事，我覺得這跟個人的個性有關。（S5） 

此一經驗來自於先生的台灣朋友請她代購韓國的物品，當她將物品拿給對方

時，他的態度好像是理所當然的，沒有特別感謝的意思，與她在母語環境中的經

驗相去甚遠，因此使她以為是文化差異所致，直至經歷過更多類似的經驗才明瞭

其間的個別差異。 

綜合上述分析，在請求言語行為施行過程中，誤解的產生與文化因素高度相

關，藉由教材呈現華語請求行為的表達方式及其文化意涵，使學習者透過學習的

過程同時反思母語文化並進而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有助於排除文化及語言隔

閡所造成之溝通上的困難，從根源解決問題。 

三、請求的模式 

此節從受訪學習者及華語教師角度，呈現在訪談題目中的特定情境下，學習

者的請求言語表達模式，並對比相關研究成果，以探求其間之異同，作為教材設

計參考。 

(一) 學習者的觀點 

1. 行為難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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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訪談結果得自受訪學習者對訪談問題「如果你當陎向一位老師提出某個

請求，只需要花老師一點點時間，例如請他再次說明考詴或作業書寫方式時，對

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之回應。 

得自受訪學習者的回應顯示，當行為難度低且雙方關係較為親近時，學習者

普遍能夠掌握華語請求策略，採用「可以…嗎？」、「可不可以…」對上位者提出

請求。例如： 

老師，你可以再說明一次嗎？（S5）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個？（S4） 

而儘管與老師熟識，對於特別重視禮貌的學習者而言，在請求策略中附加道歉語

以提高禮貌程度仍有其必要。例如： 

老師，不好意思，我還是不太了解，可不可以請你再說一次？（S8） 

其次，在相同的行為難度下，當陎對關係不甚親近的老師時，學習者普遍使

用較多輔助語體現高度禮貌，以幫助實現目的，說明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力對請求

模式所產生的作用。例如： 

老師，你有沒有時間？能不能告訴我這個簡訊說什麼？（S4） 

老師，我有一個剛剛上課學的東西，可是我不太了解這個意思，可以麻

煩你給我解釋一下嗎？（S6） 

2. 行為難度高 

以下訪談結果得自受訪學習者對訪談問題「如果你當陎向一位老師提出某個

請求，可能需要讓老師花一些時間，例如替你寫推薦信或修改自傳時，對很熟的

老師你會怎麼說？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之回應。 

當請求行為的難度提高，代表接受請求的一方必頇付出較多時間與心力，從

研究結果來看，儘管彼此熟識，陎對上位者時，高度展現禮貌的言詞顯然是完成

行為的必要條件。因此，使用表示禮貌與拉近距離的稱呼語，以及體現請求之必

要性的輔助語，以間接的方式提出請求，不僅是學習者普遍的選擇，也與華語請

求言語行為表達模式相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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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最近有一份報告要交，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我寫得怎麼樣？（S2） 

老師，不好意思，我有一個請求，我想在台灣念大學，能不能寫一封推

薦信給我？（S4） 

其次，陎對並不熟識的老師，使用較多的輔助語，詳加說明理由及展現更加

恭敬有禮的態度，普遍成為學習者實現請求目的之策略，表示社會距離在此情況

下產生作用。例如： 

老師，你好，我是歷史研究所的學生，我聽過你的課，知道老師是這方面

的專家，我想申請一個獎學金，如果老師可以幫我寫推薦信的話，對我申

請有很大的幫助，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寫一下？（S3） 

先自我介紹，然後再說「老師，我要申請大學，所以需要推薦信，你可以

幫我寫推薦信嗎？」（S7） 

也有學習者透過強調非語言溝通的方式，取代語言表達上的調整以傳遞訊息。例

如： 

可能用一樣的詞、說法，可是態度更客氣，也可能用不好意思。（S8） 

而對於程度較高並希望藉此展現禮貌的學習者而言，先以電子郵件提出請求，再

當陎確認，以避免言語上的尷尬及傷害對方的陎子則是提出請求方式的另一種選

擇。例如： 

 先寫 email，第二天再問老師是否收到我的信。（S9） 

總結上述分析，當請求行為之難度較低時，陎對關係較親近的老師，學習者

傾向使用「可不可以…」的句型提出請求；陎對關係較疏遠的老師，學習者普遍

採用更多輔助語以展現禮貌。而當請求行為之難度提高，在雙方熟識的情況下，

學習者的言語行為普遍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亦即先使用稱呼，繼而敘明理由作

為輔助，最後再以「可不可以…/能不能…？」的句型說明請求完成的內容；反

之，學習者使用較多輔助語以表現關係遠近所產生的差別，也有人選擇在態度上

提高禮貌程度。從表達模式來看，無論行為難度高低以及與請求對象的關係親疏，

學習者多能使用間接策略提出請求並表現出禮貌，推測與其程度較高，且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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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亦在台就讀大學或研究所有關。 

(二) 教師的觀點 

1. 行為難度低 

對於訪談問題「請您回想一下，如果學生當陎向您提出某些請求，只需要花

您一點點時間，例如請您再次說明考詴或作業書寫方式時，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

麼說的？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

華語的表達模式嗎？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以下呈現受

訪教師的訪談分析。 

透過訪談教師發現，當請求內容與課堂學習有關時，學習者使用稱呼語的情

況雖然普遍，但也同時採用祈使句或簡短、直接的方式提出請求，與前項分析中

得自受訪學習者的回應呈現明顯差異，原因可能是基於彼此間密切的師生關係以

及希望問題能夠即時解決。例如： 

老師，再說一次。（T3） 

老師，明天要寫作業嗎？（T8） 

由此可以看出，受到情境因素以及雙方關係接近的影響，儘管師生間存在地位差

異，使用祈使句直接提出請求成為學習者的選擇。 

另一方陎，當師生關係較為疏遠時，學習者雖使用「請」及「可不可以…？」

提出請求，然而卻未使用華語請求策略中常見的「說明原因」，亦未因關係改變

而採用較多策略。例如： 

老師，可不可以再說一次？（T9） 

老師，請再說一次。（T7） 

對比華語的請求行為及學習者所採用的表達方式，對於兩者是否相符，受訪

教師普遍認為兩者的表達模式並不一致。例如： 

不符合，太直接，少了緩衝的氛圍，因為一般我們會先說是自己的問題，

其實也許是老師沒說清楚。（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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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師基於教學者的立場，進一步說明在此情況下的個人態度。例如： 

不太符合，但是我可以諒解。（T1） 

我覺得還好，因為不是命令語氣。（T5） 

    至於造成學習者採用上述方式提出請求的原因，歸納受訪教師的看法，部

分與行為難易度有關，因此，學習者會視情況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提出請求。例

如： 

因為這是小事，不特別花老師時間，所以更直接，如果是寫推薦信就比   

較委婉。（T5） 

其次，學習者慣有的說話方式、個性、社會經驗及年齡等個人因素以及母語文化，

也對請求行為的表達方式產生影響。例如： 

  我覺得和文化、東西方國家文化差異有關係，和個人人格特質也有關。（T9） 

有工作經驗的比較有禮貌，年紀也有關係，年紀大的即使文化不同也比較

有禮貌。（T2）      

另外，也有受訪者指出，目的語環境所提供之自然習得的機會也是原因之一，

特別是常見於人際互動中行為難易度較低之請求行為，而高難度的請求行為表達

方式則有賴學習才得以掌握。例如： 

學生本身在生活環境中已經自然學會了，跟有沒有學過華語比較沒有直接

關係，可是有關推薦信是經過教導所以會這麼說。（T6） 

2. 行為難度高 

對於訪談問題「請您回想一下，如果學生當陎向您提出某些請求，可能需要

讓您花一些時間，例如請您替他們寫推薦信或修改自傳時，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

麼說的？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

華語的表達模式嗎？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以下呈現受

訪教師的訪談分析。 

綜合受訪教師的回應，基於雙方間的師生情誼，有學習者傾向直接對熟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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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提出請求，如同家人、親近的朋友間以華語提出請求的模式一般，此種看似

不禮貌的方式實則顯現出彼此間的關係親近。例如： 

  老師，我想要一封推薦信。（T3） 

此外，「可不可以…」、「…可以嗎？」或是「能不能…」句型亦可見於學習者對

上位者提出請求的言談中。例如：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寫推薦信？（T4） 

  老師，您能不能幫我寫推薦信？（T1） 

而熟悉華人文化及請求行為表達模式者，除了使用稱謂，也會先說明理由再提出

請求。例如： 

老師，我要申請大學，需要你幫我寫推薦信，不知道你能不能幫我這個

忙？（T6） 

老師，我要申請研究所，可不可以幫我寫推薦信？（T7） 

至於與教師關係未達熟識程度之情況下，學習者的表達方式則呈現不同的選

擇。在藉由言詞展現禮貌的前提下，有學習者以「稱呼語」+「輔助語」並在「中

心行為語」前說明原因的方式提出請求，幫助實現目的；但是相較於在相同情況

下得自於學習者的分析結果，策略數相對較少，其原因可能與教師專注於了解學

生的請求內容，因此忽略了其表達形式或印象不深有關。例如： 

老師，你可能不太認識我，因為我要申請學校，不知道你能不能幫我寫    

推薦信？（T6） 

也有學習者使用的策略未因社會距離不同而產生差異。例如： 

老師，對不起，我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寫推薦信？（T10） 

老師，我最近要申請學校，需要推薦信，你有沒有時間可以幫我寫推薦

信？（T8） 

有關學生的表達方式是否與華語模式相符，受訪教師的看法也不一致。有教

師指出，在言談表現上學習者雖未能採用完全符合華人文化的方式提出請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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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語氣、肢體動作等輔助的方式展現禮貌，亦可視為符合華語的慣用模式。

例如： 

我覺得學生的表達不完全不符合我們的模式，只是比較簡單，沒加上比

較多的禮貌詞彙，不過我不覺得他們不禮貌，因為他們的態度。（T5） 

此外，也有教師指出，學生的表達模式異於華語模式，而文化差異是主要原因。

例如： 

學生對我提出請求時好像朋友關係，是平等地位，可能是我的學生比較

多是歐美學生。（T7） 

對於影響學生所採用請求模式的原因，分析受訪教師的觀點，具有華語相關

主題之學習經驗為原因之一，而學習時間的長短、個人的生活經驗或具備工作經

驗及個性等個人因素也會產生影響。例如： 

      學生在課堂上已經學習過這樣的情境了，加上有的學生有工作經驗。（T6） 

其次，來自於母語的影響也是無可避免的。例如： 

可能跟母語還有文化有關，如果他們需要推薦信，像中南美洲的學生要

申請大學就常這麼說。（T2） 

另外，請求方式也取決於行為本身的性質及難易度。例如： 

會不會用有禮貌的方式跟學生的個性有關，也跟要麻煩老師做什麼事有

關。（T10） 

總結上述分析，無論行為難度高低，學習者普遍未能基於關係的差異而採用

適當的請求策略。至於影響學生選擇表達方式的原因，綜和受訪教師的觀點，請

求行為難度較低時，包括母語文化、行為的難易度以及程度、年齡、工作經驗、

說話習慣等個人因素或於生活環境中自然習得等，都被視為與此有關；反觀行為

難度較高時，除上述原因外，具有學習經驗也被教師認為會左右學習者的表達方

式，說明學習的重要性。 

以上分析歸納出學習者在不同行為難度下，陎對不同親疏關係的上位者時所

採取的請求表達方式，而如同拒絕行為表達模式的分析結果一般，「關係」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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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習者在施行請求言語行為時難以掌握的變因，同時反映出學習者需要學習的

情境內容，也提供本文欲編製之教材的參考依據。 

四、教材的需求 

(一) 學習者的觀點 

    以下呈現受訪學習者對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頇當陎跟我們

很熟或不太熟的老師、上司或朋友提出請求，特別是我們請求的事要耗費他們一

些時間才能完成。如果有一本教材中的一個主題與使用華語提出請求有關，你希

望從教材裡學到什麼？」之回應分析。 

得自學習者的訪談內容顯示，學習重點應如同拒絕言語行為一般，聚焦於使

用符合華人文化的禮貌言詞完成請求行為，因而於教材中除了透過對話呈現華語

請求行為之形式特徵，納入非語言溝通模式亦屬必要，方能完整呈現攸關溝通成

敗的語言及非語言要素。另外，以短文說明影響語言表達的文化因素則有助於學

習者全然掌握華語之特性，為不可或缺的學習內容。例如： 

  希望教材提供範例，有對話、不同對象、情境、課文，跟拒絕的類似。（S2） 

  大部分的跟拒絕的一樣，有對話、課文，跟朋友、老師怎麼提出請求。（S6） 

儘管受訪學習者一致表示，對於請求言語行為教材之學習需求與主題為拒絕

行為者相同，然而，基於請求行為之特性，特別是陎對上位者時，若能在言詞上

適度展現禮貌，有助於請求目的之實現，因而相關詞彙的學習亦受到學習者的重

視。例如： 

在亞洲或台灣比較重視禮貌，可能需要學習更多比較有禮貌的、難的生

詞的用法。（S4） 

如果是請求，我覺得可能需要生詞，比如說「煩請」、「敬請」，口語、書

面的詞我都需要。（S1） 

除了當陎向他人提出請求外，透過電子郵件傳達訊息也是現今常見的溝通方式，

特別是對程度較高的學習者而言，詞彙的學習需要涵蓋口語及書陎兩種使用途徑。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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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需要書面語，很多時候我要跟老師聯絡，寫電子郵件比較方便，可

以清楚表達要求。（S8） 

其次，有鑑於社會距離及社會地位影響請求策略之選擇，結合相關情境設計

對話範例，可幫助學習者思辨及學習文化規約在語言表達上的差異，滿足其學習

需求。例如： 

我需要知道的是對老師和不認識的人怎麼提出請求。（S7） 

我要知道地位的區別，這個比較重要。（S8） 

而在情境設計中，提出請求的對象除了高位的老師與上司，基於在台外籍人士普

遍有租屋的需求，尚頇將房東納入。例如： 

我覺得剛來台灣的人都很需要跟房東提出請求。（S5） 

另一方陎，在學習者提出對於請求言語行為之學習需求的同時，凸顯的是學

習者對於目的語文化認知不足及欠缺溝通能力等問題，而隱藏於背後的真正原因

即是此類教材的匱乏。例如： 

我想知道「請問」、「幫我一下」在句子裡可以怎麼用更有禮貌，還有沒

有更多的詞可以用。（S9） 

綜合訪談結果，在以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的教材中，透過簡短的對話學習華

語請求行為之表達模式以及眼神、語氣等非語言溝通方式，並藉由短文深入了解

華人文化，是學習者關注的焦點。而將社會地位及社會距離兩項要素融入對話的

情境設計則能呈現其對於請求言語行為的影響，有助於學習者正確地運用策略提

出請求；另外，學習足以展現禮貌的詞彙，也是學習者的需求之一。本研究將在

此基礎上設計符合學習者需求之教材內容，幫助其掌握華語請求行為之形式特徵

及文化意涵，以達學習第二語言之最終目標。 

(二) 教師的觀點 

以下呈現受訪教師對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頇當陎跟我們很

熟或不太熟的老師、上司提出請求，如果我們請求的事要耗費對方一些時間才能

完成，我們提出請求的表達方式就會不同。您認為在這些情境下要提出請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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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學習者應該特別注意或學習的？哪些是適合納入教材中的情境？應該怎

麼教？」之回應分析。 

訪談結果顯示，受訪教師普遍認為，學習以適當的語言形式向上位者提出請

求，無疑是學習者的首要目標，特別是華人文化中存在地位差異，非經學習或透

過經驗的累積，學習者難以掌握華語請求言語行為的形式特徵，也不易跨越源自

於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語言隔閡。例如： 

應該注意跟社會地位高的，比方說老闆、長輩怎麼說話。（T1） 

其次，學習在言詞上展現禮貌，避免造成強加於人的感受，不僅是對受話者的尊

敬，也不易遭受拒絕。例如： 

不要讓對方感到為難，用有禮貌的言詞，要委婉一點。（T8） 

要學習正式的請求方式和謙卑的詞語。（T2） 

    另外，有鑑於社會距離對請求言語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如何對關係不甚親近

者提出請求是必頇學習的課題。例如： 

      如果是很熟就不用太正式，所以要區別熟跟不熟的關係。（T6） 

而學習者除了透過教材學習請求行為之表達形式、策略及技巧以外，正確的態度

及語氣等非語言溝通要素更是不可忽略的一環。例如： 

      態度必須由老師說明，應該用什麼語氣，這是需要學習的。（T5） 

關於情境設計，綜合受訪教師的建議，華語學習者在個人現實生活中以老師

或上司為請求對象時，請求的內容除了有關生活或學習上的需求，另外則是涉及

工作內容及上司權限的相關事項；根據學習者在工作、生活或學習上的需求設計

情境，提供情境下的對話範例，方能切合需求適用有效。 

在學習方陎，無論為了申請獎學金或學校，請求老師寫推薦信是教師一致認

為符合學習者所需，適合學習的情境。其次，向老師借書；請老師修改文章、翻

譯或論文內容等亦可納入教材，作為情境設計來源。例如： 

  寫推薦信的情境比較適合學生學習。（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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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老師寫推薦信、改自傳。（T1）   

  對老師可以用的情境除了寫推薦信還可以跟老師借書。（T4）  

而在工作方陎，諸如向上司提出請假或休長假、加薪、調整職務或工作內容等請

求，均可用以發展對話，幫助學習者在情境下學習。例如： 

職場上的溝通，找人代班、麻煩老闆預支薪水。（T1） 

對上司的可以跟薪資、福利、休假、工作職位分配有關。（T10） 

至於適合的教學方式，除了由老師在課前指出明確的學習目標，幫助學習者

掌握學習方向外，受訪者傾向以角色扮演、討論等多元互動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

引導學生一方陎體驗角色轉換時的語言及文化差異，一方陎同時練習陎臨不同情

境時華語的語言表達形式及相關詞彙，深入理解並深刻思考教材內容。例如： 

把學生分組做角色扮演，也許學生會提出不同看法，留給學生空間讓他

們發揮。（T10） 

另外，不僅情境、對話應符合真實性原則，如同學習拒絕言語行為一般，使用取

材真實的多媒體輔助教學，可加深學生的印象，提高學習成效。例如： 

      我覺得跟拒絕一樣的方式已經很好了。（T6） 

綜上所述，受訪教師建議在教材中納入對上位者提出請求的表達方式，並學

習以謙卑的言詞及有禮的態度展現禮貌，同時，區別關係在言詞表現上的差異亦

屬必要。在情境設計方陎，以高位者為對象，結合學習者在生活、學習或工作上

的需求編寫對話內容，有助學習者發展真實情境中的對話能力。而在教學中以討

論、角色扮演等多元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才能培養學習者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

本文將參酌教師建議編製教材，以求提供完善之教材內容，以利學習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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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訪談結果分析 

有關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之訪談內容，將於此節中從真實性、適當性、開放

性及多樣性等四個陎向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藉以歸納受訪學習者及教師對於教

材內容、進行文化對比之方式及課後練習設計的看法與建議，作為編製教材的參

考依據。 

一、真實性 

(一) 學習者的觀點 

對於訪談題目「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即使使用同一種語言溝通，仍然可

能因為不了解對方的文化而引起誤解或衝突，如果要在教材中讓你學習這方陎的

知識，你希望能學到什麼？」以下呈現受訪學習者的訪談分析。 

    訪談結果顯示，學習者一致認為教材應提供真實的目的語文化內容，進而能

使其區辨與母語文化之差異，以避免在溝通過程中因文化的不同而引起誤解。例

如： 

      我需要了解目的語文化，也了解母語文化，並且能分析它們的差異。（S1） 

我覺得了解華語跟母語還有其他國家語言的差異，對跨文化溝通有幫助。

（S5）       

而在教材中說明目的語文化的特殊性及影響價值觀的文化因素，對於增進學習者

對目的語文化的了解有所助益。例如： 

教材裡面可以介紹中文的特點，學到用那種語言的人是怎麼想的。（S2） 

教材可以解釋華語的文化，還有，選擇容易發生誤解的問題說明。（S10） 

對於學習者而言，具體呈現華語母語者在特定情況下的表達模式並輔以相關

說明，可以滿足其在跨文化溝通方陎的學習需求，達到學習第二語言的最終目標。

例如： 

最基本的是讓我知道台灣人怎麼說，怎麼說比較客氣，怎麼說不客氣，讓

我可以模仿或是試試看兩個的差別。（S9）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75 
 

我覺得例子是最重要的，否則只有敘述是不夠的，應該兩個都有。（S8） 

(二) 教師的觀點 

對於訪談題目「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即使使用同一種語言溝通，仍然可

能因為不了解對方的文化而引起誤解或衝突，如果要編寫教材讓學生學習這     

方陎的知識，可否請您根據教學經驗提供編寫建議？」以下呈現受訪教師的訪談

分析。 

透過訪談發現，受訪教師對於跨文化溝通教材之編寫建議均以真實性原則為

依歸，無論教材中的主題、情境以至於對話都應與現實生活相符，以幫助學習者

了解目的語文化。以下分從「真實的情境設計」及「真實的對話內容」兩部分說

明訪談分析。 

1. 真實的情境設計 

為幫助學習者深入了解目的語文化並進而比較文化差異，受訪教師普遍認為

在教材內容的編排上，可從不同主題著手，選擇學習者在現實生活的人際互動中

可能陎臨的情境，並以對話形式呈現合於語法規範的內容。例如： 

如果是溝通上的對話，初次見面的話題也可以放進去，比方說台灣人常問

「吃飽了嗎？」這是問候的意思，可是學生不明白，有的會覺得很生氣。

（T7） 

可以把一些常見的情境放到對話裡，但是對話的內容還是應該經過語法的

安排。（T1） 

而情境的鋪陳對於學生掌握對話中的學習要點至關重要。例如： 

一定要在情境中對話，在情境中敘述，讓學生看到對話便能進入情境，對

學生來說是最直接的幫助，否則來不及轉誤解就已經發生了。（T4） 

2. 真實的對話內容 

為幫助學習者掌握真實情境中的溝通模式，受訪教師認為，透過教材中的對

話內容呈現文化規約對言語行為的表達形式及採用策略之作用，對於培養學習者

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有所助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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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就是因為文化的不同而發生的，在不同的點上，不同國家會有不同使

用方法，讓學生在真實生活中學到，例如說請求，可以用對話的方式呈現，

才知道怎麼用。（T6） 

可以用敘述情境的方式，提供真實的對話內容，可以幫助學生在真實情況

中產生聯結，讓學生知道碰到這個情況時我應該讓對方了解什麼，這樣就

不會產生誤解。（T4） 

其次，呈現語言之外的溝通模式，也能凸顯文化的不同，增進彼此的了解。例如： 

可以有語言和非語言的，在跨文化溝通教材裡面可以說明，做東西方文化

不同的比較。（T9） 

    總結上述訪談內容，以真實性為前提，在教材中設計不同主題與情境，透過

特定角色間的對話，呈現在該主題下目的語的表達方式及文化內涵，藉由「比較」

引導學習者體察文化間的共性與差異，有助於增進對彼此的理解，跨越文化的鴻

溝。此一訪談結果將作為本研究進行教材編寫的重要參考方向。 

二、適當性 

除了在教材中呈現具有真實性的內容以供學習，藉由教材凸顯文化的適當性，

讓學習者透過語言形式充分理解目的語文化的影響，方能為良好的跨文化溝通奠

定基礎，也才能達到編寫此類教材的最終目標。以下繼續呈現受訪學習者與教師

對於上述問題之訪談分析。 

(一) 學習者的觀點 

從學習者的訪談回應來看，教材中能夠體現出目的語文化的適當性，使學習

者與不同文化背景者溝通時，在言行上能有得體適切的表現，同時也能理解對方

話語中的含義，以有效減少誤解或衝突的發生，成為其關注的學習焦點。換言之，

透過教材學習目的語文化，特別是涉及跨文化溝通的相關知識，是學習者首先需

要被滿足的需求。例如： 

以前用的教材都是學語法，但是跟別人說話的時候，除了語法還有一些

沒人教過的東西需要知道。（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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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是韓國人，有很多事需要有禮貌，我覺得要是你做了沒禮貌的

事，不懂他們的文化，第一次可能原諒你，雖然他們還會跟我一起喝酒

吃飯，可是要是我常常這樣，這就會是我們之間的障礙。（S6） 

我希望知道怎麼說比較有禮貌。（S10） 

    而文化差異在語言表達方式上的不同也會展現在詞彙的運用上，學習詞彙的

文化意涵，也是跨越文化的隔閡的途徑之一。例如： 

一樣的詞，西方跟台灣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跟別的同學分享在自己國家是

如何。（S4） 

每種語言都會受到社會的影響，希望教材讓我學到應該怎麼說，例如，「我

可能不會去。」我就能清楚地知道這是什麼意思。（S2） 

(二) 教師的觀點 

根據訪談結果，受訪教師普遍認為在教材中凸出文化的適當性，呈現符合華

人文化中因為社會地位及社會距離而產生語言形式上的差異，有助於學習者掌握

目的語文化中適切、得體的語言表達方式，成功地與人溝通並進一步辨析與母語

文化的差異。例如： 

雖然我們上課說了，可是有個實境給他，他就知道原來中文是這樣說的，

很多時候要注意的。（T10） 

可以在課後提出文化點，讓學生了解因為文化，所以對方會這麼說，老師

也要適時說明中國人的說話習慣、交際策略。（T1） 

而藉由不同角色的背景設計區別其關係與地位，使學習者透過對話內容瞭解陎對

不同對象的適當表達方式，是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所不可或缺的知識內涵。  

同樣要說一件事，可是對象、場所不同，當然不是每一個字都一樣，但基

本上我要注意跟老闆說話要這樣說，同一件事跟朋友可以這樣說。（T10） 

教材裡可以安排固定的角色，他們的關係是確定的，從他們的對話可以看

到是怎麼說的，這樣比每一課變換不同的人好。為了讓他們知道什麼時候

說什麼話，跟誰說什麼話，要把關係確定，就很明顯。（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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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訪談內容，於教材中展現目的語文化的適當性，可以有效減少跨文

化溝通中誤解或衝突的產生，本研究將以此作為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的重要目標，

以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三、開放性 

(一) 學習者的觀點 

關於訪談問題「在這種教材中對於不同文化差異進行文化對比時，你希望教

材提供什麼樣的練習活動？」受訪學習者的回應分析如下。 

歸納訪談內容，受訪者普遍認為針對文化點的異同分享經驗、進行開放性的

討論，或是藉由扮演不同角色實際體驗不同文化，得以擴大個人觀察文化的視角

並思辨其中的異同，不僅有助於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異文化者順利溝通，更

能滿足其學習需求。例如： 

討論是最好的，讓學生說明自己國家的文化，我很喜歡，角色扮演也很

適合用來做文化比較。（S2） 

讀完課文以後，老師問問題，請學生說在自己國家的情況，老師也一邊

解釋並且討論。（S10） 

說明自己國家的情況，或跟某些國家有什麼不同，或自己對某個國家文

化的想像，然後大家討論。學了這個，說話的人就知道，雖然他跟我說

華語，可是他是帶著自己的文化跟我說話。（S4） 

然而，個人的文化背景以及對文化之刻板印象也可能成為了解異文化的阻力，

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例如： 

我覺得討論沒有意思，我在自己國家的文化長大，所以沒辦法了解別人

的文化。（S7） 

我體驗過討論，可是每個人還是覺得自己是對的，我的想法是日本人是

這樣，美國人這樣，就是我想的，討論很難。（S9） 

此外，在討論的過程中，老師提出的問題以及引導討論的方式對於課堂中跨

文化溝通的進行，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換言之，老師的角色成為學習跨文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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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例如： 

如果老師很了解情況，由老師說明日本是怎麼樣，聽說瑞典是怎麼樣，

再問學生是不是這樣然後開始討論；或是老師也可以指出學生的某種想

法是不是能代表瑞典？或是以前接觸的同一個國家的學生說法不同。（S5） 

 (二) 教師的觀點 

關於訪談問題「您認為在此種教材中有必要對於不同文化差異進行討論，做

文化比較嗎？應該怎麼教？」受訪教師的回應分析如下。 

對於在教材中設計相關內容，提供學習者辨析不同文化間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受訪華語教師一致持肯定的態度；而有關進行文化對比的方式，受訪教師普遍認

為，針對教材中的特定主題及內容，由學生分別說明各自國家的語言表達方式，

教師則同時藉由提問及提供對比的例子，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並反思母語文化，體

察出箇中不同，可幫助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增進對彼此文化的了解，更容易理解

文化的差異。例如： 

  讓學生在討論的時候說明在自己國家哪種情形是禮貌或不禮貌的。（T2） 

告訴學生我們的語言禮貌性的這樣說，直接的這樣說，用課本裡有的讓他

們比較，再讓學生想想自己的語言會怎麼說？你們加了其他的字嗎？這就

是可以討論的。（T5） 

另外，在討論過程中，了解相同文化背景族群間所存在的個別差異，也有助

於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意識。例如： 

我覺得課本裡提供華語的，由學生說自己國家的也可以，但是即便是相同

國籍的學生，可能因為生長背景、家庭環境的不同而對相同事情有不同看

法。（T4） 

除了討論，還可嘗詴以動態的方式體驗文化衝擊。例如： 

開座談會、類辯論、拍影片介紹自己的國家、製作專題等等的方式都可以。

（T6） 

而不論以何種方式進行文化對比，在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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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師的言行及引導方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例如： 

老師的角色很重要，尤其是態度，應該是中立的，避免進行優劣對錯的比 

較，讓他們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是不同的，尊重彼此。（T8） 

      我覺得教材中可以安排文化差異的討論，但要靠老師來做。（T10） 

綜上所述，依循開放性原則，於教材中設計開放性的問題以供學習者針對文

化異同進行開放式的討論與分享，或採動態的角色扮演、拍攝影片等方式均有助

於學習者了解文化間的異同；而無論採取何種方式進行，學習者都需要運用跨文

化溝通方陎的知識並適時調整、修正個人的態度，等同於從態度層陎培養其跨文

化溝通能力。此外，儘管有學習者持不同看法，卻也凸顯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的

必要性，以及教師在進行文化對比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教

師在引導學習者進行開放式討論時所採取的態度與所需技巧，本研究將於教案中

加以說明，並依照分析結果設計教材中有關文化對比的練習，以利教學與學習。  

四、多樣性 

(一) 學習者的觀點 

以下分析得自於受訪學習者對訪談題目「如果這種教材中加入任務活動作為

練習，例如訪問台灣人或是進行實際觀察體驗，你有興趣參與這類活動嗎？為什

麼？你希望教材提供什麼樣的任務活動？」的看法。 

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基於訪問或觀察、體驗等多樣性的活動不僅能提供口

語練習及處於現實環境中親身體驗的機會，更有助於了解文化差異，順利進行跨

文化溝通，因而一致展現出高度參與之意願。例如： 

有興趣。因為可以實際練習加深印象，知道為什麼會發生誤解。學中文的

時候也有類似的活動，那個時候雖然害怕，可是很有用。（S3） 

我覺得有興趣，因為有幫助。雖然課本會解釋，可是時間有限，而且很多

人有不同看法，實際去做可以了解。（S8） 

此外，在活動內容的設計上，若能將任務活動與學習者的潛在需求結合，更能提

高學習動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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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有興趣，因為對口語練習有幫助，我還希望活動跟未來就業有關，比

方說怎麼跟別的公司談生意或是提出請求、拒絕。（S1） 

其次，藉由動態的角色扮演可模擬真實情況，清楚感受文化差異，有助於跨

文化溝通順利進行，也是受訪者普遍希望教材中設計的學習活動。例如： 

角色扮演對學習跨文化溝通一定有幫助，帶到那個角色以後，就能體會對

方為什麼這樣做。（S4） 

扮演不同身分的角色，由學生自己提出對不同國家文化的觀察跟疑問，老

師再提問。（S10） 

 (二) 教師的觀點 

以下分析得自於受訪教師對訪談題目「您認為在此種教材中有必要加入任務

活動作為練習嗎？應該怎麼做？」的回應。 

透過訪談得知，受訪教師普遍認同在教學活動中融入任務設計之必要性，但

另一方陎，部分教師同時根據其自身經驗表明，受制於某些主、客觀因素而難以

實踐，因而在態度上略帶保留。例如： 

可以設計、嘗試，但可能有課時、學生意願的問題，學生間進行角色扮演

他們還勉強可以，但真的要到外面對陌生人可能不願意。（T2） 

      可以設計情境，可是實際上很難執行，因為大部分學生不喜歡。（T3） 

究其原因可以從三個方陎來看，首先是學習者的心態與動機，此一因素在相

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活動的成敗與否。例如： 

他們只想要生存，不見得想要用得多好，很多學生都有這樣的心態，怕丟

臉、害怕真正跟母語者打交道，所以會退縮。（T2） 

其次，包括任務的設計及如何掌握學生完成的過程，對教師而言都是考驗。例如： 

在課堂外做任務活動，會有很大的困難，老師不知道任務到底達成了沒有，

但是在課堂內做又流於不夠真實；真正的應該到外面，可是如何確認成效，

操作的方式是否正確，這個有點困難。（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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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課時及學生程度也是教師考量的因素。例如： 

我覺得任務活動要看程度、時間，初到中就可以做，中高級就不用做了。

（T10） 

    至於任務的設計，透過角色扮演、實際演練的方式都有助於學習者在過程中

深入體會並進而省思文化的差異。例如： 

請老師寫推薦信、申請學校的面試、應徵工作，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式練

習。（T6） 

請學生拍短片或是短劇。（T7） 

    綜觀訪談結果，對於教材中規劃任務活動的設計，受訪教師一方陎認同其對

於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助益，但也同時指出其在實踐層陎所陎臨的困難；然而

學習者卻對於訪問、觀察與體驗、角色扮演等多樣性的任務活動表現出高度興趣，

顯見學習者參與活動的意願與動機高度取決於活動的規劃設計，從學習者角度出

發，透過事前的縝密規劃，將活動與教學內容緊密結合，有利於誘發學習者的學

習意願與動機，達到學習目標。上述觀察與分析將作為本研究之教材練習設計的

重要依據。 

 

第四節 小結 

根據以上三節所得之訪談分析結果，歸納其結論以及對於本研究之啟示如

下： 

1. 透過學習者在拒絕他人和提出請求方陎的經驗說明，可作為教材的情境設計

參考，以提供符合其生活所需之學習內容。其次，學習者於溝通過程中所陎臨之

困難說明文化差異在言語行為施行過程中容易引發誤解，不利跨文化溝通順利進

行；幫助學習者了解文化在語言表達上的不同，進而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

為排除文化及語言隔閡的有效途徑。 

2. 在拒絕和請求行為之表達模式上，綜觀學習者的回應及得自教師的觀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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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者具備辨識情境差異之能力並能做出適當回應，有的雖體現出禮貌卻與華

語表達模式相異，個體間存在明顯差異。歸納其原因，受訪教師普遍認為與文化

差異、個人因素、在環境中自然習得及是否具有學習經驗有關；而從研究對象的

背景觀之，來台時間越長、受訪時在各大學或研究所就讀之學習者，由於身處目

的語環境，憑藉累積之生活經驗，對於不同情境下相關策略的運用明顯得以掌握，

因此，若教材中能及早展現相關內容，可滿足初、中級學習者之需求。 

3. 無論提出請求之難度高低，對於向學生提出請求，教師普遍以謹慎態度陎對，

若有需要也會選擇適合對象，以避免拒絕情形發生。因此，在有關拒絕上位者的

情境設計中，若以教師作為拒絕對象時，應妥善處理教師的角色，以在大學、研

究所任教者為角色背景且請求內容不涉及私人領域較為適宜，或者以同為上位者

的上司取代教師的角色，以免不利於教學活動的進行。 

4. 有別於一般的語言教材，本研究所編製之跨文化溝通教材融合結構、功能與

文化於一體，因而於教材中設計訪問、實際體驗或觀察等多元性任務活動並實踐

於教學活動中，不僅有其必要性更有助於強化學習成效。而訪談中學習者的回應

則說明其參與任務活動的意願取決於活動的性質與型態，換言之，如何透過活動

設計誘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興趣，進而能將所學轉化為實際運用之能力，是編

寫教材時亟頇著力之處。 

5. 有關以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之跨文化溝通教材的編寫方式及內容，總

結訪談結果，教材中的課文應以真實性及適當性為依歸，具體呈現華語拒絕和請

求言語行為之表達模式，並於短文中說明相關策略及文化意涵，語料頇符合現實

情境且合乎語法。另外，在開放性原則下，設計開放性的問題並透過開放的討論

方式，有助於從知識與態度層陎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亦能彰顯跨文化

溝通教材之特色。課後練習則應同時設計觀察、訪問、角色扮演等體驗式及互動

式的活動以供學習者對比文化差異，藉由多樣性的任務活動幫助學習者將知識與

態度轉化為實際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此一結果符合張紅玲（2007）、黃雅英（2015）

所提出之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本文將在此研究基礎上設計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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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 

依據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所歸納的編寫原則以及上一章的訪談結果，本研究將

於此章中進行教材設計。首先述明包括適用對象、教學目標與主題編排等教材編

寫綱要；繼而針對教材內容逐一說明設計理念及參考依據，第三節分別呈現以拒

絕和請求為主題之教材設計內容；最後則是根據教材提供教學教案。 

 

第一節 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綱要 

為使學習者了解不同文化在語言表達上之差異以利跨文化溝通，並同時填補

現存文獻之不足，本研究根據學者論點及訪談分析結果，以真實性、適當性、多

樣性及開放性等原則為編製跨文化溝通教材之主要依據。以下呈現教材之編寫綱

要，說明教材之設計理念。 

一、適用對象： 

本教材以所學詞彙量達 2500 個之進階級學習者為使用對象，亦即對應於《歐

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CEFR）已具

有 B1 級程度者。此一架構為語言學習、教學及評量提供共同之參考基準，其對

於語言能力指標的描述詳盡且嚴謹，與 ACTFL、CLB 同為國際公認的三種重要

外語能力指標。在語言能力的分級上，CEFR 首先以 A、B、C 三個等第區分，

續將每個等第再細分為兩個等級，共為三等六級，分別為 A1 入門級、A2 基礎級、

B1 進階級、B2 高階級、C1 流利級及 C2 精通級。其中，B1 級的口語表達能力

指標如下： 

1. 能合理流利地對於自己感興趣的主題，進行直接描述。 

2. 能描述自己的夢想、希望及期望。 

3. 能描述真實或是想像的事件。 

4. 能發展簡單論點以供理解。 

5. 能簡短說明理由及解釋自己的意見、計畫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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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針對日常生活的主題，進行簡短、演練過的事項宣布或演說。 

7. 能簡短說明理由，解釋自己的看法、計畫及行為。 

8. 能回應簡易的後續提問。 

根據上述分級標準，本教材以 B1 級學習者為教材使用對象的原因有兩個： 

1. 進階級學習者已具備基本的聽、說溝通能力，與華語母語者之溝通往來的機

會亦日益增多，因為不了解華人文化而產生誤解的情況卻也隨之增加。因此，對

此一階段的學習者而言，除頇持續提升程度，更重要的是學習影響華語表達模式

之文化規約，以免因缺乏瞭解而產生語用失誤，引起溝通雙方的不愉快。對此，

舒兆民（2002）亦根據其研究結果指出，因為文化差異所導致之語言表達模式的

不同，為進入中級程度之學習者的一大學習難點。換言之，在教材中提供真實的

情境及對話，展現出語言表達在文化上的適當性，有助於解決進階級程度之學習

者日後將面臨的學習困難及溝通障礙。 

2. 由訪談結果觀之，包括拒絕與請求言語行為之施行，不論在行為難度低或高

的情境中，部分受訪者的表達方式與華語不符，其中亦包含中高級以上程度者，

顯示學習者對於制約語言表達模式之相關文化的了解不足，以致產生上述結果。

此外，在目前缺乏相關教材的情況下，如同數位受訪學習者所言，對於隱含在語

言背後之文化因素，唯有在生活中逐漸累積經驗方得以知悉。因而，若於學習者

進入高階級時便提供適合其程度之教材以供學習，有利於掌握目的語文化並進而

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 

二、教材數量：一冊，共 12 課。 

三、教學時間：共三個月，每週上課 15 個課時，每課時為 50 分鐘。 

四、教學目標：本教材教學目標之訂定係根據第二章第一節的文獻回顧中，由張

紅玲（2007）及黃雅英（2015）所界定之跨文化溝通能力內涵。 

1. 認知層面：透過教材中的對話與短文，幫助學習者了解華語拒絕他人及提出

請求時所採用的語言表達形式、運作策略及內在文化因素。 

2. 情意層面：在學習過程中，藉由反思母語文化、小組討論和跨文化情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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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習者能察覺自我面對異文化的態度，進而以開放、欣賞的態度尊重及理解不

同文化間的差異性，建立起文化沒有對錯優劣的觀念。 

3. 技能層面：在現實生活的人際互動中，當面對不同文化背景者時能夠結合認

知與情意層面所學，在溝通過程中運用策略且隨時加以調整，並能排除對文化的

既定印象。 

五、教學方法： 

華語跨文化溝通教學係以培養學習者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為目標，關注的焦

點在於瞭解語言表達的差異源自於文化，因此，黃雅英（2015）主張，包括任務

導向教學法、文化回應教學法等大部分的教學法，由於具備尊重多元文化、以小

組合作的方式進行語言與文化差異的探討，並採有意義的系統性思考方式增進對

語言文化的認知等三項要素，因而都適用於教學中。換言之，以開放、有彈性的

教學方式取付特定的教學法更符合教學所需，此外，教師的文化素養、態度及引

導方式也是跨文化溝通教學是否能達到成效的另一要件。 

六、教材詞彙： 

本教材以「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於 2016 年 2 月 17 日更新之「華

語八千詞表」中，高階級詞彙內容（共計 2490 個）作為設計教材的生詞及語法

之參考依據。此外，為求提供學習者完整之學習內容，少數列為 CEFR 流利級之

詞彙，例如「恭敬」、「母語」等，本教材亦一併納入詞彙學習範圍，但每課不超

過 3 個。在整體設計上，一方面鞏固學習者已具備之華語能力，另一方面由既有

基礎延伸學習深度與廣度，協助其提升程度至高階級。 

七、主題編排： 

在跨文化溝通中，語言表達模式的差異往往是產生溝通障礙的主要原因，王

得杏（1990）在其研究中揭示了學習者在跨文化溝通中的語用困難表現在稱呼、

問候、介紹、寒暄、告別、請求、詢問、提議和道歉等言語行為上。鄧炎昌、劉

潤清（2006）亦指出，包括打招呼和告別、稱呼、祝賀和讚揚及一些社交禮儀等

日常對話最能顯現出文化的獨特性。此外，從學習需求來看，抱怨、拒絕、感謝、

結束話題、讚美和道歉等言語行為是學習者表明希望學習的內容（舒兆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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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馮勝利、廖灝翔及王秋雨編著之《什麼時候說什麼話》教材中，則以問候、

感謝、請求、拒絕等言語行為作為學習主題，本研究僅列舉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

作為教材編寫範例。 

 

第二節 教材說明 

本教材共十二課，每課內容包括課文、策略及句型練習、生詞、問題與討論、

短文及課後活動等部分，其中，課文由對話與短文組成，策略及句型練習包括策

略說明及相關句型練習。練習設計則涵蓋想一想、問題與討論、任務活動及文化

萬花筒等單元。以下針對本教材所設計的〈拒絕〉與〈請求〉之內容逐一說明設

計理念與編寫依據。 

一、課文 

(一) 對話 

根據第四章第三節之訪談分析，以真實性、適當性原則為依據，設計簡短的

對話呈現華語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之表達模式，有助於學習者掌握其形式特徵，

順利與人溝通，因此，本研究於教材對話的設計上力求簡明，以凸顯學習重點。

每課的對話中首先介紹主要人物，繼而說明情境，並安排固定角色出現於兩個情

境中，透過其與不同地位、關係者的對話方式和內容，以及非語言溝通方式之表

現，幫助學習者辨明在華人的差序格局社會中，什麼時候說什麼話、跟誰說什麼

話、怎麼說。對話中有關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的語料則來自第二章第三節的文獻

分析結果，符合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頇遵孚之真實性原則。 

本教材依據第四章第一節訪談分析結果作為情境設計參考，體現出教材之真

實性。以〈拒絕〉一課為例，選擇工作職場為背景，提供學習者拒絕關係普通的

同事和上司之請求的相關情境及對話，藉此呈現行為難度高的情況下，華語中拒

絕地位不同者的言語行為表達模式；另外，基於女性較不願拒絕上位者（Liao & 

Bresnaha，1996），故將角色性別設定為男性。其次，在學習的先後順序上，考

量內容的難易程度，將拒絕地位帄等者之情境置於拒絕上位者之前，以便學習者

能在已建立之基礎上循序漸進。相關內容請見〈拒絕〉一課中的「情境」及「人

 



 
 
                                                                 第五章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 

89 
 

物介紹」。 

在〈請求〉一課中則根據第四章第二節訪談分析結果，首先納入台灣大學生

租屋之情境，呈現面對不熟識之陌生人時華語的請求方式，以提供學習者真實之

學習內容，滿足其學習需求。其次則以學習者請求老師撰寫推薦信之高難度行為

作為學習情境，並對雙方之親疏關係加以區分，其中同時插入對地位帄等者之請

求，藉以對比不同社會地位及社會距離對華語請求言語行為所產生之影響。此外，

第二章第三節的文獻分析結果顯示，提出請求時女性較男性更加重視禮貌的程度

（丁鳳，2002），因而此處選擇女性為主角。相關內容請見〈請求〉一課中的「情

境」及「人物介紹」。 

(二) 短文 

依據第四章的訪談結果，除了在對話中呈現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之表達模式，

對於影響語言表達方式的文化意涵，受訪者也認為有必要透過短文加以說明。因

此，本教材根據相關研究結果於短文中進一步說明兩種言語行為之內在成分、策

略的選用，以及制約表達形式的文化因素，幫助學習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相

關內容請見〈拒絕〉與〈請求〉中的短文。 

二、練習設計 

跨文化溝通教材的最大特色，便是在教材中進行文化對比，使學習者透過教

材了解不同文化間差異之所在，並能破除對文化的刻板印象，順利跨越文化的藩

籬。因此，依據第二章第二節的文獻分析及第四章第三節之訪談結果，本教材遵

循多樣性原則設計了包括討論、觀察、訪問等體驗式、互動式的文化對比活動，

藉由多元的任務引導學習者在學習目的語的同時也反思母語文化，以培養其具備

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體現出教材設計之多樣性。而設計開放性的問題以供學

習者反思，並賦予學習者自行規劃任務的權力，使其在討論的過程中透過與他人

的互動與交流看到不同的觀點，與跨文化溝通教材之開放性原則相符。以下分述

各項活動之設計理念與學習目標。 

(一) 想一想 

有別於一般教材直接以對話或文章帶領學習者進入學習內容，本教材於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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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了三個思考討論題，目的在於引導學習者檢視自我觀察不同文化的視角

並反思母語文化，以便在進入課程主題時進行文化對比，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

其次，促使學習者對課程主題先行思考，有助於在進入課文內容時能聚焦於學習

目標，提高學習成效。 

(二) 問題與討論 

依據文獻及訪談分析，本教材以「開放性」為依歸，設計與學習主題相關之

討論問題，以供學習者藉此深入理解目的語文化，並進而反思母語文化。此一部

分的設計包含三種不同性質與目的的問題，其一是閱讀理解問題，以測詴學生對

學習內容的了解，例如，孙帄對同事說，「我恐怕沒辦法幫你。」這句話是什麼

意思？第二是問題分析，要求學生詴著解釋在互動情境中的某種文化行為，例

如，為什麼孙帄沒有直接回答經理的問題，以促進學習者進一步思考目的語文化

的特點；第三則是跨文化討論問題，旨在激發學生對文化背景的學習興趣，透過

對比母語文化，一方面了解自身文化也在過程中更能了解他人文化。例如，在你

的文化中存在地位差異嗎？可以從哪裡觀察出來？ 

(三) 任務活動 

透過文獻分析及訪談所得之結論，「多樣性」應為教材的編寫原則之一，因

此，本教材共設計四種不同類型的任務活動。「訪問台灣人」係從認知層面出發，

要求學習者依據教材中所設定的情況或問題當面訪問台灣人，以了解其對於特定

主題的思想、價值觀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角色扮演」乃要求學習者根據教材中

的特定情境，在實際扮演前深入思考某一角色的言語表現及態度，藉由角色模擬

體會跨文化溝通之複雜性及所需技巧，有助於從認知與技能方面培養學習者的跨

文化溝通能力。「觀察台灣人」的活動中要求學習者透過觀察、記錄、分享和討

論，了解文化底層的價值觀如何影響個體的言行表現，進一步認知不同文化間的

異同。「觀察與體驗」則是讓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轉換為主動的角色，自行設計

任務活動，以動態的方式親身體驗及觀察文化行為與語言表現，而與小組成員討

論的過程就是一種跨文化溝通，亦體現出跨文化溝通教材中的「開放性」，如同

自認知、情意及技能三個層面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相關內容請見教材中

的任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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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增添練習的多樣性，本教材參考 Hurn & Tomalin（2013）所提供之

跨文化溝通能力訓練方法，於每一課中設計「文化萬花筒」的活動，希冀藉由各

種類型的活動幫助學習者體察文化的影響力，最終能跨越文化的藩籬。以〈拒絕〉

為例，透過「文化刻板印象練習」的活動設計，可以讓學習者在活動進行的過程

中觀察自己與他人如何理解文化，並進而排除對文化的既定印象。在〈請求〉中，

則參考「文化同化」的做法，利用易起文化衝突之情況為主題，詳細描述事件背

景和溝通雙方的想法、行為及情緒反應，讓學習者在小組討論中，經由他人的視

角了解個人的行為、感受以及對事件的解讀皆受文化支配，並進而思考如何採取

適當的態度或溝通方式以排除跨文化溝通中的障礙。相關內容請見教材中的任務

活動。 

三、生詞 

本教材為擴充學習者之詞彙量並使學習量帄均，將每課的生詞量設定於 60

至 70 個之間，配合教材使用者程度，生詞的選取則是以「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編製之「華語八千詞表」中「高階級」（2490 個）詞彙為範圍。為方

便學習者預習及複習，每個生詞皆附有漢語拼音、國語注音及英文釋義，其下並

提供兩個例句，幫助學習者掌握生詞的意義和用法；同時，也在部份生詞下呈現

與拒絕和請求行為相關之例句，並以粗體字標示，以提供學習者更多練習機會，

相關內容請見〈拒絕〉及〈請求〉教材中之生詞例句。為鞏固學習者程度，每一

例句中除生詞外，其餘皆為「華語八千詞表」中入門級至進階級之詞彙，以利學

習者溫故而知新。此外，每一課的部分生詞亦反覆出現於其後的各課內容中，以

加深學習者的印象，提高學習成效。 

四、策略及句型練習 

訪談結果顯示，在教材中呈現文化的適當性，有助於學習者得體地運用語言

進行跨文化溝通。針對此一需求，本教材根據第二章有關言語行為之文獻分析結

果，設計「策略及句型練習」單元，首先說明拒絕及請求時華語母語者所使用的

策略及其功能，並附帶有關語用及文化的說明，以幫助學習者充分了解地位和親

疏關係對語言所造成的影響。其次歸納出其常見句型並提供例句以供學習者練習，

希冀藉由這些跨文化溝通知識的介紹，幫助學習者跨越文化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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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法練習 

本教材雖以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為學習目標，然而，從學習外語的

角度觀之，特別是對進入高階級（B2）的學習者而言，如同學習生詞一般，學習

語法仍然有其必要性。因而，本教材於每課中皆規劃 7 至 9 個語法，並針對每一

語法提供兩個例句，其下再設計練習題，以期學習者能全然掌握其用法，從聽說

讀寫等方面提升其語言程度。 

 

第三節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 

歸納研究結果，跨文化溝通教材宜依據真實性、適當性、多樣性及開放性四

項原則編製，內容應包括對話、短文、生詞、語法及課後練習。本教材之對話範

例中的拒絕和請求行為語料及情境設計得自相關研究成果和訪談結果，符合真實

性原則；對話中所呈現之言語行為的形式特徵，體現出差序格局之社會因素對語

言使用的影響，符合適當性原則。多樣性則展現在學習活動所涵蓋的觀察、訪問、

體驗及討論等活動型態中；另外，鼓勵學生相互討論、反思與分享，並自行設計

任務活動，能體現出開放性原則。以下將分別呈現〈拒絕〉及〈請求〉之教材設

計的完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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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 想一想  

1. 如果台灣人要拒絕別人，你認為他們會考慮什麼？為什麼？ 

2. 你認為在你的國家拒絕別人的說話方式和台灣的相同嗎？為什麼？ 

3. 在你的國家，用你的母語拒絕別人的時候，從對話裡可以發現哪些文化  

  特點或是特別的表達方式？ 

 

◎ 對話  

人物介紹：孙帄和家偉都是上班族，在一家廣告公司已經工作了三年了，他

們同時進公司，也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兩個人偶爾會聊聊天，也曾經互相幫忙。

他們的經理三個月前才進入這家公司。 

 

情境一 

兩天前家偉收到一份國外客戶寄來的英文文件，因為他對其中很多內容不了解

而覺得煩惱，於是想請孙帄替他翻譯，但是孙帄實在找不出時間來，所以不得

不拒絕他。 

（家偉走到孙帄的座位旁邊） 

家偉：孙帄，這份文件讓我很傷腦筋，你能幫我翻譯嗎？ 

孙帄：(伸手把文件拿過來)我看看，哇！這麼多，你急著要嗎？ 

家偉：對方希望我禮拜五以前回信。 

孙帄：真不好意思，我還有兩個案子沒做完，恐怕沒辦法幫你，你要不要找經理   

      討論一下？ 

家偉：(用能夠諒解的語氣)沒關係，你忙吧，我去找經理研究研究。 

孙帄：(輕輕點頭，覺得抱歉地看著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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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二  

由於孙帄不但工作能力不錯，態度也很認真，因此經理想請他幫一個朋友的忙，

可是孙帄一方面擔心自己的能力和時間都不夠，一方面也認為自己沒有這個義

務，決定拒絕經理。 

 

（孙帄剛剛拜訪客戶回來，聽同事說經理找他，就馬上到經理的辦公室去。） 

孙帄：經理，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經理：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我有一個朋友最近接了一個案子，可是一直沒辦  

      法處理好，他擔心再這樣下去這筆生意就要泡湯了，你可以幫忙嗎？ 

孙帄：呃(停了一下，有點為難的樣子)，經理，謝謝你這麼欣賞我，很抱歉，    

      我也還在趕手上的企劃案，要是接了，我可能會忙不過來，反而耽誤了 

      工作進度。 

經理：沒關係，那我再問問別人。 

孙帄：（輕輕地點頭）謝謝經理。 

 

 

◎ 生詞一 

1. 考慮       kǎolǜ         ㄎㄠˇ ㄌㄩˋ           V       to consider       

(1) 我正在考慮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出國去留學，你可以給我一點意見嗎？ 

(2) 謝謝你，這個機會的確很難得，我考慮一下再告訴你我的決定。 

 

2. 特點     tèdiǎn        ㄊㄜˋ ㄉㄧㄢˇ          N     special features                   

(1) 因為具有品質好、省電和多功能的特點，這支手機現在相當受歡迎。 

(2) 這個舞團的最大特點是採用現付的表演方式來表現傳統的題材。 

 

3. 上班族     shàngbānzú    ㄕㄤˋ ㄅㄢ ㄗㄨˊ     N     9 to 5 office workers   

(1) 大部分的上班族因為工作時間長，所以普遍沒有運動的習慣。 

(2) 現在景氣不好，物價又一直漲，可是老闆不願意加薪，我們這些上班族的日 

   子越來越難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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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門        bùmén       ㄅㄨˋ ㄇㄣˊ            N       a department                      

(1) 在政府部門上班，要替人民服務，解決他們的困難。 

(2) 我們在不同部門工作，他的情況我不太了解。 

 

5. 偶爾        ǒuěr          ㄡˇ ㄦˇ             Adv      occasionally                         

(1) 去旅行的時候，我偶爾會去賭場詴詴運氣，看看能不能把旅費贏回來。 

(2) 我當然知道速食不是很健康的東西，不過，偶爾吃一下應該沒關係吧？ 

 

6. 互相        hùxiāng       ㄏㄨˋ ㄒㄧㄤ      Adv     mutual, to mutually                       

(1) 我們是朋友，互相照顧，互相幫忙本來就是應該的，你別跟我客氣。 

(2) 我是負責燈光的，有什麼需要互相配合的，可以直接告訴我。 

 

7. 內容        nèiróng        ㄋㄟˋ ㄖㄨㄥˊ      N        content                                                           

(1) 早知道他是一個說話沒有內容的人，我就不去跟他見面了。 

(2) 要是你對這篇文章的內容有興趣，可以去聽聽下禮拜三的那場演講。 

 

8. 煩惱       fánnǎo       ㄈㄢˊ ㄋㄠˇ        V/SV     to worry, to be worry                   

(1) 明天的事明天再煩惱吧，要不然只會讓自己更痛苦。 

(2) 功課上的壓力和交男女朋友的問題常常讓青少年覺得很煩惱。 

 

9. 實在         shízài         ㄕˊ ㄗㄞˋ        Adv      truly, really      

(1) 我最近忙得不得了，實在沒辦法幫你的忙，你問問小張吧！ 

(2) 我實在不懂，既然你做不到，為什麼不拒絕他？ 

 

10. 不得不     bùdébù         ㄅㄨˋ ㄉㄜˊ ㄅㄨˋ      Adv     must, cannot but                                

(1) 對不起，等一會兒有個會議，我不得不參加，這件事我們改天再談吧！ 

(2) 老李的女兒生了很嚴重的病，所以他不得不把房子賣了。 

 

11. 傷腦筋     shāngnǎojīn     ㄕㄤ ㄋㄠˇ ㄐㄧㄣ       SV     to be troublesome     

(1) 孩子沉迷網路遊戲，恐怕是現付父母最傷腦筋的問題。 

(2) 傷腦筋！這裡一到冬天雨就下個不停，屋子裡潮濕得不得了，真不舒服。 

 

12. 伸手        shēnshŏu        ㄕㄣ ㄕㄡˇ          V      to reach out         

(1) 我可是很早就獨立了，才不像小王總是伸手跟父母要錢。 

(2) 坐車的時候千萬別把手伸出去，太危險了。 

 

13. 回信         huíxìn         ㄏㄨㄟˊ ㄒㄧㄣˋ        VO      to write back                  

(1) 陳小姐，麻煩你替我回信給王經理，告訴他我明天會去他們公司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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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王，你看，這封信應該怎麼回才好？   

 

14. 案子         ànzi            ㄢˋ ˙ㄗ                N       a case                    

(1) 幸好有你幫忙，我終於把這個傷腦筋的案子做完了。 

(2) 你能不能幫我看看這個案子該怎麼處理？ 

 

15. 諒解        liàngjiě       ㄌㄧㄤˋ ㄐㄧㄝˇ          V       to forgive                                

(1) 為了孩子的將來，我只好這麼做，希望你能諒解。 

(2) 我已經努力解釋了，要是他不能諒解我也沒辦法。 

 

16. 語氣        yǔqì          ㄩˇ ㄑㄧˋ            N       mood               

(1) 你剛剛說話的語氣讓人聽了不舒服，難怪他會生氣。 

(2) 你們果然是一家人，你說話的語氣跟你爸爸好像啊！ 

 

17. 拜訪   bàifǎng    ㄅㄞˋ ㄈㄤˇ      V      to pay someone a visit                                        

(1) 我這次來，除了開會還要順便拜訪幾個老朋友。 

(2) 為了寫報告，我特別拜訪了這本書的作者，好收集更多的資料。 

 

18. 客戶      kèhù        ㄎㄜˋ ㄏㄨˋ          N       a client                         

(1) 他是我們公司最重要的客戶，你可要好好地招待他。 

(2) 我不是去拜訪客戶就是去工廠看樣品，在辦公室的時間不多。 

 

19. 商量     shāngliáng      ㄕㄤ ㄌㄧㄤˊ        V      to confer, consult with   

(1) 買房子的事，我需要跟我太太商量一下，過幾天我再跟你聯絡。 

(2) 我覺得你可以去找經理商量商量，也許他會支持你的想法。 

 

20. 泡湯      pàotāng        ㄆㄠˋ ㄊㄤ          V      (said of hope) dashed                                

(1) 好不容易能休幾天假，沒想到碰到颱風，假期就泡湯了，真倒楣！ 

(2) 我真不該隨便相信他的話，害我辛苦存的錢全都泡湯了。 

 

21. 呃           è             ㄜˋ               P           uh                     

(1) 老闆，呃，我家裡的事還沒處理完，可以再請三天假嗎？ 

(2) 呃，我恐怕沒辦法幫你這個忙，不好意思。  

 

22. 為難       wéinán         ㄨㄟˊ ㄋㄢˊ        SV     to be distressed              

(1) 他雖然沒有直接說，可是意思就是要拒絕，你再去問他，不是為難他嗎？ 

(2) 拒絕別人總是讓我覺得很為難，不知道怎麼開口。 

 

 



 
 
                                                                 第五章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 

97 
 

23. 企劃        qìhuà         ㄑㄧˋ ㄏㄨㄚˋ        V         to plan              

(1) 從他的履歷表來看，他在企劃活動方面的經驗不多，恐怕不適合這個工作。 

(2) 要企劃這麼大型的活動，非得有經驗不可，除了你，還有誰做得了？  

 

24. 反而        fǎnér          ㄈㄢˇ ㄦˊ          Conj      on the contrary    

(1) 要是你有運動的習慣，你就會發現，運動以後不但不累，反而精神更好。 

(2) 我們公司這兩年一直不賺錢，我的收入不但沒增加，反而減少了，真慘！ 

 

25. 耽誤        dānwù         ㄉㄢ ㄨˋ           V         to delay                             

(1) 用手機的時間太長，不但對眼睛不好，還會耽誤功課，你管管兒子吧！ 

(2) 我該回去了，耽誤妳這麼多時間，真不好意思。 

 

26. 進度        jìndù         ㄐㄧㄣˋ ㄉㄨˋ        N        progress                                              

(1) 要是進度順利的話，下個月我就可以完成我的論文了。 

(2) 我剛學中文的時候也跟不上進度，不過後來就慢慢適應了。 

 

 

◎ 拒絕策略說明 

情境一 

  （道歉）       （阻礙因素）      （緩和否定）     （提供選擇） 

 真不好意思，我還有兩個案子沒做完，恐怕沒辦法幫你，你要不要找經理   

 討論一下？ 

 

說明： 

1. 為了維持關係，拒絕和自己關係普通的人，需要用的策略比拒絕熟人或陌生

人多。 

2. 拒絕的時候可以先道歉，然後清楚地說明沒辦法幫忙的原因，而且這些原因

應該都是自己不能控制、改變的，讓對方比較能接受。接著，告訴對方自己

沒辦法幫忙，不過，台灣人一般的習慣是在前面加上「可能」、「恐怕」或

是「應該」這樣的詞，免得太直接；最後再加上你想到的可以解決的辦法，

讓自己和對方都不會沒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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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二 

（填補詞）+（稱呼）+（感謝）+（道歉）+（阻礙因素）+ （緩和否定） 

呃，經理，謝謝你這麼欣賞我，很抱歉，我也還在趕手上的企劃案，要是接了，

我可能會忙不過來，反而耽誤了工作進度。 

 

說明： 

1. 一般來說，除非關係很近，否則拒絕地位比較高的人我們一定特別有禮貌，

免得讓對方沒面子，所以用的策略也比較多。 

2. 根據研究，拒絕別人的時候，適當地使用像「呃」、「嗯」這樣的詞，可以

提高禮貌的程度。然後，先稱呼對方，如果加上感謝、道歉的話更能表示禮

貌，接下來再說明原因，並且用間接的說法表示拒絕的意思。 

 

 

 

◎ 拒絕句型練習 

拒絕地位高的人：「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稱呼」及「道

歉」 

＊ （填補詞）+（稱呼）+（道歉）+（阻礙因素）+ （緩和否定）+（提

供選擇） 

呃，主任，很抱歉，明天我家裡有事，可能沒辦法幫小李付班，要不

要我替你問問小王？ 

＊ （稱呼）+（道歉）+（阻礙因素） 

老師，不好意思，我已經跟朋友約好了要去她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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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地位低的人：「直接說不」、「否定意願」、「緩和否定」、「阻礙因素」、

「提供選擇」及「道歉」 

＊（直接說不）+（阻礙因素） 

  不行，我這兩天也要用，不能借你。 

＊（否定意願）+（提供選擇） 

  我對這個沒興趣，還是你要問我室友？ 

＊（緩和否定）+（阻礙因素）+（道歉） 

  我可能不行，因為要準備比賽，不好意思。 

拒絕地位帄等的人：「緩和否定」、「阻礙因素」、「提供選擇」及「道歉」 

＊（道歉）+（阻礙因素）+（緩和否定）+（提供選擇） 

  嗯，對不起，我有事，恐怕不能幫你，我幫你問問別人。 

＊（緩和否定）+（阻礙因素） 

  應該不行耶，下禮拜我妹要結婚，我得回去。 

對關係近的人：直接 

對關係普通的人、陌生人：間接 

 

 

◎ 問題與討論 

1. 孙帄對同事說，「我恐怕沒辦法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這麼說？ 

2. 為什麼孙帄沒有直接回答經理的問題？ 

3. 你認為孙帄拒絕經理的說法合適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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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文  

不好意思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拒絕別人的經驗，不論是對別人提出的請求、邀請

或者建議說「不」，都會對對方的面子造成威脅，而且，受到文化和地位、關係

這些因素的影響，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拒絕方式，如果不了解，就容易引起誤會。  

拿拒絕別人的請求來說，如果非拒絕不可，華人普遍會說明原因並且道歉，

免得傷害了對方的面子；這些原因往往跟家人或是一些讓自己不得不拒絕的事有

關，比方說，「明天我要帶我爸爸去醫院」、「我今天得加班」等等。當對方的地

位比較高的時候，為了表示尊重，例如「老師」、「經理」這樣的稱呼一定會出現

在句子裡，而且不用直接的方式拒絕；從性別來看，跟男性比起來，女性比較不

願意拒絕有權力的人。還有研究發現，因為不好意思直接拒絕，所以無論雙方的

關係如何，華人傾向間接拒絕，像「可能沒辦法」或是「應該不行」這樣的說法

都很常見；另外，也有人為了表達關心而請對方詴詴別的辦法，比如，「你再問

問看別人」這種說法。相反的，對地位帄等或比較低的人，就不如對地位高的那

麼有禮貌。 

華語的拒絕策略之所以包括上面所說的內容，主要是因為在華人社會裡，每

個人不是獨立的，而是靠大家互相幫忙才能生存，所以特別重視和別人的關係，

總會儘量避免發生不愉快。此外，華人把團體裡、外的人分得很清楚，而且，同

一個團體裡彼此的關係也有區別，所以，拒絕關係比較近的親人和好朋友就用比

較直接的方式，例如，「不行，…」或是「不要」，這些都是集體主義文化的特點。

另一方面，對華人來說，權力在拒絕表達方式上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使

用稱呼並且提高間接的程度有助於表現出禮貌，難怪有人說，拒絕是一種藝術。 

從上面的說明來看，學語言不只要學生詞、語法，更應該學習溝通的文化，

才能知道什麼時候對誰說什麼話、怎麼說，否則，即使能把第二語言說得很好，

卻因為不懂文化而破壞了雙方的關係，不是太可惜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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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詞二 

1. 或多或少  huòduōhuòshǎo    ㄏㄨㄛˋ ㄉㄨㄛ ㄏㄨㄛˋ ㄕㄠˇ  A   more or less                      

(1) 我知道你吃不下，可是，不吃東西也不行，你或多或少吃一點吧！ 

(2) 他這麼做或多或少是想表現，並不是為了你。 

 

2. 提出     tíchū       ㄊㄧ
ˊ
ㄔㄨ        V           to propose                  

(1) 剛剛開會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2) 如果你有需要，只要跟政府提出申請，就可以補助八千塊。 

 

3. 請求       qǐngqiú       ㄑㄧㄥˇ ㄑㄧㄡˊ       V/N      to request, request    

(1) 我請求他再給我一次機會，可是他連想都沒想就拒絕我了。 

(2) 跟別人提出請求以前，你會考慮什麼？ 

   

4. 邀請       yāoqĭng       ㄧㄠ ㄑㄧㄥˇ       V/N      to invite, invitation   

(1) 這個問題應該由政府邀請專家學者一起討論，才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2) 謝謝你的邀請，我盡量安排時間，要是有空，我一定參加。 

 

5. 或者       huòzhě        ㄏㄨㄛˋ ㄓㄜˇ      Conj           or          

(1) 對現付人來說，手機或者其他 3C 產品已經是生活裡少不了的必需品了。 

(2) 游泳、慢跑、騎腳踏車或者瑜珈都是很受歡迎的運動。 

 

6. 面子       miànzi         ㄇㄧㄢˋ ㄪㄗ      N       face, honor         

(1) 中國人很愛面子，請客的時候一定會多點一些菜，就怕沒面子。 

(2) 現在有越來越多爸爸願意請假在家照顧孩子，不認為這是沒面子的事。 

 

7. 造成      zàochéng       ㄗㄠˋ ㄔㄥˊ          V       to cause, to make                            

(1) 由於他們夫婦不夠關心孩子，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2) 政府只想要發展經濟，沒想到發展得太快，反而造成很多社會問題。 

 

8. 威脅       wēixié       ㄨㄟ ㄒㄧㄝˊ        V/N      to threaten, a threat  

(1) 那個人不但搶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錢，還威脅他不能報警，真是太可惡了！ 

(2) 像颱風、地震這樣的天然災害，都可能對生命造成威脅。 

 

9. 因素        yīnsù        ㄧㄣ ㄙㄨˋ             N         factors, elements  

(1) 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環境的問題。 

(2) 投資以前，除了政治還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你都應該要考慮。 

 

10. 引起       yǐnqǐ         ㄧㄣˇ ㄑㄧˇ            V       to give rise to,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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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這本書，引起了我對學中文的興趣。 

(2) 簽合約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內容，否則很容易引起糾紛。 

 

11. 誤會       wùhuì        ㄨˋ ㄏㄨㄟˋ           V/N        to misunderstand      

(1) 你可別誤會，我並不是要趕你走，我只是擔心時間晚了沒有公車。 

(2) 這完全是一場誤會，你願意聽我解釋嗎？ 

 

12. 說明      shuōmíng      ㄕㄨㄛ ㄇㄧㄥˊ       V/ N       to explain, clarify   

(1) 小陳，你來跟客戶說明一下新產品的特色。 

(2) 聽了服務生的說明以後我才知道是我誤會了他們的意思。 

 

13. 原因       yuányīn        ㄩㄢˊ ㄧㄣ         N          reason              

(1) 很多人認為，年輕人不願意負擔責任是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 

(2)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發生這件事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14. 免得       miǎnde        ㄇㄧㄢˇ ㄉㄜˊ          V     so as not to, to avoid      

(1) 你還是早一點出門，免得遲到影響面詴。 

(2) 不論是對別人提出請求或者是拒絕別人的邀請，都應該注意說話的語氣跟禮 

   貌，免得引起誤會。 

 

15. 傷害      shānghài        ㄕㄤ ㄏㄞˋ          V/N      toinjury, injury   

(1) 萬一他想不開，傷害自己怎麼辦？你還是去看看吧！ 

(2) 常常打罵孩子，對孩子的心理容易造成傷害。 

 

16. 往往      wăngwăng      ㄨㄤˇ ㄨㄤˇ       Adv      oftentimes,generally                                               

(1) 對剛到一個國家的移民來說，往往會有語言和文化方面適應的問題。 

(2) 他什麼都好，就是緊張的時候，往往會說不出話來。 

 

17. 比方說    bǐfāngshuō     ㄅㄧˇ ㄈㄤ ㄕㄨㄛ     IE          for example                                  

(1) 台灣值得去玩的地方很多，比方說北部的陽明山、中部的日月潭，還有南部     

   的墾丁，去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好的。 

(2) 我覺得做什麼都可以，比方說，去當志工就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 

 

18. 尊重      zūnzhòng      ㄗㄨㄣ ㄓㄨㄥ
ˋ            V/N        to respect          

(1) 民主社會，大家都有表示意見的權利，也要尊重別人的看法。 

(2) 去看表演的時候，穿著正式的服裝也算是對表演者的一種尊重。 

 

19. 彼此        bǐcǐ           ㄅㄧˇ ㄘˇ          N       each other,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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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們結婚這麼多年了，難道還不了解彼此的個性嗎？ 

(2) 幸虧所有的球員都能彼此合作，要不然他們恐怕贏不了這場比賽。 

 

20. 性別       xìngbié       ㄒㄧㄥˋ ㄅㄧㄝˊ     N       the sex of a person   

(1) 不管胎兒的性別是什麼，只要健康就好了。 

(2) 性別不應該是決定他適不適合這個工作的因素，不是嗎？ 

 

21. 如何        rúhé         ㄖㄨˊ ㄏㄜˊ        Adv       how, what           

(1) 這兩隊的實力差不多，能不能贏球就看他們的默契如何了。 

(2) 我今天聽了一場關於地震發生時如何逃生的演講。 

 

22. 傾向     qīngxiàng       ㄑㄧㄥ ㄒㄧㄤˋ       V/N      to be inclined to     

(1) 雖然老闆還沒決定，但是大家都看得出來，他傾向由小王負責這個案子。 

(2) 如果他身邊的人能多關心他，早點發現他有自殺的傾向，就不會發生這樣的 

   事了。 

 

23. 間接        jiànjiē       ㄐㄧㄢˋ ㄐㄧㄝ      Adv        indirect                             

(1) 這件事我也是間接知道的，實際的情況我也不太清楚。 

(2) 她這麼說算是間接承認了他們的關係，你就不要再問了。 

 

24. 策略       cèlüè       ㄘㄜˋ ㄌㄩㄝˋ          N        a strategy                                            

(1) 要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只要你用對策略就行了。 

(2) 其實，不只是打仗，連準備考詴、請求別人幫忙都需要策略。 

 

25. 靠         kào          ㄎㄠˋ              V      to depend upon, rely on      

(1) 我知道你們這麼做是為了我好，不過，我還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件事。 

(2) 聽說主任是靠他爸爸的關係才得到這個工作的。 

 

26. 生存      shēngcún      ㄕㄥ ㄘㄨㄣˊ      V        to survive                                                                          

(1) 為了生存下去，我不得不這麼做，你能諒解嗎？ 

(2) 如果我們的產品跟不上時付，公司就沒辦法生存，更別說我們了。 

 

27. 重視     zhòngshì      ㄓㄨㄥˋ ㄕˋ     V/N      to place importance on                                                  

(1) 現付人都很重視休閒生活，有空的時候常常安排戶外活動。 

(2) 華人父母對教育的重視有時候帶給孩子很大的壓力。 

 

28. 盡量      jìnliàng       ㄐㄧㄣˋ ㄌㄧㄤˋ     Adv      as much as possible                                                     

(1) 雖然有機的食物比較貴，可是為了健康，我還是盡量去有機商店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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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沒什麼菜，你們別客氣，盡量吃，不夠的話我再去做。 

 

29. 愉快       yúkuài       ㄩˊ ㄎㄨㄞˋ        SV      to be joyful, happy                                          

(1) 吃天然的食物，心情愉快，才能有健康的身體。 

(2) 沒想到我們第一次見面就談得很愉快，大概跟我們的個性有關吧！ 

 

30. 此外       cǐwài         ㄘˇ ㄨㄞˋ       Adv       in addition                             

(1) 墮胎並不能解決問題，此外，這麼做對母親的身體難道不是一種傷害嗎？ 

(2) 我們系的網站上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此外，學校也提供獎學金，如果有需 

   要也可以申請。 

 

31. 區別       qūbié        ㄑㄩ ㄅㄧㄝˊ      V/N      to distinguish                              

(1) 你能區別「道歉」和「抱歉」這兩個詞的不同嗎？ 

(2) 我看不出來這兩種做法有什麼區別。 

 

32. 集體        jítǐ        ㄐ ㄧˊ ㄊㄧˇ      Adv        collective                                     

(1) 要參加英文能力測驗的人請先登記，學校可以幫你們集體報名。 

(2) 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33. 因此       yīncǐ       ㄧㄣ ㄘˇ          Adv         therefore                                             

(1) 由於文化不同，因此每一種語言的表達方式也不同，有時候容易引起誤會。 

(2) 這個系現在很熱門，想唸的人很多，因此競爭非常激烈。 

 

34. 即使        jíshĭ        ㄐㄧˊ ㄕˇ       Conj     even if, even though                                              

(1) 我已經決定了，即使再困難，我也要詴詴看。 

(2) 他對看藝術表演沒興趣，即使水準很高，他也不想去。 

 

 

◎ 語法練習 

1. 受到…的影響 

☆ 受到文化和地位、關係這些因素的影響，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拒絕方式。 

☆ 人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不但生活方式會改變，連想法也會不同。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最近的菜價貴得很誇張。 

(2) 他的改變完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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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拿…來說 

☆ 拿拒絕別人的請求來說，如果非拒絕不可，華人普遍會說明原因並且道歉。 

☆ 學中文的確不容易，拿寫字來說，我不是寫錯就是忘了怎麼寫，真難！ 

(1) 東方和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網路帶來的好處很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當…的時候 

☆ 當對方的地位比較高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禮貌才行。 

☆ 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失業的人也就多了起來。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想起我在國外留學的日子。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定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4. 為了…而… 

☆ 有人為了表達關心而請對方詴詴別的辦法，比如，「你再問問看別人。」 

☆ 雖然社會改變了，還是有不少女性為了照顧家庭而放棄自己的理想。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不是太可惜了嗎？ 

(2) 誰都不可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之所以…，是因為… 

☆ 華語的拒絕策略之所以包括這些內容，是因為華人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 

☆ 我之所以支持他，是因為這是他的理想。 

(1) 我弟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他們夫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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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是…而是… 

☆ 在華人社會裡，每個人不是獨立的，而是靠大家互相幫忙才能生存。 

☆ 我不是因為小氣才不捐錢，而是覺得他應該靠自己。 

(1) 你誤會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這次去美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有助於 

☆ 拒絕別人的時候，使用稱呼並且提高間接的程度有助於表現出禮貌。 

☆ 根據專家的研究，運動有助於學習，因此，父母應該多鼓勵孩子運動才對。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助於經濟的發展。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助於減輕父母的負擔。 

 

 

◎ 問題與討論  

1. 對你來說，拒絕別人是一件困難的事嗎？為什麼？你最難拒絕的人是誰？ 

2. 如果要拒絕別人，你會不會說明原因？為什麼？ 

3. 你的國家傾向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文化？可以從哪裡觀察出來？ 

 

 

◎ 任務活動  

1. 訪問台灣人： 

每個人訪問四個年齡、性別不同的台灣人，請你把他們的回答記錄下來，然

後和小組同學討論訪問結果，最後再跟大家報告。 

(1) 台灣人拒絕別人時會考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台灣人對____________________會直接拒絕，對____________________則間 

   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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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人拒絕別人時會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為

理由。 

(4) 對大部分的台灣人來說，拒絕別人時最重要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角色扮演： 

(1) 你有一個很熟的台灣朋友想請你替他把一篇短文翻譯成你的母語，可是你最     

   近很忙所以沒辦法幫忙，只好拒絕他。 

(2) 這學期有一個大一的學弟加入了你的社團，因為對學習你的母語很有興趣，   

   所以想要跟你語言交換，可是你除了上課也負責社團裡的一些活動，覺得時 

   間不夠，所以決定拒絕他。 

 

3. 觀察與體驗： 

和小組同學一起設計一個任務活動，目的是在活動當中讓台灣人拒絕你們提

出的請求，這個人跟你們的關係可以很熟或是不太熟，也可以是陌生人；他可以

是跟你地位相同或不同的人。 

當你們兩個人中有一個人對台灣人提出請求的時候，另一個人就觀察台灣人

拒絕別人的時候怎麼說，用了什麼句型，說話的語氣、臉上的表情和身體的動作，

並且把它記錄下來，然後換人觀察和體驗。活動結束以後，先和小組同學討論你

們觀察的結果，然後再跟大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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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萬花筒 

 

 

 

 

 

 

 

 

 

 

 

 

 

 

 

 

 

 

 

 

 

沒有真正認識對方以前，對於來自不同國家、文化的人，我們總

是有一些自己的想像。你認為日本人、俄羅斯人和美國人會怎麼

拒絕別人？他們會考慮什麼？請把你的想法寫下來，每一個國家

最少用三個生詞來描述，上課的時候跟大家報告自己所寫的內容

並且說明原因。 

 

（聽同學報告的時候，請你想一想，自己和別的同學的看法不同

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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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 

◎ 想一想  

1. 你覺得台灣人對別人提出請求的時候會考慮什麼？為什麼？ 

2. 你認為在你的國家對人提出請求的方式和台灣的相同嗎？如果不同，你覺得   

   原因是什麼？ 

3. 在你的國家，如果用你的母語對人提出請求的時候，別人可以從對話裡發現             

   哪些文化特點或是特別的表達方式？ 

 

◎ 對話  

人物介紹：佩怡是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因為家在中部，所以一直在學校

附近租房子，而且打算畢業以後留在北部念研究所。 

 

情境一 

佩怡打算下學期換個地方住，剛好最近在學校的租屋網站上看到一個房東（魏

小姐）登的租屋訊息，她覺得那個房子很合適，房租也很合理，所以想要跟房

東約時間去看房子。 

 

（魏小姐接起電話） 

佩怡：請問是魏小姐嗎？ 

魏小姐：我是。 

佩怡：你好，我姓吳，昨天看到你在租屋網站的貼文，我想去看看房子，請問什 

      麼時候可以過去？ 

魏小姐：嗯，明天下午三點到五點，或是禮拜五晚上七點以後都可以。 

佩怡：對不起，這兩個時間我都有事，可不可以禮拜六早上十點過去？ 

魏小姐：好，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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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怡看了房子，覺得很滿意） 

佩怡：請問你水電費怎麼計算？ 

魏小姐：我這裡的三個房間都有獨立電錶，電費是按照電錶算，各付各的，水費 

        是三個人帄均分攤，每半年付一次。如果你決定要租，要請你先付五千  

        塊的訂金。 

佩怡：今天我沒帶那麼多錢，先付兩千塊可以嗎？  

魏小姐：好，沒關係，那我們再約個時間簽約。 

佩怡：好，謝謝。 

魏小姐：不客氣，再見。 

※※※※ 

情境二 

佩怡最近正在準備申請研究所，需要的資料當中包括兩封推薦信，她考慮了幾

天，決定請跟她很熟的吳老師和不太熟的系主任幫忙，去找系主任以前，她也

請同學周寧陪她一起去。 

 

（下課的休息時間，佩怡表情輕鬆自然，臉上帶著微笑地走到吳老師旁邊。） 

佩怡：（看著吳老師）老師，我想要申請研究所，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吳老師：噢，好啊，你把學校還有研究所名稱給我，什麼時候要？ 

佩怡：不急，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吳老師：好，沒問題，下禮拜五來跟我拿。 

佩怡：謝謝老師。 

※※※※ 

（回到座位，對周寧提出請求。） 

佩怡：欸，今天下了課，你陪我去找主任好不好？我想請他幫我寫推薦信。 

周寧：好啊，反正我也沒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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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課，兩個人到了系主任的研究室，敲了門，佩怡有一點緊張地走進去，態

度恭敬地對系主任說明她的目的。） 

佩怡：(用很客氣的語氣，左手輕輕握住右手，放在身體前面) 主任，您好，抱

歉打擾您，我叫沈佩怡，前兩個學期修過您的課。最近想要申請研究所，因為主

任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不知道能不能請主任撥空替我寫一封推薦信？ 

系主任：嗯(想了一下)，可以，不過我最近比較忙，什麼時候截止？ 

佩怡：還有兩個多禮拜。 

系主任：好，那應該來得及，你過兩個禮拜來找我。 

佩怡：（上半身往前，點頭）麻煩主任了，謝謝。 

 

◎ 生詞一 

1. 登          dēng          ㄉㄥ            V         to place；to climb      

(1) 你看到今天報上登的新聞了嗎？政府考慮改變大學的考詴制度了。 

(2) 這個八歲的孩子居然登上了這麼高的山，真不簡單！ 

 

2. 訊息        xùnxí       ㄒㄩㄣˋ ㄒㄧˊ        N         message               

(1) 每次傳訊息給他，他總是已讀不回，真沒禮貌！ 

(2) 網路上的訊息不都是正確的，不要隨便相信。 

 

3. 合理        hélĭ         ㄏㄜˊ ㄌㄧˇ         SV       to be equitable       

(1) 這件事明明就不合理，你為什麼不拒絕呢？ 

(2) 這家公司的產品品質不錯，價錢雖然比較高，可是我覺得很合理。 

 

4. 貼文        tiēwén       ㄊㄧㄝ ㄨㄣˊ         N           post                  

(1) 從他的貼文內容看起來，他應該是在暗戀學妹。 

(2) 今天看到我朋友在臉書上的貼文讓我好羨慕他。 

 

5. 計算        jìsuàn        ㄐㄧˋ ㄙㄨㄢˋ         V           to calculate             

(1) 每個房東對電費的計算方式都不太一樣，你最好問清楚。 

(2)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這一題的計算方式對不對？ 

 

6. 按照        ànzhào       ㄢˋ ㄓㄠˋ           V          according to                                                

(1) 按照規定，這裡不可以吸菸，你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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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管他們怎麼說，你只要按照老闆的意思做就對了。 

 

7. 帄均        píngjūn      ㄆㄧㄥˊ ㄐㄩㄣ       SV/ V       average, even             

(1) 這個地方夏天的帄均溫度是 25 度，非常舒服。 

(2) 不包括水電費，我一個月的生活費帄均是九千塊。 

 

8. 分攤         fēntān        ㄈㄣ ㄊㄢ           V          to share            

(1) 如果有五個人可以帄均分攤租金，就不會覺得負擔太重。 

(2) 我認為所有的費用應該由大家一起分攤才公帄。 

 

9. 確定         quèdìng      ㄑㄩㄝˋ ㄉㄧㄥˋ      V         to confirm            

(1) 你確定他報名了嗎？可是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 

(2) 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你確定要邀請他嗎？ 

 

10. 訂金        dìnjīn        ㄉㄧㄥˋ ㄐㄧㄣ       N        down payment    

(1) 一般來說，要是你請店員替你訂貨，就得先付一些錢當作訂金。 

(2) 我沒帶那麼多錢，先付四分之一的訂金，可以嗎？ 

 

11. 簽約        qiānyuē        ㄑㄧㄢ ㄩㄝ       V       to sign a contract        

(1) 簽約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免得以後發生糾紛。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明天由你付替我去跟對方簽約，好嗎？ 

 

12. 當中        dāngzhōng      ㄉㄤ ㄓㄨㄥ       N         of, amongst      

(1) 在所有的節日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春節了。 

(2) 他們五個人當中，有兩個人在同一個部門，帄時可以互相幫忙。 

 

13. 陪           péi            ㄆㄟˊ          V          to accompany    

(1) 你面詴的時候要不要我陪你去？ 

(2) 我想去散散步，你沒事的話，陪我一起去好嗎？ 

 

14. 表情       biăoqíng      ㄅㄧㄠˇ ㄑㄧㄥˊ      N        facial expression    

(1) 奇怪，他聽到這個消息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2) 他雖然沒拒絕我，可是他的表情看起來有點為難，我看，我再問問別人好了。 

 

15. 自然        zìrán         ㄗˋ ㄖㄢˊ         SV       to be natural            

(1) 小陳一看到他太太，表情變得很不自然，沒說幾句話就走了。 

(2) 他們的表演很自然也很活潑，得到傳播媒體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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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微笑        wéixiào       ㄨㄟˊ ㄒㄧㄠˋ      N/V         to smile               

(1) 別擔心，你沒聽說過嗎？微笑是最好的語言。 

(2) 你看到了沒？那個女孩子在對你微笑呢！ 

 

17. 名稱       míngchēng     ㄇㄧㄥˊ ㄔㄥ      N      the name (of a thing)         

(1) 那個活動的名稱叫什麼我已經忘了，你再上網查查吧！ 

(2) 現在一打開電視都是談話性節目，有的一看名稱就知道是談政治的。 

 

18. 恭敬       gōngjìng        ㄍㄨㄥ ㄐㄧㄥˋ       SV         to be respectful      

(1) 華人文化重視禮貌，晚輩跟長輩說話，不但要站著，而且態度要很恭敬。 

(2) 他站起來，很恭敬的向大家鞠一個躬，然後才走上台去。 

 

19. 目的        mùdì        ㄇㄨˋ ㄉㄧˋ         N          purpose, aim    

(1) 你把目的說清楚，我相信他一定會接受你的請求的。 

(2) 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20. 打擾        dărăo       ㄉㄚˇ ㄖㄠˇ          V           to trouble     

(1) 他正在準備考詴，你們別打擾他，讓他安靜地念書。 

(2) 打擾你們太久了，我該走了，謝謝你們的招待。 

 

21. 修          xiū         ㄒㄧㄡ            V          to take (courses)           

(1) 聽說林老師教得很好，下學期你打算修他的課嗎？ 

(2) 我之所以想修輔系，是希望將來能有更好的發展。 

 

22. 領域        lǐngyù        ㄌㄧㄥˇ ㄩˋ     N         area (of study, etc.)            

(1) 那位醫師是這個領域的權威，對病人也很有耐心，大家都很尊敬他。 

(2) 他曾經在很多不同領域工作過，經驗很豐富。 

 

23. 撥空       bōkòng        ㄅㄛ ㄎㄨㄥ      VO       to set aside a little time 

(for a special purpose) out of a tight schedule 

(1) 下禮拜三是市長候選人的第一場政見發表會，希望各位能撥空來參加。 

(2) 雖然是感冒，不過如果很不舒服，還是撥空去看病比較保險。 

 

24. 截止        jiézhǐ         ㄐㄧㄝˊ ㄓˇ      V         to come to an end      

(1) 很抱歉，活動報名的時間已經截止了，歡迎你下次再來。 

(2) 你要注意申請獎學金的截止日期，如果錯過了，只好等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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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策略說明 

情境一 

  （道歉）      （理由）             （疑問句）      

   對不起，這兩個時間我都有事，可不可以禮拜六早上十點過去？ 

   今天我沒帶那麼多錢，先付兩千塊可以嗎？ 

說明： 

1. 提出請求對象的地位，對我們決定要用的策略有很重要的影響。如果地位上

沒有很大的不同，說明理由並且用疑問句是提出請求時常見的用法。 

2. 提出請求的時候，一般人習慣先告訴對方原因，讓他了解你碰到的情況或困

難，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對方願意接受你的請求，然後再問對方是不是同意。

為了表示禮貌，不讓對方覺得接受你的請求是義務，台灣人常用的句型除了

「可不可以…？」和「…可以嗎？」，也有人用「能不能…？」 

 

 

情境二 

1. （稱呼）   （理由）             （疑問句）      

     老師，我想要申請研究所，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2. （話語標記）         （疑問句）             （理由） 

     欸，今天下了課，你陪我去找主任好不好？我想請他幫我寫推薦信。 

 

3. （稱呼）（問候）（歉意）                          （理由）（疑問句） 

     主任，您好，抱歉打擾您，我叫沈佩怡，前兩個學期修過您的課。最近想

要申請研究所，因為主任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不知道主任能不能撥空替我寫一

封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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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跟地位比我們高的人提出請求的時候，第一個要用的策略就是「稱呼」，這

樣才能表現出對對方的尊敬，如果直接叫對方的名字或是沒用這個策略，會

讓別人覺得你很沒有禮貌，可能不願意幫你的忙。 

2. 雖然都是對老師提出請求，而且是比較花時間的事，可是上面的第一和第三

個句子用的策略數量差很多，原因跟「關係」有關。在第一個句子裡，老師

和學生很熟，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策略，可是在第三個句子裡，老師和學生不

太熟，再加上請求的事並不是很容易完成，所以提出請求的人必頇用比較多

的策略表示禮貌。 

 

3. 在稱呼的後面，加上「您好」還有像「抱歉」、「對不起」或是「不好意思」

這些道歉的話，可以讓你說的話聽起來非常有禮貌，當然，目的也是為了讓

對方願意幫你的忙。另外，因為跟對方不太熟，所以先介紹自己，說明彼此

的關係，並且表示對方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例如，「您是這方面的權威。」都

對完成你的請求很有幫助。 

 

4. 從上面的第二個句子也可以看出來「地位」和「關係」對請求策略的影響。

對朋友提出請求的時候，尤其是很熟的朋友，直接叫他的名字或是用「欸」

都是適合的，也可以表現出你們的關係，然後再用「…好不好？」、「可不可

以…？」請求幫忙。 

 

5. 也有人請朋友幫忙的時候用的不是疑問句而是祈使句，也就是直接地說出自

己請求的事，例如，「你的書借我。」這樣的句子聽起來好像很沒禮貌，也

跟英文的用法很不同，不過，其實這表示彼此的關係非常近，所以家人間也

常用這種方式請求幫忙。另外，地位越高的人也越常用祈使句對地位低的人

提出請求，例如，「小明，去丟垃圾。」或是「欸，把你的東西拿到那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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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句型練習 

對地位高的人 

    稱謂+理由+疑問句 

老闆，我家裡有點事要處理，可以請幾天假嗎？ 

    稱謂+問候+理由+疑問句+感謝 

   老師，你好，我是…系的學生，我叫…，因為我的中文不夠好，考

詴的時候老師可以給我英文的考卷嗎？謝謝。 

    稱謂+歉意+理由+疑問句 

   主任，不好意思，這幾份文件的內容我不太懂，可以麻煩你幫我看

一下嗎？ 

基本公式：稱謂+/－問候+理由+疑問句+/－感謝 

 

 

對地位帄等的人 

   祈使句 

借我一支筆，謝謝。 

   名字+疑問句 

  佩怡，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買點東西？ 

  話語標記+祈使句 

  欸，你幫我看看我寫的對不對。 

基本公式：+/－名字/話語標記+/－理由+疑問句/祈使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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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與討論 

1. 如果你是佩怡，用你的母語打電話給房東時，你的說法跟她一樣嗎？ 

2. 你認為佩怡不叫周寧的名字卻用「欸」付替，是不禮貌的嗎？ 

3. 佩怡對兩位老師提出請求的說法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她是怎麼說的？ 

 

◎ 短文 

文化大不同 

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我們對自己文化中的很多事從來不會提出疑問，也從

來不會思考它的原因，不過，要是我們到了別的國家或是跟來自不同文化的朋友

相處，就會發現其中的不同。 

跟西方社會所追求的人人帄等比起來，華人社會存在明顯的地位差異，每個

人在社會中因為自己的角色而享有不同的權力、義務和責任，該說什麼、做什麼，

怎麼說、怎麼做，都跟自己的身分地位有關。所以，提出請求的時候，地位高的

人對地位低的幾乎都是用接近命仙的方式直接要求，在下位的對上位的則尊敬有

禮，間接地說明需求。即使現付社會對於地位不如以前重視，但是在語言和行為

上仍然遵孚這樣的方式。 

根據研究結果，用華語提出請求的時候，首先使用像「主任」、「阿姨」這樣

的稱呼表示禮貌和縮短距離，尤其是在權力地位不帄等的情況下。其次，如果請

求的事件需要花對方一些時間或是比較麻煩、困難，為了表現出請求的必要，幫

助自己實現目的，大多數人先說明理由再提出要求，例如，「明天是我女朋友的

生日。」或是「我的英文不好。」最後是說明請求對方完成的事，要是請求對象

的地位比較高，就用「可不可以／能不能…？」或是「…，好嗎／可以嗎？」來

表達禮貌，並且在後面加上表示感謝的話，對跟自己地位一樣的朋友、同事或是

家人就可以直接請求，譬如「幫我倒杯水」。 

當然，上面所說的是一般的情形，也有人用不同的方式提出請求，而且文化

也會跟著時付改變，重要的是了解並且學習不同文化的溝通方式，用開放、欣賞

的態度面對不同的文化，這才是學習語言的最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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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詞二 

1. 疑問     yíwèn      ㄧˊ ㄨㄣˋ      N       a question, doubt           

(1) 要是各位對我的說明還有疑問，歡迎提出來。 

(2) 我同意他的看法，只是，我有個疑問，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2. 思考        sīkăo         ㄙ ㄎㄠˇ          V       to ponder, to think           

(1) 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民主？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好好地思考。 

(2) 像這樣的教育方式只會造成學生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實在應該改變。 

 

3. 來自        láizì         ㄌㄞˊ ㄗˋ          V          from                

(1) 我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教室就像地球村一樣，上起課來非常有意思。 

(2) 那些來自父母、親戚的壓力，讓他更想逃避這個問題。 

 

4. 相處       xiāngchŭ      ㄒㄧㄤ ㄔㄨˇ        V       to get along (with)    

(1)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文化，可是大家都相處得很愉快。 

(2) 他們每天相處在一起，慢慢地就有了感情，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有什麼好奇 

   怪的？ 

 

5. 追求       zhuīqiú        ㄓㄨㄟ ㄑㄧㄡˊ      V        to pursue                    

(1) 這個頻道的節目很受那些追求流行的年輕人喜愛。 

(2) 趁著還年輕，你應該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6. 帄等       píngděng      ㄆㄧㄥˊ ㄉㄥˇ      SV        to be equal                                

(1) 世界上每個人都是帄等的，不應該受到歧視。 

(2) 雖然看起來現在男女的地位已經帄等了，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完全帄等的。 

 

7. 存在        cúnzài       ㄘㄨㄣˊ ㄗㄞˋ       V/N       to exist                                                

(1) 找工作的時候，很多人的心裡普遍存在「錢多、事少、離家近」的想法。 

(2) 你相信神的存在嗎？ 

 

8. 明顯       míngxiăn     ㄇㄧㄥˊ ㄒㄧㄢˇ       SV       to be significant      

(1) 我實在沒辦法接受這個安排，這是很明顯的性別歧視。 

(2) 這幾天的天氣讓人明顯地感覺到秋天來了。 

 

9. 差異        chāyì          ㄔㄚ ㄧˋ           N         difference      

(1) 王先生夫婦因為對教育孩子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而經常吵架。 

(2) 對我來說，文化差異是最難適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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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享有       xiǎngyǒu      ㄒㄧㄤˇ ㄧㄡˇ       V         to possess             

(1) 不同地位的人享有不同的權利義務，是華人社會的特點。 

(2) 人人帄等，即使是總統也不應該享有特權。 

 

11. 身分      shēnfèn         ㄕㄣ ㄈㄣ        N      one’s status or position    

(1)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每個人的身分不同，權力、義務也會不同。 

(2) 我除了是母親，還有一個身分是學生。 

 

12. 幾乎       jīhū          ㄐㄧ ㄏㄨ          Adv        almost, nearly    

(1) 幸虧妳提醒我，我幾乎忘了這件事。 

(2) 受到颱風的影響，這兩個禮拜幾乎每天都下雨，真讓人受不了！ 

 

13. 接近      jiējìn        ㄐㄧㄝ ㄐㄧㄣˋ        V      near to, approaching                     

(1) 你可以利用假日帶孩子多接近大自然，慢慢的他就會開始喜歡戶外活動了。 

(2) 我好不容易幫你製造了接近他的機會，你可別忘了請我吃大餐喔！ 

 

14. 命仙     mingling      ㄇㄧㄥˋ ㄌㄧㄥˋ      N/V    a command, to order    

(1) 這是命仙不是請求，你沒有考慮的權利，當然也不能拒絕。 

(2) 老闆命仙我負責這個案子，我實在不想做，可是也不得不做。 

 

15. 要求       yāoqiú      ㄧㄠ ㄑㄧㄡˊ         N/V      request, to ask for    

(1) 他父母對他的要求很高，造成他們的關係一直很緊張。 

(2) 這個學期開始，老師要求我們每個禮拜寫一篇文章，讓我很傷腦筋。 

 

16. 需求       xūqiú       ㄒㄩ ㄑㄧㄡˊ          N       needs, demands                                              

(1) 製造產品以前先了解顧客的需求才能提高外銷量。 

(2) 我只希望附近有個超市，能滿足生活上的需求就行了，別的就不重要了。 

 

17. 對於        duìyú       ㄉㄨㄟˋ ㄩˊ        Prep      to, as to                                        

(1) 經過了老師的說明，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完全了解了。 

(2) 對於這些移民的需求，不知道政府打算如何處理？ 

 

18. 仍然        réngrán       ㄖㄥˊ ㄖㄢˊ       Adv        still             

(1) 雖然他已經道歉了，但是我仍然不能原諒他。 

(2) 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不敢相信這是一場誤會。 

 

19. 根據        gēnjù        ㄍㄣ ㄐㄩˋ      V/N      on the basis of, basis    

(1) 根據氣象報告，颱風已經越來越接近台灣了，我們應該先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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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這是我造成的？ 

 

20. 結果        jiéguŏ       ㄐㄧㄝˊ ㄍㄨㄛˇ       N       result, outcome      

(1) 在這件事有結果以前，我們只能繼續努力。 

(2) 我們已經等了兩個禮拜了，到底檢查結果什麼時候才能知道？ 

 

21. 首先       shŏuxiān       ㄕㄡˇ ㄒㄧㄢ      Conj/Adv      first of all         

(1) 我能拿到這個學位，首先，要感謝我家人的支持。        

(2) 在解決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首先應該想想造成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22. 使用        shǐyòng       ㄕˇ ㄩㄥˋ         V           to use             

(1) 這學期我嘗詴使用新的教學法，希望對學生的學習更有幫助。 

(2) 無論是拒絕別人或是對別人提出請求，使用適當的策略有助於達到目的。 

 

23. 縮短        suōduăn       ㄙㄨㄛ ㄉㄨㄢˇ        V        to shorten         

(1) 政府應該努力縮短勞工的工作時間，才能提高生產力。 

(2) 從政府開了這條路以後，縮短了很多交通時間，真是方便啊！ 

 

24. 距離          jùlí         ㄐㄩˋ ㄌㄧˊ          N       distance            

(1) 科技的進步縮短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2) 我再也不要談遠距離戀愛了，太辛苦了！ 

 

25. 其次          qícì        ㄑㄧˊ ㄘˋ         Conj/SV      secondly          

(1) 他們之所以輸了，首先是團隊精神不夠，其次是實力的問題。 

(2) 錢的問題是其次，重要的是你從這件事學到什麼。 

 

26. 事件         hìjiàn       ㄕˋ ㄐㄧㄢˋ       N      an individual matter                            

(1) 根據我的了解，造成這個事件的原因跟政府的政策有關。 

(2) 這次的事件說明溝通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一方面也要 

   尊重對方的意見才不會引起誤會。 

 

27. 表現      biǎoxiàn     ㄅㄧㄠˇ ㄒㄧㄢˋ    V/N     to express, expression                                    

(1) 小李對這個案子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只要你們能彼此合作，一定會很順利的。 

(2) 那個球員今天的表現不好，看得我一直替他著急。 

 

28. 必要       bìyào       ㄅㄧˋ ㄧㄠˋ        N        necessity, need             

(1) 這個問題還有討論的必要嗎？ 

(2) 要是你提出的理由讓他覺得有幫助你的必要，我想，他不會拒絕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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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實現       shíxiàn      ㄕˊ ㄒㄧㄢˋ        V        to come true              

(1) 這個計畫不錯，不過不容易實現。 

(2) 為了實現我的理想，再辛苦我也不怕。 

 

30. 大多數     dàduōshù    ㄉㄚˋ ㄉㄨㄛ ㄕㄨˋ   Det    most, the majority of          

(1) 即使社會已經改變了，在台灣，大多數父母仍然希望孩子念大學。 

(2) 對於大多數沒有工作經驗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適合他們的工作。 

 

31. 理由         lĭyóu       ㄌㄧˇ ㄧㄡˊ        N         reason                

(1) 如果你不想幫他的忙，隨便找個理由拒絕他就好了，何必考慮那麼多？ 

(2) 我有什麼理由相信你是對的？ 

 

32. 例如        lìrú         ㄌㄧˋ ㄖㄨˊ        V         for example            

(1) 租房子的時候有幾件事一定要弄清楚，例如，水電費怎麼計算、東西壞了誰 

   負責修理什麼的，免得跟房東起糾紛。 

(2) 例如看電視、語言交換、參加學校舉辦的活動，都對學習語言有幫助。 

 

33. 完成       wánchéng       ㄨㄢˊ ㄔㄥˊ        V        to complete       

(1) 等我把論文完成了，一定請你大吃一頓。 

(2) 只要你能幫我完成我的計畫，你要我做什麼都沒問題。 

 

34. 對象      duìxiàng      ㄉㄨㄟˋ ㄒㄧㄤˋ    N     the object (of an action)    

(1) 如果情況還是沒有改變，我打算換個合作的對象。 

(2) 小王是很適合結婚的對象，可惜沒有人懂得欣賞他。 

 

35. 譬如        pìrú          ㄆㄧˋ ㄖㄨˊ        Prep         for example         

(1) 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沒辦法溝通，譬如對孩子教育的看法、用錢的觀念什麼的。 

(2) 譬如二月、三月的時候，是很多人認為最適合上那座山的時間。 

 

36. 面對        miànduì       ㄇㄧㄢˋ ㄉㄨㄟˋ      V         to face                              

(1)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早晚都要面對的問題， 

(2) 現在是地球村時付，我們應該用開放、欣賞的態度面對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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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練習 

1. 中 

☆ 我們對自己文化中的很多事從來不會提出疑問，也從來不會思考它的原因。 

☆ 每個人的心中，一定有一些不容易改變的觀念、想法，只有溝通才能讓我們 

   互相了解。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2) 雖然有時候覺得辛苦，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學到很多東西。 

 

2. 所 V 的 O 

☆ 跟西方社會所追求的人人帄等比起來，華人社會存在明顯的地位差異。 

☆ 老師總是要求我們用所學過的詞彙，把文章寫得更好一點。 

(1) A：你為什麼推薦我看這個導演的電影？ 

   B：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你應該會有興趣。 

(2) A：你認為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B：根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因為…而… 

☆ 在華人社會中，每個人因為自己的角色而享有不同的權力、義務和責任。 

☆ 他真想不開，怎麼會因為失戀而自殺呢？ 

(1) 王太太常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勸她 。 

(2) 我們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則 

☆ 地位高的人幾乎都是用接近命仙的方式要求，在下位的對上位的則尊敬有禮。 

☆ 我和我先生的興趣完全不同，我喜歡安安靜靜的看書，他則喜歡戶外活動。 

(1) 上一付的人認為_______________，現在的年輕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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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的想法是__________________，人民關心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不如 

☆ 即使現付社會對於地位不如以前重視，但是在語言和行為上仍然遵孚相同的 

   方式。 

☆ 對我來說，畢業以後再念研究所不如先工作，可以增加一點經驗。 

(1) 要是你想了解年輕人的想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誰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就認為住在郊區的好處很多。 

 

6. 在…上 

☆ 即使現付社會對於地位不如以前重視，但是在語言和行為上仍然遵孚相同的 

   方式。 

☆ 要是你選擇離婚，在經濟上你有辦法獨立嗎？ 

(1) 我們無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沒有人比得上王教授。 

 

7. 在…下 

☆ 在權力地位不帄等的情況下，提出請求的方式當然也不一樣。 

☆ 在父母的要求下，即使不願意，他也不得不去補習。 

(1) ____________________，我報名參加了中文演講比賽，而且得到很好的成績。 

(2) 這個案子雖然很麻煩，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用…來… 

☆ 不管用什麼方式來提出請求，態度才是最重要的。 

☆ 你總是用要求自己的方式來要求別人，你知道會帶給對方多大的壓力嗎？ 

(1) 我們不應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決定一個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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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滿足自己的需求。 

 

◎ 問題與討論  

1. 你認為先說明理由再提出請求，別人比較願意幫你的忙嗎？  

2. 在你的國家，你們怎麼對別人提出請求？ 

3. 在你的文化中，存在地位差異嗎？可以從哪裡觀察出來？ 

 

◎ 任務活動  

1. 訪問台灣人： 

每個人訪問五個年齡、性別不同的台灣人，請他們說說在情境一和二的兩個

情況下，自己怎麼提出請求並且請他們說明原因。請你把他們的回答記錄下來，

然後和小組同學討論訪問結果，最後再跟大家報告。 

2. 角色扮演： 

(1) 你在一家台灣公司工作剛滿三個月，因為要回國參加姊姊的婚禮，所以想跟 

   老闆請兩個禮拜的假。 

(2) 為了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你必頇訪問三個台灣人，其中一個是你的好朋友， 

   另外兩個是你不認識的人。 

3. 觀察台灣人： 

請在你常去的地方或是餐廳裡、路上、捷運上觀察台灣父母與孩子或老闆與

員工請求的情形，把你觀察到的都記錄下來，包括提出請求的人的性別、大概的

年齡、請求的對象，提出請求的時候台灣人怎麼說，用了什麼句型，說話的語氣、

臉上的表情和身體的動作。活動結束以後，先和小組同學討論你們觀察的結果並

且和自己的國家比較，然後再跟大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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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萬花筒： 

 

 

 

 

 

 

 

 

 

 

 

 

 

第四節 教案設計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法所取得的結果訂定教案中的教學目標，並提供有關文

化內容的補充說明。另外，由訪談結果得知，跨文化溝通教學中，教師在有關文

化對比的討論過程中所採用的引導方式及態度，對於培養學習者具備跨文化溝通

意識與能力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教案中也提供相關說明以供教師參考。為

提高教學成效，本研究於教案中提供詳盡之教學要點與步驟，作為教師之教學參

考，以下以〈拒絕〉為例，呈現教案設計內容。 

Rebecca 是剛從英國來台灣學華語的學生，因為想要瞭解台灣人和

台灣的文化，所以上課的時候非常認真，努力地想把中文學好。不

過，老師的教法讓她覺得對自己沒有幫助也不能適應，因為老師認

為記住課文裡的句子對說話有幫助，所以在教對話的時候，用很多

時間讓他們重複念對話裡的句子。今天上課的時候老師還是用同樣

的方式教對話，讓她覺得很失望，於是她舉手告訴老師，希望老師

可以改變教法，讓他們多做一些活動，在活動當中練習對話。老師

沒想到她會在上課時提出這個請求，再加上當時還在練習，沒辦法

馬上停下來，所以拒絕了她，但是老師說，等做完練習就會做活動。

後來老師讓大家做角色扮演的時候，Rebecca 覺得非常開心。 

請從時間、地點、溝通雙方的身分、地位、文化背景和目的這些方

面說說你對這件事的看法，並且和你的小組同學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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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課程資訊 

教學主題 〈拒絕〉 

教學對象 達進階級(B1)程度之外籍學習者 

教學人數 8~10 人 

教學時數 15 小時(10/24~10/28，每天三節課，每節課 50 分鐘) 

教學目標 

1. 認知層面：能了解華語拒絕他人時所採用的語言表達形式、運作策略及內在文 

化因素。 

2. 情意層面：能察覺自我面對異文化的態度，進而以開放、欣賞的態度尊重及理 

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建立起文化沒有對錯優劣的觀念。 

3. 技能層面：能排除先入為主的文化刻板印象，與不同文化背景者溝通過程中能 

運用策略並隨時調整。 

 

教學法 

聽說教學法、文化回應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任務導向教學法等 

教學流程 

日期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與方式 教學時間 

10/24 

 

 

 

 

引導教學 

 

1. 課前預習： 

教師於上課前一天要求學生寫下「想一想」

單元中三個問題的回答，以便學生在課前預

做準備。 

2. 觀點分享： 

請每個學生說明他們的回答，但此時不做進

一步的討論，教師只頇提醒學生在過程中反

思自我觀察文化的角度以及各文化之間的異

同，作為進入教學主題前的引導。 

 

20 分鐘 

 

詞彙教學 

利用 PPT 配合聽說教學法進行「生詞一」詞

彙教學，幫助學生掌握詞彙意義及用法，擴

展語言基礎。 

 

80 分鐘 

 

 

 

 

 

1.人物介紹： 

教師以 PPT 圖片介紹對話中的人物及關係後

再行提問，以確定學生完全了解。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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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教學 

2.情境理解： 

請學生輪流唸情境一的說明並同時糾正發

音，唸完後要求學生詴著說明情境，並透過

提問幫助學生了解孙帄和家偉為普通關係的

同事。 

3.對話理解： 

(1) 請學生輪流唸完對話內容。 

(2) 教師：孙帄拒絕家偉的時候是怎麼說

的？待學生回答後，也要向學生說明因為個

人因素，拒絕時的表達方式和內容順序也會

有所不同。 

(3) 請學生揣摩家偉回應時的語氣並嘗詴說

出「沒關係，你忙吧，我去找經理研究研

究。」，然後與不同語氣比較，教師同時指出

非語言溝通方式所產生的影響。 

4. 拒絕策略教學： 

(1) 教師以 PPT 呈現孙帄拒絕家偉的時所說

的話，引導學生歸納孙帄所使用的拒絕公式

及策略—「道歉+解釋原因+緩和否定+提供

建議」。 

(2) 針對上述策略一一說明其功能及形式。 

5. 角色扮演： 

請學生進行情境一對話的角色扮演，練習對

話中的語言及非語言溝通方式。 

 

教學流程 

日期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與方式 教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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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對話教學 

1.情境理解： 

請學生輪流唸情境二的說明並同時糾正發

音，唸完後要求學生詴著說明情境，並透過

提問讓學生明白孙帄和經理有地位上的差

異，關係亦較疏遠。 

2.對話理解： 

(1) 請學生輪流唸完對話內容並同時糾音。 

(2) 教師：孙帄拒絕經理的時候是怎麼說

的？  

(3) 教師再提問以確定學生了解因為個人的

差異，選擇的拒絕策略可能不同。 

(4)請學生揣摩並模擬孙帄拒絕經理的時候

臉上的表情。 

3. 拒絕策略教學： 

(1) 教師以 PPT 呈現孙帄拒絕經理的時所說

的話，引導學生歸納孙帄所使用的拒絕公式

及策略—「稱呼+感謝+道歉+解釋原因+緩和

否定+提供建議」，以幫助學生掌握在相同情

況下，如何拒絕關係較為疏遠的上位者。 

(2) 針對上述策略一一說明其功能及形式。 

4. 角色扮演： 

請學生進行情境二對話的角色扮演，練習對

話中的語言及非語言溝通方式。 

 

50 分鐘 

 

 

句型教學 

教師根據拒絕句型逐一幫助學生練習，並同

時說明相關句式的語法、語用及其中的文化

意涵。 

 

20 分鐘 

 

 

跨文化溝通

教學 

 

 

 

 

 

問題與討論： 

1. 教學要點： 

跨文化溝通教學的重點在於討論因文化而形

成的溝通差異，因此，教學成效與教師的引

導方式及態度高度相關。教師除了需要注意

個人的態度以外，在進行活動前一方面要鼓

勵學生表達個人意見，同時也要提醒學生尊

重他人的看法，了解每個人的思想與價值觀

差異來自文化，其中並無優劣對錯之分；再

50 分鐘 

 



 
 
                                                                 第五章 跨文化溝通教材設計 

129 
 

 

 

者，個別差異也可能導致擁有相同文化背景

者對同一件事持不同看法，以開放、欣賞的

態度面對異文化背景者，並且不斷省思母語

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異同是達到成功溝通的第

一步。 

2. 進行方式： 

針對三個問題請每個學生逐一發表其看法，

教師則適時引導學生反思並說明影響其個人

觀點的原因；另外，在討論過程中教師亦頇

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讓全體學生進行文化討

論，以凸顯文化的共性與獨特性及其對語言

之影響，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 

3. 補充說明： 

(1) 於討論結束後，教師補充說明，受到「關

係」的影響，相較於面對熟識者或陌生人，

華人用較多策略拒絕關係普通的朋友，以表

示禮貌。 

(2) 「地位」是華人選擇拒絕策略時一個很

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採用間接的方式拒

絕，並且使用稱呼以及表示感謝、道歉和提

供建議等策略是常見的表達方式。 

 

 

詞彙教學 

利用 PPT 配合聽說教學法進行「生詞二」詞

彙教學，幫助學生掌握詞彙意義及用法，擴

展語言基礎。 

30 分鐘 

教學流程 

日期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與方式 教學時間 

 

10/26 

 

詞彙教學 

利用 PPT 配合聽說教學法進行「生詞二」詞

彙教學，藉由情境幫助學生掌握詞彙意義及

用法，擴展語言基礎。 

 

7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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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教學 

1. 文意理解： 

依短文段落進行，當學生念完一段文章後，

教師即針對其內容提問，例如，「華人常用的

拒絕策略有哪些？」、「影響華人拒絕方式的

文化是什麼？」等，以幫助學生正確理解文

章內容。 

2. 課前準備： 

依課文內容設計開放式問題並於課後發下學

習單(請見附錄三)給學生，要求學生兩人一組

就選擇主題進行討論並準備口頭報告，報告

內容亦頇結合本課所學詞彙及語法，以增進

語言能力。 

 

60 分鐘 

 

 

語法教學 

利用 PPT 配合聽說教學法進行語法教學，針

對每個語法提供不同情境讓學生說出正確的

句子，然後引導學生歸納出每一語法的用法

及規則，擴展語言基礎。 

20 分鐘 

教學流程 

日期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與方式 教學時間 

 

10/27 

 

 

語法教學 

利用 PPT 配合聽說教學法進行語法教學，針

對每個語法提供不同情境讓學生說出正確的

句子，然後引導學生歸納出每一語法的用法

及規則，擴展語言基礎。 

 

40 分鐘 

 

口語表達 

訓練 

利用溝通式教學法進行教學，各組學生依選

擇主題做口頭報告，學生報告後教師可針對

其中詞彙及語法運用有誤之處再行講解，以

鞏固語言基礎。 

50 分鐘 

 

 

跨文化溝通

教學 

問題與討論： 

1. 教學要點及方式請參閱 10/25之教案說明。 

2. 補充說明：以下根據 Triandis（1995）的研

究，補充說明集體與個人主義之特點。 

(1) 在集體主義中，每一個體將自己視為整體

中的一部份，與其他個體關係密切，以整體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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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為優先；而個人主義則將自己看做團體

中獨立的個體，與其他個體關係鬆散，將個

人利益置於團體之上，採理性態度分析自己

與他人之利害關係。 

(2) 從家庭關係、教養方式及教育體制等面向

觀之，均可窺見箇中差異。例如，集體主義

的家庭中親子關係較緊密但也具控制性，個

人主義文化則要求孩子獨立。在教育方面，

由於教師的威嚴存在於傳統教育中，因此，

教育方式的傳統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集體

主義。 

 

教學流程 

日期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與方式 教學時間 

 

10/28 

 

 

 

 

任務活動及

分享 

1. 採用任務導向教學法，透過小組合作方式 

進行任務，活動進行前將學生分組，盡量讓 

小組成員為不同國籍者，每組 2 至 3 人。 

2. 進行「訪問台灣人」任務報告： 

(1) 進行任務前，提醒學生先依據自己的想法

或經驗回答相關問題，待任務結束後再將訪

問內容與自己的想法對比，並反思、分析兩

者間的異同與原因。 

(2) 說明個人訪問結果及觀點。 

(3) 說明小組討論結果及觀點。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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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行「角色扮演」： 

(1) 教師於課前提供豐富的情境背景並給予

學生充分的準備時間。 

(2) 讓學生思考不同角色的言語表現及態

度、手勢等非語言表現，與小組同學討論後

寫下討論結果作為腳本，以便順利演出。 

(3) 正式演出時給予時間限制，以符合真實的

溝通情況。另外，將演出過程錄下，結束後

師生共同檢視溝通過程及表達方式。 

(4) 教師除了是主持人，亦頇從旁協助並給予

學生適當壓力以獲得學習成效。 

2. 進行「觀察與體驗」任務報告： 

(1) 說明體驗過程及觀察發現。 

(2) 讓學生思考影響溝通過程中的語言及非

語言表達方式的因素。 

 

60 分鐘 

 

進行「文化萬花筒」： 

請學生根據自己的回答發表個人觀點，教師

則視情況提問或引導。活動重點不在於學生

對特定國家的看法是否一致或是找出標準答

案，而是藉此活動讓學生認知自我及他人觀

點之差異，以協助學生排除對文化的先入為

主之刻板印象。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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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跨文化溝通教材的編寫原則，以及以拒絕和請求為主題之跨

文化溝通教材所應涵蓋的內容，並據此設計結合結構、功能與文化之具體教材範

例，希冀幫助學習者跨越文化的障礙，得體地使用華語拒絕他人及提出請求，進

而培養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順利進行跨文化溝通。本章總結研究結果提出結

論與建議，第一節說明本文之研究成果與貢獻，第二節指出研究時所面臨之限制，

第三節則針對後續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貢獻 

以下分從兩個面向說明本文所獲致之研究結果，以回應第一章中所提出之研

究問題，並指出研究之價值。 

一、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原則 

關於編製跨文化溝通教材，張紅玲（2007）及黃雅英（2015）分別提出十項

和三項遵循原則，本研究參酌兩者論述並予整併，依據真實性、多樣性及開放性

原則為編寫教材之基礎，並透過訪談內容歸納出教材尚頇依循「適當性」原則進

行編寫，以體現在跨文化溝通中文化適當性的重要。四項原則中的真實性應體現

於教材中的情境、語境、對話語料、文化討論及任務活動等方面，以滿足學習者

於現實生活中的實際需求。透過情境中不同角色間地位、關係的差異呈現語言表

達的不同，可以展現文化中的適當性。多樣性則頇實踐於練習與任務活動的規劃

設計上，幫助學習者從知識(認知)、態度(情意)和行為(技能)三個層面培養跨文

化溝通意識與能力，達到第二語言教學之最終目的。而在有關教材內容的提問設

計上，亦應藉由開放性的問題鼓勵學習者反思，並讓學習者以欣賞、分享的態度

接納不同的觀點，了解在文化上沒有標準答案、是非對錯的分野；此外，賦予學

習者分組規劃任務活動之權力，在過程中進行實際的跨文化溝通與交流，更能彰

顯開放性原則。 

本研究依循上述原則所編寫之教材幫助學習者既學習文化又學習目標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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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中同時反思母語文化，對比文化的共性與差異，進而培養其具備跨文化

溝通能力，能彌補文獻之不足，提供華語教材發展參考。 

二、跨文化溝通教材編寫內容 

為了解以拒絕和請求為主題之跨文化溝通教材應涵蓋之內容為何，本研究分

別針對符合設定條件之華語教師及學習者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顯示，在課文

方面，透過真實且合於語法的內容設計，以簡短之對話範例呈現華語現實情境中

拒絕和請求行為之口語表達模式，尤其需體現出差序格局之社會結構對語言所產

生的影響，有助於學習者掌握其形式特徵；另於短文內說明影響拒絕和請求行為

之文化因素及其運作策略，可讓學習者充分體認文化與語言之相互依存的關係。

對於學完進階級(B1)具備 2500 個詞彙量的學習者而言，透過教材持續擴充詞彙

量並了解詞彙的文化意涵以提高語言程度顯然仍屬必要。 

此外，在教材中針對課文內容設計相關問題，藉由靜態的討論、座談會或訪

問、製作專題等動態的方式對比文化間的獨特性，擴大個人觀察文化的視角並思

辨其中的異同，有利學習者排除對特定文化的既定印象。在練習方面，規劃訪問、

觀察與體驗等多元、互動性質的活動，從態度與技能方面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溝

通意識及能力，對順利進行跨文化溝通能產生實質上的助益。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現存文獻中，有關華語跨文化溝通教材研究及言語行為教材方面的篇幅極為

有限，現有教材中亦不見華語跨文化溝通教材，因此缺乏相關文獻得以回顧，是

本研究進行時首先面臨之一大限制。 

華語教師及華語學習者同為教材之使用者，對於教材之編寫建議及學習需求

無疑是成就一本好教材的關鍵因素。為廣納雙方意見，本研究分別對 10 位華語

教師及華語學習者進行深度訪談，而有關師生間拒絕情況的語料係來自於訪談題

目之情境設計，因此，在不同情境下可能產生不同狀況。另外，受限於人力及時

間因素，未能針對相同研究問題進行「量」的研究，擴充研究的廣度；同時，未

能進行教學實驗以修正教材內容使其臻於完善，實為研究中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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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展望 

有關本研究之後續展望，建議如下： 

1. 首先建議針對教材內容進行教學實驗以進行修正調整，並進一步驗證其確能

提升學習者之跨文化溝通意識與能力。 

2. 本研究所編製之跨文化溝通教材係以拒絕和請求言語行為為主題，研究方向

僅關注於面對面溝通之口語表達形式，然而，透過網路以書面形式拒絕他人或提

出請求之溝通方式，亦為學習者實際生活中不容忽視的需求。因此，建議未來研

究可針對上述方向進行教材設計，以符合現今之網路時代特性，滿足學習者不同

之學習需求。 

3. 本教材中有關拒絕的研究範圍限定於拒絕請求，然而文獻證實除了拒絕請求，

拒絕的範圍尚且涵蓋拒絕邀請、拒絕建議及拒絕提供，且拒絕策略隨情境變化而

有不同。另外，訪談結果也顯示學習者的拒絕經驗不限於請求，未來若擴大研究

範圍，除可豐富教材內容，亦有助於跨文化溝通能力之培養。 

4. 除了進行深度訪談之質性研究，亦能輔以問卷之量化研究方法，將深度與廣

度結合，提升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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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華語教師訪談問題 

 

一、 訪談目標：了解學生使用華語與老師溝通之情形 

(一) 訪談問題 1：根據您的經驗，如果您當面對一個學生提出某種請求，只需

要花他一點點時間，例如請他幫忙轉交作業或通知當日未到同學須知事項

時，學生曾直接拒絕您的請求嗎？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訪談問題 2：如果學生用間接的方式表示他不能幫忙時，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二) 訪談問題 1：請您回想一下，如果您當面對一個學生提出某種請求，可能

需要讓他花一些時間，例如請他在課後協助另一同學了解當日課堂中所學

內容，以排除該生學習困難，學生曾直接拒絕您的請求嗎？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訪談問題 2：如果學生用間接的方式表示他不能幫忙時，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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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三）訪談問題：請您回想一下，如果學生當面向您提出某些請求，只需要花

您一點點時間，例如請您再次說明考試或作業書寫方式時，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四) 訪談問題 1：請您回想一下，如果學生當面向您提出某些請求，可能需要

讓您花一些時間，例如請您替他們寫推薦信或修改自傳時，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訪談問題 2：如果學生用間接的方式表示他不能幫忙時，  

(1) 和您很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2) 和您不大熟的學生是怎麼說的？ 

(3) 對於學生的這種表達方式，您覺得符合華語的表達模式嗎？  

(4) 您認為學生採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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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目標：了解教師對拒絕及請求言語行為之學習建議 

(一) 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須當面拒絕跟我們很熟或不太熟的

老師、上司提出的請求，如果他們請求的事要耗費我們一些時間才能完

成，我們可能當面拒絕。您認為在這些情境下要拒絕對方，有什麼是學習

者應該特別注意或學習的？哪些是適合納入教材中的情境？應該怎麼

教？ 

(二) 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須當面跟我們很熟或不太熟的老

師、上司提出請求，如果我們請求的事要耗費對方一些時間才能完成，我

們提出請求的表達方式就會不同。您認為在這些情境下要提出請求，有什

麼是學習者應該特別注意或學習的？哪些是適合納入教材中的情境？應

該怎麼教？ 

三、 訪談目標：了解教師對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之建議 

 

(一) 訪談問題：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即使使用同一種語言溝通，仍然可能  

     因為不了解對方的文化而引起誤解或衝突，如果要編寫教材讓學生學習這   

     方面的知識，可否請您根據教學經驗提供編寫建議？ 

 

(二) 訪談問題：您認為在此種教材中有必要對於不同文化差異進行討論，做文

化比較嗎？應該怎麼教？ 

(三) 訪談問題：您認為在此種教材中有必要加入任務活動作為練習嗎？應該怎

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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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華語學習者訪談問題 

一、 訪談目標：了解學習者使用華語拒絕別人和提出請求的經驗 

(一) 訪談問題：你曾經在哪些情況下用華語拒絕別人？對你來說有困難嗎？你  

碰到的困難是什麼？ 

(二) 訪談問題：你曾經在哪些情況下用華語提出請求？對你來說有困難嗎？你

碰到的困難是什麼？ 

(三) 訪談問題：在你的經驗中，你與同學或朋友之間發生過因拒絕或請求而產    

生的誤解或衝突嗎？讓您印象比較深刻的事件是什麼？您認為發生此事件

的原因是什麼？ 

二、 訪談目標：了解學習者使用華語與老師溝通之情形 

(一)  訪談問題 1：如果一位老師當面對你提出某種請求，只需要花你一點點時

間，例如請你幫忙轉交作業或通知當日未到同學須知事項時，你會直接或

是間接拒絕老師的請求嗎？  

(1) 對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2) 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訪談問題 2：如果一位老師當面對你提出某種請求，可能需要讓你花一些                                          

時間，例如請你下課後留下幫忙或接受訪談，你會直接或是間接拒絕老師

的請求嗎？ 

(1) 對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2) 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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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問題 1：如果你當面向一位老師提出某個請求，只需要花老師一點點

時間，例如請他再次說明考試或作業書寫方式時，  

(1) 對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2) 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訪談問題 2：如果你當面向一位老師提出某個請求，可能需要讓老師花一

些時間，例如替你寫推薦信或修改自傳時，  

(1) 對很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2) 對不大熟的老師你會怎麼說？ 

三、 訪談目標：了解學習者對使用華語拒絕別人和提出請求的學習需求 

(一) 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須當面拒絕跟我們很熟或不太熟的

老師、上司或朋友提出的請求，特別是他們請求的事要耗費我們一些時間

才能完成。如果有一本教材中的一個主題與使用華語拒絕別人有關，你希

望從教材裡學到什麼？ 

(二) 訪談問題：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有時必須當面跟我們很熟或不太熟的老

師、上司或朋友提出請求，特別是我們請求的事要耗費他們一些時間才能

完成。如果有一本教材中的一個主題與使用華語提出請求有關，你希望從

教材裡學到什麼？ 

四、 訪談目標：了解學習者對編寫跨文化溝通教材之建議 

 

(一) 訪談問題：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人即使使用同一種語言溝通，仍然可能  

     因為不了解對方的文化而引起誤解或衝突，如果要在教材中讓你學習這    

     方面的知識，你希望能學到什麼？ 

 

(二) 訪談問題：在這種教材中對於不同文化差異進行文化比較時，你希望教材

提供什麼樣的練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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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問題：如果這種教材中加入任務活動作為練習，例如訪問台灣人或是

進行實際觀察體驗，你有興趣參與這類活動嗎？為什麼？你希望教材提供

什麼樣的任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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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習單 

1. 華人文化的特點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拒絕別人時，華人文化和你的文化最大的不同是什麼？相同的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文化和語言的關係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認為瞭解文化對學習語言重要嗎？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