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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論壇的建議行為中英對比： 

以保健主題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建議言語行為、語用策略、中英對比、網路溝通、華語教學 

 

 「建議」是常見於人際互動的言語行為，於語用學領域日益受到重視。在網

際網路盛行的全球化時代，網路溝通中的建議行為亦成為研究面向之一，然中英

對比方面的研究尚嫌不足。本文聚焦於網站論壇此一網路平台，比較華語與英語

建議之語用策略，同時探究文化價值與網路語境對建議的影響，以期結合網路科

技與華語語用教學，為英語背景的華語學習者歸納出較為容易理解的建議模式。 

 本文從《Mobile01》與《City-Data》的保健主題論壇選取語言樣本，分析重

點包括中心行為策略、輔助行為策略、內部修飾及序列結構，華語與英語這兩種

不同的語言即為本文之研究變項。 

研究結果顯示，華語及英語論壇參與者提出建議時均靈活運用多種策略，且

形成複雜的策略排序，但兩種語言對不同的策略及內部修飾各有偏好。整體架構

上，華語及英語建議均主要由一至兩種中心策略構成。華語建議傾向透過直接的

中心策略實施；反之，英語採用的中心策略以間接類型佔較多數。儘管如此，兩

個語言皆較常以中心行為起頭，輔助行為多置於文中或文末。而輔助策略的高度

使用，足見網路建議者喜好藉此手段加強建議效果。除此之外，網站論壇的建議

言談亦反映當今網路社會的語言風格。總體觀之，由於網路社會的溝通氛圍較為

平等，故網站論壇的建議通常以開門見山的方式提出，但仍顯現文化背景之差異

對網路溝通具有影響力。 

 最後，本文依據研究結果，以 Google Classroom為教學工具，設計擬真網站

論壇建議教學，引導學生因應華人文化與網路文化適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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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Speech Act of Advice 

on Chinese and English Internet Forums: 

A Case Study on Healthcare Subject 

 Abstract 

Keywords: speech act of advice, pragmatic strategies,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online communication, Chinese teaching 

 

The speech act of advice is a comm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received recent emphasis in the study of pragmatics. In global information age, the 

speech act of advice withi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trend, but 

contras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not adequat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rasting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in offering 

advice on internet forums, while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values and internet 

forum context on the speech act of advice, providing a summary on combining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hinese pragmatics to make easy for Chinese learners with an 

English background the recommended model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research gathered language samples on healthcare topics from the 

“Mobile01” and “City-Data” internet forums, then analyzed head act and supportive 

act, internal modifications and sequences structur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results shows that participan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orums both utilized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and forms complex sequences structure when giving advice, but the two 

languages present different preferences on selected strategies and internal 

modifications. Overall, the speech act of advic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mainly composed of one or two head acts, Chinese tending to implement direct head 

acts, and English tending to used indirect head acts more often. Nevertheles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most often began with head acts, with supportive act located in 

between the middle and end of the text. The high frequency of supportive act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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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t is a major means of strengthening the advisory effect. Moreover, advising in 

internet forums reflects the current language style. Overall,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between internet users is largely equal, users tend to 

present direct advising act, but that cultural backgrounds has a large influence o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s still evident. 

Las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s of studies, this research uses Google 

Classroom as an intermediately teaching tool to design an authentic internet forum 

lesson in order to guide students to perform appropriate advising based on Chinese 

and interne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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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提供建議（giving advice）是人類日常交流中頻繁出現的行為（Locher，2006；

Martínez-Flor，2005）。一個人於生活中總會因面對疑惑或困難而對未來行動有

所猶豫，此時，尋求他人建議以作為行動的指引，即成為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

尋求建議的對象包括個人所熟識的家人朋友，亦可能是藉由其他管道接觸的專業

人士（Locher，2006；Ruble，2011）。對另一方而言，基於他人的需求提供建

議，以解決對方問題、使其獲益為目標，此行為實質上即是一種協助（Banerjee & 

Carrell，1988；Martínez-Flor，2005）。換言之，前者求助，後者協助。而根據

語用學觀點，建議是一種指令類言語行為（directive speech act）（Searle，1969），

發話者意圖使受話者知曉，受話者應藉由採取何種做法而獲益（Searle，1969；

Wierzbicka，1987）。但由於發話者提出建議即等同於在心理上影響受話者的行

動，因此冒犯受話者的個人領地（Martínez-Flor，2010），損及受話者的自我形

象（Hudson，1990），是一種威脅受話者面子的行為（Brown & Levinson，1987）。

職是之故，實施建議言語行為時必須因應語境條件選擇適當的方式，避免溝通失

當而危及人際關係（Banerjee & Carrell，1988）。然而，比起同為指令類行為的

請求，建議行為受到的關注仍然不高。 

有鑑於語用學理論以英美社會背景為基石，無法充分解釋其他語言文化的一

般語用現象，跨文化語用學遂成為學界的重要課題（何兆熊，2000；謝佳玲，2015）。

謝佳玲（2015）闡明，跨文化語用學可據不同的研究重心分為「語用的跨文化對

比研究」（Cross-cultural Pragmatics，簡稱CCP）及「跨文化溝通的語用研究」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簡稱ICP）。前者的研究焦點在於對比不同文化族群從

事語言活動時所呈現的語用特點，後者則旨在探討不同文化族群運用同一種語言

進行跨文化溝通時所產生的語用問題。在此學理的支撐下，與建議行為相關之研

究日漸豐碩。筆者所考察的文獻之中，大多以ICP為立足點，觀察英語學習者與

英語母語者使用英語此共同語言表達建議時所使用的溝通策略，屬於以英語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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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的中介語1研究（如Banerjee & Carrell，1988；DeCapua & Dunham，2007；

Hinkel，1994、1997；Koike，1996；Martínez-Flor，2003；Li，2010；Gu，2014）；

反之，採取CCP觀點的僅有Koike（1994），對比英語及西班牙語於建議行為中

的反面論述形式。學界雖曾以華語為本體探析建議行為，但亦限於華語單語研究

（如Fang，2005；申智奇、劉文潔，2012）或中介語研究（如丁安琪，2001），

文獻數量與研究成果相對不足。 

前人研究揭示，建議言語行為不論在策略還是形式的選用上，皆受到社會地

位及權勢、社會距離、事件性質等因素影響，文化背景更是避免不了的變因。對

屬於西方社會的英語文化圈而言，建議是威脅受話者面子的行為，因此需要採取

補救面子的手段緩解壓迫（Brown & Levinson，1987）；然在代表東方社會的華

人文化圈裡，建議卻是滿足受話者面子、表現友好關係的行為（Lii-Shih，1994）。

相異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溝通特性，影響建議行為的實施方式及語言表現。英語人

士為避免威脅受話者面子，偏好間接提出建議，提供選擇、保留餘地；華語人士

雖多採直接的方式，但在面對熟識之人時表現出較高意願，且關係愈親密建議愈

直接。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網路使用者運用網路媒介請求陌生人提供資訊或意見

已成為最普遍的行為之一（謝佳玲，2008、2009a）。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上尋求

建議的主題很多，保健知識即為其一（DeCapua & Dunham，2007）。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於 2013 年的報告指出，美國共有 72%的網路使用者在

過去一年內曾使用網路搜尋健康資訊，其中有 39%曾在網路上分享自身的醫療或

保健經驗。針對這些網路醫療資訊，國內外皆出現分別立基於語言（如 Locher，

2006；Morrow，2006；Pudlinski，1998）、公眾溝通（如楊意菁，2013）、資訊

科技（如黃世芬，2008）、醫務管理（如黃冠英，2006）、醫療教育（如 Cline & 

Haynes，2001）、消費行為（如卓玉聰、林千鈺，2004）等學理的研究。網路使

用者除藉助網路的高速與遠距傳輸能力獲取大量資訊（張純富，2009），亦受虛

擬空間的開放性、匿名性等特質所吸引，透過資訊分享於虛擬空間中建立有意義

                                                
1
 中介語（Interlanguage）意指介於兩種語言之間、受兩種語言或文化影響的語言，除包括目標

語及母語的部分特徵，亦可能產生不見於目標語及母語的獨立特徵。相關研究大致分為四個面

向，即語用理解、言語行為、語用遷移、語用失誤（何自然，冉永平，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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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關係（張純富，2009；蔡至欣、賴玲玲，2011），此從社群網站的熱門程

度可知一二。在《數位雜誌》製作的「2014 年台灣熱門網站 100 強」榜單中，

前二十名包括社群網站、傳播媒體、搜尋引擎、入口網站、電子商務、線上娛樂

六大類網站，其中以社群網站佔最多數，共計八個。由 SimilarWeb 公司所排名

的美國熱門網站，社群網站亦佔最高比例，前二十名中即有五個屬於社群網站。

因此，健康資訊的分享也不再僅限於專業醫療網站或諮詢專欄，部落格、留言板

等 社 群 網 站 的 迅 速 增 加 為 網 路 使 用 者 提 供 更 多 樣 的 交 流 場 域

（Germaine-McDaniel，2012）。 

如今，生活網路化漸成趨勢，虛擬社會已融入上網族群的社交生活（謝佳玲，

2009a），發展其中的語言活動亦創造出獨特風格（林綱，2014；謝佳玲，2015），

為語言文化對比及跨文化溝通研究提供一嶄新視角，但建議行為在網路社會中是

否保留傳統的言談取向仍待考察。在網路溝通的領域中，與建議語言相關之研究

為數不多，且現階段以探討語篇模式為主，與口語建議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網

路建議行為多實施於非同步溝通場域（指使用者不同時在場、訊息的交換非即時

的溝通場域），例如線上醫療諮詢專欄（如Locher，2006）與網站論壇（如Morrow，

2006；Ruble，2011；閆素芬，2011）。由於網路溝通具備高度自由、趨向地位

平等、匿名性等特質，建議的表達技巧因此產生一些有異於面對面交談的特徵，

例如：更強調溝通者的平等關係，給予對方更大的決定權；更注重社群團結性，

對於「表現關心」的重視更勝於「建議內容」（Morrow，2006；Ruble，2011）。

而網路建議也傾向以語段或語篇的方式提出，整體結構較口語複雜。 

總體觀之，過往口語溝通與網路溝通的建議行為研究皆著重於英語本體或英

語中介語，針對華語本體及進行中英對比的研究尚不多見。雖口語建議語用策略

的發展已漸次成熟，然在網路溝通領域中，學者尚未針對語用策略框架做出系統

性論述，華語方面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再者，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的人際溝

通中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對跨文化交流更產生積極作用。是故，筆者認為網路

溝通中的建議言語行為值得進一步探討。 

經比較網路溝通環境下的各種媒介平台，基於網站論壇兼具語言歷史資料龐

多、資訊交流公開、社會互動多樣等優點，是以本研究聚焦於此，從語用視角探

討網站論壇語篇中的建議策略模式，對比中英表達方式之異同，以及兩種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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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用現象所體現的文化意涵。最後期望由此歸納華語建議的教學內容，幫助學

習華語的英語母語者──甚至是其他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培養多元建議策略能力，

並且以參與網路溝通、有能力對華語母語者提出適當建議為最終目標，促進更豐

富的跨文化交流。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一、研究範圍與問題 

網站論壇依據個別主題設立不同的群組，參與者背景多元且人數眾多，不標

示自己的身分，以「網友」（即網路友人）相待，社會地位的差異不明顯。本文

選擇華語與英語論壇各一，分別為台灣的《Mobile01》與美國的《City-Data》；

又因建議言語行為在醫療保健相關的對話中極為普遍（參Locher，2006；Morrow，

2006；申智奇、劉文潔，2012），本文亦鎖定此二論壇中的醫療保健主題論壇為

考察對象，對比華語與英語論壇使用者的建議策略模式。 

網站論壇中的建議行為依形成過程分為以下兩種型態。第一種為「主動提供

的建議」（unsolicited advice）（Ruble，2011），論壇成員自行成立一個新的主

旨，站在惠及他人的立場提供相關意見，建議的對象為論壇大眾。第二種為「被

動提供的建議」（solicited advice）（Ruble，2011），發生於論壇成員尋求建議

之後，亦即論壇成員針對個人疑慮或困境首先提出問題，請求他人協助，而其他

成員依據個人知識自願回覆問題，建議利於對方的可行方案，建議的對象僅限於

提出問題者。兩種互動模式會導致不同的表達方式（Ruble，2011），但此差異

並非本文研究重點。再者，若交流空間公開，且建議在有人尋求的情況下提出，

也就是所謂的「被動提供」，過程中將產生較大的協商的空間且不易造成誤會

（DeCapua & Huber，1995）。因此，本文僅探討「被動提供的建議」。如前所

述，此類型建議作為回應文章，出現於網友發布文章尋求之後，在網站論壇中，

首先發布的文章被稱為「發文」，回應的文章被稱為「回文」，而發布文章的時

候也需寫明標題。以下列舉一組由尋求建議及提供建議組成的範例，具體說明本

文的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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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題：上班幾年後身體開始有零星的小毛病… 

發文： 

不知道是不是年紀有了 

總覺得上班越來越容易累 

也比以前容易感冒或這裡痠那裏痛 

看到健康檢查報告的紅字也是慘... 

可是又為了經濟不能不放棄工作養身體 

下了班...講實在...運動又提不起勁 

幾乎到家就是累到倒頭睡 

不知道這樣的情況大家都吃什麼照顧自己的身體嗎? 

回文： 

應該先針對健檢紅字部份來處理,例如膽固醇過高可能就要少吃垃圾食物等,也

可以吃綜合維他命來補充身體所需. 

能運動還是最好,如果樓主實在懶的動,也可考慮按摩,去給視障按摩師抓一下,

可以放鬆身體,讓身體舒服些. 

以上發文者詢問如何照顧自己逐漸走下坡的身體狀況，回文者則提出解決其

困擾的辦法。這類回應即本文所界定的建議行為。本文針對這類建議文章，分析

構成建議行為的語用策略，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在網站論壇中，華語與英語人士如何運用語用策略實施建議言語行為？策略

之類型、形式及分布有何特徵？ 

2. 在網站論壇中，華語與英語母語者所採取的建議行為在序列結構上呈現何種

趨勢？不同策略之間的搭配慣例有何特徵？  

本文希望透過上述分析，歸納出華語人士與英語人士於網路溝通中慣用的建

議策略，除對比兩個語言之間的差異，考究文化對與網路對建議行為的影響，亦

與傳統溝通中的建議互相比較，以補充現有文獻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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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釋義 

（一） 建議行為 

語言溝通跟人類其他社會活動一樣，是一種受規則制約、具有意圖的行為，

其最小組成單位不是單詞或句子，而是一個接一個的「言語行為」，例如請求、

拒絕、感謝、建議，Searle（1969）將這些行為歸為五大類，分別為斷言類、指

令類、承諾類、表達類及宣告類。建議屬於「指令類」的言語行為，此行為意指

發話者欲告知受話者採取何種做法對後者最為有益，是一種以對方利益為重、具

有協助性質的行為。在英文中，與「建議」一詞對應的包括「advise」、「suggest」

與「recommend」，三者的意義多有重疊而差異細微，本文將範疇放寬，即所謂

的建議行為囊括上述三個詞語的意義。 

（二） 網路溝通 

人與人之間交換訊息的方式除了面對面交談之外，不外乎是循書信、電話、

廣播等傳統溝通管道進行。電腦與網路科技成熟以後，電腦的綜合性功能（如資

料處理功能、多媒體互動功能）與網路的高效傳輸能力互相結合，訊息傳遞的方

式更為多元化，且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電腦中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簡稱 CMC）於焉成形，成為資訊傳遞的重要工具。此外，「網

路空間」（Cyberspace）的概念亦日漸受到重視，此概念強調透過電腦與網路建

構而成的場域不單是資料儲存傳送之處，同時亦是發展社會關係的概念化空間。

參與者受其便捷性、匿名性與高度自由所吸引，並發展出獨樹一幟的思維邏輯、

語言規範與互動關係。因此，這種運行於網路空間的溝通模式亦被稱為「網路溝

通」。網路溝通的言語場域還可依「溝通參與者是否同時在場」及「訊息的交換

是否即時」區分為「同步溝通」與「非同步溝通」兩種型態。同步溝通場域允許

溝通者進行即時雙向或多向通訊，溝通者以近於面對面溝通的高效率傳遞語音、

文字或影像訊息，傳訊工具包括各種即時通訊軟體，如 Skype、Line、Facebook 

Messenger、Google Hangout、Adobe Connect 等；非同步溝通場域不具即時性，

溝通者主要訴諸文字形式傳遞與提取訊息，訊息的交換雖在時間上有所差距，卻

讓使用者擁有更多時間處理並精煉語言的輸出，傳訊工具包括網路論壇（internet 

forums）、部落格（blogs）、電子郵件（E-mai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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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站論壇 

本文特別從「網路論壇」中區分出「網站論壇」，作為本文的觀察對象。網

站論壇的前身為「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早

期為網路使用者提供一公眾討論之交流平台。在全球資訊網技術迅速發展之下，

其所提供的論壇服務因具備多媒體互動功能而正逐漸取代電子布告欄系統，此即

本文所稱之網站論壇（或稱討論區、討論版、討論群組）。網站論壇是一呈樹狀

結構的溝通平台，一個論壇可分支為數量不一的子論壇，每個論壇各有不同的討

論主題。論壇中的訊息包含兩種，一種是自行開啟話題，成立對話主旨，稱為「發

表文章」，簡稱「發文」；另一種是針對他人已發表的訊息回覆，稱為「回覆文

章」，簡稱「回文」。圍繞特定主旨展開的多方對話組織成各自獨立的「討論串」

（thread），或稱「主題」（topic）。網站論壇透過討論的形式進行資訊分享，

參與者彼此之間既提供資訊亦接收資訊，從而建立互助互惠的關係。 

（四） 保健主題 

網站論壇的討論主題之類別可多可少，以台灣的論壇《Mobile01》與美國的

《City-Data》為例，此二論壇屬於主題廣泛多元的綜合討論區。本文所設定的「保

健」主題在這兩個論壇中皆有獨立的子論壇，內容涉及生理健康與心理健康，可

依嚴重程度分為一般健康主題與特殊醫療主題：前者指一般民眾日常需注意的健

康知識，如眼睛保養、牙齒清潔、飲食控制、情緒管理等；後者指需要進行特殊

治療的病症，如癌症、糖尿病、關節炎、精神疾病等。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共含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交代本文研究背景、目的與研究問題，並定

義重要專有名詞。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從言語行為理論、禮貌理論之語用理論基

礎出發，接續探討真實社會文化、網路社會文化與人際溝通的關聯，最後定位本

文的建議行為，統整建議的策略架構。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介紹本文語料之來源、

蒐集方式及分析流程。第四章為研究結果與討論，透過質化分析與量化分析，探

討建議策略的類型與形式，對比華語與英語建議的策略分布及排序慣例，以回應

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第五章為教學應用，第一部分簡單回顧語用教學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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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提出可行的網路華語建議之教學設計。第六章

為全文結論，除了為本文重點研究發現作出總結，亦說明本文之研究限制，對未

來可發展的方向提出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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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探討的範圍包含四大部分。第一節為語用學相關重要理論之回顧，由言

語行為理論及禮貌理論構成，以此確立建議言語行為在語用領域中的定位。第二

節探討真實社會之文化意涵，從文化差異的視角歸納英語人士與華語人士的溝通

特性，為本文中英對比提供論述模型。第三節爬梳與網路文化相關之文獻，以了

解網路語境對人際溝通模式乃至於語言表現的影響。最後一節聚焦於建議行為本

體研究，除擬定本文建議行為之定義，亦統整建議行為的語用策略，作為本文策

略架構之參考。 

第一節 語用學理論基礎 

「建議」經常被置於言語行為理論框架之下進行探討，本文從語用學角度探

究建議言語行為於網路溝通中的實施模式，因此有必要藉由語用學相關理論作為

立論基礎。以下從言語行為理論出發，探討該理論與建議的關聯，之後比較西方

禮貌概念及華人禮貌規範的異同，藉此觀察言語行為研究與禮貌理論的互動，以

及尚待發展之處。 

一、言語行為理論 

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發端於 Austin（1962）。據其觀點，人

類的話語（utterance）可區分為兩種，一是「表述句」（constative），以陳述或

傳遞訊息為功能，可透過邏輯反覆驗證其真假；一是「施為句」（performative），

在特定情況下會構成某些行為的實施，故只牽涉行為的實施與否，無所謂真實或

謬誤，無法以邏輯驗證。 

Austin（1962）也提出構成施為句的句法形式及必須滿足的三個恰當條件

（happiness conditions）。然而，所謂的恰當條件其實同時適用於所有的表述句，

亦即表述句實際上也是一種施為句，加上語言靈活多樣的形式難以對應至其劃分

的標準，「語境」（context）對話語的決定性影響亦未被考慮在內。因此，Austin

（1975）接著修正其理論模式，將話語產生的行為歸為「言內行為」（loc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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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2三

類。此三類行為即表示人們言語溝通的三個層面：第一，人們說出由語音、詞彙、

語法所構成的話語，傳達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屬言內行為；第二，該話

語在特定情境下體現溝通者的溝通意圖，即語境意義（contextual meaning），屬

言外行為；第三，該言語行為對溝通雙方或他人所產生的結果及影響，即話語最

後導致的某種行為，屬言後行為。 

以上人們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多種言外行為由 Austin（1975）統整歸納為裁決

型（vertictive）、行使型（exercitive）、承諾型（commisive）、行為型（behavitive）

及闡述型（expositive）五大類。然而，此分類因為僅針對施為動詞（performative）

如「道歉」（apologize）、「答應」（promise）、「警告」（warn）等，標準不

一、多所重複，而受到 Searle（1979）的批評。Searle（1979）聚焦於行為本身，

主張語言溝通的最小單位並非詞彙或句子，而是「言語行為」（speect acts），

於是在 Austin（1975）的分類基礎上為言語行為劃定新的五個類別：斷言類

（assertive）3、指令類（directive）、承諾類（commisive）、表達類（expressive）

及宣告類（declaration）。每個大類之下的言語行為彼此又有一些相異點，舉例

而言，指令類中的建議、邀請、請求、命令行為具有「發話者試圖使受話者實施

某種行為」的共同特點，但建議行為的獨特之處是，發話者意圖讓受話者知道，

什麼樣的選擇對對方而言有益（Searle，1979）。以下將 Searle（1979）的分類

和說明整理為表 二-1，並與 Austin（1975）的分類相互對照。 

 

 

 

 

 

                                                
2
 三種行為之中文譯名採自何兆熊（2000：93）。 

3「斷言類」（assertive）一項原為「闡述類」（representive）（Searle，1976），後 Searle（1979）

認為每一個言語行為實際上亦同時實施了「闡述」的行為，故修正為「斷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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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言語行為分類對照表4
 

Austin Searle 說明 舉例 

闡述型 斷言類 發話者闡述其相信為真或假的命題 讚美、批評 

行使型 指令類 發話者試圖使受話者實施某種行為 建議、請求 

承諾型 承諾類 發話者承擔將實施某種行為的義務 承諾、拒絕 

行為型 表達類 發話者表達自己對命題的心理狀態 道歉、感謝 

裁決型、行使型 宣告類 發話者宣告後某個行為即實施完成 任命、判決 

資料來源：整理自 Austin（1975）、Searle（1979） 

Searle（1969）闡明，語言是一種受規則制約的社會行為，為達到有效的溝

通目的，每種言語行為的實施都必須滿足四個構成條件，分別是「命題內容條件」

（propositional content）、「預備條件」（preparatory condition）、「誠意條件」

（sincerity condition）及「根本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同時列舉承諾、請

求、感謝、建議等行為作為論證範例。基於本文欲探討之主題為建議行為，以下

即藉由建議說明上述言語行為須具備的充分必要條件，如表 二-2所示。 

表 二-2 建議行為之構成條件5
 

條件名稱 說明 

命題內容條件 S言及 H未來要實施的 A。 

預備條件 

1. S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A有益於 H。 

2. H是否會在正常時間過程中實施 A，這點對 S 和 H雙方

而言並不明確。 

誠意條件 S相信 A將有益於 H。 

根本條件 A的實施符合 H的最大利益。 

注：S＝發話者，H＝受話者，A＝行動表現 

資料來源：引自 Searle（1969：67） 

根據上表，建議行為含有「受話者未來要執行的行動或表現」此一命題，從

                                                
4
 分類名稱之中文譯名採自何兆熊（2000：105）。 

5
 在 Searle（1969）的論述中，建議被稱作「advise」或「adv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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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條件來看，其所承載的效果即某行為對受話者而言是最佳選擇，因此相比於

「發話者意圖使發話者做某事」的請求，建議「更像是發話者告訴受話者怎麼做

對後者最為有益」6，且發話者相信自己所言確實如此，此即建議和請求兩者之

間的最大差異。例如，當發話者發現受話者忘了帶傘而說出「你忘了帶傘」，是

希望受話者執行「帶傘」的行動以避免被雨淋濕（Banerjee & Carrell，1988：318），

受話者若察覺此建議並接受則能避免「被雨淋濕」的風險，等同於發話者對受話

者施予協助（Martínez-Flor，2005）。 

另外，言語行為還可根據字面意義與語境意義的關係分為「直接言語行為」

（direct speech act）及「間接言語行為」（indirect speech act）。直接言語行為明

確表示話語實施的行為，典型形式為顯性施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間接

言語行為則是透過一種言語行為間接地實施另一種言語行為，尚可區分為慣例型

間接（conventionally indirect）和非慣例型間接（non-conventionally indirect）兩

種行為。前者可歸納出慣用句型，後者則無依據可循而完全依賴語境（Searle，

1975）。下面以出現於心理諮商書籍中的一段建議為例： 

(2) ……為了自己的理想、志向的實現，能否自己找到（你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

主觀努力的結合點？ 

（申智奇、劉文潔，2012：8） 

建議者並未使用施為動詞「建議」，而是藉由「詢問」行為與疑問句形式委婉地

表達建議之意。若無諮商語境作為話語產出的背景，此例句則未必具有建議的語

用功能。這種因間接方式所導致的字面意義與語境意義不一致，是人類日常語言

中的常見現象，溝通者要準確理解話語真實涵義，除了從字面意義著手，還得以

使用場合為依據（何兆熊，2000）。 

Austin（1975）的言語行為分類標準經 Searle（1969、1975、1979）修改後

更為明確，Searle（1975）更擬定構成言語行為的必要條件，揭露言語溝通中的

間接現象，為後續的語用研究奠定重要基礎。從言語行為分類可知，「建議」因

                                                
6
 原文為：Advising you is not trying to get you to do something in the sense that requesting is. 

Advising is more like telling you what is best for you.（Searle，19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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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指令性而被歸為指令類行為，其「發話者欲使受話者從某行動中獲益」之獨

特性質透過言語行為條件的預設而彰顯，建議行為的間接現象亦能從間接言語行

為理論獲得解釋。然而，言語行為理論畢竟成形於六、七十年代，對於言語行為

的探討自然僅限於口語溝通，未能考慮到網路語境下的溝通模式，且未將言語行

為與文化差異連結，故此部分文獻僅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以下接著探討禮貌

理論，以了解間接言語行為的成因與可依據的準則，以及文化背景與言語行為之

間的關聯。 

二、禮貌理論 

Grice（1975）假定人與人之間會為了有效達成彼此共同的溝通目標而互相合

作，嚴格遵守會話中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進行溝通，此原則的具

體表現為四條準則：數量準則（quantity maxim）、質量準則（quality maxim）、

關聯準則（relevance maxim）與方式準則（manner maxim）。合作原則在真實言

談中經常被違反，進而產生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即言外之意，

換言之，溝通者能藉此實施間接言語行為。此現象並不一定導致溝通失敗，反而

表達言談的禮貌，有助於溝通的進行。然而，合作原則僅解釋字面意義與語境意

義之間的關係，卻未敘明人們打破此原則來進行溝通的原因，禮貌理論正是為彌

補合作原則之不足而出現的理論（何自然、冉永平，2009）。 

（一） 西方禮貌概念 

「禮貌」（politeness）是西方學者對語用現象的一種解讀，通常被理解為發

話者為實現某個溝通目的而採取的策略（何自然、冉永平，2009）。首先以此概

念詮釋人類交際行為的是Leech（1983）。Leech（1983）主張有效的溝通必須建

立於友好的人際關係之上，意即溝通雙方在進行交流之時不能不顧及彼此的面子

與感受，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會以維持禮貌為優先考量而捨棄合作原則。其「禮貌」

來自「惠」（benefit）和「損」（cost）此二概念，一般而言，溝通的一方受惠，

另一方就受損。為求禮貌，發話者會盡可能讓自己少受惠、多受損，讓受話者多

受惠、少受損；發話者受損（或受損的可能性）越大，受話者受惠（或受惠的可

能性）越大，話語亦越是禮貌，而禮貌程度與表達方式的間接程度成正比關係。

基此，Leech（1983）提出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其下共有六條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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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ch，1983：132）： 

1. 得體準則（Tact Maxim）    ： 盡量讓他人少受損，多受惠。 

2. 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 ： 盡量讓自己少受惠，多受損。 

3. 讚美準則（Approbation Maxim） ： 盡量少貶損、多讚揚別人。 

4. 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   ： 盡量少讚美、多貶損自己。 

5. 贊同準則（Agreement Maxim）  ： 盡量減少雙方分歧，增加雙方一致。 

6. 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  ： 盡量減少雙方反感，增加雙方同情。 

 從 Leech（1983）的觀點來看，讓受話者利益受損或使發話者傾向受惠的言

語行為，便是違反禮貌原則，有可能導致溝通失敗，甚至破壞人際關係，因此必

須提高話語的間接性進行修補，給予受話者更多的選擇權力或詮釋空間，從而減

低其利益受損的可能性。然而，在實際溝通中，話語越間接不代表越禮貌，有的

時候較為直接的話語反而更為有禮。對此現象，Leech（1983）並未提出解釋，

亦忽略社會、文化、情境等因素對禮貌的影響，是以有必要從其他角度探討禮貌

理論，以了解影響禮貌的變因，以及禮貌在言語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同於Leech（1983）從利益惠損的指向來詮釋禮貌，Brown與 Levinson（1987）
7的禮貌理論則是以「面子」（face）為核心概念，因此也稱「面子保全理論」

（Face-Saving Theory）。所謂面子，指每一個「典型人」8意欲爭取的於公眾面

前的自我形象（public self-image）。透過人際溝通，這種形象可以被損害、維持

或增強。每個典型人都具有兩種面子，分別為「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

極面子」（negative face）。前者是希望得到別人的贊同、喜愛、欣賞和尊敬；

後者則是希望自己的行為不受別人的干涉、阻礙，擁有行動自主權（Brown & 

Levinson，1987：61-64）。Brown 與 Levinson（1987）亦認為，每種言語行為本

質上即具有威脅性，屬於「面子威脅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s，簡稱 FTA），

而且溝通過程中雙方的兩種面子都會受到威脅。以本文研究的建議行為為例，其

                                                
7
 作品原稱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收錄於 E. N. Goody 所編之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56-289 頁，1978 年出版），後經修訂，於 1987 年出版為專書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8
 每一位參與溝通活動的社會成員皆為典型人（model person），具有面子和理性兩種特質（Brown

與 Levinson，19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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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arle（1976）的言外行為分類中被歸為指令類行為，而根據 Brown 與 Levinson

（1987），建議因言及受話者的未來行動，使受話者覺得有執行該行動的必要性，

自主權受到左右，故威脅受話者的消極面子。以下表二 -3 分別從發話者和受話

者的角度說明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面子威脅行為。 

表 二-3 四類面子威脅行為  

威脅對象 
受威脅之面子 

積極面子 消極面子 

受話者 

（H） 

S不在乎 H的感受與需求 

如：批評、抱怨、反對 

S意圖干涉 H的行動自由 

如：建議、命令、威脅 

發話者 

（S） 

S放棄維護自己的感受與需求 

如：道歉、懺悔、接受讚美 

S意圖限制自己的行動自由 

如：致謝、原諒、接受提供 

資料來源：整理自 Brown與 Levinson（1987：65-68） 

典型人為了在訊息傳達及面子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會採取不同的「補救策略」

（redressive strategies）進行溝通，此即Brown與Levinson（1987）所界定的禮貌

行為。此五種補救策略按禮貌程度由低至高依序為：「公開策略」（bald-on-record 

strategy）、「積極禮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消極禮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非公開策略」（off-record strategy）、「放棄

面子威脅行為」（refraining from the act）。公開策略直接威脅受話者的面子，在

三種特殊情況下可能為發話者所採用：一是當溝通效率的重要性大於面子需求，

二是當話語對受話者面子的威脅極小，三是當發話者的社會權勢明顯在受話者9

之上。積極禮貌策略用於滿足受話者的積極面子需求，例如表示贊同、展現高度

興趣或關注。消極禮貌策略的功能是維護受話者的消極面子，給予受話者更多的

自決權力，因此多使用委婉迂迴或模稜兩可的表達方式，如疑問句形式，以示尊

重受話者的個人意志。非公開策略（off-record strategy）以暗示、暗喻、反問等

技巧為手段，受話者需自行推理出語境意義。放棄面子威脅行為實際上就是不實

施任何言語行為（可能是透過其他媒介如肢體行為），但發話者的真實想法就可

能無法為受話者所理解。除此之外，Brown與Levinson（1987）提出，社會權勢

                                                
9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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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ower）、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及事件的負擔程度（weight on the 

imposition），是溝通者在選擇禮貌策略和語言形式時必須綜合考量的三個因素，

否則將影響禮貌的得體性。 

Leech（1983）、Brown與Levinson（1987）的禮貌理論先後彌補合作原則的

缺失，Brown與Levinson（1987）更透過「面子」解釋溝通者透過曲折委婉的方

式表達實際意義之用意，對語用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言語行為研究多以禮

貌理論作為分析架構。Banerjee與Carrel（1988）在建議之禮貌策略研究中指出，

建議作為面子威脅行為，常藉由關心受話者的策略滿足其積極面子，或表示相關

意見僅代表個人主觀以保全對方的消極面子。不過，諸多跨文化對比相關文獻將

面子保全理論置於其他語言中檢視後發現，此理論過度仰賴英語語料而忽略文化

差異，不足以成為通則。Hinkel（1994）比較英語母語者及母語背景各異之英語

學習者（分別以華語、日語、韓語、印尼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為母語）兩組

受試者，推論建議行為之於後者實具有「發話者對受話者表示友善及興趣」的意

義，且是一種「建立友好關係的活動」（rapport-building activity），而非Brown

與Levinson（1987）所認為的會對面子產生威脅。Fang（2005）亦發現，在中國

大學生的建議中，祈使形式的使用頻率雖非最高，但不同於西方人將此句式看作

直接且較不禮貌的語言表現，中國人視之為展現體貼與親密的手段。由此可見，

話語的間接程度與禮貌程度的分級標準在不同的語言中可能彼此相異，故禮貌的

規範及相應的補救策略應隨著文化社會的轉換而有所調整（Banerjee & Carrell，

1988；Blum-Kulka et al.，1989；Gu，1990；Lii-Shih，1994；Mao，1994，顧曰

國，1992）。為了對比華語及英語的建議行為而不限於單一文化規範之框架，以

華人文化為基底的禮貌內涵有必要加以探討。 

（二） 華人禮貌概念 

前述禮貌概念來自西方學者觀點，然而禮貌的意涵可能因文化而異，Gu（1990）

即首位批評面子保全理論不適用於華人文化的學者。Gu（1990）闡明，中國古

代的「禮」代表尊卑有別、上下有別的階級秩序，強調各人的言行舉止皆受其社

會地位與角色所約束，以維護社會的井然有序、和諧一致。換言之，禮貌之於西

方是為達到溝通目的而使用的一種工具，對華人而言則是一套社會規約。「禮」

的觀念經過歷史的流變與沿革，如今在華人的溝通中仍保存四個特徵，分別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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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他人（respectfulness）、謙沖自牧（modesty）、態度熱情（attitudinal warmth）、

溫文爾雅（refinement）。顧曰國（1992）依照Leech（1983）的禮貌原則架構，

將Gu（1990）的華人禮貌論述歸納為五項適用於華人社會的禮貌準則，分別為

貶己尊人準則、稱謂準則、文雅準則、求同準則，詳述如下。 

1. 貶己尊人準則：此準則遵循「尊重他人」和「謙沖自牧」的禮貌概念，以貶  

低自己、抬舉他人為主要精神。凡論及自身或關乎自身之事物和經驗，宜自

謙、自貶；凡提及對方或有關對方之事物和經驗，宜尊之、舉之。最典型的

例子即自稱與他稱的對比，例如：貴姓／敝姓、您／小弟、貴府／寒舍。此

準則接近Leech（1983）的謙虛準則。 

2. 稱謂準則：此準則承襲的是「態度熱情」和「溫文爾雅」的禮貌概念，強調

稱謂語在華人文化中的社會功能──確立溝通雙方的相對權勢，彰顯交際雙

方的社會距離，尤其反映華人長幼有序的階級觀念，例如學生稱呼老師時需

稱「姓+老師」，而不能以「老／小+姓」稱之。 

3. 文雅準則：此準則強調言行彬彬有禮才能體現高層次的教養及禮貌，故應「選

用雅語，禁用穢語；多用委婉，少用直言」，例如以「時候不早了」代替「滾

蛋」來提醒對方離開。可能造成他人難堪或不舒服的事物或話題，亦要避免

提及。 

4. 求同準則：此準則要求溝通雙方保持和諧一致的看法以滿足彼此的面子。實

施嚴重威脅受話者面子的言語行為如批評、指責、抱怨時，發話者適合採取

「先褒後貶」的策略，先給予肯定再協商分歧的意見；有些行為如邀請、請

求本質上並非不禮貌，但也會威脅發話者的面子，因此受話者可以「恭敬不

如從命」對應之。此準則接近Leech（1983）的讚揚準則與贊同準則。 

5. 德言行準則：此準則以中華文化「君子」的賢德風範為本，指在行為上盡量

減少他人付出的代價，增加他人的利益；在言辭上則盡量誇大他人給予自己

的好處，淡化自己的付出。例如甲請求乙幫忙做某事，甲擔心給乙帶來困擾

而言「麻煩你了」，乙可回應以「小事」、「沒什麼」。 

除了Gu（1990）、顧曰國（1992），Mao（1994）亦奠基於西方的禮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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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現代漢語中的禮貌現象，辨析中國「面子」與西方「面子」的相異之處。首

先，Brown與Levinson（1987）對「面子」的定義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所極力爭

取的公眾前的自我形象」，此形象的建立只考慮個人的需求與渴望，屬於一種聚

焦於個體需求的「公眾面」，透過與他者之間的言談活動協商、形塑而成。但是，

面子在華人文化中分指兩種不同的概念，一為「面子」，一為「臉」。華人的「面

子」意指個人的名望聲譽，樹立自個人成就或群體中其他成員的認可；華人的「臉」

反映群體對品德良好之人的敬重，因此若言「丟臉」，不僅僅是個人行為不獲他

者認同，其突顯的還可能是個人「失德」的行為表現。其次，Brown與Levinson

（1987）將面子分為積極面子和消極面子，積極面子與華人的「臉」相似，只是

後者更注重社會道德的層面；消極面子則反映一個人對自我獨立性及個人領地完

整性的追求，然而華人更著重個人與團體之間的和諧度，並不強調個人需求與行

動自主，因此在華人文化中，不論面子或臉皆受社會群體制約，伴隨群體成員的

觀感而來，華人的認知裡並無消極面子的觀念（Mao，1994）。 

確立上述兩點差異後，Mao（1994）提出「相對面子導向」（the relative face 

orientation）概念，表明各別社會文化對面子的詮釋會導向不同的禮貌意義，質

疑Brown與Levinson（1987）禮貌理論的共通性。對西方而言，「個體自主性」

（individual autonomy）為禮貌概念所維護的價值，成員崇尚獨立的（independent）

自我觀念，個體情感與觀點凌駕於他者的觀感，強調不受他者干預自身的行動；

在東方文化中，「社會認同性」（social identity）則獲得更多重視，成員的自我

觀念是互依的（interdependent），團體和諧與成員認同比個人自由意志重要，行

為上受到他者影響（Mao，1994：471-473）。因此，以Brown與Levinson（1987）

為代表的西方禮貌理論所詮釋的面子歸屬於擁護「個體自主」的社會，而華人社

會的面子則由「社會認同」主導。 

基於西方的面子及面子需求之意義在不同社會文化圈中各有其側重點，「言

語行為皆具有威脅性」的觀點亦非絕對，Lii-Shih（1994）明示，「面子威脅行

為」指的是本質上不為受話者所歡迎的行為，因此才需要藉補救策略緩和強加、

降低威脅，最後達成禮貌的效果。然而，一些能為受話者帶來益處及愉悅感受的

行為如提供與讚美，因滿足對方的面子需求，屬於「面子滿足行為」

（Face-Satisfying Acts，簡稱FSA）。據此，使受話者獲利的建議行為，在華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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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裡應該歸為面子滿足行為。  

綜上所述，Gu（1990）、顧曰國（1992）、Mao（1994）、Lii-Shih（1994）

皆對原先禮貌理論中的文化空缺有所補充，並列入其他社會因素作為影響禮貌和

面子的變項，禮貌概念因此更為完整。華人文化並不特別崇尚個人的意志自由與

行動自主，但更重視社會群體對自己的認同，「面子」或「臉」的涵義與西方有

別，同時影響言語行為的解讀。職是之故，此現象尚需倚賴真實社會之文化性質

的探討而獲得更全面的解釋。 

第二節 真實社會文化與溝通 

前文已述及西方及華人文化中的禮貌概念，得知「面子」在兩種文化中各自

體現不同的內涵，並對人們的溝通模式產生影響。實際上，溝通作為文化的載體，

人們在溝通的過程中對文化進行重構，與此同時，蘊含風俗習慣、行為規約的文

化亦反過來制約人們的思維與溝通模式（Lustig，2007）。人類個體互相依存，

創造及累積生活經驗，建構社會文化，但每一個個體亦是社會文化下最重要的產

物（Barnlund，1989，引述自Lustig，2007）。簡言之，所有溝通皆在特定文化

中運行，相互映射、互為因果。本研究雖以網路溝通為背景，但網路社群文化與

使用者所處的真實文化環境息息相關（翟本瑞，2002），且本研究的語料來源跨

及台灣與美國兩個不同的文化圈，文化體系的探析更顯重要。對此，學者多以「集

體主義／個體主義」（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的二分概念為基礎，如前述

Mao（1994）在區辨華人禮貌與西方禮貌之差異時即採取個體導向及團體導向的

論述角度。是故，本文首先探討集體與個體主義的涵義，再以此為理論背景，對

比華語與英語的溝通特色。 

一、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概念存在已久（Oyserman et al.，2002），長

久以來各個學者對此提出不同的詮釋，如Gao（1996，1998）、Gelfand等（2004）、

Oyserman等（2002）、Triandis（1995）等，在此統合各家說法定義兩者：集體

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個體透過與周遭他人彼此依存」，個人與團體之間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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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牽制，並且依個人在團體中的角色而身負不同社會期待與義務。個體主義的

核心概念則假設「個體獨立於他人而存在」，個人將重心放在自己的責任、成就

或行動自由上，個人權利優先於社會義務，但同時尊重他人的完整性。 

以上核心概念顯示，「自我」（self）這個觀念在集體與個體主義之中存在

根本差異。集體主義將自我看作一種「他人導向的自我」（other-oriented self），

意即自我並不是憑靠一個個體本身就能塑造的，而是透過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互相作用後才趨於完整（Gao，1996、1998）。基於成員資格的構成要素乃來自

其他成員的認同，因此其重要的個人特質必須反映出團體的需求，團體的目標與

利益皆比個人更受到重視（Triandis，1995；Oyserman et al.，2002）。而在個體

主義下，自我是一個獨立的觀念，每個個體具有自由意志、個人情感以及獨特人

格，不希望受他人的干預或影響（Gao，1996）。成員以正面的態度對待這些自

我特質，並且認為該特質值得推崇，樂於彰顯於外（Oyserman et al.，2002），

個人的需求及目標亦超越團體（Triandis，1995）。 

不同文化體系於自我觀念上的認知差衍生出趨向迥異的人際關係，而這些差

異又會藉「內圈」（ingroup）及「外圈」（outgroup）此兩種團體類型的界定與

互動突顯。在人類真實社會中，人們因血緣、地緣、事業、興趣等連結而群聚，

形成不同的社會團體。不論何種團體，皆可根據個人的情感認同程度區分為內圈

及外圈，一個個體屬於某一團體與否，取決於該個體對該團體的投入程度（謝佳

玲，2015：127）。若個體對團體抱持強烈的歸屬感，願意為團體付出而不求等

值回報、不惜犧牲自我，此團體即被該個體視為內圈（Triandis，1988，引自謝

佳玲，2015：127），團體成員為其「圈內人」。相反地，若個體並不看重某團

體，無法為團體改變或奉獻自我，此團體即該個體的外圈（Triandis，1988，引

自謝佳玲，2015：127），團體成員對此個體而言就是「圈外人」。內圈與外圈

的成員可來自家人、朋友、同事、政黨、宗教團體等團體，兩者實際上是相對的

觀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其組成元素也各異（Triandis，1995：9）。集體主義文化

對異己的態度較為封閉，因此圈內人與圈外人界線分明（Gelfand et al.，2004；

Oyserman et al.，2002），成員融入的內圈可能不比個體主義多（Triandis，1995），

但是團體成員會盡力維持與圈內人的緊密與和諧，彼此之間的關係長久穩固

（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其人際互動按照一定的團體規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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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對彼此的角色地位有較為明確的劃定，也會為彼此的行為承擔責任（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相對而言，個體主義成

員對異己持較開放的態度（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t al.，2002），所屬

的團體也可能很多（Triandis，1995），但是不若集體主義社會需要仰賴團體成

員的關係來達成個人目標或建立個人形象，因此成員之間的關係較為浮動、疏離，

通常只對最親近的家人付出較多心力（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t al.，2002；

Triandis，1995）。 

集體主義社會為了維持與圈內人的和諧關係，一般偏好較為間接的溝通

（Gelfand et al.，2004），成員不直言心中所想，所提供的資訊也因此而較為模

糊（Triandis，1995），溝通雙方須仰賴當下語境中其他資訊或是彼此的關係來

推理及詮釋話語的含義（Oyserman et al.，2002）。對集體主義而言，達成協議

是溝通的首要目標，故會積極尋求共識、考慮對方感受，儘量延緩或避免衝突的

發生（Triandis，1995）。相對於集體主義的間接，個體主義成員較常以開門見

山、直截了當的方式抒發己見（Gelfand et al.，2004；Triandis，1995），為了明

確表達自我不惜冒犯他人（Triandis，1995），所提供的資訊亦較為精確，能夠

從表層語意來理解（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 

另一方面，Triandis（1995）亦認為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文化二分法過於籠

統，遂從自我觀念的細化著手，以彌補此缺失。Triandis（1995）表示，自我觀

念尚可分為四種，即「獨立或互依自我」（independent or interdependent self）及

「相同或不同自我」（same or different self），分別與集體、個體主義結合，形

成「垂直集體主義」（vertical collectivism）、「垂直個體主義」（vertical individualism）、

「水平集體主義」（horizontal collectivism）、「水平個體主義」（horizontal 

individualism）四個文化構面。所謂的「垂直」（vertical）與「水平」（horizontal）

係根據社會人際關係而分，垂直性質的社會反映階級差異的觀念（Triandis，1995），

人們接受彼此不平等的事實（謝佳玲，2015）；水平性質的社會講求眾人的統一

性（Triandis，1995），尤其重視地位的平等，不喜獨樹一幟（Gudykunst & Lee，

2002，引自謝佳玲，2015：130）。「垂直集體主義」文化包含互依自我與不同

自我，成員恪守本分，重視社會規約及階級制度，願意服務圈內人，下級甚至能

夠為上級犧牲自我利益，如中國、日本、南韓。「水平集體主義」文化包含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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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與相同自我，成員強調相互依賴、彼此合作，期待創造團結、和諧的社會，

認為成員之間的競爭會削弱凝聚力，如以色列集體農場（Israeli kibbutzim）。「垂

直個人主義」社會的自我觀念為獨立自我與不同自我的結合，成員喜好競爭，追

求地位及成就上的卓越，期許自己與眾不同，以彰顯獨特性作為行為表現的指標，

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水平個人主義」社會則是獨立自我與相同自我並

行，成員強調獨立自主，不倚賴他人行事，但同時也倡議地位平等，故不見得喜

歡與他人比較，也不希望出類拔萃，如瑞典、丹麥。以下藉由圖 二-1概略呈現

這四種文化構面。 

 

 

 

 

 

 

 

 

 

 

 

 

 

 

圖 二-1 文化體系四分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參考 Triandis（1995）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區別為世人提供一套解讀文化差異的觀點，前人研究

亦明示中華文化圈屬於垂直集體主義的社會，而英美文化圈則是垂直個體主義取

向。然而Triandis（1995）亦指出，這兩種主義實際上存在於每一個人及每一種

文化中，個中差異是經過對比而顯現的。另一方面，過往研究以中國作為華人文

化圈的代表，缺乏對其他重要華人社會的分析。因此，本文鎖定台灣一地，對比

於美國的網路溝通，進一步探究華人文化是否會因地域差異而有所不同，同時將

以言談的直接性作為基準，觀察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建議行為。 

獨立自我 

互依自我 

垂直個體主義 

垂直集體主義 水平集體主義 

水平個體主義 

不同自我 相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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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與英語溝通特色 

了解文化體系的大致輪廓後，本部分以華人的溝模式作為主軸，討論華語與

英語溝通的特徵。 

1. 使用含蓄模糊的表達方式：人際和諧是華人在溝通過程中的首要目標，相較

之下，話語的準確性不如和諧度重要（Gao，1998；Ma，1996b；Mao，1994），

因此華人傾向使用間接的話語，或不把一切明說。這樣的表達方式讓雙方在

溝通上產生更多協商語義的機會，較為進退自如（Gao，1998）。正因華人

溝通話語中的含蓄性及不確定性造成「不確定的語言空間」，訊息在含蓄的

表達方式下被模糊化（Chang，1999），溝通者必須擅長「察言觀色」、「旁

敲側擊」（Gao，1998），以成功解讀彼此話語中的真正涵義，更重要的是

避免誤會所造成的衝突，維繫良好的人際關係（Chang，1999；Gao，1998）。

英美人士則講求直接、真誠，和諧則只是溝通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因此發

生衝突是普遍的現象（陳國明，2003）。 

2. 角色及地位決定互動關係是否平等：相較於個人特質，華人對自己在社會上

所扮演的角色形象更為重視，這個角色的表現將會影響到「自我」在別人眼

中的觀感。而且華人講究地位尊卑與階級順序，更以此決定溝通規則（Gao，

1998）。「稱謂準則」（顧曰國，1992）中所強調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距離差

異，即是此特點之實踐。但在英美文化中，交際雙方社會地位的差異並不如

此明顯（Yu，2005）。 

3. 對「自己人」直接，對「外人」客氣：儘管華人基本上較常以間接含蓄的方

式溝通，然而當面對「自己人」，則又發展出另一套標準與規則。「自己人」

（insider）與「外人」（outsider）的概念對華人而言可說是涇渭分明，對英

美人士則否。華人視家人、親密朋友為自己人，彼此之間說話方式較為直接，

突顯雙方的緊密關係，加強團體的凝聚力；當華人面對屬於外人的點頭之交，

才遵守客氣原則，使用較委婉、間接的表達方式。也因為如此，華人較不願

向不熟悉的人透露自己的隱私想法，英美人士卻以此拉近彼此距離（Ga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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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較少突出自我，著重人際關係：由於華人把「自我」視為自己與他人互動下

的結果，傾向「顧全大局」，避免「出頭露面」。華人在公開場合中較不願

意表達個人感受或觀點，以免將個人情緒強加於他人，但卻多提到他人的意

見，同時重視他人對自己的觀感。若遇衝突，華人常以自我控制為解決方法，

甚至傾向逃避，抑或是採取其他間接的方法來緩解衝突（Gao，1998）。出

於對強化人際關係之目標的考量，華人在溝通時傾向隱藏己見、壓抑自我，

反觀英美文化圈，因為強調個人特質，重視自身的需要及渴望，因此將自我

表達看作溝通的核心功能（Katriel & Philipsen，1981）。 

總結而言，溝通對華人而言，功能在於維持個體間現存的關係、強化地位和

角色的差異，以及維護群體的和諧關係（Gao，1998）。英美文化中的溝通卻是

建立自我意識以及尋求與他人的共識的過程（Katriel & Philipsen，1981），目的

是確認自我、成就自我（Gao，1998；Katriel & Philipsen，1981），「和諧」僅

是溝通的手段之一（Katriel & Philipsen，1981）。網路社會特有的文化為人際溝

通開啟另一種模式。參與者在匿名的情況下，其真實社會之位階與角色得以隱藏，

溝通的參與度及平等性因此提升，而在某些以「社群」為經營理念的網路平台上，

參與者追求公開透明的言論氛圍，同時亦要顧慮社群成員之間的情感連結。在此

網路語境下提出建議，華語與英語人士的言談表現是否亦出現上述差異？差異又

是否明顯？例如，華語人士是否多委婉之詞、英語人士是否多直言不諱？華語人

士是否多隱藏己見、英語人士是否多彰顯自我？此即本文的研究面向之一。 

第三節 網路社會文化與溝通 

電腦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迅速擴張迎來資訊時代，在人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日益重要。全球已有約三十億人成為網際網路使用者，佔所有人口中的四成10。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

TWNIC）所發布的《2014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11，全台灣12十二歲以

上的民眾約一千六百萬人具有使用網路的經驗，上網率達到 78.2%。全球資訊網

                                                
10 統計數據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internet-users/。 
11

 取自 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0307index.shtml。 
12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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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簡稱W3C）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0

月，美國已有高達86.75%的上網人口13。由此可見網際網路在台灣及美國的普及

性以及民眾對於網際網路的高度依賴。上一節回顧了真實社會之文化差異相關文

獻，本節分為網路文化及網路語言兩個部分，探討網路文化下的溝通模式。 

一、網路文化與虛擬社群 

經由電腦與網路設備架構而成的網路空間（cyberspace），因具備高速遠距

傳輸的特性，能讓使用者快速、大量地傳送、接收與儲存資訊（翟本瑞，2002）。

此空間的虛擬特性容許不同的參與者跳脫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相互溝通、建立關

係，甚至發展出特定的思維邏輯與倫理規範，形成有別於真實社會卻同樣具有社

會意涵的網路文化（cyberculture）（翟本瑞，2002；張純富，2013）。為研究網

路對社會、文化及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影響，以各社會學、心理學、資訊學、傳播

學、語言學等領域背景為視角的網路社會研究逐步展開，「電腦中介溝通」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簡稱CMC）遂成為一門嶄新的跨學科研究

領域（翟本瑞，2002；謝佳玲，2009a、2009b；張純富，2013）。 

所謂的電腦中介溝通，廣泛而言即以電腦與網路作為媒介的溝通模式，原本

被視為一種電子書面溝通形式，可分為資訊（informatics）和會談（conferencing）

兩大類。前者指資訊處理、電子儲存系統與數位資料檢索；而後者涵蓋的範圍更

廣，例如普遍使用於各界並提供單向互動及多向互動的電子郵件（E-mail）（Barnes，

2003）。時至今日，電腦中介溝通所使用的系統已十分多元，並可依照溝通場域

的性質區分為同步溝通與非同步溝通。同步溝通場域包括聊天室（chat room）、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enger）、線上遊戲（online game）等；非同步溝通媒介除

了較早出現的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BBS）、新聞討論群

組（newsgroups）、留言板（message boards）、論壇／討論群組（discussion forums

／discussion groups）、部落格（blogs），近年來蔚為流行的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簡稱SNSs）亦是其一。 

網路文化逐漸改變現代社會整體結構，亦顛覆人們傳統的溝通模式（謝佳玲，

                                                
13 統計數據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蒐集，取自 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internet-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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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a、2009b；張純富，2013；謝佳玲，2015）。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受到較多

社會規範或不同權力的限制與傾壓，文化的多樣性和創造性得不到充分的開展，

但隨著網路的普及，人們發現各種由網路空間打造的虛擬社群除了具備訊息分享

及人際關係發展的功能之外，其方便性、自由度及匿名性更是其吸引人之處（翟

本瑞，2002）。這些特點皆促進網路空間裡的社會互動享有更廣泛的參與度，並

且跨越階級而更顯公平（Kollock & Smith，1996；Tan et al.，1998）。儘管網路

使用者在虛擬空間中能夠自由來去，身分與認同選擇皆能有別於現實樣貌，然而

其言行舉止並非毫不受約束；反之，網路使用者其實常會按照現實社會的規範與

原則來評斷及制約網路上的行為（翟本瑞，2002）。 

真實世界裡的人們因分享共同的地緣關係、社會關係、價值信念、習俗文化

等而形成不同的社群，彼此互相交流，共享資源（謝佳玲，2015）。在各種網路

溝通媒介的推動之下，人們互動的場域也發生變化，從地理意義上的實體空間跨

入虛擬空間。人們雖素未謀面，卻能藉由共同的興趣喜好或目標彼此群聚，在交

流互動的過程中滿足個人的社會需求，建立社會關係，發展自我認同。這種藉由

網路媒介形成、運作與發展，並奠基於認同感及歸屬感的社會集合體，被稱為「虛

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Rheingold，2000）。網路所具備的「既隔離又

連結」的特性（黃厚銘，2000），使社群成員能夠擺脫原本固定集結時間及實體

集結地點的約束，共同創造一個無形的公共空間（黃厚銘，2000；翟本瑞，2001）。

同時，成員具有共同的話題與特性，並願意交換資訊，成為社群成形的最關鍵因

素。社群建立以後，還必須仰賴成員對某一主題的持續經營，才得以鞏固基礎、

擴大規模，致使成員之間產生相黏性，進而提高其忠誠度，社群由是不斷進步

（Hagel & Armstrong，1997）。Hagel與Armstrong（1997）根據社群參與者的需

求取向，將各種虛擬社群歸為四類，彼此功能各異，如表 二-4 所示。本文語料

源自《Mobile01》及《City-Data》這兩個網站論壇，論壇按照各種興趣主題區分

為多個討論群組，參與者藉由針對特定主題的討論建立新的網路人際關係，這些

討論群組即屬於興趣型的虛擬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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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4 虛擬社群之類型  

社群類型 功能 社群舉例14
 

興趣型 

（interest） 

成員以興趣的同質性為人際關係

基礎，群聚一處相互討論、交換

訊息。 

網站論壇 

Mobile01（台） 

City-Data（美） 

人際關係型 

（relationship） 

成員在此平台上吸引具有相同交

友動機或特定生活經驗的人，分

享資訊、抒發心情，尋求情感上

的支持，建立更深層的人際關係。 

社交網站 

臉書（Facebook） 

（台、美） 

幻想型 

（fantasy） 

成員藉由「化身」在個人化的故

事情節中暫時逃避現實生活的責

任或壓力，滿足個人幻想和娛樂

的需求。 

線上遊戲 

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簡稱LOL） 

（台、美） 

交易型 

（transaction） 

成員與他人進行實體商務交易，

可買賣全新或二手商品、交換商

品，且能查詢彼此的信用紀錄與

評價。 

網路賣場 

Yahoo！拍賣（台） 

ebay（美） 

資料來源：整理自 Hagel與 Armstrong（1997） 

二、網路溝通與網路語言 

網路空間裡大量數位資源的累積，為語言學科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Kilgarriff & Grefenstette，2003）。學者觀察到網路溝通情境下的人際互動已發

展出別具特色的語言習慣，形成一獨特的語言體裁（如Barnes，2003；Postmes

等，2000；Walther，1996；Yates，1996），可稱之為網路語體。網路語體結合

口語與書面語的特點，其訊息在結構和性質上亦受到傳送方向（單向或多向）、

媒介類型（同步或非同步）等因素影響，與面對面交流有所差異，例如結構傾向

簡短但功能清晰，多斷言而少推論，較少涉及強烈承諾，且容許溝通者擁有更長

                                                
14

 社群舉例為筆者所補充，與原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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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思考應對（Walther，1996；謝佳玲，2009a）。從Ma（1996a）的研究可知，

東亞與北美大學生於使用電腦媒介進行跨文化溝通時，語言較為直接，且傾向做

更多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ing）。此特點在一些網路言語行為研究中亦得

以印證，例如網站論壇《TripAdvisor》中的抱怨者認為詳述個人經歷能達到支撐

言論的效果，加上參與者彼此都不顯露真實身分且互不相識，無形中創造了一種

自我形象保護機制，使抱怨者明確表達抱怨之意，與面對面抱怨傾向含蓄表達或

抱持體諒態度的表現有所差別（Vásquez，2011）。網路使用者溝通時所採用的

語用策略及禮貌程度上的表現與面對面相似，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包括話語內容性

質及溝通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謝佳玲，2008、2009a；Ruble，2011），而

溝通雙方的地位對策略選擇的作用反而不如前者（謝佳玲，2008、2009a）。此

外，網路媒介的特殊性亦使請求者採取更多樣的禮貌補救策略，以維繫網路社群

中平等及團結的特質（謝佳玲，2008、2009a）。 

林綱（2014）針對中國的網路語言現象，梳理近二十年來網路語言的發展歷

程，結論網路使用者對網路語言的態度具有趨同性，語言使用規範與風貌自成一

格，出現具有多種社會功能的固定短語、句式、語篇模式，在語音、語義及語言

形式方面都表現出新穎特點，「網路語言社區」於焉誕生。根據張慧美（2006）

及謝芷欣（2004），廣義的網路語言大致上可分為三類：（A）全民共同的語言；

（B）網路術語，如「瀏覽器」、「聊天室」等；（C）網友溝通時所使用的習

慣語或俚語，以及上述具特殊形式或特定含義的符號。另外，王雅勤（2011）亦

就台灣網路語言的功能描述其特徵。本文主要參考王雅勤（2011）的分類結構，

旁及上述各研究，將網路語言特色歸納為以下四點： 

1. 便捷性：網路上的語言交流講求效率，以達到訊息快速流通的目的，因此網

路語言的輸入不僅需快捷，且要容易理解，簡潔有力。 

2. 簡單性：透過語音的近似性進行變化，使原本較長或較複雜的文字、詞彙簡

單化，如使用中文縮寫、英文拼音縮寫、以漢語拼音或注音的替代文字，發

展出「長話短說」的現象。例如「就降子」（就這樣子）、 「u r」（you are）。 

3. 具象性：大量使用由文字符號或鍵盤符號組合而成的表情符號或圖案，模擬

使用者在溝通中的表情、神態或動作，例如「:‘( 」表示流淚，「^_^」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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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前者為西方慣用的直式寫法，後者則是僅見於漢字文化圈如中國、台

灣、日本的橫式寫法。 

4. 創新性：網路平台為使用者提供一個自由的交流空間，使用者可以充分發揮

想像力和創造力，使用具有創意、新穎特殊的語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隨意

將詞語重新組合、將英文字母和網路符號結合，或是使用不同外來語組合而

成的混合體，形成新詞或新義。例如「殘念」（來自日文，意為遺憾或可惜）、

「LOL」（英文首字母之縮寫，意為laughing out loud）。 

以上第四點所述之「表情符號」，英語稱作「emoticon」，是由情緒（emotion）

與小圖案（icon）兩個詞合併而成的新詞（萬里編輯部，2000，引自何兆偉，2007）。

早期的電腦中介溝通局限於文字訊息的傳遞，缺乏語調、表情、肢體語言等輔助

語言，傳情達意的效果不比影像及聲音，亦不如面對面溝通直接與即時，因此必

須藉助多種溝通手段補其不足，以表情符號為形式的電子輔助語言（electronic 

paralanguage）便是因應網路使用者對社會性互動的更多需求而出現的（Gumpert 

& Drucker，1990）。網路表情符號在90年代初創於美國，以「:-)」及「:-(」分別

代表微笑及不悅的神情。由於西方的字元數較少，因此構成表情符號的素材不那

麼豐富，且採直式寫法，需將之左轉90度觀看，屬於「西式風格」。後經日本改

造，轉變為橫式的、能夠正面閱讀的表情符號，例如「T__T」代表流淚、「-_-|||」

代表尷尬，並廣受大眾喜愛而流傳到世界各地（何兆偉，2007；劉麗真，2007）。

日本亦以「顏文字」稱之，「顏」指的是臉龐之意，「顏文字」即指用文字和符

號組成、以表達心情為目的的表情和圖案，成為「東亞風格」表情符號的濫觴（何

兆偉，2007）。台灣受日本影響，網路論壇上就可見「{{{>O<}}}」（代表發抖）、

「@_@」（代表頭暈昏倒）、「（￣︶￣）↗」（代表微笑打招呼）等表情符

號（劉麗真，2007）。一些社群網站及即時通訊軟體亦開發內建的貼圖，供使用

者選用。由此觀之，表情符號在符號組合上從單純性趨向繁複性；從創作類型來

看，則從喜怒哀樂之情緒表達擴充至肢體動作，且愈加細膩複雜（陳明珠，2009）。

因此，廣義而言，表情符號除了傳統透過一般輸入法輸入的「標點符號式的自製

符號」，還包括了「卡通漫畫式的圖形符號」。網友對其喜愛有加，主要原因是

它能夠強化訊息及調節互動，有助於人們透過宏觀角度理解彼此所傳遞的觀點，

並能減少尷尬、增進情感，是網路世界中兼具溝通及人際效益的工具（如Derk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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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8；Gumpert & Drucker，1990；盧諭緯，1997）。15
 

近年來，社群網站愈益流行，融入人類的日常溝通。作為社群網站之一，網

站論壇亦吸引眾多使用者，所展開的互動包括尋求建議與提供建議（DeCapua & 

Dunham，2007）。相較於真實社會的建議模式，網站論壇的參與者身分隱匿而

地位平等，社會因素的影響降低，溝通策略與語言風格有別於真實社會（Locher，

2006；Morrow，2006）。本文欲探查華語人士與英語人士在此網路語境的作用

下如何實施建議行為，兩者之間有何異同之處。本部分網路溝通特點將作為本文

解釋語料分析結果的基礎之一，同時，本文亦將藉此驗證前人所指出的網路溝通

特色是否反映於本文的論壇語料之中。  

第四節 建議言語行為研究 

本節著重探討與建議直接相關的研究。本章第一節已從言語行為理論與禮貌

理論切入，確立建議行為於語用學領域的定位。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回顧真實社會

與網路社會之溝通文化，方能理解文化變因與情境變因如何對華、英語之建議行

為產生影響。在此基礎上，本節回顧學者對建議言語行為的詮釋，從中整理出本

文建議言語行為的定義。接著從口語建議與網路建議兩個面向，整理學者們對建

議策略的分類，作為擬定本文策略框架之依據。 

一、建議言語行為之定義 

指令類行為研究當中，建議行為尚不如請求行為被廣為探究（Martínez-Flor，

2003），學界對其意義界定亦存有異議（閆素芬，2011）。再者，本研究以華語

語料作為研究主體之一，但「建議」一詞對應到英語中可以視情況使用「suggest」、

「advise」或「recommend」（Wang，2006；閆素芬，2011），翻譯問題由是產

生。為了釐清建議的意義，同時解決名稱翻譯的問題，以下回顧文獻對建議行為

的界定方式，並將網路語境納入考量，總結建議行為於本研究所指涉的概念。 

首先，本文從各漢語辭典中檢索建議的釋義。漢語辭典對建議的釋義基本一

致，即「對特定話題提出自己的意見或看法供別人參考」，例如「我建議你們最

                                                
15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張妙霞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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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到三十歲才結婚」、「醫生建議我去海濱療養一段時間」16，但此解釋過於寬

泛，且未論及此詞語的語用功能。反觀英語辭典，筆者搜尋 advise、recommend

及 suggest 的釋義，發現英語辭典除了語義的解釋外，大部分亦涉及語用層面，

雖免不了出現循環論證的情況，但較之漢語辭典確實完善許多，讀者能認識詞語

的不同義項，在語用功能方面亦能建立基本的瞭解。茲整理此三個詞語的英語辭

典釋義於表 二-5。 

表 二-5 Advise、Recommend、Suggest 之辭典釋義 

言語

行為 
Advise Recommend Suggest

17
 

釋義 

I. 當 受 話 者       

處於某種情況或遭

遇某個問題時，告訴

對方自己認為應該

怎麼做 

I. 提出某人或某事將

有利於某種特定情

況的建議或勸告 

I. 向受話者提出計畫或

意見，使對方予以考

量 

II. 根據專門知識或經

驗來建議未來之行

為；發話者的話語被

視為給予幫助或提

供訊息 

II. 支持或稱讚某個對

象，闡述其性質以

吸引受話者 

II. 若提出某個人名或地

名，意即向受話者推

薦此人或此地 

例句 

 A family doctor will 

be able to advise on 

suitable birth control. 

 They recommended 

her for the job. 

 I suggest you ask him 

some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his 

past. 

資料來源：整理自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1992）、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1995）、Cambridg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2000）、

當代英漢雙解詞典（1988）、時代英英－英漢雙解大辭典（1997） 

                                                
16 參照中文大辭典（1973）、漢語大詞典（1988）、辭海（1997）。 
17

 Suggest 尚有「暗示」、「使想起」之意，advise 尚有「正式通知」、「商討」之意，皆不在本研

究探討範疇內，在此不多加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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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用學領域，前人常在言語行為理論的基礎上分析建議行為（如Austin，

1962；Searle，1969、1976），Searle（1969）並根據構成言語行為的四個條件為

建議行為界定最初的語用意義（詳見第二章第一節）。此「條件預設」方式為

Wierzbicka（1987）所參考，更進一步闡釋其他「言語行為動詞」（speech act verbs）

的定義。與Searle（1969）略為不同的是，Wierzbicka（1987）是將言語行為的構

成要素轉化為語義成分，藉由一些單句來闡述該行為的核心概念。其將advise、

recommend及suggest行為視為「advise主類」（advise group）中的三個次類，三

者最明顯的共通之處在於「發話者認為某行為對受話者而言是好的做法」，且發

話者皆希望受話者採取自己所言及的未來行動，卻都不予言明。至於三者之間的

差異，以下筆者依據Wierzbicka（1987）從四個方面分述之。 

1. 發話者的心理狀態與言語施為力度：實施advise及recommend的行為時，發話

者預設自己的意見是受到歡迎的、能夠被欣然接受的，不過，前者較有自信，

預設受話者將遵循其意見採取行動，施為力度較強；後者的信心則較為缺乏，

不預設自己的話語會影響受話者的未來行動，施為力度較弱。而suggest的目

的只是要使受話者對自己提出的未來行動予以考量，雖認為自己所言對受話

者有用、有利，但態度上比advise猶疑，因此與recommend一樣，信心較小，

施為力度較弱。簡言之，發話者的信心愈大，言語的施為力度愈強。 

2. 發話者的發言依據：Advise並非以普遍觀點或原則為發話依據，而是完全依

據個人想法，包括知識、經驗、審美觀、道德觀或是品味，甚至發話者與受

話者之間的緊密關係亦可作為發話基礎。提供recommendation的人會被預設

所知較多，故其提供的訊息是某範圍內更為優越的知識。Suggest則沒有這方

面的限制，發話者不需要具備所謂的「充分理由」亦能提出自己的意見。 

3. 發話者的發言主動性：Advice與suggestion可以不經由對方要求而主動提供，

recommendation則是在對方要求的情況下才提供。 

4. 受話者執行未來行動的義務：Advise、recommend與suggest所言及的未來行

動皆對受話者有好處，尤其recommend具有更強的「利他」性質，但advise

更強調的是受話者應該做的事、有責任做的事。 

Wierzbicka（1987）的分析比辭典更為詳盡，有助於了解致使這些言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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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條件和差異，較適合用於言語行為研究。Tsui（1994）則認為這些差異非

常細微，可被忽略，因此視advise、recommend及suggest為「advise」的三個層次，

與Wierzbicka（1987）的看法接近。 

從以上分析可知，利益導向是將建議與其他行為區分開來的首要因素，

Haverkate（1984）據此提出「弱勢指令類行為」（non-impositive directive speech 

act）與「強勢指令類行為」（impositive directive speech act）兩種指令類行為。

前者具「受話者受惠」特性，如建議；後者具「發話者受惠」特性，如請求。建

議者相信某個行為將為受話者帶來利益，故有執行的必要，希望受話者接受

（Banerjee & Carrel，1988；Hudson，1990；Martínez-Flor，2003、2005、2010；

Wierzbicka，1987）。受話者若認同該話語內容並付諸行動，代表發話者對受話

者提供了協助（Banerjee & Carrel，1988；Martínez-Flor，2005），亦表示發話者

幫助受話者實現了某個願望（Koike，1996）。然而，儘管發話者對於受話者採

納其建議抱持期待，卻不能直接表現於言語之中，以保留受話者自由支配行動的

權力（Hinkel，1997；Wierzbicka，1987）。 

不過，另有一派學者則主張應該區分advise與suggest。其原因為，suggest的

施為力度比advise再弱一些（Holmes，1983；Richards，1985）。此外，若以施

事者作為區分基準，suggestion由溝通的其中一方提出，但其中所涉及的未來行

動，可以僅由另一方獨自完成或由雙方共同完成（Marmaridou，1990：565）；

而advice的施事責任導向受話者單方，發話者並不參與該未來行動（Li，2010：

599）。 

學者亦從禮貌觀點來討論建議行為（如Brown & Levinson， 1987；

Martínez-Flor，2010）。雖然建議行為一般會讓受話者受益，但仍是威脅受話者

消極面子的行為（Brown & Levinson，1987），因為「發話者透過言語行為的實

施，讓受話者察覺自己應該做某事，故在某種程度上侵入受話者的私人領域」

（Martínez-Flor，2010：258）18。而且，建議行為假定建議尋求者心理上先承認

自己缺乏某些知識或能力，並預設回應者具備高人一等的專業知識（DeCapua & 

                                                
18

 原文為：「This speech act is regarded as an FTA since the speaker is in some way intruding into the 

hearer’s world by performing as act that concerns what the latter should do.」（Martínez-Flor，201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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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ham，1993：519），是故建議行為是個典型確立參與者之間不對等關係的行

為（Hutchby，1995：221）。為保全對方面子，減低干預意味且避免突顯對方的

不足之處，建議行為通常以某種方式進行緩和或弱化，例如「would」、「might」、

「perhaps」等「降級語」（downgraders）（或稱緩和語，mitigators）的頻繁使

用即體現建議行為的這項本質特徵（Bardovi-Harlig & Hartford，1996；DeCapua & 

Dunham，2007；Koike，1994；Martínez-Flor，2010；Liu & Zhao，2007）。 

有鑑於言語行為必須置於特定文化或社會環境中來判斷，並考慮兩者之間的

相互作用（Holmes，1995；Thomas，1995），本文還需將網路溝通模式及語料

來源之特性納入考量，方可定義本文的建議行為。本文選取以健康、醫療資訊為

主題的網站論壇作為語料來源。網站論壇是其中一種透過資訊分享建立起社群關

係的非同步溝通場域，參與者經常在論壇上請求他人的協助（謝佳玲，2008、

2009a），而他人給予的答覆便是為了替對方解決問題、解除煩惱，讓對方因此

受惠，故此舉被視為「提供建議」（giving advice）（Locher，2006；Morrow，

2006；Ruble，2011）。網站論壇裡的建議包括「主動提供的建議」（unsolicited 

advice）及「被動提供的建議」（solicited advice）兩種型態（Ruble，2011），

本文僅選擇「被動提供的建議」作為研究語料，以下詳細說明這種建議於網站論

壇的互動模式。 

在網站論壇裡，尋求建議者（以下稱「尋求者」）會主動發布文章，提出自

己的疑慮並尋求解決方法。在此情況下，提出建議者（以下稱「回應者」）對於

「尋求者有此需求」、「自己的回覆應可受到歡迎」的預設順理成章。然而尋求

者對自己後續的行動享有絕對的自主權，加上回應者可能不止一人，亦即建議選

項可多可少，回應者無法確切知道尋求者的最終選擇。除非成員「自報家門」，

否則其他成員無法得知其個人背景。回應者未必具有專業醫療背景，多以自身（或

第三者）的背景知識和經驗作為發言依據，但仍足以構成提供建議的充分理由，

Hutchby（1995）、DeCapua與Dunham（1993）所提及的社會變因如權利義務、

親疏遠近在此語境中則被淡化。此外，尋求者欲獲得解答的問題可能與第三者有

關，而不一定是其親身問題。舉例而言，筆者觀察的論壇中有一位網友尋求關於

中風後復健的建議，但實際上要進行復健的人是其父親，在此情況下，回應者的

建議對尋求者並無特別利益，真正從此行動中受惠的是一名第三者。筆者檢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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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語料後認為，雖然動作執行者及獲益者可能是其他與受話者相關之人士，未必

是受話者本人，然該受話者立場與該第三者相同，發話者的建議若被採取且達到

成效，即等同於滿足受話者的願望，因此這樣的語料也應歸入「建議」的情境。

只要建議被接納，執行者必然只有受話者一方（包括第三者），與發話者無關。 

整體而言，本文語料的性質與advise最為相符，除了Holmes（1983）等人所

主張的「suggestion的動作執行者可能為交際雙方」之外，其餘advise、recommend

與suggest之間的差異則無法突顯。是故本文採取Wierzbicka（1987）及Tsui（1994）

的觀點，以「advise」統稱advise、recommend與suggest，作為「建議」的英語翻

譯名稱。並且參考Locher（2006）等人的定義，將本文所探討的網路建議行為定

義為： 

發話者經由受話者請求，產生使對方受惠或滿足對方願望之動機，進而依據

自身背景知識將自己所認為的最佳選擇告知對方，並希望對方採納，以解決

某個問題或改善某種情況。 

二、建議言語行為之策略 

網路文化造就一套特殊的人際溝通模式，口語建議與網路建議自然也可能因

溝通場域上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建議表現，是故本節將分別回顧這兩個面向的建

議策略。 

（一） 口語建議行為之策略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各文化對於禮貌的詮釋各異其趣，而禮貌亦反映不同真

實社會的文化特徵，是故禮貌理論成為大部分口語言語行為研究所依據之基礎。

就語用策略而言，過往文獻多以「跨文化言語行為研究專案」（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簡稱CCSARP）或「禮貌補救策略」（Brown & 

Levinson，1987）為本進行探討，此部分亦主要依據此二架構討論。 

1. 按CCSARP分類 

Blum-Kulka等（1989）的「跨文化言語行為研究專案」（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簡稱CCSARP）對言語行為之跨文化對比研究影響最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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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專案以禮貌理論為基礎，採用「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簡稱DCT）的語料蒐集方式，探究八國語言19實施「請求」與「道歉」行為所使

用的語用策略，藉此論證禮貌準繩因社會文化而異。因建議與請求同屬指令類行

為，此部分僅回顧CCSARP關於請求的分析方式。Blum-Kulka等（1989）將請求

視為一個行為序列，序列的結構分為四個部分：一是「醒示語」（alerters），用

以引起受話者注意，如稱呼、稱謂等；二是「中心行為」（head acts），作為言

語行為序列中的主體，亦是實現言語行為的必要最小單位；三是「輔助行為」

（supportive moves），作為言語行為序列中的外圍成分，出現在中心行為的前方

或後方，功能為協助中心行為的完成。四是「內部修飾」（internal modifications），

指中心行為之內無法獨立成句、起強化或弱化施為力度作用的句法或詞彙手段。

言語行為的實施可能只有一個中心行為或多個中心行為，而輔助行為是非必要出

現的，端視發話者有何種需求。 

參考 CCSARP 架構分析建議行為的是 Li（2010）。其研究受試者為澳洲英

語母語者及香港粵語母語者，皆為 16 至 18 歲的中學生，學生兩兩一組透過「開

放式角色扮演」（open role play）討論兩人與美國筆友的出遊計畫，產出語料分

為英語母語者（AES）的英語建議、粵語母語者（CES）的英語建議、粵語母語

者（CCS）的粵語建議三組。研究者據此擬定建議行為的策略架構，並且透過策

略類型及使用頻率之對比，研判粵語母語者的英語建議表現如何受母語影響。就

中心行為而言，三組語料在策略的直接與禮貌程度上表現相近，即以直接建議為

主要策略，其次為慣例型間接策略，最末是非慣例型間接策略，在細部策略的選

擇上則呈現不同分布。AES使用頻率最高的策略為「能力陳述」，CES偏好「建

議型公式」，CCS則最常使用「語氣導出」及「建議型公式」。然而，「建議型

公式」策略意指表達建議時的慣用形式，適用於其他言語行為如請求、邀請中，

但是當回歸建議行為本體，則不適合作為一項策略類別，本文將在第三章的分析

架構中予以修改。至於建議中心行為內部修飾及輔助行為策略，Li（2010）參考

禮貌補救策略的概念分別稱之為「內部補救行為」（internal redressive actions）

與「外部補救行為」（external redressive actions）。內部補救行為意指建議中心

                                                
19

 此八種語言分別為：澳洲英語（澳洲）、美式英語（美國）、英式英語（英國）、加拿大法語

（加拿大）、丹麥語（丹麥）、德語（德國）、俄語（俄羅斯）、希伯來語（以色列）。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7 

 

行為內具修飾功能的語言成分，包括「主觀語」、「訴求語」、「時態」等；外

部補救行為則於建議中心行為之外進行修飾，包括「理由」、「外部禮貌語」、

「預備語」等。以下分別將上述中心行為、內部補救行為、外部補救行為整理於

表 二-6 及表 二-7。 

表 二-6 口語建議之中心行為策略 

策略大類 策略次類 策略定義 語料範例 

直接策略 

 

語氣導出 

（mood 

derivable） 

透過動詞語氣標示出

言外之力 

Have a walk along the beach in 

Manly. 

 施為 

（performative） 

透過「建議」等施為

動詞標示出言外之力 

I tell you what we should take 

him. 

I suggest taking him to Repulse 

Bay or Stanley.   

 純粹陳述 

（pure statement） 

指出肯定或否定執行

某動作的立場，無情

態詞作修飾 

We take him to South Head, you 

know, the Hornby Lighthouse. 

 義務陳述 

（obligation 

statement） 

指出施事者應執行某

動作的義務 

We must/ have to take him to the 

Opera Hous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ree 

places only.  

We’d better give him a couple of 

hours to refresh himself in his 

room. 

 偏好陳述 

（inclination 

statement） 

指出施事者對執行某

動作的偏好 

I am going to/want to/(would) 

like to/will/would take him to 

the Opera House.  

He may/might get to the zoo if it 

makes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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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二-6 口語建議之中心行為策略 

策略大類 策略次類 策略定義 語料範例 

直接策略 能力陳述 

（ability 

statement） 

指出施事者執行某動

作的能力 

We can/could get a nice lunch 

when we get there. 

慣例型間

接策略 

詢問前提 

（query 

preparatory） 

詢問施事者執行某動

作的先備條件，如能

力、意願等 

Can we take him to Darling 

harbor?  

Why don’t we take him to the 

Opera House? 

 建議型公式 

（suggestory 

formula） 

透過表達建議的慣用

形式使施事者執行某

動作，可用陳述句或

疑問句呈現 

Maybe join a harbor cruise. 

How about taking him to all the 

places? 

非慣例型

間接策略 

暗示 

（hints） 

須在語境下才能推導

出言外之意，可用陳

述句或疑問句呈現 

I’m actually thinking of South 

Head and the Hornby 

Lighthouse. 

Do you think Peter like to do a 

bit of shopping in the city? 

資料來源：整理自L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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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7 口語建議之補救行為策略 

策略名稱 策略定義 語料範例 

內部補救行為（內部修飾） 

主觀語 

（subjectivizers） 

表示建議為發話者個人見解 I think the Opera House would 

be a better choice. 

訴求語 

（appealers） 

期望獲得受話者的善意理解 let’s go to the Opera House, 

okay? 

時態 

（tense form） 

英語過去式與現在式結合，

可降低主張的強度 

I wanted to take him to the 

Opera House. 

勸誘語 

（cajolers） 

語義內容與篇章關係小，但

可降低主張的強度 

you know, I am thinking of 

taking Peter to the Opera House. 

禮貌語 

（politeness） 

取得受話者合作的成分 let’s make him to the Opera, 

please. 

假設語氣 

（subjunctives） 

緩和建議時的強加程度20
 might be better if we took him to 

the Opera House. 

緩調語 

（downtoners） 

弱化建議語氣對受話者的衝

擊程度 

we can perhaps take Peter to the 

Opera House. 

外部補救行為（輔助行為） 

理由 

（grounders） 

任何建議的理由、解釋或評斷 How about taking him to the 

Opera House? I’m sure he will 

have an exciting time. 

外部禮貌語 

（external politeness 

markers） 

附加於建議語句，取得受話者

合作的成分 

What do you think? Should we 

take Peter to the Opera House? 

預備語 

（preparators） 

發話者詢問實施建議的可能

性或徵求提議的允許 

May I make a suggestion? I 

think we’d better take Peter to 

the Opera House. 

                                                
20

 強加程度即「imposition force」，意指發話者將個人意志施加於受話者行動上的程度。策略定

義原文為：「Subjunctives forms like might can be used by the speakers to soften the imposition force 

in making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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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二-7 口語建議之補救行為策略 

策略名稱 策略定義 語料範例 

外部補救行為（輔助行為） 

責任降低語 

（downgrading 

commitments） 

減輕發話者責任的修飾成分 I’m not too sure but I think we’d 

better take Peter to the Opera 

House. 

強加降低語 

（imposition 

minimizers） 

降低建議施加於受話者的強

加或負擔 

I still think that we should take 

Peter to the Opera House if you 

are not strongly against it. 

資料來源：整理自 Li（2010）21
 

除此之外，Bardovi-Harlig與 Hartford（1996）曾採用會話分析的方法描寫表

達建議的句式，Martínez-Flor（2005，2010）據此區分建議句式的類別，分別為

直接建議（direct suggestion）、慣例型公式（conventionalised form）與間接建議

（indirect suggestion），此三類策略的概念與 Blum-Kulka 等（1989）及 Li（2010）

的直接、慣例型間接與非慣例型策略有部分對應之處，但雙方劃分標準不盡相同。

Martínez-Flor（2005，2010）認為直接建議透過施為動詞、建議名詞、肯定及否

定祈使句式實施；慣例型公式透過字面意義標示言外之力，但直接性較低；間接

建議則指發話者意圖模糊的表達方式，沒有已成規約的語言形式。Jiang（2006）

則以語料庫的建議言談對比於英語教科書所教的內容，探討英語學習者的重點目

標句式。Gu（2014）與 Abolfathiasl（2013）的研究均結合 Martínez-Flor（2005）

與 Jiang（2006）的分類架構，歸納出較適合應用於英語外語教學上的建議句式。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的分類中皆囊括「Let’s…」句式或以「we」作為主語，

意即不排除發話者為執事者之一。此表達形式被廣泛應用於口語建議中，然而觀

察本文所選之網站論壇語料，執事者僅有受話者一方，故未出現此類型語料。 

2. 按禮貌補救策略分類 

Banerjee與 Carrell（1988）是首先針對建議行為提出專論的學者（Martínez-Flor，

2005），他們對比英語母語者與非母語者在語言形式及禮貌策略上的異同點，屬

                                                
21

 表 二-6 及表 二-7 的策略名稱及定義之翻譯部分參考李家豪（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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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介語研究。受 Banerjee 與 Carrell（1988）的啟發，Fang（2005）研究中國大

學生的華語建議，藉此探析中國人對禮貌的看法與西方有何異同。此兩篇文獻透

過實證研究，具體呈現建議行為於英語社會與華語社會的不同面貌，以下綜合討

論之。 

Banerjee 與 Carrell（1988）的兩組研究對象分別為 28 位以華語或馬來語為母

語的馬來西亞籍英語學習者及 12 位美籍英語母語者。研究設計五種情境類別，

分別代表不同的緊急程度或尷尬程度，每一類再各分配五個情境，例如「在百貨

公司更衣室看到試穿的人把門關好」、「在公司裡看到同事頭髮不整」、「在機

場看到有人正吃力地拖著兩個大行李箱」等，同時加入社會距離與社會地位作為

變項，透過語篇補全測試獲得語料。研究分為兩個面向進行探討：量化分析探討

實施建議的頻率、建議的直接程度、建議的句式類型；質化分析則以研究禮貌補

救策略的類型為目標，但並未統計各策略的分布。建議禮貌策略按照所補救的「面

子」種類分為積極禮貌策略及消極禮貌策略，前者包含「表示關注」、「縮短距

離」、「轉移焦點」、「提供協助」與「提供理由」，後者包含「模糊限制語」、

「表達歉意」與「詢問原由」，部分策略再細分為其他次類。Fang（2005）承襲

Banerjee 與 Carrell（1988）的研究方法與分類架構，策略類型基本一致，僅特別

將「表示尊敬」從原來的「表示關注」類獨立出來自成一類，突顯華語母語者以

稱謂語展現禮貌的慣例。 

綜觀 Banerjee 與 Carrell（1988）及 Fang（2005）的研究，不論華語或英語皆

鮮少使用施為句，避免過於正式、直接，而具內部調節功能的情態詞如「最好」、

「應該」、「可以」（Fang，2005）、「should」、「can／could」（Banerjee & 

Carrell，1988）等詞彙修飾常被採用，作為表示關心或注意的手段（Banerjee & 

Carrell，1988；Fang，2005）。華語母語者所使用的「模糊限制語」策略中的內

部修飾以語氣詞「吧」所佔的比例最高，有助於緩和祈使語氣（Fang，2005），

此為英語中不存在的句法修飾。而英語建議中的句法內部修飾如時態亦不存在於

華語。 

（二） 網路建議行為之策略 

網路建議相關研究涉及不同的議題，據筆者考察，主要集中在醫療保健、兩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42 

 

性關係與人際關係，有取材自網站論壇者，如 Morrow（2006）、Ruble（2011）、

閆素芬（2011）；亦有取材自諮詢專欄者，如 Locher（2006）。其中，針對醫療

保健主題的建議進行研究的包括 Locher（2006）與 Morrow（2006）。前一節已

說明網站論壇中尋求建議及給予建議的交際模式，而諮詢專欄與網站論壇不同的

是，諮詢專欄的回應者是固定的一個人或一群人，具有專業背景，且其發言代表

所屬專欄的立場。儘管如此，兩者在「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角色關係上

具有共同點，故此部分將兩者共同討論。  

Locher（2006）以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所開設的線上醫療諮詢專欄《Lucy 

Answers》為觀察對象。此專欄被定位於問答網站，尋求者主動張貼問題文章後，

專欄的專業人員將給予回應。Locher（2006）關注回應文章的語篇架構，認為每

一篇回應文章皆實施一個建議言語行為，而構成此行為的是一種或多種根據內容

判別的論述策略（discursive moves）。明確指示行動的「建議」策略使用率最高，

在句式上以陳述句佔最高比例，祈使句次之，使用得最少的是疑問句。陳述句和

疑問句屬於較為間接的句式，因此可推論此專欄傾向採用間接的方式來給予行動

指引。由於 Locher（2006）將建議語篇中的所有語言成分納入分析範圍，因此將

「後設論述標記」歸為其中一種策略。然而，此標記的功能為銜接篇章內容、安

排先後順序，其本質與該研究中內容取向的論述策略並不一致，故本文認為此語

言成分應與其他策略有所區別。 

在華語網路建議方面，閆素芬（2011）以 Locher（2006）的研究為基模，針

對中國的愛情主題網站論壇，將建議行為按照語篇段落的功能劃分為五個語段

──「建議」、「評價」、「告別」、「個人經歷」、「開放性類別」，相等於

Locher（2006）的論述策略。該論壇的建議者各有半數採取「單個語段」及「多

語段」之組合，而多語段組合裡又以兩個語段的組合佔最多數。如同英語建議，

華語建議絕大多數藉由「建議」語段實施，接著是「評價」、「個人經歷」、「告

別」，大致上與 Locher（2006）的策略分析結果相呼應。但在「建議」的句式特

徵上，華語人士使用最多的是祈使句，其次才是陳述句。相比於 Locher（2006），

閆素芬（2011）的樣本數太少，分析架構亦過於簡化，難以突顯華語建議的全面

特色。因上述兩篇文獻的分析架構基本相同，以下表二 -8 即共同呈現其策略定

義及語例，各策略按照使用頻率由高至低依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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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8 線上諮詢專欄及網站論壇之建議策略 

策略名稱 策略定義 語料範例 

建議 

（advice） 

直接給予行動上的指示，透

過陳述、疑問、祈使三種句

式來表現 

So, Lucy suggests a good cleaning at 

the dentist and a few extra vitamin C. 

對自己狠一點，離開那個地方。 

參考 

（referral） 

額外的參考資訊，包括專家

聯繫方式、參考書籍等 

Make an appointment at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CPS) at 

xx-xxxx. 

基礎資訊 

（general 

information） 

詢問者應了解的相關基本

知識 

Eye drops or ointment are usually 

prescribed, mostly to treat a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評價 

（assessment） 

評價詢問者情況、理解和支

持詢問者處境的話語 

Pleasant dreams, or not, they’re a part 

of you, and may be another road to a 

better health. 

他不愛你，他只是把你做後備而已。 

解釋 

（explanation） 

緊隨指示、推薦、評價策略

的附加元件，具進一步闡釋

之功能 

［建議］Hopefully you can start to 

find friends who are abstainers, or 

“healthy drinkers”［解釋］-people who 

drink to have fun, but not to escape… 

個人經歷 

（own experience） 

述說與詢問者問題相關的

親身經驗（《Lucy Answer》

的回應者以「Lucy」作為

第一人稱，故此發言等同於

專欄立場） 

Lucy loves celebrating special times 

and accomplishments. 

我和你差不多的經歷，他的家也和你

男友的家差不多，最後還是沒有結

果。 

拒絕建議 

（disclaimer） 

受限於詢問者所提供的資

訊而拒絕給予確切建議 

No one can diagnose without 

examining your symptoms in person, 

and because of this,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best resource for getting diagnoses 

for specific symptoms.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44 

 

（續）表 二-8  線上諮詢專欄及網站論壇之建議策略 

策略名稱 策略定義 語料範例 

告別 

（farewell） 

告別、祝福或鼓勵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through 

this traumatic time. 

祝福你 

後設論述標記 

（metacomment） 

協助組織、銜接文本內容的

標記 

Now, back to your question about 

carbohydrates and diabetes, … 

開放性類別 

（open category） 

其他無法被歸類的策略 Thank you for giving ‘Lucy Answers’ 

the opportunity to respond. 

呵呵~ ~ 無意間路過 

 資料來源：整理自（Locher，2006：61-73） 

由於社群文化注重成員彼此之間的情感紐帶，醫療主題網站論壇中的回應者

會透過展露同理心、鼓勵與肯定、消除對方負擔等策略，突顯自己對事情的關注，

加強雙方的團結性，這也是建議過程中要達到的首要目標。回應者對祈使句的高

度使用並不若現實生活中會對尋求者產生嚴重的面子威脅，反而能讓對方察覺到

自己的投入而產生信任感（Morrow，2006）。有時候回應者顯露不太篤定的態

度，是表示僅提供一個選項而不強求對方遵從（Morrow，2006），抑或進一步

探詢、分享個人經歷、提供相關資訊（Pudlinski，1998）。這類間接的建議方式

皆能讓對方有更充裕的時間思考建議內容的可行性（Morrow，2006），自主決

定是否採納（Pudlinski，1998）。網路使用者亦會刻意威脅對方的積極面子，作

為自己關心對方的手段，具體表現為批評對方的既有行為或觀念，或透過內部詞

句修飾加強話語的力度（Locher，2006）。以上研究揭示，敘事體是經常被採取

的寫作手法，尤其當回應者並非專業人員而是一般的網友，更需要藉此揭露自我，

為建議提供強力依據，並拉近彼此的距離（Morrow，2006）。然而，若回應者

僅敘述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並無提出具體解決方法，這段話語對尋求者而言就只

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不能算是成功的建議策略（Pudlinski，1998）。 

以上口語建議研究的問卷都要求受試者主動提供建議，亦即建議者未經詢問

或要求，單憑自己想像、判斷該情境之下是否會提出建議、建議的內容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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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erjee & Carrell，1988；Fang，2005）；但在網路建議方面，研究者多分析被

動提供的建議，亦即先有一方告知問題、請求協助，建議者才針對該個案提出個

人看法（如Locher，2006；Morrow，2006；Pudlinski，1998；閆素芬，2011），

抑或是主動及被動建議皆涉及（Ruble，2011）。 

三、建議言語行為之影響變項 

在個體主義文化圈如英語社會，建議被看作對受話者有益（Searle，1969）、

卻同時威脅受話者消極面子的行為（Brown & Levinson，1987），係因發話者透

過此行為的實施干涉了受話者的自主性（Martínez-Flor，2010），但建議亦可能

不被受話者察知、接納或感激（Banerjee & Carrell，1988），因此對發話者的積

極面子構成威脅（Brown & Levinson，1987）。對集體主義文化圈如華語社會而

言，建議因其「提供」性質而屬於滿足受話者面子的行為（Lii-Shih，1994），

無關面子威脅或自由受限，而是友好、團結的象徵（Hinkel，1994；Lii-Shih，1994）。

Li（2010）的研究顯示，英語母語者使用的補救策略較為多元，且語料中使用頻

率高；而粵語母語者無論是透過英語還是粵語表達建議時，選用的補救策略類型

皆較單一，粵語建議中更只有約三分之一出現補救策略。前者屬於西方文化圈，

認為建議對受話者造成的威脅需靠補救策略減低；後者來自東方文化圈，並不特

別補救受話者的面子。 

不過，由於尋求建議者心理上承認自己的不足，並預設回應者在專業知識上

優於自己（DeCapua & Dunham，1993），因此無論出自何種文化觀點，兩者之

間的關係依然是不對等的（Hutchby，1995）。這種不對等關係會反映在語言形

式的選擇上。在Bardovi-Harlig與Hartford（1996）所觀察的師生談話中，「I suggest」

和「My suggestion would be」這類表達形式僅出現於指導教授的建議，學生對指

導教授提出建議時並未使用。Jiang（2006）亦認同，上述施為動詞（如「suggest」、

「advise」）及其對應的名詞形式（如「suggestion」、「advice」）經常用於在

上位者給予在下位者的建議中。Hinkel（1997）對比美國英語母語者及台灣華語

母語者的建議行為後指出，整體而言，兩者面對社會地位較高的建議對象時，表

現得較為間接；當建議對象的社會地位與自己相仿時，表現得較為直接。此外，

中國人常以稱呼語或親屬稱謂語表示對受話者的尊敬，並突顯交際雙方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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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Fang，2005），呼應顧曰國（1992）所強調的「稱謂準則」，證明華人

文化中的稱謂語系統具特殊的社會功能，是構成禮貌概念的要素，相較之下，英

語稱謂語對禮貌表現所產生的影響較為輕微。與此同時，為了緩和建議語氣，保

全受話者面子，當建議者享有相對地位或權勢上的優勢時，反而頻繁使用各種降

級語或緩和語（Bardovi-Harlig & Hartford，1996；Liu & Zhao，2007）。至於網

路溝通，就Locher（2006）所探討的英語諮詢專欄而言，尋求建議者認為對方的

地位高於自己，而提供建議的回應者也確實具備專業知識，雙方的地位差異較明

顯，因此回應者須透過強化彼此連結的策略，爭取尋求者的認同，以提高建議內

容的接受度，明確指引行動的「建議」策略多選用較間接的陳述句即說明此特點。

不同於Locher（2006），閆素芬（2011）的華語語料來源為一般網站論壇，成員

之間的地位差距被模糊化，因此發現華語人士使用最多的句式是祈使句，直接性

較高。 

社會距離亦是影響建議的要素之一。根據 Banerjee 與 Carrell（1988），美國

英語母語者比馬來西亞英語學習者所使用的句式按出現頻率由高至低排列為陳

述句、疑問句、祈使句。兩組受試者在建議頻率與直接程度的表現上大致相似，

但英語母語者較常提供建議，非母語者通常面對較熟悉的對象時才較為願意實施

建議行為，且表達方式較前者直接。在 Fang（2005）的研究中，中國大學生偏

好的句式類型依序為陳述句、祈使句、疑問句，且建議頻率最高的兩個情境皆以

「圈內人」為建議對象。此現象可透過前述之禮貌觀念及文化價值上的差異說明：

西方社會認為建議威脅受話者面子，傾向提供選擇、保留餘地的表達方式；東方

社會更願意對熟悉之人提出建議，且關係愈親密建議愈直接，彰顯「對自己人直

接、對外人客氣」的特徵。而在講求社群成員之間互賴團結的網站論壇，溝通者

雖互不相識，但卻受網路社群文化所牽制，回應者因企圖降低彼此的疏離感而將

對話設定在接近口語的基調，包括經常使用第一及第二人稱的代名詞、疑問句形

式、附加問句、表達情感的結束語如「love」與「take care」，以及口語化的篇

章標記如「look」與「ok」。無論尋求者還是回應者，語言多呈現非正式的形式，

如附加表情符號、不使用大寫、不講求拼字正確等，呼應前文所述之網路語言特

徵（Morrow，2006）。 

此外，建議情境或事件的尷尬程度以及主題的性質同樣影響建議行為。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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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尷尬程度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尷尬程度與實施建議的頻率成正比（Banerjee 

& Carrell，1988；Fang，2005）。網路建議相關研究雖已將分析範圍縮小於單個

主題，但回應者對於建議策略的選擇仍因主題次類的變化而有所差異。例如醫療

保健主題還可分為生理及心理兩大類，生理類別多選擇提供「基礎資訊」且使用

敘事體，心理類別則以給予「評價」及「建議」居多，相較之下，前者直接，後

者間接（Locher，2006）。在這方面，探討語言助教社群的 Ruble（2011）亦抱

持相近看法：內容非關個人情緒感受的詢問文章，相應的建議有較為間接的趨勢，

否則多表現得更直接，以此促進團結性。 

前述各辭典及語用文獻對建議行為的闡釋有助於界定本文所探討的建議行

為。針對口語的建議策略，前人主要依據 CCSARP（如 Li，2010）與面子保全

理論（如 Banerjee & Carrell，1988）進行分類。網路建議策略的分類則著重於語

篇結構之分析（如 Locher，2006），與口語建議策略的分類基準有所差別。從網

路建議相關文獻可知，網路使用者頻密地藉由描述經驗或給予評價來達成建議目

的，並體現網路語言風格。社會因素與事件性質皆影響建議策略的選用，在相異

的文化價值體系下，對於這些變項又有不同程度的看重及因應之法。網路環境裡

的溝通雖更趨平等，但也無法完全避免真實社會之因素所帶來的影響。過往文獻

仍以英語或英語中介語的論述為大宗，華語方面著墨不多。此外，建議研究雖已

從真實社會延伸至網路語境，但尚未針對跨語言更進一步探討。網際網路的無遠

弗屆消弭許多時間與空間的阻礙，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為這個時代締造更多

跨文化溝通的機會。本文希冀引導學習華語的英語母語者於網路溝通中以華語提

出建議，因此有必要比較華語及英語的網路建議模式，並藉此探討兩種文化價值

在網路語境中如何顯現。 

第五節 小結   

以上各小節回顧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文獻。第一節從言語行為理論出發，將

建議行為定位為指令類行為，但也同時發現，西方禮貌觀點認為建議具有威脅面

子之本質，然而在華人禮貌概念之下，建議卻是表示親近、滿足需求之目的的行

為，此證文化是禮貌與言語行為內涵的變因。第二節以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文

化體系論述為基石，探究文化價值如何影響華語與英語的溝通方式與建議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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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第三節比較網路社會文化與真實社會文化的差異，藉此對網路人際互動與

語言風格不同於真實社會的現象提出解釋。第四節討論建議行為相關研究，首先

根據各辭典及語用文獻對建議行為的闡釋，界定本文所探討的網路建議行為；其

次探討前人對建議策略的分類及影響變項，作為本文擬訂策略架構的參考。本文

將採取網站論壇之語料作為研究對象，對比華語與英語的網路建議行為，歸納這

兩組文化背景迥異的網路使用者所運用的語用策略。研究結果一方面將補足現有

的研究缺口，另一方面則為本文提供一教學原則，以針對英語背景的華語學習者

設計網站論壇建議行為之教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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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內容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針對本文所觀察的網站論壇，從網站介面、

參與者及主題闡述其特色，以及該論壇適合作為本文研究材料的原因；第二節說

明華語與英語語料的取樣方式，界定本研究篩選語料的標準；第三節則說明個人

語料庫的標示項目及分析流程。 

第一節 語料來源 

本文僅分析華語人士與英語人士在網路溝通中提出建議時所偏好的語用策

略，藉此探悉策略表現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此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本身及網路語

境即影響變項，其他社會因素及性別因素則予以摒除，語料的來源與質性亦必須

相近。經比較台灣與美國兩地的各個網站論壇，本文最後選定台灣的《Mobile01》

及美國的《City-Data》作為觀察對象。此二論壇同屬綜合型的論壇，主題涵蓋廣

泛，但有些主題仍與特定性別相關，例如，汽、機車論壇較吸引男性使用者，時

尚論壇較吸引女性參與者。為避免語料的分析結果偏向特定性別的語言表現，本

文決定從較為中性的「健康與養生」（華語）與「Health and Wellness」（英語）

兩個子論壇蒐集語料。以下就《Mobile01》及《City-Data》的特色分別介紹。 

一、Mobile01：健康與養生 

本文的華語語料蒐集自《Mobile01》網站，此網站於 2000 年創立，以發展

論壇服務為主要目標，為用戶提供一個能夠針對多種產品或服務主題共享資訊、

交流心得的平台22。論壇內容開放給所有訪客搜索及瀏覽，訪客若要發表文章、

加入討論或是買賣商品，則需先註冊帳號成為會員。早期此論壇以發表 3C 產品

的使用心得及經驗為主（吳銘峻，2011），如今討論內容不限於 3C 產品，而擴

增至「生活娛樂」、「流行時尚」、「運動健身」、「旅遊美食」等共十八個主

題論壇（或稱討論群組），部分論壇並可細分為其他次類。由此可見，《Mobile01》

儼然是一個大規模的綜合型論壇。隨著成員的互動愈漸頻繁多樣，《Mobile01》

成為華人社會中著名的社群網站，此從《數位時代》雜誌根據使用頻率所調查的

                                                
22

 取自《Mobile01》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Mobile01。 

 

http://zh.wikipedia.org/wiki/Mobil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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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站一百強」可見一斑。在其 2014 年 3 月公布的榜單中，《Mobile01》

從 2013 年的排名第十四，躍居到 2014 的排名第八，可見其於台灣網路世界中的

代表性。此外，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為止，此網站所累積的文章共計約五千三

百萬篇，會員人數則有兩百七十萬，而擷取數據當下共有近一萬六千人在線使用，

可見此網站的活躍程度。 

圖三 -1 為《Mobile01》的首頁，最上方顯示網站的功能分類，其中最廣為

人知的是「討論群組」功能，另有其他附加功能如「市集」（提供商品競標交易）、

「景點」（提供國內景點介紹）、「貼圖」（提供攝影作品發表）等。點選「討

論群組」按鍵之後，頁面即出現群組主題列表。以「生活娛樂」主類為例，其下

囊括「健康與養生」、「投資與理財」、「動物與寵物」、「兩性與感情」等子

論壇。 

 

 

 

 

 

 

 

 

 

圖 三-1 《Mobile01》網站首頁 

瀏覽《Mobile01》各討論群組列表可發現，《Mobile01》雖以電腦、通訊及

電子產品的論壇居多，然該論壇的內容實涉獵多方，幾乎可囊括各種日常生活經

驗。「健康與養生」論壇為「生活娛樂」主類下的其中一個次類，討論內容與保

健及醫療相關，文章內容與主題的相關度高，且留言多、更新快，有助於蒐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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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語料。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為止，「健康與養生」論壇的討論串已累積約一

萬四千筆。《Mobile01》僅顯示論壇主類的回覆文章總數，由於「健康與養生」

論壇屬「生活娛樂」中的一個次類，《Mobile01》則不再提供。23
 從圖三 -2 可

見，論壇標題「健康與養生」位於頁面上方，下方由左至右共有四欄，第一欄為

各主題名稱，第二欄為回覆文章數量，第三、第四欄則分別顯示發文者（即開啟

主題者）與最新回覆文章的資訊。各主題文章依照最後回覆文章的發布時間由上

至下、從新到舊排序，點選第一欄的主題名稱，即可瀏覽整個由其他回覆文章串

聯而成的討論串。 

 

 

 

 

 

 

 

 

 

 

 

 

 

 

 

 

圖 三-2 《Mobile01》「健康與養生」論壇 

二、City-Data：Health and Wellness 

本文的英語語料蒐集自美國的《City-Data》網站。《City-Data》原是一個蒐

集美國各城市生活資訊的資料庫型網站，使用者可透過此網站提供的各種工具，

查詢人口、氣象、房價行情、行程油資等資訊。此外，論壇（Forums）亦是此網

                                                
23

 本文已將頁面中無關的選單、橫幅及廣告刪略，下面其他頁面圖示亦以此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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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另一主要功能，論壇中的各群組分成三大主類：第一類是美國地區群組（U. 

S. Forums），第二類是世界各區群組（World Forums），第三類則是一般討論群

組（General Forums）。與《Mobile01》相同，《City-Data》也要求使用者註冊

帳號才能參與論壇的討論。根據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統計資料，論壇已經累積主

題討論串約一百九十萬個、文章約三千五百萬篇、會員人數約一百八十萬人。網

站每個月吸引兩千萬訪客，平均每天就有一百五十萬人瀏覽、一萬五千篇新文章

發表，並吸引美國多家媒體的特別報導，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CNN）、WABC 紐約市廣播電台、美國今日熱門網站，另外亦有 121

本書籍出現過關於此網站的特寫24。 

圖三 -3 為《City-Data》首頁，首頁上方陳列各種功能，使用者點選「論壇」

（Forum）後即可看見討論群組列表。作為綜合型論壇，《City-Data》包含各種

各樣的主題，舉凡教育、經濟、居家、健康、時尚美容、運動健身等人們日常生

活經常接觸的題材。           

 

    

 

 

                                                                                                                                      

 

圖 三-3 《City-Data》網站首頁 

本文所選取的「Health and Wellnes」主題論壇在《City-Data》各群組之中表

現活躍，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為止，論壇的討論串累計總數已近一萬七千筆，

回覆文章數則達約兩萬五千篇。此論壇的文章依照健康類別歸類至兩大區塊，第

一區塊為各特殊醫療議題的獨立討論區，例如「過敏」（Allergies）、「癌症」

（Cancers）、「糖尿病」（Diabetes）；第二區塊聚集一般保健及醫療的討論，

                                                
24

 資料取自《City-Data》http://www.city-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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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以主題列表呈現。因本文僅將分析標的設定在範疇較寬的健康資訊，因此略

過針對性較高的討論群組，而選擇一般性主題的討論串，如圖三 -4 所示。頁面

上方橫列為功能按鍵，包括「新討論串」（New Threads）、「論壇工具」（Forum 

Tools）（如標記討論串、訂閱此論壇）」及「搜尋此論壇」（Search This Forum）。

下方列表共分六個欄位，第一欄的圖示標記該討論串是否熱門、當天是否有新回

文；第二欄可讓發文者選擇表情符號貼圖，表露自己發文當下的情緒；第三欄為

主題文章之標題，同時顯示發文者帳號；第四欄顯示最新回覆文章資訊；第五欄

顯示回文總數；第六欄則顯示該討論串的被瀏覽次數。討論串按照最新回文的時

間由上至下、從新到舊排列，使用者可自行選擇有興趣的主題瀏覽或發言。 

 

 

 

 

 

 

 

 

圖 三-4 《City-Data》：「Health and Wellness」論壇 

 綜上所述，以上兩個來源的語言資料具有以下優點，適合供作本文分析。第

一，從網站論壇本身的性質來看，《Mobile01》與《City-Data》分別為台灣及美

國廣受歡迎的多元主題網站論壇，網路語言資料豐富龐大，發文時間及內容都被

詳實記載，有利於語料建檔，而且雙方共有相同的主題，包括本文所採用的「保

健」主題，能夠避免內容與語言性質不一所產生的變數。第二，在論壇社群關係

方面，兩個論壇的成員匿名互動，以「網友」的身分平等相待而無標榜特定專業

身分，故彼此之間既無地位差異亦無階級之分。第三，就語言真實度而言，這些

從網站頁面取得的語料乃網路使用者於實際溝通過程中的自然語言產出，是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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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的真實言談，而非透過施測者引發、受試者假想而來，網路語言與人際互動

特色由是彰顯，對言語行為分析及其社會文化之探究尤為重要。 

第二節 語料取樣方式 

語料的搜尋及篩選程序如下。本文所研究的建議行為限定於「被動提供的建

議」，出現在原始文章（即由開啟主題者所發表的文章，下稱「發文」）之後的

回覆文章（即其他參與者針對發文回覆的文章，下稱「回文」）之中，因此必須

先確定發文確為尋求建議，才能繼續研判回文是否為提出建議。筆者從新到舊瀏

覽每個討論串中的發文與回文內容。以圖三 -5 及圖三 -6 顯示的華語及英語樣本

為例，討論串頁面分為兩個部分，上半部是發文，出現在討論串的最上方；下半

部則為第一篇回文，所有回文依回覆的時間由上到下逐個排列。兩部分的內容皆

由上至下依序呈現文章發布者的個人資料、發布日期及時間、文章內容。 

 

 

 

 

 

 

 

 

 

圖 三-5 《Mobile01》：「健康與養生」之語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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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6 《City-Data》：「Health and Wellness」之語料範例 

下面將以上兩個語料範例的內容轉寫成文字，以利閱讀，並解釋其能列入合

格語料的原因，詳見例(3)及例(4)。 

(3) 標題：先天性高度散光 

發文： 

外甥女兩歲最近驗出有先天性高度散光(250,350)請問做什麼運動或吃什麼有

幫助嗎？ 

回文： 

運動或飲食對於先天性度數應該毫無幫助，而且才 2歲，也不能亂吃吧。一般

來說高度散光可能也會影響到日後的視力發展，目前兩歲，看來只能持續追蹤，

等大一點表達能力好一些才能判斷出視力是否有受影響 

 以上華語討論串中的發文者以「先天性高度散光」為標題，點出問題核心，

接著向論壇中其他成員詢問「做什麼運動或吃什麼」可以改善此散光問題。回文

者否定發文者原來的想法，主張運動及飲食對先天性散光毫無助益，並提出「持

續追蹤」作為自己所認同的未來行動。發文者面臨困境，需要他人的協助，而回

文者意圖導正其觀念，等同於站在協助的立場上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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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題：kidney Stones 

發文： 

Hello everyone! 

I have a question, I was diagnosed recently with kidney stoned, and a month ago I 

passed one (a small one). I have followed up with a specialist as well, my issue 

comes with him not doing anything about the problem, the only thing he told me is 

"come back in a year and to drink more water" he argues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stones and too small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the problem is that I keep having back 

pain,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I am unsure to whether I should go see 

another specialist or if I should call my regular doctor and talk to her about it. I also 

do not want to be on pain medication at all, as it makes me feel dizzy. Aaaah what 

do I do??? any advice? 

 回文： 

 Why not just go to another doctor for a second opinion?  

I'm sure you won't get any advice on here from a medical doctor. 

例(4)的英語討論串主題為「Kidney stones」，發文者提出膀胱結石不癒及背

痛的問題，對是否應該換個醫生感到猶豫不決，請求他人給予建議。首位回文者

表明「何不向其他醫生求診」，理由是對方難從論壇上尋得專業醫生而獲得最適

切的醫療建議。表面上回文者拒絕建議，實際上仍提出「向其他醫生求診」的可

行方案，因此亦是合格的建議語料。 

 然而，網站論壇僅是作為一自由的開放討論空間，參與者並無義務為發文者

答疑解惑，在發文者尋求建議的討論串中亦出現少數不屬於建議的回覆，例(5)

與例(6)即為典型的例子。 

(5) 標題：常常針眼 

發文： 

最近這 2年 幾乎針眼一直長沒停過  

大約一個月長個 2~3次 

左右眼都一直長... 

讓我非常困擾!!! （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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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幫我解答 為何我一直長針眼嗎??? 

或是吃什麼 或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長針眼機率???  

回文： 

如果是我 我不用工作了 

領保險金  

(6) 標題：slobbering on the pillow 

發文： 

I am wondering if there are any here that tend to slobber on their pillow at night? I 

have noticed that I am doing that more and wonder if it is because of allergies, not 

able to breath through nose using my mouth to breathe? I really dislike waking up 

and pillow is wet. Any body else have that problem?? Thanks!! :-) 

回文： 

I tend to do it if I'm REALLY tired and in a deep sleep. 

例(5)的發文者明確說明自己受針眼問題困擾而希冀獲得解決辦法，但該回文

者並未提供任何建議，而是對發文者的病況開玩笑。例(6)的發文者在敘述自己睡

覺流口水的問題後，透過詢問別人是否有相同經驗及道謝，委婉表達對建議的需

求，而該回文者僅告知自己亦有相同問題，卻沒有進一步提出改善的方法。因此，

這類回文皆不屬於建議，本文不予採計。 

每個討論串的回文數量不一，亦可從重複出現的論壇帳號得知發文者可能與

固定回文者展開對話。論壇中的文章可長可短，篇幅短者只有一、兩個句子，篇

幅長者可成段成篇。筆者視一篇回文為一個單位，每個討論串只取一篇作為樣本，

討論串中的首篇回文為首選，內容經分析後如不屬於建議行為，則取第二篇回文，

以此類推，字數則不在篩選限制內。此外，如上文所述，發文的內容為區辨回文

是否實施建議行為的依據之一，因此同時收錄以供參考之用。筆者於 2014 年 11

月進行取樣，自搜尋日起回溯至華語與英語合格語料各達 300 筆為止。最後取得

的華語語料發表時間範圍為 2014 年 8 月 6日至 2014 年 11 月 28 日，英語語料的

發表時間範圍則為 2013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3 日，總共 600 筆。在語

料字數範圍方面，華語語料為 9 至 484 字，英語語料為 5 至 68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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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料分析流程 

本文以前人研究（詳見第二章第四節）為本，擬訂建議行為所使用的語用策

略之名稱及定義。語料樣本記錄於個人離線資料庫內，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

個部分為原始語料的資料，包括發表日期、標題與文章內容，華語語料與英語語

料分別按照「C+數字」及「E+數字」的形式編碼，如「C1」與「E1」即分別指

兩種語言的第一筆語料。第二部分為分析項目，包括中心策略、輔助策略、內部

修飾、序列結構。語料分析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確定原始語料中的中心

行為與輔助行為位置，中心行為歸入中心策略，輔助行為歸入輔助策略；第二階

段標記所有語用策略的分類，包括主類與次類，若連續數個分句表示相同概念，

本文則將之全數歸入一種策略，而作為分類依據的語言線索亦加註詞彙或句式標

記；第三階段則針對不同項目進行數據統計。 

根據本文對兩個論壇的觀察，《Mobile01》的文章大多一句話自成一行，並

經常忽略標點符號，《City-Data》則傾向以數句合成一個段落，反映華語人士與

英語人士在論壇上相異的行文方式。此外，論壇文章時有字詞句法及標點符號不

規範的現象。為求盡可能呈現語料的真實樣貌，本文在舉例說明時，不改動語料

原來的行文方式，而在語言使用方面，本文僅修正音近或形近的錯字，下文不再

另行標註。 

第四節 小結 

以上各小節敘述了本文的語料來源、語料取樣方式及語料分析流程。語料來

源說明《Mobile01》及《City-Data》的規模、介面、主題、參與者之特質，以及

作為本文觀察對象的原由。在語料取樣方式方面，本文分別列舉華、英語的合格

與不合格語料，闡明本文如何蒐集、過濾語料。最後則展示語料庫的內容及語料

分析範例，說明語料的分析步驟。下一章將闡明各策略的差異，呈現其統計結果，

討論華語人士及英語人士在策略選用上的趨勢與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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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呈現 600筆華語與英語建議語料所選用的語用策略之分析結果與討

論，共分七小節。第一節概略介紹本文所擬訂的語料分析架構；第二節針對中心

行為及輔助行為所採用之策略闡釋其定義與特質；第三節呈現中心策略及輔助策

略的整體分布趨勢及個別策略的使用頻率；第四節分析中心行為所選用的內部修

飾種類及選用情況；第五節探析建議行為的序列結構；第六節討論並回應本文研

究問題；第七節結論本章之研究結果。 

第一節 分析架構 

本文在第二章探討多家學者所分類的口語與網路建議的策略。口語建議包括

Li（2010）、Martínez-Flor（2005，2010）、Abolfathiasl（2013）的間接程度三

分策略，以及 Banerjee 與 Carrell（1988）、Fang（2005）的禮貌補救策略，其中，

Li（2010）的分類架構乃根據 Blum-Kulka 等（1989）的請求行為研究修改而來。

網路建議方面則偏重語篇架構及內容的分析，如 Locher（2006）、閆素芬（2011）、

Ruble（2011）等。本文在此階段並不針對禮貌程度進行感知測試，而著重於策

略類型與搭配慣例的分析，因此不採用禮貌補救策略的分類方式。Blum-Kulka

等（1989）的研究主題雖為請求行為而非建議行為，但本文認為，其對於策略類

型與序列結構的分析模式同樣適用於網站論壇建議行為，故據此確定本文建議語

料中各成分的必要性質或次要性質，以及其所對應的各策略類型。 

本文將建議行為的結構分為「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兩種行為分別依

靠「中心策略」與「輔助策略」完成。中心行為擔任獨力達至建議功能的角色，

是不可或缺的訊息成分；輔助行為依附於中心行為，對中心行為進行預備或補償，

負責推動、支援中心行為的完成，但不是必要的構件。中心行為可能包含「內部

修飾」，即中心行為之內無法獨立成句且行使強化、弱化之力的句法或詞彙手段，

此修飾成分與中心策略關係密切，反映各策略在語言形式選擇上的取向。在策略

類型方面，Li（2010）的分析項目含括中心策略、輔助策略與內部修飾，較其他

研究完善，但各項目的分類與 Blum-Kulka 等（1989）所探討的請求幾乎相同，

未能顯現建議策略的具體特質。此外，Blum-Kulka 等（1989）與 Li（2010）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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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語建議為分析對象，語料的篇幅較短、整體結構較簡單，然觀察網路言語行

為──尤其是網站論壇，卻通常以語段或篇章模式實施，而非簡短的句子。是故，

本文的策略分類雖以 Blum-Kulka 等（1989）、Li（2010）的架構為主，但亦結

合上述網路建議研究的分類概念，根據本文語料再行修正。此外，根據謝佳玲

（2015），在話語開端實施中心行為較直接明確，是個體主義文化偏好的表達方

式；而以輔助行為起頭則較間接隱晦，常見於集體主義文化之溝通。因此本章最

後除探討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內部慣用的策略組合，亦探析整體語篇對中心行為

與輔助行為的配置，以了解網站論壇之建議行為表現何種文化價值。 

第二節 策略分類 

一、中心策略分類 

中心策略指施行中心行為時所採用的策略。本文援引 Li（2010）與 Blum-Kulka

等（1989）的分類概念，將本文的建議中心策略分為直接策略及間接策略兩大類。

此部分將依據直接程度由高至低依序舉例說明各策略次項，各策略的名稱與定義

皆適用於華語與英語。為突顯上下文關聯，一些範例將以語段呈現，以畫底線的

方式標示策略所在位置，以粗體標示詞彙特徵；語料中的醫療專有名詞或縮寫，

將在後面括號註解。輔助策略與內部修飾亦以相同方式處理，以下不再贅述。 

（一） 直接策略 

直接策略透過祈使句或陳述句提出建議，句中以施為動詞（performative verbs）

標示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語意透明度高且形式明確，包括「語氣導

出」、「施為」、「陳述義務」三個次類。 

1. 語氣導出 

語氣導出策略指發話者按照受話者所需，對受話者下達指令，要求或勸阻對

方執行某一行動，做出某種抉擇，發話者的個人立場與態度亦藉此明示。策略採

取肯定祈使句或否定祈使句，指令語氣顯而易見。華語會以語氣詞「吧」搭配祈

使句式，能緩和指令意味，此為華語獨有的修飾成分，如例(7)。例(7)受話者詢

問能否靠藥物改善「M 型禿」的問題，發話者卻主張為身體功能把關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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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使用肯定祈使句。例(8)受話者詢問什麼時候開始吃葉黃素比較好，發話者

以「不要攝取過多葉黃素」作為建議與提醒，以否定祈使句表現。例(9)與例(10)

則是分別針對安眠藥與預防骨質疏症藥物的服用給予回應，不同的是，前者明確

說明「停止服用」，後者則是請受話者閱讀一則網路資訊，而該資訊中的見解即

代表發話者自己的立場。 

(7) 身體功能好~自然就能延緩禿的時間 

好好調整還有人頭頂都快光了剩兩邊還能長回來 80% 

去替自己的身體把關吧 

(8) 葉黃素不要攝取過多，會增加肝臟負擔。 

(9) Stop the Ambien（註：安眠藥廠牌）. Well known that it causes psychosis. 

(10) Look it up here: Drugs.com | Prescription Drug Information, Interactions & Side  

Effects（註：網站連結） 

另外，有些中心行為先採取「預示建議」的輔助策略，再以列點的方式呈現

建議內容，也屬於此類，如例(11)中第一個畫線的地方與例(12)羅列的內容。例(11)

雖出現「建議」詞彙，但該成分卻沒有行建議之事的功能，與以下第二類「施為」

策略不同。 

(11) 建議如下： 

1.首先鞋子或鞋墊要換較軟的 

2.買個可以滾動的啞鈴（玻璃酒瓶也行），平時看電視時，用腳底踩動啞鈴。

（後略） 

(12) other tips: 

-regular exercise during the day 

-shut off all electronics 30 minutes before sleep 

-sleep in a cool environment（後略） 

2. 施為 

施為策略採第一人稱觀點，藉由陳述句句式呈現。最顯著的詞彙特徵係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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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如例(13)－(15)中的「建議」、「推薦」及「告訴」，以及例(16)、(17)的

「suggest」、「recommend」，明示其語用功能。必須說明的是，由於本文分類

將話語的功能考量在內，因此採 Martínez-Flor（2005）與 Abolfathiasl（2013）的

觀點，因此，建議類施為動詞相對應的名詞亦納入此類，包括「suggestion」與

「advice」，如例(18)。以下語例乃分別針對蜂膠的使用方法、失眠、牙周病、

支氣管炎、戒除咖啡問題、兒童用學步車的購買六種狀況提出建議，語意明確而

無需受話者推導，故屬於直接策略。 

(13) 有些蜂膠會保有酒精，使用上建議最好先含口水再一起吞 

(14) 推薦你看一篇文,跟 壓力有關 

(15) 誠心告訴大大早早治療早早保養  

不然現在開始陸續掉牙植一棵也要好幾萬!!! 

(16) Sounds like bronchitits（註：支氣管炎）. I suggest seeing your doctor. 

(17)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trying to quit coffee, I'd recommend grabbing a protein 

bar or fruit for energy and doing some vigorous exercise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in 

the morning.  

(18) My suggestion is that you enlist the help of a medical professional in making this 

decision, optimally a physical therapist. 

3. 陳述義務： 

陳述義務策略採第二人稱視角，透過陳述句，指出受話者在特定條件下執行

某行動的義務或權利。不過，華語的陳述句可省略第二人稱主語「你」，在此情

況下施事者仍是受話者，英語則否。須注意的是，由於有些受話者是代他人到論

壇來尋求建議，發文中亦會說明當事者為誰，因此發話者在提供建議時會採第三

人稱視角說明其行動的「義務」，如例(24)，「he」才是與「檢查體溫及聯繫牙

醫」有關的當事者。此策略運用情態助動詞（modal auxiliary verbs）引介動詞組，

分別是表必要性的「必須」、「要」（表「需要」而非「想要」）、「應該」、

「have to」、「should」、「need to」，如例(19)－(21)、例(23)－(25)；以及表可

能性的「可（以）」、「can」、「might」，如例(22)、(26)、(27)。發話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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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必要性的情態助動詞時，受話者的義務承擔程度較高，表可能性的情態助動詞

則施予較低的負擔。以下華語例句的主題分別為背痛、健康檢查結果、高血壓及

黑豆使用份量，英語例句的主題則是墮胎、腎結石、過敏、申請醫療紀錄、心跳

過快。 

(19) 摸摸看背肌是否有僵硬…都沒有那就必須深入調查 

(20) 應該先針對健檢紅字部份來處理,例如膽固醇過高可能就要少吃垃圾食物等 

(21) 最好還是要去看個醫生，讓醫生判定是不是應該長期服用高血壓用藥 

(22) 我是生食拿來打果汁加葡萄等水果喝 

每次都排便比平日多的量 

所以你可調節你的適量來用應當沒問題的 

(23) you'd probably have to be hospitalized and your insurance might not cover it. 

(24) He should check his temperature and call his dentist. 

(25) You need to go back to the Dr.（註：doctor）or the ER（註：emergency room）. 

(26) You can also send a question via their website: 

Florida Board of Medicine » Help Center - Healthcare Practitioner Licensing and 

Regulation（網站連結） 

(27) You might try a calcium/magnesium pill or two. 

（二） 間接策略 

間接策略的建議語意與力度不如直接策略明確，容許低度的協商空間，受話

者較能自主決定是否採納建議，共有九項策略，分別為「陳述意願」、「推論需

求」、「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評量價

值」、「自述經驗」與「引用實證」。 

1. 陳述意願 

陳述意願策略指發話者假設自己為執事者，說明自己有意願採取何種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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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透過「是我…，我會…」、「要是我的話」這類句型表現此假設條件，如例

(28)、(29)，發話者分別表示自己傾向把健康檢查的項目全部做完，以及若自己

罹患肺癌也不願意接受化療的態度；英語則使用「if I were you…」及「I would…」，

如例(30)、(31)，發話者表示自己傾向採取的做法是以類固醇治療自體免疫性內

耳病、先把護理之家康復治療的合約影印一份。雖以第一人稱為視角，但透過條

件式及過去時態，表現相關選擇乃立基於發話者個人意見，允許受話者以自己的

意向行動，因此較為間接。選用此策略的華語建議明顯低於英語，可見華語建議

者並不常以此手段提出建議。 

(28) 是我我會全做（註：指健檢項目） 這些錢 又不會要我的命 

(29) 要是我的話，與其被化療弄的要死不活的，還不如快樂的過完剩下的日子。 

(30) I would try the steroids even though personally steroids make me insane! 

(31) If I were you, I'd get an advance copy of the contract so that you can go over it 

before signing. 

2. 推論事實 

推論事實策略用以推估或評論發生於受話者身上的事實，或是受話者所需要

接受的行動或事物，以「需要」、「need」作為動詞，慣用句型為「需要的（不）

是…+賓語」、「need+賓語」，如例(32)－(34)，其內容與姿勢錯誤、作息不正

常、椎間盤退化退化有關；另外亦使用「want to+動詞組」的形式，如例(35)，受

話者面臨的是喝咖啡出現心悸的問題。 

(32) 你需要的是一張讓你可以長時間在電腦前面舒服的椅子.... 

而不是按摩椅..... 

(33) 你真正需要的並不是高單位的 b群或其他產品 

你需要的是換個職場 

(34) You will need an MRI to confirm what is wrong. 

(35) You might want to get further checked on heart condition beyond what a general 

physical would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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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詢問偏好 

詢問偏好策略指發話者詢問受話者對某行為的看法如何、意見如何，強調提

供參考或選擇。慣用句型即英語中的「How about…」與「What about…」疑問形

式，如例(37)、(38)；另外也使用無疑問詞的疑問句，如例(39)。例(37)請對方考

慮站立姿勢的冥想來改善睡眠品質，例(38)針對坐骨神經痛的困擾建議對方從消

除發炎症狀著手，例(39)則建議聯絡州際醫療協會解決死亡證明的問題。而本研

究的華語語料中僅出現一筆使用此策略的語料，如例(36)，其句型與例(39)相同，

即透過無疑問詞的疑問句提供「分解紗布」的意見。 

(36) 網路上好像也只有泡生理食鹽水的方法.. 

不然就分解紗布..將紗布的線.一條線一條線的抽掉...? 

(37) How about doing some standing meditation to improve circulation, your 

body/mind function and help with your sleep? 

(38) What about trying to decrease the inflammation? 

(39) Maybe contact your state's medical association, or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4. 詢問前提 

詢問前提策略指發話者使用疑問句式搭配情態助動詞，詢問受話者執行未來

行動的前提，包括行動的意願與行動的能力。此策略跟「陳述義務」的差別在於，

前者以陳述句明確表示受話者的「義務」，因疑問句具有探詢的功能，意指發話

者給予受話者較多的選擇空間，達到委婉的效果。例(40)使用表意願的情態助動

詞「要」詢問受話者有無看皮膚科的意願，例(41)、(42)則以「can」、「could」

詢問受話者有無可能上「WebMD」醫療網站查詢或去急診室、用被子把床褥的

其中一側墊高以改善胃酸逆流，其中「could」作為過去時態能弱化語氣。此策

略體現出華語與英語對受話者的「前提」各有側重：華語人士在以運用此策略時

僅詢問「意願」，英語人士僅詢問「能力」。 

(40) 您要不要去看個皮膚科，看看醫生怎麼說 

(41) Can you try webmd（註：某醫療網站） or go to the ER（註：emergency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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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y? 

(42) Could you try lifting the end of your mattress by putting stacked blankets under 

just the one end? 

5. 詢問理由 

詢問理由策略指發話者探詢受話者做不做某件事的原因，其實際目的並非企

圖知道對方的這個「理由」，而是藉此為受話者提供不同的觀點，思考自己原先

想法或做法的合理性。此策略採用疑問詞「為什麼」、「why」構成疑問句式，

如例(43)－(45)；或是直接以「reason」點出對「理由」的要求，如例(46)。以下

四例詢問的分別是發話者不喝台鹽公司的海洋深層水、依舊吃類固醇、不去看其

他醫生、不遵從醫生建議的理由。 

(43) 為什麼不喝台鹽的（註：指海洋深層水） ?  

(44) 我也很想知道吃類固醇症狀依舊你為什麼還要吃？ 

(45) Why not just go to another doctor for a second opinion?   

(46) Is there a reason why you aren't willing to follow your Dr’s advice? 

6. 詢問經驗 

詢問經驗策略所詢問的內容不同於詢問理由策略。此策略詢問受話者過去有

無特定經驗，或是當下是否正在採取什麼做法，具有試探的功能，提點受話者重

新檢視目前所遇之問題或狀況，維護受話者面子的同時也維護自己的面子。換言

之，若受話者在此之前已做過發話者所提出的事情，便可以將此建議當作一個單

純的提問，而受話者也較不會因被拒絕而感到面子受損。在形式上，華語使用疑

問語氣詞「呢」構成問句，如例(47)詢問受話者從以前至今的潔牙習慣如何，或

是如例(48)以「有…嗎？」的經驗問句詢問詢問受話者是否做過血液癌症方面的

檢驗；英語則採用表經驗的過去式或過去完成式問句，如例(49)、(50)分別詢問

受話者是否看過足科醫生及是否讀過某篇文章。 

(47) 但問題是你的潔牙習慣呢? 好的潔牙習慣一定可以讓假牙內的真牙再蛀的機

會下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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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有抽血檢驗有關血液癌症方面的嗎？ 

(49) Did you see a podiatrist（註：足科醫生） for the issue? Generally corns develop on 

the bony portions of the foot- tops and side of toes. 

(50) Have you seen this rather detailed article? May be something here that's new to you. 

Sex and cystitis（文章連結） 

7. 評量價值 

評量價值策略指發話者根據自己對某事件的了解，評議其優劣或高下、潛力

或效果。發話者可站在支持的立場，給予肯定或褒揚；也可站在反對的立場，提

出否定或貶抑。此策略按評價對象分為兩個面向，其一是「評己」，即發話者評

價自己的立場或自己提供的選項，如例(51)、(53)；其二是「評他」，即評價對

方正在25思考的方向或現行做法，如例(52)、(54)。此策略的形式較不固定，但可

透過詞彙的意涵顯露發話者所認定的價值。語料中比較常見的形式有兩種。第一

種以發話者所要評價的事件作為主語，使用蘊含正反面意義的詞句，如例(51)的

主語為「台大的顳顎關節特別門診」，發話者給予的評價為「不錯」；例(52)的

主語為「肛內復位療法」，發話者認為此療法無法治癒受話者的尾椎舊傷，但不

直述主觀好惡，而是以反問句式詢問「固定得住嗎」，顯現質疑態度，蘊藏「固

定不住」的判定，且推測受話者可能因此成為「盤子」（意即多花錢的冤大頭）。

第二種則以代表發話者的「我」或「I」作為主語，透過「覺得」、「believe」、

「think」等心理動詞引介後面的做法，如例(54)的發話者認為受話者現行的「改

變姿勢」將對骨骼矯正產生正面作用。而上述第一人稱主語與心理動詞的組合其

實就是內部修飾中的「主觀語」用法，留待第四節詳述。例(53)雖不使用上述兩

種形式，但發話者提供了「用電扇對著冰塊吹」這個辦法，且對其帶來的功效予

以肯定，因此也屬於評量價值策略的一種。 

(51) 台大的不錯（指顳顎關節特別門診）..（後略） 

(52) 十年的尾椎舊傷肛內復位幫你扳回來 沒打釘子能固定得住嗎？怕只是白花

錢被該國術館當盤子 

                                                
25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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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f you can find an electric fan and place a bowl of ice in front of it; it will blow 

cold air on you. 

(54) I believe altering your posture, which you are doing now, will have long term 

affects on your bone alignment and so forth if you make it your long term solution 

to pain relief.  

8. 自述經驗 

自述經驗策略指發話者將受話者所經歷的事件與其個人親身經驗連結在一

起，透過闡述個人的故事──包括做法、結果、感受，加強建議的說服力。發話

者間接擔保其中所述之行動將滿足受話者的利益需求，如例(55)－(57)；或是以

失敗經驗說服受話者引以為鑑，如例(58)，受話者正在考慮斷骨增高手術，發話

者雖無此經驗，但以骨折的痛苦經驗表示反對。此策略的主要語言特徵即以第一

人稱代詞「我」、「I」作為主語，或是文中出現「自己」的字眼，表明該建議

內容僅屬建議者個人見解，有助於降低建議交託的程度，提供對方自由選擇的權

力，且能達到引起共鳴、表達理解的功能。陳述個人經歷的過程中可能提及個人

的評價，但只要主題仍然相同，整段話語皆歸為自述經驗策略。另外，華語的時

間副詞「之前」、時貌標記「過」、經驗標記「有」，以及英語的過去式、過去

進行式等，皆標示該建議內容的經驗性。 

(55) 長時間坐太久 心臟沒有收縮 去看過中醫師 要多走路 一天大概走個半小時 

所以我都趁中午出去走路 走完後再找家店吃中飯 這也是一個方法!   

(56) 我之前有發生過一些難以面對的事,當時壓力很大,每天都處在快要緊繃狀態,

後來,我的朋友推薦我去做了一個個性能力分析面談,找到持續影響我的狀況

及問題,並給我一些建議去處理這些狀況,不久生活和個人狀況得到很大的改

善~ 

(57) I have been getting the flu shot for a few years now and never had a problem. 

(58) I broke my leg and it hurt worse than anything I've ever experienced, even having 

two babies. （中略）Not only that, but now my leg is sensitive to weather changes 

and I also get stress fractures if I walk or stand too much.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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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do anymore or am scared to do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reak a bone. 

9. 引用實證 

引用實證策略與自述經驗策略都以描述觀點或經驗為目的，但引用實證策略

的證據來源並非發話者自己，而是源自他人的講述或示範，以及從網站、書籍、

報導獲得的資訊，屬於外來的客觀知識。此策略強調該觀點獲得他人指稱而非一

己之見，同樣能作為建議的有力論據。發話者在引證時可以定指或泛指的方式，

標示訊息來源，如例(59)的「我老公」、例(61)的網站連結為定指，而例(60)的「大

家」、例(62)的「people」為泛指。其餘出現於語料中的引證標記還包括「我爸」、

「我媽」、「家人」、「they say」等。此外，「聽說」或「聽…說」亦是消息

外來的標記，屬於泛指的對象。 

(59) 我老公他之前是運動員,所以腳有舊傷,也是時間一到就酸痛,後來是吃些中藥

材食品改善的 

(60) 最好是從飲食水果方面攝取這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 

(61) More about astigmatism:  

Astigmatism - what is it, symptoms, causes, risk factors, test, treatment 

op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Kellogg Eye Center（網站連結） 

(62) Many people find good relief from diet modification and stress reduction. 

以上十二種中心策略，能夠在一篇建議文章中獨力行使建議行為。而在語料

中，許多輔助行為亦隨著中心行為出現，用以促進中心行為的成效，下文即說明

輔助行為所採用的策略類型。 

二、輔助策略分類 

輔助策略為輔助行為所採取的策略，雖然輔助行為並非建議文章中絕對必要

的成分，但觀察語料，許多建議文章仍採取了輔助策略，對中心行為產生支援的

效果。本文建議輔助策略按照其功能歸為十一種，分別是「補充解釋」、「提供

資訊」、「評估問題」、「預示建議」、「爭取信任」、「減輕負擔」26、「降

                                                
26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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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責任」、「拉近距離」、「稱呼問候」、「祈願祝福」、「表情符號」。 

1. 補充解釋 

補充解釋策略係發話者為自己所表明的立場提供理由或解釋，擔任強化論述

的角色。在受話者對所提之未來行動了解更多的情況下，該建議的說服力也隨之

提升。此策略按照內容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發話者針對自己的立場或所提出的

未來行動解釋其優缺點，包括所帶來的價值與成果。例如，例(63)為了否定受話

者欲藉由吃黑巧克力來降血壓的想法，先敘述黑巧克力有高熱量的缺點，作為否

定的理由，接著才勸告對方要注意此行為可能會造成肥胖；例(64)說明牙齒清潔

比較重要的原因是「不做的話會產生牙菌斑」；例(65)針對受話者服用普維拉錠

（Provera，黃體素的一種，婦科藥物）的問題，提出「詢問藥劑師」的未來行動，

因為藥劑師能夠提供對方相關資訊；例(66)提出的理由則為「胃口不佳時液狀食

物比固體食物更容易食用」。 

(63) 濃度 70%的黑巧克力，其中熱量每 100 公克，可能高達 500 卡，要注意血壓

沒降反而造成肥胖。 

(64) 清潔乾淨比較重要，否則很容易產生牙菌斑，會臭和蛀牙。 

(65) HOWEVER, I would call your pharmacist to ask. The pharmacist can look it up 

and tell you if there are adverse side effects while taking them together. 

(66) Can you get down fruit and yogurt smoothies, etc? Drinking your food is easier 

that eating if you have no appetite!   

另一種是發話者補充該行動的具體操作過程或需注意的細節，如例(67)除描

述醫生的背景、技術之外，並告知該醫療中心需要預約、提供聯繫方式，方便對

方接納此意見後快速採取行動；例(68)補充說明所謂的有籽食物包括哪些，受話

者無需多作思考或搜尋。此做法讓受話者所獲得的訊息更為全面，有助於判斷取

捨，增加使其行動的可能。 

(67) 可以去 台中徒手醫學整療中心,醫生是一位日本醫生，跟台灣太太在台中開業，

技術很好人很好，要預約 04-22310380 9:00-12:00 15: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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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Please neating anything with seeds , berrys have seeds and the reason I say this was 

because my sister in law went to a specialist and first thing he did was do away 

with food that has seeds such as bananas…（後略） 

從以上例子可見，「補充解釋」的第一種類型與中心策略的「評量價值」同

樣提及發話者個人的價值評斷，然前者是在明言立場之後進一步補足、加強自己

的論點，依附於中心行為前後；後者則是直接衡量某行動或事物的優劣得失，故

能夠擔任中心策略。 

2. 提供資訊 

提供資訊策略中的「資訊」意指普遍為世人所認同的觀點，作為受話者採取

行動之前應先了解的背景知識。例(69)的發話者為受話者解釋一般人對喝水量的

需求，例(70)說明喝母奶與打抗體疫苗所帶來的抗體都不是自生抗體，例(71)提

供的是雞眼的資訊，例(72)告知個人是否符合社會福利局身心障礙補助條件需要

考慮的因素。此策略中有時會出現「一般人」、「generally」等詞彙，代表該資

訊適用於普羅大眾。 

(69) 一般人的直接水需求，約是身體體重乘以 30cc ,所以一個體重約 70kg 的成人

來說，一天的補充水量約是 2100cc。 

(70) 不可能不感冒 

不感冒妳身體哪可能自己製造抗體? (喝母奶, 打抗體疫苗那都屬於外來的) 

(71) Did you see a podiatrist（註：足科醫師） for the issue? Generally corns develop 

on the bony portions of the foot- tops and side of toes. Calluses are generally on the 

bottoms of the feet. 

(72) Your SSI disability eligibility will depend on many factors, your age, education 

level,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everity of your arthritic 

condition. 

3. 評估問題 

評估問題策略即對於受話者感到猶豫、困擾、不解的處境本身提供解答或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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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在態度方面，有的發話者較為篤定，如例(73)第一個畫線處與例(75)；有的

則避免斷言，如例(73)在判斷受話者的尿酸指數偏高之後進一步探詢對方的肌酸

酐值，例(75)以「可能」模糊自己的立場，例(76)透過疑問句探詢對方是否正在

服用該高血壓藥物，估測對方的問題來源。無論何種態度，受話者將因此而感受

到自己的問題獲得他人重視，而發話者在為受話者答疑解惑的同時，亦對受話者

發文中未說明清楚的背景資訊加以探詢、釐清，避免理據不足或表現唐突，以提

高建議被接受的可能性。 

(73) 尿酸 5.7偏高 

不知道肌酸酐你是驗多少？（中略） 

建議你工作最好先暫停好好養身 

(74) 可能是甲狀腺亢進--看新陳代謝科 或是去家醫科問問 

(75) Have you consulted a doctor?  

Dry mouth is a prime symptom of diabetes. 

(76) Were you taking an ACE inhibitor（註：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血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 for blood pressure like Lisinopril, Zestril, Prinivil? If 

so, look up angioedema（註：血管性水腫）, and see a doctor immediately. 

4. 預示建議 

預示建議策略的作用是為建議行為作出預告，其後必定緊隨著中心行為。其

功能有二：第一，吸引受話者的關注；第二：讓受話者在接收建議訊息前稍做心

理準備，從而緩衝建議的力度。此外，此策略中雖可能使用了「建議」這個詞語，

如例(77)、(78)，但此詞語只為表明建議意圖，實際建議內容則展現於隨即出現

的連串指示或選項之中。 

(77) 我先前也有足底筋膜炎的問題，現在已經好了。建議如下： 

1.首先鞋子或鞋墊要換較軟的 

2.買個可以滾動的啞鈴（玻璃酒瓶也行）（後略） 

(78) 就我知道的給你建議。洗臉跟頭盡量用冷一點的水..真的有差..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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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Some things to consider or try: 

1. Are you getting sufficient exercise? 

2. Are you sufficiently hydrated? （後略） 

(80) other tips: 

-regular exercise during the day 

-shut off all electronics 30 minutes before sleep（後略） 

5. 爭取信任 

爭取信任策略指發話者為爭取受話者的認同與肯定而採取的手段，能夠滿足

發話者的積極面子。具體呈現方式有兩種。其一，發話者強調自己確有相同經驗，

或是「自報家門」告知自己的專業背景，以下例(81)、(82)、(85)、(86)的發話者

皆特別表明自己確實有風濕、失眠、腳踝扭傷或散光的經歷，而例(82)除揭露自

己有相同經驗之外，亦標榜其護理專業背景。這種方式亦可以藉由話語中包含的

「過來人」、「以上根據我的經驗」、「本人親身體驗」、「my experience」等

言辭來判別。其二，發話者強調論點的真實度或事態的嚴重性，如例(83)、(84)、

(87)以「沒騙你」、「不是嚇你的」、「not to frighten you」來達到此目的，催促

對方採取相關行動。此外，「爭取信任」與中心策略中的「自述經驗」皆提及發

話者自身的經驗，然「自述經驗」是以敘事的方式講述自己過去至今與對方問題

相關的經歷與體驗，內容重點為做法或流程，而「爭取信任」是為了加強建議的

可信度，常出現在中心行為之後，以重複聲明的方式鞏固發話者自身的立場，但

本身並無實現建議行為的功能。 

(81) 目前醫學技術,免疫性疾病發作,無法根治,只能終身控制... 

可以自行網上搜尋資料 

*一個過來人* 

(82) 不然你這樣 

大家很難幫你隔空抓藥的 

參考資料：失眠經驗者、護理人員→都是我啦  

(83) 去血液腫瘤科抽一下血沒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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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就如二樓說的可能是各種不可忽視的要命疾病，如心臟衰竭，不是嚇你的 

(85) I believe this will restore your sense of fitness and strength. 

That's the best I can offer you based on my ankle break and experiences. 

(86) Alternatively, it may also be time for bifocals（註：雙光眼鏡，即遠視近視兩用

眼鏡）. That's how it started for me. 

(87) Not to frighten you, but it's considered life-threatening, and does not respond to 

Benadryl（註：一種過敏藥）, or even steroids（註：類固醇）. 

6. 減輕負擔 

減輕負擔策略的目標與爭取信任策略正好相反，前者乃緩解建議對受話者造

成的壓迫感，後者則是為了加強建議的力度。減輕負擔策略在華語語料中的典型

呈現方式為表達「請求對方參考」之意，如例(88)的發話者透過「以上提供參考」

請受話者參考其對內科治療與外科治療的見解，其他常見的相近說法還包括「參

考參考」、「參考一下」等，亦即受話者無需過於看重該意見，可接觸多方觀點

再做決定。特別的是，在本次蒐集的語料中，出現書面語特色濃厚的「酌參」一

詞。「酌參」屬於公文用語，用於在下位者請求在上位者斟酌是否要參考自己的

意見，這樣的用法在語言風格偏向口語、參與者身分地位隱匿的網站論壇中顯得

較為突兀，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論壇成員欲藉由該詞語抬高對方的地位、加

倍突顯對方的決定權，亦有可能是不熟悉公文用語所致。27
 本文將該詞語歸為減

輕負擔策略的一種，如例(89)乃請受話者參考該維生素資訊。英語則透過「my 

opinion」標註該建議的主觀性，同樣發揮減輕受話者義務承擔的作用，如例(90)、

(91)所示。由此可見，發話者雖透露自己希望對方採取何種做法，但有時會避免

給對方帶來太大負擔，故採此策略表示僅要求對方斟酌考慮，或聲明這只是個人

想法，提供對方更大的選擇空間，彰顯對方的決定權，進而降低建議的強制性。 

(88) （前略）但外科治療有復發之可能性.......... 

以上提供參考囉 

(89) 美國人做維生素是專家,他們用的賦形劑聽留美的台大醫科老教授說對人體的

                                                
27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75 

 

吸收效果比較好,價格也不會比南洋製的貴多少.., 酌參!~ 

(90) （前略）then you should doctor-shop if that is what YOU need to feel comfortable 

and go on with your life. 

Just my opinion. 

(91) The ones who have chosen using a podiatrist（註：足科醫師） over an orthopedist

（註：矯形外科醫生） have actually had better success with less pain and 

complcations. Remember, this is just my opinion..... 

7. 降低責任 

降低責任策略指發話者為減輕或轉移建議責任而採取的策略。發話者提出建

議的同時亦對該建議的實際效果負有或多或少的責任，雖相信自己所言將有利於

受話者，但若該意見不為對方所接納，或不適用於對方，將對發話者本身的面子

造成威脅，運用此策略即可使發話者免於承擔此風險。例(92)將自己的意見立基

於受話者自身狀況的描述，例(94)表示對方未說明年齡，換言之，建議是否有效，

與受話者所提供的背景資訊有關，責任歸屬從發話者轉移到受話者身上。不同於

前二例的責任歸屬方向，有的發話者強調自己所知不足，而無法給對方最恰當的

建議，如例(93)除提供他牌電動牙刷的使用經驗亦請其他用過 O 牌的網友給予回

應，例(95)則聲明不清楚對方的病症現況且自己並非專業醫生，而不將自己的意

見視為專業醫療建議。 

(92) 照樓主的描述, 我覺得可以做手術 

(93) 這個可以有待有使用過 O 牌的網友來回答看看啦！ 

(94) You didn't say what your age is. based on the limited info, I'd just increase my 

water intake. 

(95) I'm not clear if your aneurysm（註：動脈瘤） is currently at 6cm and I am NOT a 

doctor nor am I giving medical advice. 

8. 拉近距離 

拉近距離策略的具體表現分為兩方面。其一，發話者對受話者的經歷展露同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76 

 

理之心，強化受話者對自己的信任感，如例(96)披露自己吃維他命 B 群時也會出

現相同狀況，例(98)則是發話者對受話者尷尬的心理狀態表示感同身受，發話者

使用「我也是」、「我懂你…的感受」、「I know」來表達自己對受話者的理解。

其二，發話者提供額外協助，進一步表現樂於助人的一面，出現於發話者有意願

深入闡釋卻礙於訊息不足的情況，如例(97)、(99)皆要求對方提供更多詳情，以

利判斷或給予更適切的建議。此策略蘊含發話者不將受話者當作局外人看待的心

態，一旦受話者察覺自己被理解、被認同，且可能獲得更多協助，雙方的情感基

礎即得以鞏固，發話者提出的建議也較有機會被接納。 

(96) （前略）不過我也是空腹吃會想吐，建議 B群每日早餐後吃。 

(97) 如果可以說一下你的年紀、工作性質，可以給你更好的建議 

(98) I know it feels weird to call a doctor's office and ask questions when you haven't 

actually seen that doctor yet, but I think this situation calls for it. 

(99) What the ingredients of the ones you r taking? Please list and I will let you know! 

9. 稱呼問候 

稱呼問候策略即發話者在開始建議行為之前與對方打招呼，如例(101) 的「hi」

與例(103)的「hello」；或是稱呼對方，而此稱呼為網站論壇上特殊用語的一種。

例如，一個討論串中的首位發文者在華語中可被稱作「版主」或「樓主」，如例

(100)、(101)，英語中也有「original post」（簡稱 OP）一詞，意指「首篇文章」、

「發文者」，如例(102)。這類稱呼僅見於網路而不可能出現於面對面溝通之中，

可被看作網路社群的群體標記。 

(100) 版主,我先前也有足底筋膜炎的問題，現在已經好了 

(101) Hi 樓主 

板橋這家我去過,醫術沒話說但是沒健保的確不便宜 

(102) OP---I do feel for you!. 

(103) Hello - 

I just had mine removed on Friday,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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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祈願祝福 

祈願祝福策略即發話者結束個人意見的表述後，表達「希望對方情況變好」

的心願，或寄予鼓勵與祝福，能夠增進雙方情感，具有輔助建議的效果。除了下

例，常見的形式尚有「加油」、「別放棄」、「best wishes」等。經觀察，此策

略大部分用於文章之末，僅在少數幾筆語料中發現其穿插於其他策略之間。 

(104) 希望對你的家人有幫助~ 

(105) 祝妳治療順利~ 

(106) Good luck, I feel for you. 

(107) Get well soon. 

11. 表情符號 

表情符號策略為網路溝通中獨有的溝通策略，意即網路使用者將聲音、表情、

肢體動作化為符號或圖像，因此個人心情或感受亦能隨著打字輸入顯露。較常見

的形式為使用電腦鍵盤各種符號組成的表情，如「^^」是笑瞇瞇的樣子，「:)」

代表微笑。剛好本文所選取的兩個網站論壇系統皆有內建的表情圖示，發話者能

藉助於這些圖示展現個人當下的感受，更能使自己分享的建議內容更為生動、真

實，同時又能拉近自己與受話者之間的人際距離，如例(108)以「讚」對「雷射手

術」這個行動表示肯定，例(110)以「豎起大拇指」再次鼓勵對方。有別於前二例

表達的正面情緒，例(109)與(111)則流露負面感受，分別是「嘆氣」與「驚嚇」。

表情符號策略出現的位置並不固定，但多出現在文章末尾，帶有總結個人當下情

緒或觀感的意味。 

(108) 當然是做雷射手術阿 一勞永逸～  

(109) 醫生曾跟我說常熬夜脂漏別想會好...可是我天天熬夜..夜光鳥  

(110) Good luck in continuing to gain your pre-break abilities back!  （E61） 

(111) I've seen him choke on food while sleeping.  

以上詳述了輔助策略的分類、定義與功能。輔助行為雖無法單獨實現建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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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未必出現於每一篇建議文章中，但其存在有助於支撐中心行為，在整體建議

行為之中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節 策略分布 

本節針對中心策略及輔助策略的使用頻率進行統計，以探討各策略的分布趨

勢，以及華語建議及英語建議偏好使用的策略類型。如前文所述，建議文章中所

使用的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皆有可能超過一個，且可能藉助不同的策略實施，因

此在每一筆語料中，無論該策略出現幾次皆算作一次，最後方能計算出該策略出

現於多少筆語料中，推導出該策略於所有語料中的使用頻率。 

一、中心策略分布 

本文蒐集華語與英語語料各 300 筆，每個樣本中的個別策略使用次數相加，

即得出策略使用次數之總和。由於一個建議行為可能透過一種以上的中心策略組

成，故策略使用總次數多於語料總筆數。經統計，華語與英語的策略使用總次數

分別為 558 及 614。以下首先按照策略的直接程度呈現中心策略的整體趨勢，以

華語為例，直接策略共有三個次類，三類策略之使用次數合計為 329，直接策略

使用次數（329）除以策略使用總次數（558），即知直接策略所佔比例為 59.0%，

以此類推。 

本文中心行為的直接策略包括「語氣導出」、「施為」、「陳述義務」，間

接策略包括「陳述意願」、「推論需求」、「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

問理由」、「詢問經驗」、「評量價值」、「自述經驗」、「引用實證」。整體

而言，華語建議傾向以直接策略提出，佔所有語料的近六成；英語建議則多採取

間接策略，所佔比例亦六成左右。換言之，兩個語言在直接程度的表現上呈現相

反趨勢，如圖 四-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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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中心策略整體趨勢 

接著，本文比較個別策略的使用情況。華語最常使用的前五個策略依序為「語

氣導出」29.0%（162/558）、「陳述義務」21.0%（117/558）、「評量價值」18.5%

（103/558）、「自述經驗」11.5%（64/558）、「施為」9.0%（50/558）；英語

偏好使用的中心策略則為「語氣導出」22.1%（136/614）、「評量價值」16.4%

（101/614）、「自述經驗」16.0%（98/614）、「陳述義務」13.7%（84/614）、

「引用實證」7.5%（46/614），如圖 四-2 所示。雖然常見策略之類型出現重疊，

但從比例上仍可看出跨語言相異點，例如華語較英語更偏好選用「語氣導出」與

「陳述義務」，英語則比華語更常採用「自述經驗」。此外，「詢問偏好」、「詢

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這種詢問類策略的出現頻率極低，僅「詢

問經驗」於英語中使用得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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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中心策略次類分布 

二、輔助策略分布 

建議行為的輔助策略共有十一項，分別為「補充解釋」、「提供資訊」、「評

估問題」、「預示建議」、「爭取信任」、「減輕負擔」、「降低責任」、「拉

近距離」、「稱呼問候」、「祈願祝福」、「表情符號」。本文首先統計輔助策

略於所有建議文章中的使用頻率。使用輔助策略的華語建議高達 81.7%（245/300），

未使用輔助策略的華語建議僅佔 18.3%（55/300）；英語方面，使用輔助策略的

英語建議稍低於華語，但亦達 77.7%（233/300），未使用輔助策略的英語建議則

有 22.3%（67/300），如表 四-1 所示。儘管輔助策略並非言語行為序列結構中必

要出現的成分，但據此結果可知，藉此手段支持建議行為的實施是網路溝通中的

共同趨勢。 

表 四-1 輔助策略整體使用頻率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使用輔助策略的建議 245 81.7% 233 77.7% 

未使用輔助策略的建議 55 18.3% 67 22.3% 

合計 300 100% 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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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呈現輔助策略各次類於兩種語言中的分布情況，如圖 四-3 所示。華語

與英語建議均主要藉由「補充解釋」、「評估問題」與「提供資訊」來支撐中心

行為的實施。不過，華語較英語更偏好採用「補充解釋」，英語則在「評估問題」

與「提供資訊」的使用率上高於華語。其餘策略之出現頻次雖遠低於上述三者，

但仍可發現兩種語言之內部差異。例如，華語傾向以「爭取信任」的手段加強論

述，但同時亦常透過「減輕負擔」減輕對方的義務承擔；英語則較華語更常選用

「降低責任」及「拉近距離」。「表情符號」在華語中的使用率高於英語，「祈

願祝福」則更常為英語人士所使用。此外，華語與英語建議中最少選用的輔助策

略均為「稱呼問候」。 

 

圖 四-3 輔助策略分布 

第四節 內部修飾 

內部修飾指依附於中心行為、對言語行為力度與強度進行潤飾協調的語言成

分，同時亦是不同策略的語言形式特徵，共有三種類別，分別是「句法降級語」、

「詞彙片語降級語」與「升級語」。此分類系統源於 Blum-Kulka 等（1989）對

請求行為的分析，部分次類不適用於建議行為，遂調整修改其分類。大部分的修

飾語名稱與定義適用於華語與英語建議，只有一種修飾語僅為英語所運用，故語

料舉例也只有英語語料，文中將特別註明。本節分為兩個部分討論，第一部分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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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內部修飾各細項之特色，第二部分則調查內部修飾的整體分布情況及各細項使

用頻率。 

一、內部修飾分類 

（一） 句法降級語 

本文建議中心行為的句法降級語包含「疑問句」、「假設語氣」及「條件式」，

透過句法的調整，緩和建議的強加。以下舉華、英語語料作為佐證，其中，因條

件式為英語獨有的句法結構，故範例中無華語例句。 

1. 疑問句 

疑問句的探問功能為受話者提供選擇，避免發話者武斷定論受話者的行為表

現，亦是「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策略所使

用的句法修飾。 

(112) 您要不要去看個皮膚科，看看醫生怎麼說（詢問前提） 

(113) 為什麼不去好好的看醫生呢（詢問理由） 

(114) 有抽血檢驗有關血液癌症方面的嗎？（詢問經驗） 

(115) How about doing some standing meditation to improve circulation, your     

body/mind function and help with your sleep?（詢問偏好） 

(116) Can you try webmd or go to the ER possibly?（詢問前提） 

(117) Is there a reason why you aren't willing to follow your Drs. advice?（詢問理由） 

(118) Are you sure you're wearing the properly sized shoes?（詢問經驗） 

2. 假設語氣 

假設語氣是受話者為受話者預設某種特定條件而使用的結構，亦即當受話者

的處境確如該「假設」中所言，才需要接納發話者的建議，常見的句型包括「如

果…」、「（如果）…的話」、「if…」等條件句，如例(119)、(121)、(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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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華語中，關係子句或「的」之名詞化同樣能表達假設條件之意義，如例(120)，

意為受話者若能「由自然界攝取葉黃素」，就不要再吃含葉黃素成分的健康食品。

以下以底線標示的部分即發話者提出的假設。 

(119) 沒辦法的話我會建議找美國原裝進口的,德製的也可以.. 

(120) 能由自然界攝取就別再吃了，當花錢認清一個醫師。 

(121) If the medicine isn't strong enough, call your doctor and tell them. 

(122) If the plain tap water works fine for you, just drink plain tap water. 

3. 條件式 

條件式指使用「would」、「might」等修飾動詞的情態助動詞，其作用為減

低建議對受話者的衝擊，但屬於英語獨有的句法結構，故未見於華語語料。 

(123) I would suggest taking an iron supplement ASAP and see your doctor. 

(124) If you were my dad, I'd make you go. 

(125) You might want to take the prescription at another frame shop and check to     

see if it is missing anything. 

（二） 詞彙片語降級語 

本文詞彙片語降級語包含「主觀語」、「禮貌語」、「訴求語」、「緩調語」

及「減量語」28
 五個次類，皆為華語與英語建議所使用。 

1. 主觀語 

主觀語即發話者標示個人主觀的成分，在「模糊限制語」的概念中，屬於「緩

和型模糊限制語」（shields）29，其在不改變話語結構的情況下增加發話者本人

的看法，表示建議內容僅為發話者個人意見，不強求受話者接受，從而緩和原有

的肯定語氣，建議強度也因此減弱。主觀語為「陳述義務」、「評量價值」策略

常用之降級片語，語料中常見的主觀語形式為以主語「我／I」銜接心理動詞，

                                                
28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29

 關於模糊限制語的分類與說明，請參何自然、冉永平（2009）。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84 

 

包括「我覺得」、「（我）個人」、「我個人（會）覺得」、「我的想法／看法

是」、「I think」、「I believe」等，如例(126)－(130)所示。另外，例(131)的「imho」

為網路常用的縮略語，意為「依本人愚見」，因能展開為短語，既可作為內部修

飾中的「主觀語」，亦可作為輔助策略中的「減輕負擔」策略。 

(126) 注重健康的話，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投資的生活用品。 

(127) 我個人很討厭這種販售健康食品的醫師，因為當他販售產品給你的時候…

（後略） 

(128) 不過我的想法是搞不好沒擦疤痕更嚴重 

(129)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a good talk with your doctor or pharmacist. 

(130) I believe altering your posture, which you are doing now, will have long term    

affects on your bone alignment…（後略） 

(131) （前略）…but I think, imho（註：in my humble opinion）, this is temporary and 

will only stop if you quit obsessing about it. 

2. 禮貌語 

禮貌語即表達禮貌的用語，以此展現禮貌態度。華語的禮貌語主要包括具有

緩解力度之功能的「請」及表示尊敬的「您」，如例(132)、(133)。英語建議所

使用的禮貌語則只有「please」，如例(136)、(137)。因「語氣導出」策略帶有強

烈的指令，因此有些發話者在使用該中心策略時以這類降級語作為修飾，緩和指

令語氣，如例(132)、(136)、(137)。而「評量價值」策略因明顯將自己的主觀好

惡加諸受話者身上，因此稱呼對方為「您」可降低建議所造成的壓迫感。除此之

外，華語的禮貌語尚有一項有別於英語的特徵，即華語人士會以稱呼語代替人稱

代詞，如例(134)中，受話者在尋求建議時披露自己的母親身分，因此發話者以「媽

媽」稱呼對方；或是發話者稱受話者為「樓主」、「版主」，如例(135)，標示其

發文者身分，皆是禮貌的表現。這種以稱呼語代替第二人稱的禮貌語出現於中心

行為語句內部，而輔助策略的「稱呼問候」則位於建議文章的起始位置，具有開

場醒示的功能。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85 

 

(132) 請小口小口的咬（後略） 

(133) 您肝膽腸胃科看一下也比較安全 

(134) 有在他們官網上看到他們板橋店 9/12要開幕了 

媽媽可以去看看 應該有蠻多活動 

(135) 如果樓主實在懶得動,也可考慮按摩 

(136) Please neating anything with seeds ,…（後略） 

(137) Take him to the doctor please 

3. 訴求語 

訴求語指尋求受話者認同、合作的修飾語，以附加問句形式出現，附加於陳

述句或祈使句之後。然在本次研究中僅有兩筆語料使用訴求語，包括例(138)的「不

是嗎」及例(139)的「won’t you」。 

(138) （前略）但是要停藥必須經過醫生同意，不是嗎？ 

(139) Rollaways aren't intended for long-term use. But you'll need a couch too won't    

you? 

4. 緩調語 

緩調語與主觀語一樣，屬於「緩和型模糊限制語」，發話者可能對事情的真

實程度沒有把握而不敢篤定判斷，故藉此表現猶疑的態度，模糊話語的確定性，

同時還能降低自己所承擔的責任，並減低建議對受話者施加的壓力。緩調語透過

表示推測、估計的情態助動詞呈現，如例(140)的「可能」、例(141)的「應該」、

例 (142)的「may」與例 (143)的「sounds like」。此外，「（恐）怕」、「probably」、

「maybe」亦可見於本研究語料。 

(140) 這樣的「研究報告」可能也要「追查」一下，雙方是否有提供什麼對價關係

啦！ 

(141) 胰臟炎連水都不能喝，應該不可以喝雞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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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You may need an antibiotic if it is bronchitis. 

(143) It sounds like your next step is to visit a urologist. 

5. 減量語 

減量語亦使用模糊限制語，但減量語指的是修飾動詞強度的成分。華語透過

例(144)的「V 一下」、例(145)的動詞重疊「VV」或「VV 看」、例(146)的「V

一 V」，表示少量、輕微、委婉之意；或以「盡量」一詞減輕受話者執行動作時

所承擔的計量，如例(147)。此外，台灣地區在動詞重疊的表現上還發展出「V 看

看」的形式，雖還不是規範語法，但於人們的日常交談中廣為使用，網路溝通亦

然。英語則透過「just」減低動作的難度，暗示動作容易完成，如例(148)；或使

用「at least」，功能與「盡量」相同，如例(149)。 

(144) 去抽血驗一下，牙齦無故出血是血癌症狀的一種 

(145) 有可能脊椎那有壓迫到神經, 

可以掛神經外科檢查看看～ 

(146) 冬天要到了其實可以先用毛帽擋一擋!! 

(147) 當然如果你有預算方面的問題 

那可能能作的就是儘量多吃些容易長胖的食物吧 

(148) just read the instructions, or you can have a pharmacist help you with 

instructions. 

(149) I'd suggest you see one and explain your symptoms to him/her and be checked 

out for whatever may be ailing you, or at least see a dietician for a proper 

balanced eating routine. 

（三） 升級語 

本文的升級語包含「加強語」、「文字強調」與「重複建議」。相對於前述

兩類產生降級作用的內部修飾，升級語的功能為加強建議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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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語 

加強語的功能為促使受話者產生急迫感或意識到該行動的必要性，表現形式

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強化動詞語力的副詞，如例(150)的「一定」、例(152)的

「defenitely」；一種是對動作完成的時間加以限定，如例(151)的「趕快」、例(153)

的「immediately」。其他如「馬上」、「快」、「千萬」、「真的」、「really」、

「obviously」、「no matter what it is」等詞彙或片語皆歸入此類。 

(150) 從現在開始吃完東西一定要刷牙(貝氏刷牙法)並使用牙線/牙間刷 最後漱口

水 

(151) 趕快去看皮膚科,還沒看之前先冰敷吧. 

(152) Definitely bring your problem to the attention of your endocrinologist （註：內

分泌醫生）. 

(153) （前略）If so, look up angioedema, and see a doctor immediately. 

2. 文字強調 

文字強調旨在突出論點，包括關鍵行動及責任歸屬，引發受話者的關注。根

據其表現手法可分為兩個小類：第一類為拼字或文字上的強調，中文使用引號或

其他特殊符號（如「*」）標註詞句，英文除採用標點符號，更多時候直接採文

字字母全部大寫的方式突顯重點，此為華語受限於本身的書寫系統而無法選用的

強調方式，如例(154)、(156)；第二類為句內標點符號的強調，即改變標點符號

的書面規範用法，如連續使用多個驚嘆號以傳達迫切語氣，如例(155)、(157)。 

(154) 你需要的是『放鬆』，試試盲人按摩。 

(155) 再來假髮不知道妳戴了會不會皮膚過敏~ 

這些因素都可以考慮要不要買!! 

(156) （前略）…, then you should doctor-shop if that is what YOU need to feel 

comfortable and go on with your life. 

(157) I don't think they are terrible for you, but I would not overdose 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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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複建議 

重複建議指在同一篇建議文章中針對同個命題重複出現的建議語句，形式多

與中心行為不同，能使建議強度層層遞進，出現的位置幾乎都是文章末尾。判斷

方式如下：首先判斷何者為中心行為，之後出現的建議語句，若核心命題不變，

即屬重複建議升級語；若核心命題有變，則屬另一中心行為。 

(158) 我做了同樣的手術，夏天的做法是會帶條毛巾出門，我沒說錯是毛巾。 

(159) 我推薦你讀一篇文,或許有幫助~去看看 http://flourish-taiwan.com/emotion/ 

(160) If you can drink tea with ginger and lemon that help a lot. It worked fine for me. 

try it. 

(161) If you need it done every 2 years, you need to have the whole thing examined. Do 

it! 

二、內部修飾分布 

本文針對建議中心行為使用內部修飾的情況進行量化分析。由於內部修飾三

個主類性質不同，故分開計算，方式如下：首先，計算每筆語料中各修飾次類的

出現次數，相同類型之修飾無論出現幾次皆算作一次，所得數值加總即等於該修

飾主類的使用總次數，如表 四-2
30中第二、第三欄所列的數值。接著將單項修飾

的出現次數除以所屬主類的使用總次數，所得百分比即該單項修飾的使用頻率。 

華語與英語在句法降級語及詞彙片語降級語的使用上呈現較大差異：300 筆

語料中，採用句法降級語的華語建議僅有 90 筆，英語則高達 167 筆，相差 77 筆；

相較於英語，華語建議更傾向使用詞彙片語降級語，兩者相差 45 筆。升級語方

面，其在兩種語言中的分布情況相近。整體而言，本文建議行為多透過降級類的

修飾語實施。 

 

 

                                                
30

 感謝口試委員張妙霞教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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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內部修飾主類之使用次數 

 華語（次數） 英語（次數） 

句法降級語 90 167 

詞彙片語降級語 138 93 

升級語 59 62 

圖 四-4 顯示的是內部修飾中的句法降級語各次類使用率。其中，無論華語

還是英語，「假設語氣」為最常使用的類別，「條件式」的出現率則最低，且華

語因缺乏此結構故數據為零。由上可見，華語人士在表達建議時偏好採取假設語

氣，避免相關行動的指示過於冒昧或唐突；英語人士則偏好透過疑問句探詢受話

者的意向，是為對方預留思考空間的手段。 

 

圖 四-4 句法降級語各次類使用頻率 

圖 四-5 則展示詞彙與內部修飾中五個次類的使用頻率。在華語中，「減量

語」的比例為五者之最，比例接近五成；英語則以「緩調語」為大宗，佔 55.9%。

而且，兩個語言在此兩類修飾上的使用頻率上比例懸殊，此為兩者之最大差異。

在「禮貌語」方面，華語與英語的使用頻率分別為 23.7%及 4.3%，如前文分類所

言，華語人士使用較多元的稱呼語，出現次數較為頻繁，故此次類亦呈現較大的

內部差異。使用得最少的是「訴求語」，華語及英語分別只有 0.7%與 1.1%。 

疑問句 假設語氣 條件式 

華語 16.7% 83.3% 0.0%

英語 28.7% 48.5%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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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5 詞彙與內部修飾各次類使用頻率 

 最後，本文藉圖 四-6 呈現升級語三個次類的分布。華語與英語建議所使用

的升級語皆集中在「加強語」，且英語稍高於華語，分別佔 56.7%與 67.7%。在

「文字強調」與「重複建議」方面，華語與英語則呈相反趨勢：華語建議偏好「重

複建議」，英語建議則傾向藉由「文字強調」加強建議的力度。 

 

圖 四-6 升級語各次類使用頻率 

主觀語 禮貌語 訴求語 緩調語 減量語 

華語 7.9% 23.7% 0.7% 19.4% 48.2%

英語 17.2% 4.3% 1.1% 55.9%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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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各語例可見，內部修飾實為不同策略的部分語言形式特徵。本文粗略

觀察各內部修飾的分布情況，將策略與形式之間的關聯互動統整成下表。本文發

現，直接策略中的「語氣導出」、「施為」與「陳述義務」出現多種內部修飾，

例如，「假設語氣」、「禮貌語」、「緩調語」、「減量語」即「語氣導出」策

略中常見的修飾成分。表中亦註明，只有華語的「語氣導出」策略使用了「禮貌

語」這個降級語，英語的「語氣導出」策略並未使用；而「訴求語」僅出現於華

語的「陳述義務」策略及英語的「推論事實」策略。雖然「語氣導出」及「陳述

義務」本身已具有很高的直接性，論壇參與者仍會加入升級語，加強建議的力度。

相較之下，間接策略所使用的內部修飾較少。以句法降級語「疑問句」為例，此

即與「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共現的修飾成

分。「評量價值」中亦出現疑問句型，但其目的乃營造反問質疑的語氣，並無降

級效果，故不計入句法降級語。另外，「條件式」也是「陳述意願」的語法特徵，

透過此修飾成分所提出的條件假設，建議的強加程度得以降低。 

表 四-3 內部修飾與中心策略之搭配慣例 

內部修飾主類 內部修飾次類 對應策略 

句法降級語 

疑問句 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 

假設語氣 語氣導出、陳述義務、施為、評量價值 

條件式 陳述意願 

詞彙片語降級語 

主觀語 陳述義務、評量價值 

禮貌語 語氣導出（華）、施為、推論事實 

訴求語 陳述義務（華）、推論事實（英） 

緩調語 語氣導出、施為、陳述義務 

減量語 語氣導出、施為、陳述義務 

升級語 

加強語 語氣導出、施為、陳述義務、自述經驗 

文字強調 語氣導出、陳述義務、評量價值、自述經驗 

重複建議 語氣導出、陳述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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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序列結構 

本章第二節、第三節分別探討了建議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所選用的策略類型

及個別策略的分布情況。如前文所言，本文將一篇建議文章視為一個行為單位。

為理解建議語篇如何組織而成，本節繼續探討其序列結構，內容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及第二小節分別討論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的策略配置，由於一篇建議文章中

這兩種行為皆可能超過一個，但兩者各有職責及特色，因此分而述之。第三小節

則觀察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之間的互動，整理出宏觀導向的整體序列結構。 

一、中心行為之序列結構 

此小節僅討論中心行為的序列結構，也就是不同的中心策略之間如何銜接搭

配。建議中心行為所運用的策略共有十二種，分別是直接策略中的「語氣導出」、

「施為」與「陳述義務」，以及間接策略中的「陳述意願」、「推論需求」、「詢

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評量價值」、「自

述經驗」與「引用實證」。以下第一部分先計算每筆語料中的中心策略種類，作

為不同結構的分類基礎；第二部分針對個別結構，歸納中心策略之慣用排序。 

（一） 中心行為之策略數量 

綜觀本研究之建議語料，中心行為的構成模式相當多元，可以是單個中心行

為自成一個建議行為，亦能透過多個中心行為互相搭配、彼此穿插來實施。為計

算出每筆語料使用了幾種中心策略，重複出現的相同策略類型只計作一種。例如，

同一筆語料中若出現「語氣導出」、「評量價值」兩類中心策略，在沒有其他中

心策略的情況下，該筆語料的「策略數量」即為「兩種」，也就是表 四-4 首欄

顯示的數值。使用超過四種中心策略的各組合數量較少，故合併為同一組。按照

此原則，本文先統計每筆樣本所使用的中心策略數量，接著計算該數量結構於所

有語料中的出現次數，再將此數值除以樣本總筆數，即華語與英語各 300 筆，得

出所佔百分比，結果如表 四-4 的「筆數」與「比例」兩欄所示。  

根據分析，無論華語還是英語，只使用一種中心策略的建議所佔比例最高，

分別為 43.0%與 48.3%。不過兩者最顯著的差異在於，華語中使用單種策略結構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93 

 

與兩種策略結構的語料數量相近，前者有 129 筆，後者亦有 111 筆之多；而英

語的此兩種結構比例上相差較大。三種策略及四種策略以上的結構，在兩種語言

中均屬少數。由此結論，在網站論壇實施建議行為時，以單種策略獨用為主，以

兩種策略並用為輔，但華語對後者的偏好更甚於英語。 

表 四-4 中心行為：策略種類數量與比例 

        語言 

 策略數量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一種 129 43.0% 145 48.3% 

兩種 111 37.0% 86 28.7% 

三種 45 15.0% 43 14.3% 

四種以上 15 5.0% 26 8.7% 

合計 300 100%  300 100%  

（二） 中心行為之策略組成 

本文根據上述統計結果，探討每種策略數量組合的內部組成關係。一如上文

所言，「單種策略」與「兩種策略」為中心行為最常見的組合，「三種策略」與

「四種策略以上」的語料相加後僅佔總筆數的兩成左右，本文將後兩者合併為「多

種策略」結構。此部分即討論這三種結構的策略組成。  

1. 單種策略獨用結構： 

單種策略獨用結構在華語與英語語料中各有 129 筆及 145 筆。首先計算各策

略細項的出現次數，接著除以該結構的總數，所得百分比即此策略於該結構中的

出現頻率。從表 四-5 可見，在此結構中，華語最常使用直接的「語氣導出」，

比例高達 44.2%（57/129）；其次為「陳述義務」，佔 17.1%（22/129）；位列

第三的策略為「評量價值」，佔 14.0%（18/129）。而英語最常使用的策略亦為

「語氣導出」，但所佔比例為 33.1%（48/145），低於華語；其次為「評量價值」，

佔 15.2%（22/145）；第三則為「陳述義務」，佔 13.1%（19/145）。此外，本

文所歸納出的十二種中心策略皆出現於英語的單種策略獨用結構，然在華語中，

「詢問偏好」與「詢問經驗」並未出現。總體觀之，單獨使用一種中心策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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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與英語皆多用直接的「語氣導出」、「陳述義務」及間接的「評量價值」。 

表 四-5 中心行為：單種策略獨用結構之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語氣導出 57 44.2% 48 33.1% 

施為 8 6.2% 4 2.8% 

陳述義務 22 17.1% 19 13.1% 

陳述意願 3 2.3% 7 4.8% 

推論事實 0 0.0% 6 4.1% 

詢問偏好 0 0.0% 2 1.4% 

詢問前提 1 0.8% 1 0.7% 

詢問理由 3 2.3% 2 1.4% 

詢問經驗 0 0.0% 7 4.8% 

評量價值 18 14.0% 22 15.2% 

自述經驗 11 8.5% 18 12.4% 

引用實證 6 4.7% 9 6.2% 

合計 129 100.0% 145 100.0% 

本文按照以上分析結果，以圖 四-7 呈現兩種語言在此結構中最常見的策略

組合。 

 

 

 

圖 四-7 中心行為：單種策略獨用結構之策略組合 

2. 兩種策略並用結構 

除了單種策略獨用的情況，華語與英語的中心策略組合均多樣繁複，儘管只

有兩種策略相互搭配，亦能產生多種組合，但各組合零星出現於此結構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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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能從序列結構的「起始位置」與「結束位置」觀察其策略慣用特徵，分析

方式如下：序列結構中首次出現的中心策略定為「起始策略」，最末出現的中心

策略即「結束策略」；接著統計各中心策略細項於這兩個位置的出現次數，再將

此數值除以該結構之筆數，得出策略出現頻率。 

兩種策略並用結構在華語與英語語料中各有 111 筆及 86 筆。首先分析起始

位置的策略分布情況。從表 四-6 的統計數據可見，華語此結構中出現頻率最高

的三種策略依序為「語氣導出」（26/111，23.4%）、「陳述義務」（24/111，21.6%）、

「評量價值」（22/111，19.8%），且彼此筆數僅相差甚少。而英語此結構中出

現頻率最高的三種策略依序為「自述經驗」（21/86，24.4%）、「語氣導出」（15/86，

17.4%）、「評量價值」（13/86，15.1%）。華語建議不在此結構的起始位置上

使用「陳述意願」與「詢問前提」，英語則出現了所有中心策略，但其中以「詢

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的出現率最低。 

表 四-6 中心行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之起始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語氣導出 26 23.4% 15 17.4% 

施為 7 6.3% 4 4.7% 

陳述義務 24 21.6% 9 10.5% 

陳述意願 0 0.0% 5 5.8% 

推論事實 4 3.6% 3 3.5% 

詢問偏好 1 0.9% 1 1.2% 

詢問前提 0 0.0% 1 1.2% 

詢問理由 1 0.9% 1 1.2% 

詢問經驗 2 1.8% 4 4.7% 

評量價值 22 19.8% 13 15.1% 

自述經驗 18 16.2% 21 24.4% 

引用實證 6 5.4% 9 10.5% 

合計 111 100.0% 8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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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探討兩種策略並用結構結束位置的策略分布情況。從表 四-7 可知，出

現在結束位置的策略類型較少，就華語而言，「陳述意願」、「詢問偏好」、「詢

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此五種策略均未被使用；英語方面，則

未出現「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華語的前三個常見策略分

別為「語氣導出」（36/111，32.4%）、「陳述義務」（25/111，22.5%）、「評

量價值」（21/111，18.9%）；英語的前三個常見策略除了「語氣導出」（23/86，

26.7%）與「陳述義務」（15/86，17.4%），第三則為「自述經驗」（11/86，12.8%）。

由此可見，兩種語言在結束位置的策略配置較為相似。 

表 四-7 中心行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結束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語氣導出 36 32.4% 23 26.7% 

施為 12 10.8% 7 8.1% 

陳述義務 25 22.5% 15 17.4% 

陳述意願 0 0.0% 5 5.8% 

推論事實 1 0.9% 8 9.3% 

詢問偏好 0 0.0% 0 0.0% 

詢問前提 0 0.0% 0 0.0% 

詢問理由 0 0.0% 0 0.0% 

詢問經驗 0 0.0% 4 4.7% 

評量價值 21 18.9% 8 9.3% 

自述經驗 8 7.2% 11 12.8% 

引用實證 8 7.2% 5 5.8% 

合計 111 100.0% 86 100.0% 

從以上分析結果可知，兩種策略結構於起始位置與結束位置最常出現的中心

策略皆為「語氣導出」。然而，此現象並不表示「語氣導出－語氣導出」為此結

構之慣用模式，原因在於，本文在計算每筆語料的策略種類時，不重複計算相同

的策略。基於此原則，本文繼續觀察，當「語氣導出」首度出現或第二次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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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於其之前或之後的主要為何種策略。最後發現，當「語氣導出」在前，華語

及英語分別傾向以「陳述義務」與「自述經驗」與之搭配；當「語氣導出」在後，

華語多在其之前使用「評量價值」，英語則多在其之前使用「自述經驗」與「評

量價值」。茲將此慣用組合整理成圖 四-8。 

 

 

 

 

 

 

 

圖 四-8 中心行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策略組合 

3. 多種策略並用結構 

多種策略並用結構指的是使用三種策略以上的組合，在華語與英語語料中各

有 60 筆及 69 筆。如上所述，多種策略組合的策略搭配相當多樣，僅在起始位置

與結束位置呈現慣用特徵，故此部分依循上述分析方式，統計起始位置與結束位

置各策略的出現頻率，另外再統計位於中間位置的各策略出現頻率，以此擬定多

種策略並用結構的策略模式。 

首先分析起始位置的策略分布情況。從表 四-8 的統計數據可見，對華語而

言，使用率超過 15%的起始策略按頻率高低依序為「語氣導出」（13/60，21.7%）、

「評量價值」（12/60，20.0%）與「陳述義務」（10/60，16.7%），屬於高度使

用的策略；使用率介於 10%至 15%的策略為「自述經驗」（7/60，15.0%）與「施

為」（9/60，11.7%），屬於中度使用的策略；其餘策略的使用率低於 10%，則

可被歸為低度使用的策略，其中「推論事實」、「詢問偏好」、「詢問前提」未

見於華語此結構的起始位置。英語方面，高度使用的策略依序為「評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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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18.8%）、「自述經驗」（11/69，15.9%）、「語氣導出」（10/69，14.5%）；

中度使用的策略為「詢問經驗」（8/69，11.6%）、「陳述義務」（7/69，10.1%）、

「陳述意願」（7/69，10.1%）；其餘則為低度使用的策略，其中「詢問前提」

亦未出現於起始位置。 

表 四-8 中心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起始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語氣導出 13 21.7% 10 14.5% 

施為 7 11.7% 1 1.4% 

陳述義務 10 16.7% 7 10.1% 

陳述意願 2 3.3% 7 10.1% 

推論事實 0 0.0% 3 4.3% 

詢問偏好 0 0.0% 2 2.9% 

詢問前提 0 0.0% 0 0.0% 

詢問理由 2 3.3% 1 1.4% 

詢問經驗 1 1.7% 8 11.6% 

評量價值 12 20.0% 13 18.8% 

自述經驗 9 15.0% 11 15.9% 

引用實證 4 6.7% 6 8.7% 

合計 60 100.0% 69 100.0% 

 接著分析結束位置的策略選用。表 四-9 顯示，華語語料中，最頻繁出現於

此結構結束位置的策略為「語氣導出」（16/60，26.7%）、「陳述義務」（15/60，

25.0%）、「評量價值」（9/60，15.0%）；「自述經驗」（7/60，11.7%）與「施

為」（6/60，10.0%）仍然屬於中度使用策略；未出現於此的策略也一樣有四種，

分別為「陳述意願」、「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與起始位

置的策略分布情況相似。英語語料中，高度使用的策略類型與起始位置相同，只

是頻率順序有別，分別為「自述經驗」（18/69，26.1%）、「語氣導出」（14/69，

20.3%）、「評量價值」（12/69，17.4%）；其他策略的使用率皆未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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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英語採取此結構時主要選擇以上三種策略。 

表 四-9 中心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結束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語氣導出 16 26.7% 14 20.3% 

施為 7 11.7% 1 1.4% 

陳述義務 15 25.0% 6 8.7% 

陳述意願 0 0.0% 2 2.9% 

推論事實 1 1.7% 5 7.2% 

詢問偏好 0 0.0% 3 4.3% 

詢問前提 0 0.0% 1 1.4% 

詢問理由 0 0.0% 1 1.4% 

詢問經驗 1 1.7% 2 2.9% 

評量價值 9 15.0% 12 17.4% 

自述經驗 6 10.0% 18 26.1% 

引用實證 5 8.3% 4 5.8% 

合計 60 100.0% 69 100.0% 

 最後是中間策略的討論。相同的策略類型若重複出現，依舊僅計作一次，個

別策略之出現次數相加，即得中間位置所有策略的總次數，華語與英語分別為

78 次與 104 次。如表 四-10 所示，華語與英語在此結構的中間位置交錯穿插較

多元的策略。華語高度使用的策略集中在「陳述義務」（20/78，25.6%）、「評

量價值」（16/78，20.5%）、「自述經驗」（12/78，15.4%）；「語氣導出」（11/78，

14.1%）與「施為」（9/78，11.5%）次之；其餘策略則極少出現。英語高度使用

的策略依序為「評量價值」（22/104，21.2%）、「陳述義務」（21/104，20.2%）、

「語氣導出」（17/104，16.3%），其餘策略的使用率皆未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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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 中心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中間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語氣導出 11 14.1% 17 16.3% 

施為 9 11.5% 5 4.8% 

陳述義務 20 25.6% 21 20.2% 

陳述意願 1 1.3% 3 2.9% 

推論事實 1 1.3% 9 8.7% 

詢問偏好 0 0.0% 1 1.0% 

詢問前提 0 0.0% 1 1.0% 

詢問理由 1 1.3% 2 1.9% 

詢問經驗 1 1.3% 2 1.9% 

評量價值 16 20.5% 22 21.2% 

自述經驗 12 15.4% 12 11.5% 

引用實證 6 7.7% 9 8.7% 

合計 78 100.0% 104 100.0%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文分別取起始位置、中間位置、結束位置的最常見策

略，擬定中心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的策略組合，如圖 四-9 所示。在多種策略

並用結構裡面，華語與英語策略模式之相同點為：「語氣導出」與「評量價值」

是前、中、後三個位置皆常見的策略，只在頻率高低上有所不同。兩者的相異點

則可歸納為兩點：第一，華語多用「陳述義務」，英語卻多用「自述經驗」；第

二，「自述經驗」是華語中間位置的慣用策略之一，在起始及結束位置則不常見，

英語的情況則相反。須注意的是，因重複出現的相同類型策略並不重複計數，因

此以下策略模式指的是，三個位置的策略應彼此不同，以華語為例，其中一種組

合方式即「語氣導出－陳述義務－評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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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中心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策略組合 

二、輔助行為之序列結構 

此小節忽略中心行為，僅討論輔助行為的序列結構。本文建議輔助行為所運

用的策略共有十一種，即「補充解釋」、「提供資訊」、「評估問題」、「預示

建議」、「爭取信任」、「減輕負擔」、「降低責任」、「拉近距離」、「稱呼

問候」、「祈願祝福」與「表情符號」。如同前文中心行為的分析方式，第一部

分計算每筆語料中的輔助策略種類，將輔助行為的結構按照策略數量分成四類；

第二部分針對個別結構，歸納輔助行為慣用的策略排序。 

（一） 輔助行為之策略數量 

華語與英語使用輔助策略的語料筆數分別為 245 筆及 233 筆。輔助行為的策

略組成與中心行為一樣複雜多變，使用單種輔助策略者與使用多種輔助策略者皆

有。為計算每筆語料使用了幾種輔助策略，重複出現的相同策略類型只計作一種。

例如，同一筆語料中若出現「補充解釋」、「評估問題」兩種輔助策略，在沒有

其他輔助策略的情況下，該筆語料的「策略數量」即為「兩種」，也就是表 四-11

首欄顯示的數值。使用超過四種輔助策略的各組合數量較少，故合併為同一組。

按此原則，本文先統計每筆樣本所使用的中心策略數量，接著計算該數量結構於

所有語料中的出現次數，再將此數值除以使用輔助策略的樣本總筆數（華語 245

筆，英語 233 筆），即得出所佔百分比，結果如表 四-11 的「筆數」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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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欄所示。 

輔助行為的策略數量與中心行為呈現一致趨勢：華語與英語均以只使用一種

輔助策略的結構佔最多數，兩者比例皆超過五成；兩種策略並用的結構約為前者

的一半；使用三種及四種策略以上的語料數量偏少。由此結論，網站論壇的建議

輔助行為以單種策略獨用為主，兩種策略並用為輔。 

表 四-11 輔助行為：策略種類數量與比例 

        語言 

 策略數量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一種 136 55.5% 136 58.4% 

兩種 73 29.8% 60 25.8% 

三種 23 9.4% 25 10.7% 

四種以上 13 5.3% 12 5.2% 

合計 245 100.0% 233 100.0% 

（二） 輔助行為之策略組成 

本文根據上述統計結果，探討每種策略數量組合的內部組成關係。如同中心

行為，「單種策略」亦為輔助行為最常見的組合，「兩種策略」次之，而「三種

策略」與「四種策略以上」的語料相加後佔總筆數不到兩成，故在此將這兩組合

併為「多種策略」結構共同討論。以下分別討論此三種結構的策略組成。 

1. 單種策略獨用結構： 

單種策略獨用結構在華語與英語實施了輔助行為的語料中同為 136 筆。首先

計算各策略細項的出現次數，接著除以該結構的總數，所得百分比即此策略於該

結構中的出現頻率。從表 四-12 可見，在此結構中，華語與英語最常使用的皆輔

助策略皆為「補充解釋」，在兩個語言中分別達 47.1%（64/136）與 40.0%（54/136）；

「提供資訊」次之，所佔比例分別為 24.3%（33/136）、28.7%（20/136）；「評

估問題」對兩個語言而言都是使用率第三的策略，但其於華語的比例低於英語。

此外，華語與英語在此結構中未使用的策略分別是「預示建議」及「稱呼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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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2 輔助行為：單種策略獨用結構之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補充解釋 64 47.1% 54 39.7% 

評估問題 33 24.3% 39 28.7% 

提供資訊 10 7.4% 20 14.7% 

預示建議 0 0.0% 1 0.7% 

爭取信任 3 2.2% 1 0.7% 

減輕負擔 7 5.1% 1 0.7% 

降低責任 4 2.9% 9 6.6% 

拉近距離 4 2.9% 3 2.2% 

稱呼問候 2 1.5% 0 0.0% 

祈願祝福 7 5.1% 7 5.1% 

表情符號 2 1.5% 1 0.7% 

合計 136 100.0% 136 100.0% 

本文按照以上分析結果，以圖 四-10 呈現兩種語言在此結構中最常見的策略

組合。 

 

 

 

 

圖 四-10 輔助行為：單種策略獨用結構之策略組合 

2. 兩種策略並用結構 

除了單種策略獨用的情況，華語與英語的輔助策略組合均多樣繁複，儘管只

有兩種策略相互搭配，亦能產生多種組合，但各組合零星出現於此結構中。因此，

本文僅能從序列結構的「起始位置」與「結束位置」觀察其策略慣用特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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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下：序列結構中首次出現的輔助策略為「起始策略」，最末出現的輔助策

略即為「結束策略」；接著，統計各中心策略細項於這兩個位置的出現次數，再

將此數值除以該結構之總筆數，得出策略出現頻率。 

表 四-13 顯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在華語與英語實施了輔助行為的語料中各

有 71 筆及 61 筆，兩個語言的策略選用情況大體相同。從起始位置的策略分布情

況來看，當兩個語言使用兩種策略並用結構時，大多以「評估問題」、「補充解

釋」、「提供資訊」作為首度出現的輔助策略，三者比例相加超過總數之八成。

華語在此結構的起始位置未使用的策略為「爭取信任」、「減輕負擔」、「祈願

祝福」，英語未使用的策略則為「減輕負擔」、「祈願祝福」、「稱呼問候」。 

表 四-13 輔助行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之起始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補充解釋 22 31.0% 14 23.0% 

評估問題 24 33.8% 28 45.9% 

提供資訊 15 21.1% 8 13.1% 

預示建議 2 2.8% 1 1.6% 

爭取信任 0 0.0% 1 1.6% 

減輕負擔 0 0.0% 0 0.0% 

降低責任 4 5.6% 3 4.9% 

拉近距離 1 1.4% 4 6.6% 

稱呼問候 2 2.8% 0 0.0% 

祈願祝福 0 0.0% 0 0.0% 

表情符號 1 1.4% 2 3.3% 

合計 71 100.0% 61 100.0% 

接著探討兩種策略並用結構結束位置的策略分布情況。從表 四-14 可知，此

位置的策略選用與起始位置差別較大。雖然「補充解釋」仍為出現頻次最高的輔

助策略，但華語的比例比英語高出許多。除此之外，兩種語言對其他策略各有不

同偏好：華語多使用「表情符號」與「減輕負擔」；英語則多選擇「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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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問題」、「祈願祝福」，且各頻率較接近於「補充解釋」。「稱呼問候」

不出現於此位置，而英語也未出現「預示建議」。 

表 四-14 輔助行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結束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補充解釋 32 45.1% 19 31.1% 

評估問題 5 7.0% 9 14.8% 

提供資訊 4 5.6% 15 24.6% 

預示建議 1 1.4% 0 0.0% 

爭取信任 3 4.2% 1 1.6% 

減輕負擔 6 8.5% 1 1.6% 

降低責任 3 4.2% 3 4.9% 

拉近距離 4 5.6% 2 3.3% 

稱呼問候 0 0.0% 0 0.0% 

祈願祝福 3 4.2% 9 14.8% 

表情符號 10 14.1% 2 3.3% 

合計 71 100.0% 61 100.0% 

從以上分析結果可知，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中首度出現與最末出現的輔助策略

分別為「評估問題」與「補充解釋」，由此可見，此結構最常見的策略配置關係

應為「評估問題－補充解釋」，且兩種語言展現共性，如圖 四-11 所示。 

 

 

 

 

圖 四-11 輔助行為：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策略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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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種策略並用結構 

多種策略並用結構指的是使用三種策略以上的組合，在華語與英語實施了輔

助行為的語料中各有 36 筆及 37 筆。此部分亦先統計起始位置與結束位置各策略

的出現頻率，接著再統計位於中間位置的各策略出現頻率，以此擬定多種策略並

用結構的策略模式。 

首先分析起始位置的策略分布情況。從表 四-15 的統計數據可見，兩個語言

使用率最高的輔助策略仍為「評估問題」，比例近五成。華語與英語分別選擇「提

供資訊」及「拉近距離」作為另一項高度使用的策略。整體而言，此三種策略為

起始位置最常使用的策略；其餘策略的出現頻率非常低，或是不使用。 

表 四-15 輔助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起始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補充解釋 2 5.6% 3 8.1% 

評估問題 17 47.2% 18 48.6% 

提供資訊 9 25.0% 5 13.5% 

預示建議 1 2.8% 1 2.7% 

爭取信任 0 0.0% 1 2.7% 

減輕負擔 1 2.8% 0 0.0% 

降低責任 0 0.0% 0 0.0% 

拉近距離 4 11.1% 8 21.6% 

稱呼問候 2 5.6% 1 2.7% 

祈願祝福 0 0.0% 0 0.0% 

表情符號 0 0.0% 0 0.0% 

合計 36 100.0% 37 100.0% 

 接著分析結束位置的策略選用。表 四-16顯示，華語語料中，最頻繁出現於

此結構結束位置的策略仍為「補充解釋」，與兩種策略並用結構呈現相同趨勢。

其他較常出現的策略為「祈願祝福」及「表情符號」，而此二策略為不出現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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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位置的策略。較常見於起始位置的「評估問題」則幾乎不出現於此。此外，「稱

呼問候」亦是可能出現於起始位置、卻不使用於結束位置的策略。 

表 四-16 輔助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結束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補充解釋 10 27.8% 10 27.0% 

評估問題 0 0.0% 1 2.7% 

提供資訊 2 5.6% 2 5.4% 

預示建議 1 2.8% 1 2.7% 

爭取信任 3 8.3% 1 2.7% 

減輕負擔 4 11.1% 0 0.0% 

降低責任 1 2.8% 3 8.1% 

拉近距離 3 8.3% 4 10.8% 

稱呼問候 0 0.0% 0 0.0% 

祈願祝福 4 11.1% 9 24.3% 

表情符號 8 22.2% 6 16.2% 

合計 36 100.0% 37 100.0% 

最後是中間策略的討論。相同的策略類型若重複出現，依舊僅計作一次，個

別策略之出現次數相加，即得中間位置所有策略的總次數，華語與英語分別為

51 次與 57 次。如表 四-17 所示，華語與英語在此結構的中間位置交錯穿插較多

元的策略。華語與英語高度使用的策略分別為「補充解釋」及「提供資訊」。中

度使用的策略方面，華語所選擇的是「評估問題」與「提供資訊」，英語則採用

「補充解釋」。在低度使用的策略當中，華語使用較多的策略為「預示建議」與

「降低責任」；而英語除了前述兩個策略之外，「評估問題」、「拉近距離」、

「祈願祝福」的使用率也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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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7 輔助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中間位置策略分布 

      語言 

策略類型 

華語 英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補充解釋 15 29.4% 8 14.0% 

評估問題 6 11.8% 5 8.8% 

提供資訊 6 11.8% 16 28.1% 

預示建議 5 9.8% 5 8.8% 

爭取信任 4 7.8% 4 7.0% 

減輕負擔 2 3.9% 2 3.5% 

降低責任 5 9.8% 5 8.8% 

拉近距離 3 5.9% 5 8.8% 

稱呼問候 0 0.0% 2 3.5% 

祈願祝福 2 3.9% 5 8.8% 

表情符號 3 5.9% 0 0.0% 

合計 51 100.0% 57 100.0%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文分別取起始位置、中間位置、結束位置的最常見策

略，擬定輔助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的策略組合，如圖 四-12 所示。在多種策略

並用結構裡面，華語與英語策略模式亦展現較高的共同特徵：前、中、後三個位

置常見策略的類型大致相同，只在頻率高低上有所不同。而英語中間位置的策略

本文僅列出兩項，原因是其他策略的使用率皆低於 10%，屬於低度使用之策略，

故不列入。如同中心行為，以下策略組模式中，前、中、後三個位置的策略應彼

此不同，以華語為例，「評估問題－補充解釋－表情符號」與「評估問題－提供

資訊－補充解釋」即其中兩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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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2 輔助行為：多種策略並用結構之策略組合 

三、整體行為之序列結構 

以上分別歸納了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的各種序列結構，然而，此兩種行為是

並行於建議文章之中的，故本小節將從宏觀的角度考察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如何

搭配成篇、不同的搭配又蘊含何種意義。做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本文檢視每

一篇建議文章的基礎語篇模式，亦即「前置模式」與「後置模式」；第二，本文

分析文章在開頭與結尾兩個位置偏好使用哪種策略、華語與英語有何相同或相異

的趨勢。 

（一） 基礎語篇模式 

本文之基礎語篇模式即根據文章中首個出現的行為進行區分，若該筆語料首

個出現的行為是中心行為，此語料即採取了建議「前置模式」；若以輔助行為作

為文章開頭，則屬於建議「後置模式」。另外，華語和英語各有 23 筆及 25 筆語

料僅出現一個中心行為（意即也只有一種中心策略）而無輔助行為，因這類語料

同樣是由中心行為先行，故歸入前置模式。計算方式如下：首先統計個別語言中

兩種語篇模式的數量，接著以此數值除以語料總筆數（華語與英語各 300 筆），

所得之百分比即該語篇模式的使用比例。 

在話語結構中，中心行為之所在位置是其中一個反映集體或個體主義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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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謝佳玲，2015）。前置模式在第一時間即表明建議意圖，屬於較直接的溝

通方式，常見於個體主義社會的溝通；而後置模式將話語中心後移，相較之下更

為含蓄，是集體主義文化圈的溝通特色。圖 四-13 顯示統計結果，採取前置模式

的華語及英語建議各佔 67.0%（201/300）及 67.3%（202/300），採取後置模式

的語料均僅佔三成多。換言之，網站論壇的建議偏好採取前置模式，亦即以中心

行為作為文章之開端，且華語與英語在這點上並無差異。  

 

圖 四-13 基礎語篇模式分布 

（二） 語篇起始與結束位置之策略選用 

確定各文章的基礎語篇模式後，本部分分析中心策略與輔助策略於文章開頭

與結尾的使用頻率。首先統計各語料以何種行為開頭及結尾，上文所統計出的「前

置模式」之數量，即等同於以中心行為開頭的語料數量，因此，華語語料中有

201 筆以中心行為開頭，99 筆以輔助行為開頭；英語的數據則分別為 202 筆及

98 筆。結束位置方面，實施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的華語語料各有 154 筆及 146

筆；英語語料則有 167 筆以中心行為結尾，133 筆以輔助行為結尾。總結而言，

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在文章起始之處的出現次數相差較大，在結束位置則較為接

近。以上統計數據整理如下表： 

 

前置模式 後置模式 

華語 67.0% 33.0%

英語 67.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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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8 語篇起始與結束位置之行為分布 

行為種類 
起始位置 結束位置 

華語 英語 華語 英語 

中心行為 201 202 154 167 

輔助行為 99 98 146 133 

合計 300 300 300 300 

了解建議語篇開頭及結尾的行為選用狀況後，接著分別就中心策略及輔助策

略，分析各策略於這兩個位置的使用頻率，計算方式即以策略的出現次數除以所

屬行為的出現次數。例如，在文章的起始位置，實施中心行為的華語語料共 201

筆，其中有 10 筆使用了「施為」策略，此策略在此位置的出現頻率即 5.0%

（10/201）。 

1. 起始位置  

就中心策略而言，華語與英語在建議文章的起始位置皆傾向選用「語氣導出」，

各有 33.8%（68/201）及 21.8%（44/201）的使用頻率。不過也由此可見，英語

在文章開頭使用「語氣導出」的情況不如華語頻繁。華語不以「詢問偏好」作為

起始策略，而英語中佔最低比例的策略是「詢問前提」。除了「語氣導出」，「陳

述義務」、「評量價值」、「自述經驗」、「引用實證」也常用來為文章起頭，

其中「評量價值」在華語及英語中使用率幾乎相同。總體觀之，各策略在此位置

的使用頻率與第三節中心策略於整篇文章的分布情況相似，如圖 四-14 所示。 

 

圖 四-14 起始位置之各中心策略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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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策略亦可出現於文章之首。圖 四-15 顯示，除了「祈願祝福」與「表情

符號」，其他九種策略皆出現於建議文章的起始位置，且集中在「評估問題」，

「提供資訊」次之，華語與英語皆然。由此觀之，在給予具體建議之前，發話者

傾向先說明、估量受話者現有的問題或現處的狀況，或是提供相關基礎背景知識。

不過英語在「評估問題」的使用上稍高於華語，華語則比英語使用更多的「提供

資訊」。另外，比起華語，英語較常在文章開端透過「降低責任」免除自身所需

承擔的建議效果之風險，亦以「拉近距離」加強對方對自己的信任。「祈願祝福」

乃對受話者給予支持與鼓勵，「表情符號」則是藉由情緒的表露總結自己所提建

議之價值，因此不可能出現於起始位置，而絕大多數使用於文章結尾，少數用於

文章中間。 

 

圖 四-15 起始位置之各輔助策略使用頻率 

2. 結束位置 

透過圖 四-16 可知，結束位置的中心策略分布趨勢與起始位置相似。採取「語

氣導出」作為結尾策略的建議文章仍佔最多數，在華語中佔 35.1%（54/201），

在英語中則有 29.9%（50/201）的使用率。不同於起始位置，英語在結尾使用了

更多的「陳述義務」，且比例與華語相差無幾。就華語建議而言，「詢問偏好」

與「詢問理由」都沒有出現於結束位置，但這兩種策略都為英語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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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6 結束位置之各中心策略使用頻率 

另一方面，最常出現於結束位置的輔助策略為「補充解釋」，換言之，發話

者提出建議後傾向為此立場提供原因或相關執行流程或細節，以產生鞏固論點的

作用。「預示建議」與「稱呼問候」這兩種具醒示、開頭功能的策略不使用於這

個位置；反之，極少出現於文章開頭的「爭取信任」及「減輕負擔」，在結束位

置卻較常出現，且以華語為多。除了「補充解釋」之外，華語人士在結束話題時

亦喜愛使用「表情符號」，英語人士則更偏好「祈願祝福」。然而，據本文觀察，

華語人士使用「表情符號」的時機多是在給予「祈願祝福」之後，此應為「祈願

祝福」的出現率低於英語的原因。 

語氣

導出 
施為 

陳述

義務 

陳述

意願 

推論

事實 

詢問

偏好 

詢問

前提 

詢問

理由 

詢問

經驗 

評量

價值 

自述

經驗 

引用

實證 

華語 35.1% 5.8% 14.9% 0.6% 1.3% 0.0% 0.6% 0.0% 0.6% 19.5% 12.3% 9.1%

英語 29.9% 3.0% 15.0% 4.2% 5.4% 1.8% 0.6% 0.6% 3.0% 14.4% 16.8% 5.4%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114 

 

 

圖 四-17 結束位置之各輔助策略使用頻率 

 從以上分析結果可發現，起始與結束位置的中心策略及輔助策略之類型分布

與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的策略組成互相呼應。以中心行為而言，並用兩種及多種

策略時，為華語與英語廣泛使用的策略包括「語氣導出」、「陳述義務」、「評

量價值」、「自述經驗」，這些策略也都在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擔任重要角色。輔

助行為方面，「評估問題」及「補充解釋」在兩種策略結構中出現得最為頻繁，

而「提供資訊」、「拉近距離」、「祈願祝福」與「表情符號」亦常見於多種策

略並用結構。「評估問題」傾向位於文章的開頭，「補充解釋」、「表情符號」、

「祈願祝福」基本上位於結尾，與輔助行為序列結構的分析結果相同；「拉近距

離」則較不受限制，起始或結束位置皆常用，不過從多種策略並用結構的分析來

看，此策略更常出現的位置是起始位置。 

第六節 結果討論 

本節綜合呈現第二節至第四節的分析結果，並與第二章所探討的文獻相互對

照及討論，藉此回應本文之研究問題，總結網站論壇建議行為的特徵。 

1. 在網站論壇中，華語與英語母語者如何運用語用策略實施建議言語行為？策

略之類型、形式及分布有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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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建議由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構成。中心策略類型按言語的直接程度由高

至低依序為「語氣導出」、「施為」、「陳述義務」、「陳述意願」、「推論需

求」、「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詢問經驗」、「評量價

值」、「自述經驗」與「引用實證」，前三項可歸納為直接策略，後九項可歸納

為間接策略，共計十二項。輔助策略則有十一項，各自行使不同的功能，分別為

「補充解釋」、「提供資訊」、「評估問題」、「預示建議」、「爭取信任」、

「減輕負擔」、「降低責任」、「拉近距離」、「稱呼問候」、「祈願祝福」與

「表情符號」。由此可見，網路建議所採取的語用策略相當多樣。 

以上所有中心策略與輔助策略均出現於華語及英語樣本中，但兩種語言在策

略的選用上各有偏好。從整體行為之中最核心的中心策略來看，直接策略中的三

個次類──「語氣導出」、「施為」與「陳述義務」，在使用頻率上皆是華語更

甚於英語。兩個語言最常使用的策略均為「語氣導出」，此策略以祈使句呈現，

因提供給受話者的選擇空間最小而最為直接（Banerjee & Carrell，1988）。不過，

為降低對受話者的面子威脅，發話者也藉由幾種具降級功能的內部修飾緩和建議

語氣，包括「假設語氣」、「禮貌語」、「緩調語」及「減量語」。舉例而言，

例(162)的動詞重疊形式即華語語料中經常出現的「減量語」，屬於詞彙片語降級

語，表示相關行動的難度不高、易於執行；而例(164)則以「假設語氣」作為句法

降級語，首個子句乃行動的假設條件。除此之外，華語的語氣詞「吧」用於祈使

句句尾時具備減弱指令意味的功能，因此常與「語氣導出」策略共現，如例(163)。 

(162) 去大醫院問問看適不適合裝電子耳 

(163) 去配一副濾藍光眼鏡吧 會讓你看 PC螢幕眼睛很舒服. 

(164) If separate room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invest in some very good ear plugs. 

英語口語建議相關研究指出，祈使句因指令語氣最為強烈，因此在實施指令類行

為如建議時，反而會減少使用（如 Banerjee & Carrell，1988；Li，2010），但本

研究中「語氣導出」策略出現頻率最高，係因該策略明確直接地傳達建議意圖及

建議行動的特徵，反而符合網路溝通對高效率的要求，並突顯溝通雙方之緊密關

係，此乃網站論壇的溝通特色之一（Morrow，2006）。儘管如此，回應者在運

用此策略時仍高度使用多樣的內部修飾以達到潤飾效果，足見論壇成員並沒有忽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116 

 

略對他人面子的維護。另外，根據 Bardovi-Harlig 與 Hartford（1996）的大學師

生對話分析，施為動詞「suggest」、「advise」及其名詞形式只有在指導教授給

予建議時才會使用，是展現溝通雙方社會地位之別的表達形式。使用該詞彙形式

的「施為」策略的確較少出現於本研究的英語語料，但華語人士對此表達方式的

接受度較高，屬於他們常選擇的策略之一。例(165)及(166)使用的施為動詞分別

為「建議」及「suggest」，華語建議同時透過禮貌語「您」表示尊敬，英語建議

卻以加強語「ASAP」（「as soon as possible」的縮寫）對行動時間加以限定，使

建議語氣更為急促。此現象明示，內部修飾中的升級語類別同樣能使用於直接策

略內，通常發生在發話者極具信心或是事態緊急的情況。 

(165) 建議您去請教醫師，看阿嬤有沒有不適合高壓氧治療的情形？ 

(166) No matter what it is I suggest seeing an eye doctor ASAP.  

間接類型的中心策略方面，兩個語言最常採用的策略均為「評量價值」、「自

述經驗」與「引用實證」。華語僅在「評量價值」的使用上稍高於英語，其餘間

接策略的使用都以英語為多數。「自述經驗」闡述個人真實經歷，容易引起共鳴，

是典型「自我揭露」的方式，成員較不擔心自己因此而暴露真實身分，是因為論

壇的匿名機制已然為每位成員建立起身分保護屏障，自我揭露也就顯得稀鬆平常

（Morrow，2006；Vásquez，2011）。相比於其他中心策略，「自述經驗」與「引

用實證」多為較長篇幅的敘事，內容提及相關做法或流程，有些人亦提供個人觀

感，具有實際參考價值，呼應文獻所言之「網路建議經常透過敘事方式實施」

（Morrow，2006；Pudlinski，1998）。「自述經驗」以發話者本身為故事主角，

「引用實證」則轉述他人經歷，但兩者皆無形之中將建議事項的適用範圍縮小於

特定對象（內容中的當事者），受話者可將此建議視為一種分享而非指令，因此

屬於間接的建議策略。另外，詢問類型的間接策略「詢問偏好」、「詢問前提」、

「詢問理由」、「詢問經驗」透過疑問句展現，透露發話者對事件的猶疑態度，

雖對受話者開放更大的選擇空間，但仍潛在發話者對受話者反思或行動的期望

（Banerjee & Carrell，1988；Blum-Kulka et al.，1989）。Morrow（2006）的研究

發現疑問句句型或附加問句是較為口語化的表達且多出現於論壇溝通，但在本研

究上述策略卻極少使用，尤其是華語，可見並非網站論壇慣用的建議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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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口語建議多以寥寥數句話語構成（加上前人相關研究透過「語篇補全

測試」獲得的語料篇幅較短），大部分的網路建議偏向段落或文章模式，除了實

施中心行為表明建議意圖及建議事項，亦採取多元化的輔助行為對中心行為施以

推動與支援的作用，成為網路建議慣用的手段，其中華語包含輔助行為的語料稍

多於英語，與 Li（2010）的研究結果不同。輔助策略雖有十一類，但較常被使用

的主要為「補充解釋」、「評估問題」與「提供資訊」策略。此三類策略的訊息

成分較為豐富，能產生較強的說服效果。「補充解釋」是華語與英語最常使用的

輔助策略，大部分出現在中心策略之後，除了對自己要求或阻止的行動提供理由，

包括做或不做某件事的正負面影響，亦可補充操作流程、注意事項等細節。由於

許多發文者在尋求建議時會先描述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疑慮，此時回應者就會先透

過「評估問題」解答這部分的問題，再提供具體建議，故此策略屬於建議行為的

特殊類別，使用率僅次於「補充解釋」。根據統計，「補充解釋」的使用以華語

人士居多，英語建議則採取較多的「評估問題」與「提供資訊」。 

其餘策略的使用率較上述三者低，但仍體現華語與英語的相異點。「爭取信

任」、「減輕負擔」及「表情符號」的使用者以華語人士居多；「降低責任」、

「拉近距離」及「祈願祝福」則較為英語人士所偏好。華語人士一方面透過「爭

取信任」來增強建議的可信度，獲取對方的認同；一方面亦採取「減輕負擔」以

淡化建議的強制性，為對方保有選擇的空間。英語人士傾向的做法則是「降低責

任」，若建議效果不如預期，可減少自己所需負起的責任；同時也以「拉近距離」

表達同理心或提出額外的協助，使彼此意識到網路匿名溝通同樣存在情感連結。

值得一提的是，「爭取信任」和「降低責任」皆是以發話者的積極面子為考量，

「減輕負擔」則維護發話者的消極面子，由此可推論，發話者不僅會顧及對方的

行動自主權，也會在意自己的面子是否遭到威脅。「祈願祝福」是未見於口語建

議中的策略，但在本研究中尚屬普遍，此應與論壇的主題有關。受健康問題所擾

的網友多處於緊張、焦慮或沮喪的狀態，回應者對其寄予祝福與鼓勵，是鞏固情

感基礎的方法之一，Locher（2006）與 Morrow（2006）亦都提出這一點。比較

兩個語言可發現，「祈願祝福」為英語人士更為喜好的策略，華語人士使用得較

少。不過，華語人士卻比英語人士更常在建議文章中加入「表情符號」，一種是

「標點符號式的自製符號」，以打字方式呈現不同的表情或肢體動作，如「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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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笑得開懷連眼睛也瞇起來了）與「orz」（表示無奈或無力）；另一種是

「卡通漫畫式的圖形符號」，即透過《Mobile01》與《City-Data》內建的圖示表

露情緒或觀感，如以下例子所示。例(167)的人像圖示以金錢的符號「$」代替雙

眼，表示發話者認為該醫師眼裡只有錢；例(168)的人像圖示以膠帶封住嘴巴，以

此強調自己正在揭穿一件常被蒙蔽的事實。兩者皆帶有戲謔的效果，且說明網站

論壇的「表情符號」不止於喜怒哀樂的表達而已。 

(167) 我記得當時醫師都沒聽家長說幾句就下判斷開藥了，巴不得你們趕快走人，

多聽你描述孩子的症狀好像會影響他賺錢一樣。  

(168) I have trouble sleeping, too, it’s an involved story but my doctor does give me 

Ambien, enough for every night if needed, and refills! So many doctors simply 

won't prescribe it, saying its addictive  

這些生動活潑的表情符號的功能主要有二：第一，在缺乏聲音及肢體動作等輔助

語言的網路情境下，藉由情緒、動作、觀感的具象化，增加網路交流的可視性及

趣味性（張慧美，2006），有助於調節互動氣氛及增進人際關係（Derks et al.，

2008；Gumpert & Drucker，1990）；第二，呈現發話者本身對事件的態度，加深

受話者對訊息意義的了解，進而達到強化文本的效果（盧諭緯，1997）。而台灣

網友對表情符號的喜愛更勝於美國論壇參與者，本文相信此現象與日本流行文化

有關。台灣使用網路表情符號的風潮以及對於表情符號的設計源自日本（何兆偉，

2007；劉麗真，2007），加上表情符號的構成受日本漫畫與動畫之繪畫風格影響，

並且以「可愛」作為賣點（劉麗真，2007），隨著日本動漫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

響持續擴大、擁有為數眾多的愛好者（郭力瑋，2013），這種溝通風格也反映在

網路交流之中。31
 

如前所述，中心行為是建議的主要行為，其建議力度可透過內部修飾加強或

減弱，而內部修飾同時亦是中心策略之語言形式特徵，包含句法及詞彙。建議行

為的內部修飾共有三個主類，分別是「句法降級語」、「詞彙片語降級語」與「升

級語」。句法降級語包含「疑問句」、「假設語氣」及「條件式」三種。其中，

最為華語及英語建議偏好的是「假設語氣」，指在建議語句中提出假設條件，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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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括「如果……，要……」、「if you…, try…」等，常見於「語氣導出」、「陳

述義務」、「施為」與「評量價值」策略。「疑問句」的使用率次之，指建議藉

由疑問句形式呈現，如「要不要…？」、「Could you…?」、「How about...?」，

常與「詢問」類中心策略共現，因華語建議少用此類策略，對「疑問句」的選擇

亦較少。「條件式」是英語句法降級語的獨特用法，華語無此結構，英語在中心

策略「推論事實」中即多用條件式。詞彙片語降級語的種類共有五種：「主觀語」、

「禮貌語」、「訴求語」、「緩調語」與「減量語」。華語比英語更常使用「減

量語」及「禮貌語」，其中以「減量語」佔最多；英語多用「緩調語」及「主觀

語」，尤其是「緩調語」。「訴求語」則是兩者均鮮少選擇的降級語。「減量語」

在華語建議中出現頻率較高的現象與華語在輔助策略「減輕負擔」的使用上互相

呼應，指弱化動詞強度的成分，包括「VV 看」與「V 一下」結構、「just」等。

「緩調語」的功能則與輔助策略「降低責任」相似，透過「也許」、「perhaps」

等模糊限制語，避免對建議內容做百分之百的保證，而英語在這兩者的使用上皆

高於華語。「禮貌語」除了常見於口語的「請」、「please」，還包括以網路稱

呼語如「樓主」、「版主」代替句中的第二人稱主語，此與輔助策略「稱呼問候」

的「稱呼」部分是相應的，而華語的表現形式又比英語多樣，表達禮貌的同時亦

彰顯網路社群的「內圈」關係。這些詞彙片語修飾語主要應用於直接策略，間接

策略中出現得較少。另一方面，有別於前兩類修飾語，升級語的功能卻是加強建

議的言外之力。「加強語」是兩個語言的首選，包括「趕快」、「一定」、「immediately」

等詞彙，催化相關行動的執行；「文字強調」可分為拼字或文字上的強調，如所

有字母採大寫「DO NOT」（因語言限制而僅有英語使用），以及標點符號上的

強調，如驚嘆號的連續使用「！！」；「重複建議」指在同一建議文章中針對同

個命題重複出現的建議語句，如在中心行為之後再補上「試試看吧」、「try it」

的句子，兩個語言的使用頻率最為懸殊。不同於降級語多為直接性較強的策略加

以潤飾，升級語則平均分布在直接與間接策略之中。從整體來看，華語人士使用

較多的詞彙片語降級語，英語人士多選用句法降級語，升級語的使用頻率則無論

華語還是英語均低於前兩者。 

綜而觀之，華語人士選用較英語人士為多的中心策略，四項中有三項為直接

類型，英語人士使用率高於華語人士的八項策略則均為間接類型。從文化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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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個體主義文化圈講求直接明確的溝通方式（Gelfand et al，2002；Triandis，

1995），以自我表達為溝通目標（Katriel & Philipsen，1981）；集體主義文化圈

則較多委婉迂迴的言談，只有在與「圈內人」交談時才表現直接（Gao，1998），

不標榜自我而以維護彼此的和諧關係為重（Chang，1999；Gao，1998；Ma，1996b；

Mao，1994）。以 Li（2010）的口語建議研究為例，來自個體主義社會的英語母

語者就比來自集體主義社會的粵語母語者選用較多的直接策略。然而，本研究網

路語境下的建議模式並不完全支持上述文獻結論。本文推測，華語人士在網路溝

通中反而採取比英語更直接的表達方式，可能是兩種文化對「建議」這個行為存

在認知差異所致。西方學者大多認為，建議行為雖能利及受話者，但仍因干涉了

其行動自主權而屬於「面子威脅行為」（如 Brown & Levinson，1987；DeCapua & 

Dunham，2007；Martínez-Flor，2010），但 Lii-Shih（1994）針對華人的語言文

化提出不一樣的看法：比起「威脅受話者面子」，華人更傾向將建議視為「滿足

受話者面子」的行為，且是表現友好關係的一種方式，既然此行為本質上「利他」，

發話者透過較直接的方式實施反而是恰當的。32
 儘管如此，華語與英語人士仍經

常採取輔助行為鋪陳及充實建議行為，或藉助內部修飾調節提出建議的語氣，可

能的原因為，網站論壇不是只為「查詢或張貼資訊」服務而已，它同時也作為一

個建立虛擬空間之人際關係的平台，社群成員需盡可能維持良好的互動，進而持

續論壇的經營（Ruble，2011）。 

2. 在網站論壇中，華語與英語母語者所採取的建議行為在序列結構上呈現何種

趨勢？不同策略之間的搭配慣例有何特徵？ 

網站論壇建議行為藉由中心策略與輔助策略的交錯使用，構成多元的線性搭

配。本文將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內部的策略配置分開探討。經分析，建議行為的

中心與輔助行為均可分為三種序列結構：（1）單種策略獨用結構，即文章中僅

出現一種策略；（2）兩種策略並用結構，即文章中出現兩種策略；（3）多種策

略並用結構，即文章中使用三種以上的策略。此外本文亦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整體

行為的序列結構，也就是建議的基礎語篇模式，分為「前置模式」及「後置模式」。

前置模式指文章以中心行為先行，作為文章的開頭；後置模式則指中心行為置於

輔助行為之後，亦即以輔助行為作為開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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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心行為，僅使用一種策略的建議為數最多，在兩種語言中皆超過四成，

但華語比英語人士更常使用兩種策略並用的結構，且比例接近於單種策略獨用結

構。華語與英語的單種策略獨用結構呈現一致特性，即以「語氣導出」單獨構成

建議行為。「語氣導出」明示行動，沒有語意模糊的疑慮，論壇成員以之作為獨

撐大局的中心策略可謂順理成章。兩種策略並用結構中，「語氣導出」仍為最主

要策略，當「語氣導出」在前，華語及英語分別偏好以「陳述義務」與「自述經

驗」銜接其後；當「語氣導出」在後，華語多在其之前使用「評量價值」，英語

則除了「評量價值」外亦多用「自述經驗」。至於多種策略並用結構，策略組合

最為複雜，兩個語言的主要不同在於，華語較常使用直接類型的「陳述義務」，

英語則多使用間接類型的「自述經驗」，而中心策略的總體統計確實也反映了這

項差異，顯見英語人士比起華語人士更喜好敘述自己的真實經歷作為提出建議的

方式。 

接著討論輔助行為的序列結構。輔助行為中的策略結構使用趨勢相近於中心

行為，即華語與英語均以單種策略結構佔最多數，兩者比例皆超過五成。在只使

用一種及兩種輔助策略的情況下，兩種結構對策略的選擇展現一致特性。前者以

「補充解釋」為主，後者則傾向將「評估問題」與「補充解釋」作前後搭配。多

種策略並用結構中，兩者的策略配置也大致相同，除了以上兩種策略，其他使用

率較高的策略還包括「提供資訊」、「拉近距離」、「祈願祝福」及「表情符號」。 

而在文章的整體組織方式上也能看出各策略的配置特色及兩個語言的不同

之處。無論是起始位置還是結束位置，中心策略「語氣導出」仍佔最高的使用率，

但英語使用「語氣導出」的情況皆不如華語頻繁。詢問類的策略本就少用，尤其

華語在起始位置與結束位置皆不選用「詢問偏好」，「詢問理由」策略也不出現

於結束位置。輔助策略在前後兩個位置的分布呈現較大的差異：起始位置最常出

現的策略是「評估問題」，結束位置則以「補充解釋」為最多，與兩種輔助策略

並用結構的配置是一致的。「預示建議」與「稱呼問候」因分別具醒示及打招呼

的功能而僅出現於起始位置，「祈願祝福」與「表情符號」卻在文章結尾處才出

現（「表情符號」偶爾出現在文章中間），可見這四項策略具有特定的開頭與結

尾功能。 

總體而言，華語與英語皆偏好前置模式，即在文章的一開始就實施中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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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兩者的數據分布幾乎相同，也就是說，前置模式對華語與英語的網路建議而言

乃普遍現象。由於中心行為明確表現建議意圖，故前置模式屬於較為直接的表達，

同時也是個體主義特質的體現（謝佳玲，2015）。根據 Trandis（1995）的文化

體系四分概念，以中國為主的華語文化屬於「垂直集體主義」，以美國、英國為

主的英語文化屬於「垂直個體主義」，兩種社會皆存在差序格局，差別在於後者

比前者更重視個人意志與自我形象，個人與個人之間相對疏離卻也相對平等。然

而，此文化體系的區分並不能全然對應至網路溝通。網路社會因其「既隔離又連

結」的特性創造出更為公開且跨越階級的溝通環境（黃厚銘，2000），在網路的

作用下，英語建議儘管在策略類型的選用上比華語間接，但若從個別策略的使用

率（如最直接的「語氣導出」策略）及整體行為的序列結構觀之，其直接程度仍

高於一般口語溝通；而華語因對建議行為的認知是滿足面子的行為，除了比英語

更常選擇直接類型的策略，對基礎語篇模式的選擇亦以前置模式居多。據此情形，

本文認為，至少在台灣這個華語區，集體主義正在從「垂直」性質轉向「水平」

性質，階級的差別逐步縮小。這種語言習慣的改變可能與語言政策及社會變遷有

關，例如台灣本身的族群關係及語言環境相當複雜，對各種外來文化又廣泛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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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本章旨在呈現論壇建議語料的分析結果。第一節首先界定分析架構，作為策

略的分類基準。第二節分別就中心行為與輔助行為解釋其策略類型之定義與表現

形式。第三節呈現中心策略與輔助策略的分布趨勢，比較華、英語對不同策略的

選用情況。第四節針對內部修飾討論各修飾成分的特色及使用頻率，並考察其與

各中心策略的互動關係。第五節探討建議的序列結構，包括中心行為及輔助行為

內部的策略組合趨勢與整體行為的語篇模式三個面向。最後回應並討論本文所提

出的兩個研究問題，綜合歸納本章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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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口試委員張妙霞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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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本章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以英語母語者為教學對象，就華語建議行為中

所使用的語用策略提出教學建議。一如前文所述，在此資訊時代，網路科技的應

用已非常普遍，促成網路文化與真實社會、日常語言產生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例如，人們面對面溝通中所實施的種種言語行為同樣出現於網路溝通平台之中，

因而形成別具特色的網路言語行為表現。如今將網路科技應用於實體教室者大有

人在，然而在華語教學界，網路溝通與華語教學的結合仍待發展。以下首先回顧

語用教學的文獻，指出其重要性與須注意的原則，接著將本文研究結果融合於網

路華語教學，說明本文的教學構想並呈現教案設計範例。 

第一節 語用教學理論 

自語用學興起後，「語用教學」議題漸獲重視，許多學者先後指出語用教學

於語言教學上的必要性。Kasper（1997）指出，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從母語過渡到

目標語的過程中，經常未能善用本身的語用知識與策略，且多按照字面翻譯語句，

忽略深層的話語意義，對於其他語境訊息也無法全面掌握，因此產生語用失誤。

Thomas（1983）將語用失誤分為兩類，其一為語用語言失誤（Pragmalinguitic 

Failure），意指學習者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無法按照母語者的認知恰當運用

言語行為的句式與結構，不僅導致自身言語行為實施失敗，對母語者所施行的言

語行為亦不能正確理解；其二為社會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意指

學習者因不了解目標語所屬之社會文化規約而產生的語用失誤。Boxer 與

Pickering（1995）明示，學習者與母語者溝通時，母語者對於學習者的語法偏誤

通常較能忍受與理解，但對於學習者的語用失誤，卻表現出較低的包容性，進而

將學習者的表現解讀為無理的行為。職是之故，語用教學的施行有其必要性。 

Martínez-Flor（2010）整理多家學者的研究，提出第二語言語用教學須在三

個條件下發展學習者的語用能力：（1）使學習者沉浸於適當的語言輸入環境；

（2）提供合作學習的場合；（3）反映後設語用能力的機會。在此教學觀下，課

堂活動可發展成兩大類，分別為「提升語用意識」（awareness-raising）與「產出

活動」（production activities），具體分為五個階段：（1）開場：輸入展示（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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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presentation）；（2）意識提升活動（awareness-raising activities）；（3）

後設語用解釋（metapragmatic explanations）；（4）溝通練習活動（communicative 

practice activities）；（5）課後回饋（final revision: feedback）。本章之教學模式

即按此觀點及程序呈現。 

第二節 教學啟示與建議 

從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中，可知網站論壇的建議模式相當複雜，在不同文化下

亦表現出不同的特色。本節依據台灣華語人士論壇上的語言表現擬訂基本教學原

則，並提供一教案範例給教師作為參考。 

一、教學構想 

身處於資訊科技時代，網路及數位資源應用於華語文課堂已非新課題。學習

者養成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將能獲得更多的華語環境，以此作為自我輔助學習

的工具。無論在海外還是在華語區，學習者都有機會透過網際網路，以華語作為

溝通語言，與來自其他地區的華語人士交流，跨國、跨語言文化的學習由是建立

（舒兆民，2010）。網站論壇是興趣型的虛擬社群，以成員關心的共同主題持續

經營（Hagel & Armstrong，1997），但成員亦從中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吳銘峻，

2011），因此人際互動的技巧拿捏不能忽略。基於中級程度以上的學習者已掌握

較多樣複雜的句式，有能力進行成段表達，在培養語言能力之餘亦開始有意識地

學習語用知識，本文欲以中級學習者為主要教學對象，嘗試將論壇平台的使用融

入課堂教學。儘管如此，初級學習者一樣會面對如何給予建議的問題，且該群體

可能比中級學習者更為大眾，因此本文除了歸納相關建議策略及規劃課堂活動，

亦提出形式上的重點，教師可以之為參考，與較簡單的教學活動互相搭配。 

網站論壇的語言互動以討論方式進行，而建議言談更常以語段或語篇形式呈

現，從語用角度來看即是藉由各種語用策略組合而成。針對中級程度學生的教學，

慣用句型及詞彙固然重要，但組織較長語篇也是重要目標。本文教學範例的內容

乃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篩選而來。中心策略是建議行為的必要構件，教學上選

擇華語最常採用的前五項策略，分別為（1）語氣導出、（2）陳述義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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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價值、（4）自述經驗、（5）施為。這五項策略有的具有明顯的語法及詞彙

特徵，結構也較簡單，如「語氣導出」、「施為」；有的策略則偏好成段表達，

句法結構多變，如「評量價值」、「自述實證」。「語氣導出」、「施為」與「陳

述義務」屬於直接的策略，而「評量價值」與「自述經驗」較為間接，但無論直

接或間接，皆適用於網站論壇的溝通上。還需注意的是，「施為」在英語建議中

的使用頻率遠不及華語，因此在教學時必須加以強調。在輔助策略方面，華語前

五個最常使用的策略為（1）補充解釋、（2）提供資訊、（3）評估問題、（4）

表情符號、（5）減輕負擔與拉近距離（兩者並列第五）。根據本文分析，絕大

多數的建議文章都使用了輔助策略，為個人建議提出更多理據、減輕建議所造成

的負擔，或是加強情感連結及社群認知，如以上五項策略。輔助策略在篇章中的

位置亦有較明顯的區別，例如，「評估問題」多位於中心策略之前，「補充解釋」

則銜接在中心策略之後。「祈願祝福」策略雖然整體使用率稍低，但卻是常出現

於建議語篇結束位置的策略之一，常與「表情符號」互相搭配，兩者同為網路建

議結尾的特色，因此本文仍將其列入教學內容。此外，「減輕負擔」與「表情符

號」的華語表達對英語母語者而言較為陌生，需特別引導學生使用。 

為使學生較容易理解各策略的內容及使用方式，本文將策略的名稱及分類稍

作修改，並搭配其形式特徵，整理為以下建議教學的基礎內容。表內也標示策略

的原來名稱，以供對照。表 五-1 呈現的是中心策略的內容，教學時改稱作「建

議方式」，而常用的五項策略重新分類，歸納為「直接建議」、「說出優缺點」、

「說出自己的經驗」三個類別。第二欄的「基礎形式」列出該策略慣常使用的基

本句式，但因本文將教學程度設定為中級，教師應鼓勵學生產出更為複雜的句子。

最後一欄為「調節方式」，亦即當使用某種策略時應如何以內部修飾緩和或加強

建議的力度，由於這些句法或詞彙的用法與華語明顯有別，是英語母語者較不熟

悉、最需要學習的，且即便是中級以上的學生亦不易掌握。因此教師在教導初級

或中級學生時，皆可參考此範本教予學生。34
 輔助策略作為支援建議的成分，也

作為「輔助方式」引導學生使用。本文按照各輔助策略慣常出現的位置，將策略

改寫為以下說明，如表 五-2 所示，教師可視教學情況修改或補充。 

 

                                                
34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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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 建議教學基礎內容：建議方式（中心策略） 

建議方式 基礎形式 調節方式 

直接建議 

1. OPTION+（吧） 

［語氣導出策略］ 

 句子後面加上「吧」，語氣比

較弱。 

 動詞後面加上「一下」，如「去

醫院看一下醫生」，表示行動

不難完成；或使用「VV看」

結構，如「吃吃看維生素 C」，

表示嘗試。 

 可改為假設句，假設對方在某

個條件下就能做某件事，如

「如果你想…，就…」。 

 如果覺得時間緊急，可用「趕

快」，如「趕快去看醫生」。 

2. (1) 我（會）建議／推薦

（你）＋OPTION 

(2) 我的建議是＋OPTION 

［施為策略］ 

 (1)的句子中可以不說「你」，

如「建議多吃維生素 C」。 

 動詞後面加上「一下」或使用

「VV看」結構（同上）。 

 可改為假設句，假設對方在某

個條件下就能做某件事，如

「如果你想 … ，我會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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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五-1 建議教學基礎內容：建議方式（中心策略） 

建議方式 基礎形式 調節方式 

直接建議 

3. （你）要／應該／可以＋

OPTION 

［陳述義務策略］ 

 句子前面可以不說主語

「你」，如「應該多吃維生素

C」。 

 句子前面加上「我覺得」、「我

認為」、「個人覺得」，表示

建議內容出自個人主觀。 

 可改為假設句，假設對方在某

個條件下就能做某件事，如

「如果你想…，可以…」。 

 如果覺得情況嚴重，可用「一

定」，如「一定要去看醫生」。 

說出優缺點 

4. (1) 我覺得／我認為／個

人覺得＋OPTION＋很／非

常／比較＋ADJ.（如：好、

不錯、有用、有效） 

(2) 如果你＋OPTION，可以

／能＋BENEFIT／會＋

DISADVANTAGE 

［評量價值策略］ 

 「我覺得」、「我認為」、「個

人覺得」表示建議內容出自個

人主觀。 

 「可以」／「能」／「會」前

面加上「可能」、「也許」，

表現不太確定的態度。 

說出自己的經驗 

5. (1) 我之前＋OPTION，＋

AFFECT 

(2) 我自己的經驗是＋

OPTION，＋AFFECT 

［自述經驗策略］ 

 使用強調真實的詞語，如「真

的」、「沒騙你」；或用引號

（「」／ “ ”）標出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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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建議教學基礎內容：輔助方式（輔助策略） 

位置 輔助方式（輔助策略） 

提出建議前 

1. 關注對方的狀況，回答對方不懂的問題。［評估問題策略］ 

2. 提供對方一般人應該知道的基本知識。［提供資訊策略］ 

3. 表示理解，讓對方感受到關心，如：「我也發生過一樣的事

情」、「我懂你的感受」。［拉近距離策略］ 

提出建議後 

4. 解釋為什麼自己要給這個建議。［補充解釋策略］ 

5. 請對方參考自己的意見，減少對方的壓力，如：「提供給你

參考」、「參考看看」、「參考一下」。［減輕負擔策略］ 

6. 祝福對方，讓對方感受到關心，如：「加油」、「祝你好運」、

「希望你...」。［祈願祝福策略］ 

7. 用標點符號打出臉部表情，讓氣氛輕鬆一點，如：「^^」、

「:)」（微笑）；「XD」（大笑）。［表情符號策略］ 

根據前一章的序列結構分析，單種策略獨用結構最為常見，兩種策略並用結

構次之。不過在教學上，兩者並重是較保險的做法，學生若能靈活銜接不同類型

的策略組織成兩種策略並用結構，即等同於能夠掌握單種策略獨用結構。在整體

語篇組織上，華語人士多採「前置模式」，亦即在文章開頭實施中心行為，教學

上則告知學生網站論壇上多先說「建議方式」再說「輔助方式」。教師應鼓勵學

生運用多種建議方式，例如同時採用「直接建議」與「說出自己的經驗」；輔助

策略則需考慮策略的位置安排，如上表的分配。 

除了建議語篇組織的方式，網路用語及行文方式也是課堂上需提及的一點。

當溝通場域從真實社會移至網路社群，網路用語的使用即「網路語言社區」的實

踐，能夠體現網路溝通的特殊文化，對社群成員而言更是其網路群體身分的標誌。

最易於應用於教學上的莫過於輔助策略「稱呼問候」及內部修飾「禮貌語」中的

特殊稱呼語──「樓主」、「版主」、「大大」等。相較於英語，華語在這方面

顯得更多樣化。雖然這些詞彙對學習者而言是全然陌生的，但是用法並不複雜，

例如在「直接建議」中以這些稱呼語取代第二人稱「你」，能夠增加親切感。有

些網路用語吸收了閩南語成分，如「真的有差」或「夜光鳥」，則非學生這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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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能力學習的語法或詞彙知識，實際溝通之應用亦有限，因此本文選擇主題適

當的教學文本後會將這類用法刪除或修改成符合學生程度的句子或詞彙。35
 而在

行文方式上，英語習慣將句子前後連結，一個段落結束後才空行開始另一段落，

句子中間也極少省去重要標點符號以免他人解讀錯誤。不同於英語，華語經常一、

兩個句子自成一行，且因漢字結構的特色可省略標點符號，如常用的逗點及句點，

僅需空格就可斷句。在閱讀環節中，教師可為學生介紹此特點，但進行寫作練習

時則不必規定學生按此方式書寫。 

本文希望教學上能導入華人的網路文化，並且將《Mobile01》論壇介紹給學

生，因此教室的電腦與網路設備是必要條件，若學生對網站論壇、電子布告欄系

統等網路媒介有所了解或具有使用經驗則更為理想。然而，在課堂上直接以此論

壇作為教學工具有以下三個缺點：第一，教室空間或設備可能不方便讓學生集體

操作電腦；第二，網站論壇尋求建議的文章眾多，頁面刷新速度快，學生的留言

也可能與其他論壇成員相混，不利於教師檢視及給予回饋；第三，為尊重學生個

人隱私，不適合要求學生將其論壇帳號提供給教師。職是之故，教師可將教學流

程分成三大部分：首先使用教室電腦展示《Mobile01》的介面，簡單示範操作方

式，同時讓學生快速瀏覽一些討論串標題及內文，與學生討論論壇文化。其次，

教師提供一套論壇擬真練習活動，強化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過程中引導

學生思考於網路空間實施建議行為與面對面溝通有何不同、特殊的網路用語又如

何運用。最後，利用網路教學平台上的論壇功能，讓學生在此平台上完成論壇建

議之任務。 

二、教學設計 

本文依據以上教學構想，結合 Martínez-Flor（2010）的語用教學活動框架，

提供一教案範例，詳見表 五-3。教學場景設定在台灣，教學對象為已達中級程

度的英語母語者。本文從華語建議語料中擷取常見的建議主題，即「失眠」、「飲

食保健」、「牙齒保健」，作為教學設計的題材，並將其發文與回文之真實語料

修改成適合課堂教學的語篇範例。最後搭配 Google Classroom電子學習平台的論

                                                
35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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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功能，設計擬真網站論壇教學，以引導學生完成語意功能與語用功能皆善的網

路建議行為，同時對華人網路文化有所認識。 

表 五-3 網路建議教學之教案範例 

課程

主題 

請給我一些建議── 

網站論壇建議教學 
總節數 2 

適用

年級 
中級 教學時間 

共 100 分鐘 

（中間休息 10分鐘） 

教學

目標 

1. 認識華語網站論壇文化 

2. 在網站論壇依照討論主題提出適當建議 

教學

準備 

1. 自製閱讀教材：〈MOBILE 007 網站論壇：失眠〉 

2. 自製寫作教材：〈MOBILE 007 網站論壇：飲食保健〉 

3. Google Classroom回家作業：學習單〈MOBILE 007 網站論壇：牙

齒保健〉 

教學活動與步驟 教學時間 

一、課堂暖身 

  教師先與學生寒暄，詢問學生是否有失眠的經驗，討論解決失眠

的方法，同時在白板補充重要詞彙，最後將話題引導至網站論壇的使

用。提問範例如下： 

(1) 你平時睡得好不好？失眠過嗎？ 

(2) 人為什麼會失眠？ 

(3) 失眠的時候，人看起來怎麼樣？ 

（詞彙：緊張、壓力、頭腦遲鈍） 

(4) 改善失眠的方法有哪些？ 

（詞彙：安眠藥、助眠藥、藥妝店、深呼吸、放鬆、按摩、減輕

壓力） 

(5) 失眠的時候，你會怎麼辦？ 

（詞彙：上網、論壇）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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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obile01》介紹： 

  詢問學生是否用過網站論壇、生活中遇到問題時是否會上網尋求

答案。提問範例如下： 

(1) 你平時用不用網站論壇（internet forum）？ 

(2) 生活中遇到問題，比如說老是失眠不知道怎麼辦，你會不會

上網問別人？你覺得這個方法好不好？ 

  學生發表完意見以後，教師以電腦展示《Mobile01》介面，如下

圖所示。教師告訴學生這是台灣人常用的網站論壇，與學生討論該頁

面顯示的主題（健康、保健）及網路溝通的特色。接著請學生注意第

五個討論串「夏天熱失眠」，再次進入「失眠」的話題。 

 

 

 

 

 

 

 

 

 

 

 

提問範例如下： 

(1) 他們討論的事情跟什麼主題有關？ 

(2) 如果你也使用這個論壇，你願意回答他們嗎？ 

(3) 在網路上與別人交談，跟面對面交談有什麼不同？ 

(4) 你覺得「夏天熱失眠」是什麼意思？天氣太冷或太熱，會不

會讓你失眠？ 

15 分鐘 

三、閱讀真實語料教材：〈MOBILE 007網路論壇：失眠〉 

  教師發下「失眠」主題閱讀教材（詳見附錄一），帶領學生閱讀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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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的問題與第一則回應，並討論生難詞彙、特殊用語，如「藥妝店」、

「助眠藥」、「壓力山大」，並討論網路行文風格，如一兩個句子自

成一行、標點符號（省略逗點與句點、符號「～」）及表情符號（「^^」）。 

 

 

 

 

 

 

 

 

 

 

 

 

 

 

 

 

 

提問範例如下： 

(1) 「愛麗絲夢遊」為什麼失眠？他想要怎麼解決失眠的問題？ 

(2) 「白天不懂夜的黑」給他什麼建議？這個建議怎麼樣？ 

(3) 如果是你，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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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活動：如何提出建議 

  教師提供建議教學的基礎內容與形式（參考前一小節之表 五

-1、表 五-2），請學生在上述「失眠」主題閱讀教材中第二頁的前兩

則回應中找出與各「建議方式」（中心策略）及「輔助方式」（輔助

策略）對應的句子，並討論各表達方式語氣上的差異、對於建議的作

用為何。此外也可與英語稍作對比，例如：某表達方式在英語裡怎麼

說？英語母語者是否習慣這麼說？華語母語者這麼說的時候，學生聽

起來的感覺怎麼樣？跟英語一樣嗎？ 

 

 

 

 

 

 

 

 

 

 

 

   

  策略內容與形式標註範例如下（策略名稱僅作教師參考之用，教

學時宜根據表 五-1、表 五-2 的說明為學生講解）： 

 

 

 

 

 

 

30 分鐘 

 

 

 

 

 

 

 

 

 

 

 

 

 

（一） 

［中心：施為］建議你如果可以就不要吃安眠藥 

［中心：語氣導出］下班後找一些減輕壓力的方法  

可以去空氣比較好的地方運動  

盡量深呼吸 按摩自己的脖子與肚子 

［輔助：補充解釋］應該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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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堂練習：〈MOBILE 007網路論壇：飲食保健〉 

  教師發下「飲食保健」主題學習單（詳見附錄二），首先確認學

生看得懂發文（詞彙：「保健食品」、「頭暈」，表情符號：「T_T」），

並給學生五分鐘的時間，依照前述基礎內容與形式，撰寫個人建議。

接著請學生向其他同學詢問三個不同的建議，記錄於學習單上。學生

詢問完畢後，請學生口頭發表所蒐集的建議，並說明自己對該建議的

看法如何、是否會接受。 

 

 

 

 

 

 

 

 

 

20 分鐘 

 

（二） 

［輔助：評估問題］你其實滿清楚是有一些壓力來源，才使你失

眠。吃藥只是使你"假放鬆"，雖然可能睡得著，但也會造成頭腦遲

鈍~［中心：陳述義務］如果要真正放鬆，應該去找到讓你不愉快、

緊張的原因，然後處理它才行~［中心：施為］推薦你看一篇文章

http://tinyurl.com/pzp44nu，跟壓力有關，去看看，［輔助：補充解

釋］或許對你有幫助~［輔助：表情符號］^^ 

 

http://tinyurl.com/pzp44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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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Google Classroom論壇 

    向學生介紹 Google Classroom學習平台論壇的使用方式，請學生

於下次上課之前上網針對〈MOBILE 007 網站論壇：牙齒保健〉之主

題發表個人建議（詳見附錄三）。 

 

 

 

 

 

 

 

 

 

5 分鐘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在重點回顧語用教學的理論後，結合第四章研究結果與網路真實語料，

提出教學構想與教學設計之範例。根據前述分析結果，網站論壇的建議偏好較長

篇的敘述，因此需要結合多種語用策略，組織成內容豐富且有效的建議文章。為

使學生易於理解，本文將各策略整理成教學現場較為適用的語言表達，可作為教

學材料提供給學生。教學流程包含介紹網站論壇、討論網路文化、認識保健主題

與練習建議模式，學生不僅能在一連串的活動中訓練聽、說、讀、寫四種技能，

最後亦能透過網路平台的實際操作完成建議的任務。藉此，學生將更熟悉如何以

華語提出建議，並認識以華語在網路空間進行溝通的規範或習俗。本章的教學設

計雖以網路溝通為語境，但教師亦可另行適度調整為一般的課室語用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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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作為全文之總結，第一部分歸納本文第二至第五章的研究內容，概括呈

現本文重點發現；第二部分則根據本文研究結果指出研究限制與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文分析《Mobile01》與《City-Data》兩個網站論壇的建議策略，意在探討

建議行為在網路語境下的表現是否與真實社會溝通有別、華語與英語之間是否存

在差異。在策略分類的擬定上，本文主要參照 Blum-Kulka 等（1989）、Li（2010）、

Locher（2006）的研究成果，修改成適用於本文的策略架構。 

研究結果顯示，網路建議所採取的語用策略相當多樣。中心策略可分為直接

策略與間接策略，前者包含「語氣導出」、「施為」、「陳述義務」，後者則囊

括「陳述意願」、「推論需求」、「詢問偏好」、「詢問前提」、「詢問理由」、

「詢問經驗」、「評量價值」、「自述經驗」與「引用實證」，共計十二項。輔

助策略可分為「補充解釋」、「提供資訊」、「評估問題」、「預示建議」、「爭

取信任」、「減輕負擔」、「降低責任」、「拉近距離」、「稱呼問候」、「祈

願祝福」與「表情符號」，共計十一項。以上各策略行使不同的語用功能，表現

形式亦彼此相異。各種策略互相穿插搭配，形成多變的策略組合。在建議的過程

中，華語與英語人士均高度使用輔助策略及內部修飾，前者為個人建議提供證據

或情感輔助，後者著重於建議語氣的潤飾，使建議內容更為完整有力，並維持良

好的社群關係。 

從策略選用情況來看，英語的言語表現較華語間接，但藉由建議序列結構的

分析可知，華語與英語建議皆偏好直接明確、展現自我的言談方式，因為兩者皆

有三分之二選擇以中心行為作為起始行為，輔助行為安排其後，亦即先明確表達

建議目的，之後才以各種輔助手段加強論述。是故，本文推論，整體而言，華語

與英語在網路上的建議方式皆比面對面溝通直接。但比較兩者，英語建議的直接

程度仍不及華語，原因在於華語文化認為建議行為能夠滿足受話者的面子，故更

能接受直來直往的表達方式，並視之為友善親密的表現；而英語文化對建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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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為面子威脅行為，雖網路溝通提供更大的發言自由，但仍會避免造成威脅

而採取較間接的話語模式。研究結果指出，在權勢關係與地位差距被模糊化的網

路語境下，參與者的話語表現更趨平等，符合虛擬社群的溝通特色。而華語的集

體主義色彩亦產生變異，就台灣社會而言，集體主義中的垂直性質正漸往水平性

質轉移，階級意識已不如以往強烈。36
  

分析各策略語言特徵的同時，亦可知網路語境對建議行為產生作用，大致上

可分為兩方面：一為特殊用語的使用，如自稱「小弟」以表謙虛，稱對方「大大」、

「樓主」，展現禮貌及網路社群關係，亦是標榜彼此為「自己人」的表現；一為

行文風格的改變，華語較少使用規範的標點符號或直接省略之、每一兩個句子自

成一行而不連續排列，英語則大量出現縮略語，且華語及英語皆多出現錯別字或

拼字錯誤，展露介於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網路語言特色。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文研究限制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建議與請求之間的關聯未多加探討。建議

行為可作為對請求或求助行為的回應，在網路語境中更是常見的現象，建議語料

中的訊息有時不夠明確，必須從發文內容釐清，例如發文者的背景、確切問題、

心理顧慮等，避免建議策略的界定有誤。若將建議行為與請求行為共同研究，應

能獲得更具信度的研究結果。第二是篇幅及字數的問題。本文發現各建議語料篇

幅差距太大，簡短者可以只有一、兩個句子，長篇者卻長如文章，增加了分析的

難度。再則，華語及英語所使用的策略數量多寡、頻率高低有所差別，可能與各

別的語料總字數及總句數有關，但本文未統計之，因而無法確認這點是否為影響

因素。37
 

對於未來可發展的研究面向，本文認為可以觀察中心策略、輔助策略、內部

修飾這三者之間及其內部各小類之間的互動消長，並探討華語與英語的差異。舉

例而言，當英語多用某種內部修飾而此修飾又很少為華語所使用時，華語會採取

何種手段來達到同樣的修飾效果？該內部修飾與其他類別是否存在互補關係？

另一方面，可在研究中加入不同的影響變項。其一為溝通者的年齡，雖然保健主

                                                
36 感謝口試委員魏岫明教授、張妙霞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37 感謝口試委員張妙霞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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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子論壇中所討論的健康問題不限特定年齡或性別，但一般人可能年屆中年才面

對較多這方面的問題，因此，相較於其他子論壇如「流行時尚」、「旅遊美食」

等，該論壇的參與者的年齡層是否偏高？若是，不同年齡層的網路溝通是否也體

現各別特色？38
 其二為溝通者的社會地位，例如《華人健康網》作為線上諮詢專

欄，醫病之間存在較明顯的地位差距，而《Mobile01－健康與養生》屬於網站論

壇，網友之間的地位差距相對模糊，故可針對這兩組對話進行對比；此外討論主

題也可列入考量，網站論壇的主題包羅萬象，但是主題本身的特質有可能對建議

策略的選擇產生影響。最後，本研究此階段尚未分析各策略所對應的禮貌分級，

分析語料時僅以前人研究為架構而未參考母語者語感，建議未來將禮貌感知研究

及母語者語感測試納入，如此更有助於洞察網路及真實社會、華語及英語之間的

禮貌規範之別，使網路建議研究更臻完善。39
 

 

 

 

 

 

 

 

 

 

 

 

 

 

 

 

 

 

 

 

                                                
38 感謝口試委員張妙霞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39

 感謝口試委員張妙霞教授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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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失眠」主題閱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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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飲食保健」主題學習單 

 

 

 



網路建議言語行為中英對比──以保健網站論壇為例 

154 

 

 

 

 



附錄 

155 

 

附錄三：「牙齒保健」主題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