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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 網路溝通、安慰言語行為、安慰策略、漢英對比 

 

  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我們會安慰別人，也常常被別人安慰，因此學者們也注意

到「安慰」行為的能量與正面效益。在網路盛行的現代，透過網路溝通來得到安慰

的人也不在少數，但是網路的安慰言語行為和對比方面的研究都尚不足。本文針對

台灣和美國兩大網路 BBS 系統，比較漢語和英語的安慰策略，同時從跨文化的面

向探究不同文化背景對於安慰策略使用的影響，最後將結果結合漢語教學。本研究

期望幫助英語母語者在漢語學習上能夠掌握接近漢語母語者的安慰策略，並且在其

生活中發揮最大的效用。 

  本文漢語語料和英語語料分別從台灣最大 BBS 網站─PTT 和美國的類 BBS 網

站 Reddit 蒐集。本研究根據三種需要接受安慰的相關情境大量蒐集語料：人際關

係、健康、職場／學校，並將這三個情境分為大事件以及小事件，每種情況一百筆，

漢英加起來共有一千兩百筆的語料。分析重點包括漢英的使用者面對不同情況的主

要策略、輔助策略及序列結構。本研究希望能從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以及高

語境與低語境文化解釋研究結果，並研究結果中設計一份適用於教學，符合真實性

以及溝通功能的教材，以補現行教材中安慰言語行為教學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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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Study of Mandarin 

and English On-Line Comforting 

Speech Act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 CMC, comforting speech act, comforting strategies, Mandarin-English 

contrastive analysis 

 

  There are always a time in our lives that we felt difficult to get over certain events, 

which made us overwhelmed with distress, anxiety, or sorrow. And that is the time we 

went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ies for comforting. Thus, researchers viewed comforting 

speech act as a type of powerful and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 However, the study 

of on-line comforting speech act,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did not grow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This thesis aim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of on-line 

comforting speech act in BB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which hope to provide the English background learners an understandable and authentic 

way of on-line comforting in Chinese.   

  This thesis collected numerous resources of on-line speech act from two main BBS: 

one is ‘PPT’ from Taiwan and the other is ‘Reddit’ from the U. S. In the paper, three 

situations are considered: relationship, health, and workplace/school; furthermore, each 

situation will be divided in to big event and small event. Each event included 100 speech 

acts. The paper analyzed 1200 speech acts, and tried to find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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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contrastive of Mandarin and English. The study focus on the use of major 

strategies, supplementary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es between Mandarin and English. 

Additionally, the paper explained the features of comforting strategies with the 

dimension of individual-collectivism culture, as well as 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The final sections of the paper offer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such as structure or 

patterns, of comforting speech act on the base of the research, which is nearly authentic 

and useful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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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本文的研究背景與目的；第二節舉實際例子

具體說明本文研究範圍與研究問題，並定義與本研究相關之名詞；第三節將

介紹本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安慰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言語行為之一，其應用廣泛，並在人際交往中

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當某人焦慮、痛苦時，安

慰行為可以使接受者心情恢復平靜，這是人類共同的心理需求（楊易亦，

2011）。在每個人的生活和人生中都會遇到令人難過或是沮喪的事情，我們

都曾尋求安慰以及被人安慰，因此當生活周遭的人也為類似的事情所苦的時

候，我們也理所當然地想給予他們安慰。 

  然而面對來自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安慰就不再是一個不假思索的

言語行為。例如，英國的 Yahoo! Answer 便有位網友希望能用中文的語句來

安慰情緒正處低潮的女朋友1，但是一名網友的建議回覆為：「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一切將是好。 No matter how bad it seems now, life will become 

better. 無論壞它現在似乎，生活更將好成為。 You don't need to be upset. 您

不需要生氣。」任何具有相當英文能力的漢語母語者便能發覺，這些漢語語

句都像透過機器翻譯而來，且同樣的情況下漢語母語者並不會說出這樣的句

子。而在美國網站 reddit.com 中，便有使用者明白這樣的情況，便以「Best 

ways to express sympathy in Mandarin
2」（用漢語表達同情最好的方法）為主

題發問，希望能得到漢語母語者的回答與協助。 

  從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看到網路使用者希望可以排除語言上的障礙，準確

                                              

1
 原始網頁請見：https://u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90704164005AAlRhr3。 

2
 原文請見：

https://www.reddit.com/r/ChineseLanguage/comments/166dra/best_ways_to_express_sympathy_in_man

darin/。 

 

https://u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90704164005AAlRhr3
https://www.reddit.com/r/ChineseLanguage/comments/166dra/best_ways_to_express_sympathy_in_mandarin/
https://www.reddit.com/r/ChineseLanguage/comments/166dra/best_ways_to_express_sympathy_in_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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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達想要安慰他人的心意。對漢語學習者來說，安慰言語行為不只會遇到

語言上的不同，往往還會碰到跨文化上的問題。例如，聽到他人遭受不幸的

消息，英語母語者可能會說出例 1 的句子，其實該位發話者是逐字翻譯了

英語的「I’m so sorry」，雖然這樣的回答在英語中很常見，但漢語母語者多

以類似例 2，以「你」為開頭的句式表達對受話者的關心。 

例 1：我很對不起、我很抱歉。 

   （I’m so sorry.） 

例 2：你也太倒楣了吧、你真可憐。 

   （You are too unlucky. Poor you.） 

  而碰到親友逝世時，漢語和英語的表達方式也完全不同。若英語母語者

依母語文化的習慣直譯為中文時，易說出類似例 3 的句子，但是漢語母語

者說雖然可以理解，但是並不會如此表達。碰到他人親友逝世時，漢語母語

者以類似例 4 或例 5 的句子表達較為多數。 

例 3：我對你所失去的感到很遺憾。 

   （I am very sorry for your loss.） 

例 4：這太突然了，我知道你很難過，但還是請節哀。 

   （This happened too suddenly. I know you’re sad. But I still hope that you 

   could restrain your grief and adjust to the change.） 

例 5：希望你堅強一點。 

   （Hope that you will be strong） 

  從溝通角度來看，漢語與英語即使面對相同情況，所用之詞也大不同，

已不是從一個語言翻譯到另一個語言，足見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性。因此，本

文對比漢語和英語兩大語言在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上的特點，與不同情境中母

語者所習慣表達的慣用語，幫助漢語學習者表達漢語母語者所使用的安慰行

為。 

  從學術上來看，目前僅 Long（2009）針對漢英安慰言語行為進行對比。

Long（2009）透過話語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簡稱 D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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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一分包含十種情境的問卷，且該問卷考慮了三個變因：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相對權力（relative power）以及強加級別（absolute ranking）。

該研究蒐集了漢英各 45 份有效問卷，作者從中隨機挑選了 100 筆進行對比

分析。其分析的面相包含：安慰核心與輔助行為的結構、核心行為的策略型

態、核心行為的形式、輔助行為的種類、以及修飾語（microunit）。Long

（2009）將所蒐集到的語料分為三個層面：核心言語行為、輔助言語行為、

以及安慰語。以下列 Long（2009）所提供的語料為例： 

例 6：[修飾語]舅舅，[核心行為]沒事的。[輔助行為]國內形勢那麼好，留在

這裡機會會更多。 

例 7：[修飾語]My friend, [核心行為]I am so sorry that you got this, 輔助行

為]but I believe you will fight it away. 

  但是作者也提到，面對表達方式較間接的語料，如下列例 8 和例 9，

在界定核心行為與輔助行為時有一定困難。而這時，作者會將隱含安慰意涵

的第一個句子做為核心言語行為。 

例 8：[修飾語]老伴兒，[核心行為]人生本來就有始有終，[輔助行為]坦然面

對，開心過最後的日子。 

例 9：[修飾語]Lily, [核心行為]there are so many guys out there. [輔助行

為]You should take a break from boys now, but try not to worry about it. You 

can do better than him. 

  Long（2009）將安慰行為的結構分為六種，「C」代表「核心言語行為」，

而「A」代表「輔助言語行為」，研究結果可標示為：「C、C+A、A+C、

A+C+A、A 和 Cs」；再者，將核心行為的形式分為四種：命令（imperatives）、

陳述（declaratives）、反問（rhetorical question）和感嘆句（exclamatory sentence）。

從策略類型來看，Long（2009）將安慰核心行為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針

對輔助言語行為則分為 13 個種類（包含：支持、建議、鼓勵、後悔、同情、

慣例型言語變化、俗諺語、歌詞、期望、問句、保證、威脅、辯解）。 

  而直接和間接的區分，作者認為一部份的安慰行為其字面意義（literal 

force）與發話者意圖兩者之間的關係相當直接；另一部分的安慰行為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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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意義與發話者安慰他人意圖的關係較隱晦。以下列出 Long（2009）根據

問卷調查所提供之範例，底線部分為核心言語行為：’ 

表 一-1 Long（2009）直接/間接安慰言語行為語料範例 

直接安慰言語行為 間接安慰言語行為 

不要傷心，將來一切會好的，你會找

到真正屬於你的另一半。 

人生有許多部分組成，有快樂，也有

痛苦。不管什麼都會過去的。我們要

勇敢面對，可能你今天沮喪，這但不

可能永遠這樣, 所以趕快好起來，這

才是上策。 

你不要太難過了。那是自然災害

嘛！誰也沒有辦法阻止，你不是還

有我們嘛？！ 

你不是還有我們這些兄弟姐妹

嗎？！ 

Don’t worry! Mommy is gonns be 

home by tomorrow, she just has to do 

something for tonight. How about we 

play a gane right now? 

Maybe this is what God wants for us. I 

will pray for you everyday. We will 

stay together. 

Lily, it is okay.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Do not let a guy get the best of 

you. Do not be sad, he is the one that 

is missing out. Let’s go out and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You can tell me your problems. 

（資料來源：Long（2009：24-25）） 

  根據 Long（2009）研究結果，各有五個相同處和相異處。從相同處來

看，(1) 漢語和英語的安慰行為皆包含三個層面：核心言語行為、輔助言語

行為、和修飾語。(2) 漢語和英語的核心安慰言語行為都可分為直接和間接

言語行為，而間接言語行為再可再細分為慣例型間接（conventional inde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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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慣例型間接（non-conventional inderict）。美國人和中國人都較偏好使

用直接安慰和慣例型間接安慰言語行為。而美國人和中國人兩者相比，美國

人較直接，中國人較間接。(3) 輔助言語行為是為支持核心言語行為，可置

於核心行為之前、之後、或是前後。(4) 13 種輔助言語行為在兩語言中皆可

自由搭配。(5) 在兩語言中，皆可見稱謂、指示代詞以及強調語等修飾語。 

  從相異處來看，(1) 美國人偏好將輔助行為置於核心行為之後；而中國

人將輔助行為置於核心行為之前或之後都有。(2) 從核心策略種類來看，美

國人較直接而中國人較間接。當中國人面對相對權力較高的受話者時，會選

擇慣例性間接安慰行為，但美國人不會。(3) 在核心安慰行為形式中，兩者

都是使用陳述句較多，但是兩者相比中國人使用陳述句較多而美國人使用命

令句較多些。(4) 從輔助策略看，慣例型言語變化為漢語特色，而問句為英

語特色。(5) 兩者使用修飾語中的稱呼用法完全不同。 

  Long（2009）從高低語境解釋，高語境的中國人偏好將輔助行為放置

於前，中心行為置後；而美國低語境文化則習慣將主題置前，因此安慰模式

也遵循此規則，中心行為模式置前，輔助行為置後。但是 Long（2009）間

接言語行為在區分核心策略與輔助策略的界定還是令人覺得有些懷疑。以例 

8 來說，「人生本來就有始有終，坦然面對，開心過最後的日子」同一句話

所隱含的安慰意圖都相同，但核心與輔助策略的界定為第一句話為核心，其

後為輔助，時有些不妥。而 Long（2009）也總結了安慰行為不需要核心策

略就可以完成，但是筆者認為並不是不需要核心策略便能完成安慰行為，而

是因為安慰核心行為有許多種策略，但是 Long（2009）只分作直接和間接，

其餘都歸到輔助策略。 

  而從教材來看，對漢語學習者來說學習如何以漢語安慰他人都有其需求

性，但是漢語教材在此部分的教學仍不足。課文對話中僅幾句簡單的安慰

語；以情境論之，則缺乏人生中最需要他人安慰的重大事件，如聽聞他人親

友過世的消息。以下將從國內外現行的幾本主流教材來看其中牽涉到安慰情

境的課文，包含《中文聽說讀寫》、《新版實用視聽漢語》、《新實用漢語

課本》、《遠東生活漢語》。《中文聽說讀寫》到第二冊第七課“Boyfriend”

才出現安慰言語行為，內容為妹妹與男友吵架所以心情不好，以下為課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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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灰底不同策略的字樣為筆者所標註： 

張天明：你跟湯姆怎麼了？ 

妹妹：他最近老喝酒。 

張天明：醉得很厲害嗎？ 

妹妹：嗯。這兩個星期以來，這已經是第四次了。有一次，他醉得把屋子裡的

鏡子都打破了，還對我說了很多難聽的話。我想跟他吹了。 

張天明：[同理策略]難怪你心情不好，原來是湯姆喝酒的事。[分析策略]我知

道湯姆喜歡喝酒，可是從來沒見到他喝醉過。[幫助策略]要不要我打個電話，

跟他說說？ 

妹妹：我想你最好別管，我們吵架以後，他好像挺後悔的。你跟麗莎怎麼樣？ 

張天明：挺好的。對了，這個週末我們放三天假，想去你那兒看看你們。這兒

真把我們憋死了。 

上述課文中，受話者因與男友吵架，心情不好，確實是安慰行為發生的情境。

發話者首先運用「同理策略」來表述自己明白受話者的情緒，再用「分析策

略」表達受話者男友應該不是那種喝醉後便失控的人，猜測事出有因，於是

運用「幫助策略」表達自己願意提供幫助，藉以解決讓受話者心情不好的原

因。但是課文，可能為了生詞以及語法點的需求，編寫了不似母語者會回答

的句子，因為前一位發話者的訊息重點是酒後暴力傾向以及受話者想分手的

念頭，但是發話者都沒有根據這些訊息做回應，造成對話不自然的情況。而

根據調查，「同理策略」是較少人所採用的，多是針對湯姆的行為採用「說

理策略」提醒受話者湯姆的行為未來可能傷到人；或根據受話者想分手的想

法採用了「分析策略」、「說理策略」、「建議策略」或「支持策略」，例

句如下： 

例 10：[說理策略]這種酒品不好的人，[建議策略]還是早點分比較好。 

例 11：[支持策略]我支持妳，[幫助策略]需要幫忙跟哥說。 

例 12：[建議策略]也許你可以問問他最近是否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導致

他時常去喝酒。而你在做這些決定時，要仔細思考，三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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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支持策略]如果你想分手就分手吧，選擇全在你手上，[說理策略]

但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有一就有有二，有些事情是不能一而在.在而三的發生，

[建議策略]如果你需要我給你建議，我會希望你和他分手，相信如果你去詢

問他人，他們也會給同樣建議。 

  下表 一-2 為現行主要教材中，出現安慰場景的課本課數，以及其情境

與體所做出的表格。 

表 一-2 教材出現安慰行為整理 

教材名稱 安慰行為出現之處 情境 語體 總共

出現

次數 

中文聽說讀寫 第二冊第七課 和男友鬧脾氣 口語 1 

新版實用視聽漢語 第二冊第十二課 遺失貴重物品 口語 2 

第三冊第六課 考試考不好 口語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一冊第十二課 身體不舒服 口語 1 

 

遠東生活漢語 

第二冊第十五課 身體不舒服 口語  

3 第二冊第十八課 探病 書面語 

第二冊第二十一課 考試考不好 口語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以上四個課本中的七段課文，都是常用教材中與安慰言語行為有關的部

分。但是，課文教得並不深入，以日常事件的生病和為某事心情不好的主題

為多。從表 一-2 來看，《遠東生活漢語》出現安慰情境的次數最多，且包

含對話與書面兩種語體，是四個課本中相對較好的地方。從課文來看，為了

學生的程度及課程進度，主題不僅無法太深入，且課文因配合生詞和語法的

需求，有時安慰行為僅進行一句話就換了話題，從溝通角度來看有失真實

性；而人生重大事件的相關主題並沒有出現在後段較高程度的課本之中。上

述七段課文中有六段因為學生程度的關係都以對話的方式呈現，僅《遠東生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8 

活漢語》第二冊第十五課「小心感冒」一篇以卡片方式呈現。筆者認為將安

慰訊息化為文字不只適用於卡片撰寫，以網路為普遍聯絡感情方式的現代，

除了透過口語安慰他人之外，更適合學習透過文字表達想安慰他人的心情，

因此學習簡單的書面語有其需要。 

  而隨著網路的發達，我們給予安慰的對象已不再限制為生活周遭碰到的

人，從透過網路社交平臺維持關係的人，到透過網路認識的人，都可能成為

現代人們生活可能會安慰的對象之一。而對漢語學習者來說，僅僅透過機器

翻譯是無法表達出漢語的文化特色，也無法解決語言間的文化差異。因此現

在的漢語學習者，網路上的安慰行為是其需要學習的情境之一。因此本文欲

從網路中，分別蒐集漢語和英語的安慰行為語料進行分析，並根據研究結果

撰寫教學建議與教學應用，以期漢語學習者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也能更貼切

地傳達自己的情誼。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網路上的安慰行為和溝通雙方實際碰面時有些許的不同。本文第一小節

將透過實際語料具體說明本文研究範圍與本文的兩個研究問題。第二節則分

述與本研究相關的名詞。 

一、  研究範圍與問題 

  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是一大型交流平

台，參與者人數眾多且背景多元。但是在網路世界中，參與者基本上都不會

表明自己的真實身分，而是用帳號與他人互動。本文選擇漢語與英語電子佈

告欄各一，分別是台灣的「批踢踢實業坊」（PPT）以及美國的「reddit.com」

進行網路上的安慰言語行為對比研究。 

  面對面的安慰行為，發話者（安慰者）可能看到受話者（接受安慰者）

情緒低落或是神色、行為異常，而讓發話者首先發問如「你怎麼了？」、「你

心情不好嗎？」等話語。接著，若受話者有意讓發話者知道自己遭遇的狀況，

則會開始娓娓道出，進而開始完成安慰行為；反之若受話者不願讓他人知道

自己所遭遇的事，可能回以「我很好，沒事。」對話便結束。而網路上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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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行為則是受話者（接受安慰者）自己先在網路上訴說自己的情況，而每個

看到的網路使用者都有機會成為發話者（安慰者）。而 BBS 的互動方式以

及匿名保護非常適合讓人吐露自己的心事，因此，網路上的安慰行為所帶來

的效果不比面對面和朋友訴說來得差（Caplan & Turner，2007）。 

  在 BBS 中，使用者自己訂下標題、撰寫內容並發布的第一篇文章叫做

「原文」，而其他使用者針對「原文」所回應的內容則稱作「回文」。透過

使用者們在板上不斷地發文和回文，可以進行許多資訊交流，而本文所研究

的網路安慰行為也是在此一來一往之間發生的。以下從 PTT 舉一個由受話

者所發表一篇標題為「為什麼在最需要妳的時候才分手」的文章，而例 15

為發話者透過回文對受話者進行的安慰，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範圍3。 

例 14（原文內容）： 

今天 被提分手了 

訂了去台灣的婚紗取消了 說好的未來也不見了 

星期五 我需要動心藏手術 

我們冷戰了一星期 妳一整個星期都沒理我 

我跟妳說 我前幾天看了醫生 醫生說情況不樂觀 要盡快做手術 可以陪我

嗎… 

但妳卻說 我看看那天有沒有空 然後就在 12 小時前 妳跟我說分手… 

為什麼妳要在我最需要妳的時跟我分手 醫生告訴我 醒來的機率只有一半… 

不過我也累了 如果真的醒不來也好 這樣我就不用再傷心了 也不會再心痛

了… 

例 15： 

離家三年才之父母的好 女友可以在找 痛是一時的 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父母

的痛會是一輩子的 與其讓不義之人當你的樑柱為何不讓你家人當你的動力 

加油 

  例 15 中的發話者（安慰者）講述道理希望可以開導受話者可以從父母

                                              

3
 例子中的內容是從 PTT 複製而來，筆者並未對內容進行編輯，僅調動排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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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思考，影響受話者做其他選擇，讓受話者改變發文當下的負面情緒以

及受話者選擇輕生的決定。本研究針對這類的文章，分析構成安慰行為的語

用策略，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在網路中，漢語和英語母語者，在不同情境和不同事件大小之下進行安

慰言語行為時採取何種策略，有何異同？ 

2. 在網路中，漢語和英語母語者，在不同情境和不同事件大小之下進行安

慰言語行為時，兩者的策略在序列結構上呈現何種趨勢？ 

  本研究希望透過網路集真實語料並進行分析，掌握漢語和英語母語者面

對不同情況所採用的安慰言語行為策略有何特色，並期待從網路的真實語料

中蒐集常用的句子，並找出漢語和英語的相同以及相異處，以作為教學時預

測學生在學習上可能發生的難點。筆者也希望在漢語教學上，提供學生安慰

他人時可以運用的策略、詞彙和句型。 

一、  名詞釋義 

  本文研究安慰言語行為，因此將說明「安慰」為一獨立言語行為的正確

性與必要性，同時確認此言語行為在漢語和英語中具有相同內涵，適合進行

言語特徵對比。 

(一)  安慰行為 

  安慰行為是屬於 Searle 理論中的表達類（1979），但是學者對於「安慰」

屬於何種言語行為則各有看法。Burleson (1984b)對於安慰是以安慰溝通

（comforting communication）稱之，並認為安慰只是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而安慰和情感支持都包含在支持溝通（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中（Burleson，2010）。換句話說，Burleson(1984a、1984b、2010)認為安慰

屬於支持行為。而李佑豐（2008）則認為從目的上來看，安慰屬於說服範疇，

是透過講述理由使受話者心服、改變原有情緒，與發話者所希望出現的傾向

保持一致。然而，安慰行為實際上是由其他次言語行為（sub-speech acts）

所組成（Suzuki，2008），筆者也認為支持或是說服只是安慰行為策略中的

一個特徵。支持是發話者「贊同或鼓勵」（謝佳玲，2015）受話者的言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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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者立場相同；然而說服是發話者「透過解釋或勸慰使人相信與順從」

（謝佳玲，2015），發話者與受話者的立場是相對的。對受話者表達贊同和

透過解釋使受話者信服都是安慰言語常用的兩個策略。將安慰行為獨立為一

言語行為才能明確界定出安慰與其他言語行為的不同，並解釋為何同一個言

語行為受話者和發話者的立場會時而相同時而不同。 

  而查看英語辭典中，與「安慰」一詞相對應的包括「comfort」與

「console」。根據三部知名英語辭典：《Macmillan dictionary》、《Longman 

Dictionary》、《Cambridge Dictionary》，其定義中對於心情的「改變」主

要有兩個方向，一為「『減緩』（feel less）難過（sad、upset、unhappy）、

擔心（worried）或沮喪（disappointed）的心情」（comfort，2016a；comfort，

2016b），二為「當難過、擔心或沮喪之時心情得到『改善』（feel better）」

（comfort，2016c；console，2016a；console，2016b；console，2016c）。

而《Longman Dictionary》在「comfort」條目提到中，進一步說明安慰的方

式為「說一些善意的話或是碰觸他們」（saying kind things to them or touching 

them），而其他條目沒有進一步說明安慰的方式為何。從上述來看，兩英語

詞的詞意多有重疊且差異甚小，因此本文採用 Searle（1979）所使用的

「comfort」一詞來代表英語的安慰言語行為，並將範疇放寬，本研究的安

慰行為包含「comfort」與「console」的詞意。因此，根據上述辭典針對「安

慰」的定義，可以將安慰行為定義總結為「透過言語或是肢體語言，減緩他

人（受話者）難過、擔心或沮喪的情緒以改善心情」。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disap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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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3 英語辭典對於「comfort」與「console」的定義 

 Comfort Console 

Macmillan 

dictionary 

讓他人覺得較不傷心、擔心

或失望 

to make someone feel less sad, 

worried, or disappointed 

 

（comfort，2016a） 

試著在他人難過或失望之時

覺得好過點 

to try to make someone feel 

better when they 

are unhappy or disappointed 

（console，2016a） 

Longman 

Dictionary 

讓他人覺得較不擔心、難過

或傷心，如透過說一些善意

的話或是碰觸他們 

to make someone feel less 

worried, unhappy, or upset, 

for example by saying kind 

things to them or touching 

them 

（comfort，2016b） 

讓他人難過或失望之時覺得

好過點 

 

to make someone feel better 

when they are 

feeling sad or disappointed 

 

 

（console，2016b） 

Cambridge 

Dictionary 

讓他人難過或傷心之時覺得

好過點 

 

to make someone feel better 

when they are sad or worried 

 

 

（comfort，2016c） 

在他人難過或失望之時表達

安慰或同情心讓他人覺得好

過點 

to make someone who is sad 

or disappointed feel better by 

giving them comfort or 

sympathy 

（console，2016c）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及翻譯）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make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feel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sad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worried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disappointed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try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make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feel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better_1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unhappy
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disappointed
http://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sad
http://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disap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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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佈告欄系統 

  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是網際網路未盛

行之前就有的系統，也是目前流行網路論壇的前身4。使用者須將終端程式

與數據機撥接（此方式已式微）、遠程登錄協議（telnet）連接或者網際網

路來進行連線。本次漢語語料來源的「PPT」便是用終端機連線的 BBS 系

統。BBS 的功能包括佈告欄、分類討論區、軟體下載與上傳、與其它使用

者線上對話等功能。而本研究便是從網路使用者在討論區中所設立的不同主

題的「看板」進行語料蒐集。使用者透過「看板名」來分辨此「看板」是否

有自己想要的資源，以 PPT 中的「男女板」為例，此看板中的文章都必須

同時與「男性和女性」有關，若是同性之間發生的議題，則不能在此版「發

文」。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總共有六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交代本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

和研究問題，並定義本文相關的重要專有名詞。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從安慰

行為的討論和研究定義本文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並從網路特色和電腦中介溝

通看網路環境提供安慰行為發生的原因。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介紹本文研究

流程、語料介紹、以及蒐集程序，並提出本文對於安慰策略的分類。第四章

為研究結果，透過質化與量化分析探討安慰行為的策略與形式，對比漢語與

英語安慰策略的分布及排序慣例，並回應本文所提出之研究問題。第五章為

教學應用，從跨文化角度看其教與學的重要性以及身為教師進行跨文化教學

時的指導方向，以及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提出可行的漢語安慰行為之教學設

計。第六章為全文結論，除了總結本文之研究重點與發現，亦說明本文之研

究限制。 

  

                                              

4
 資料取自維基百科：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junior/computer/ks_mc/chapter/ch12/c12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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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從三個方向進行文獻回顧。第一節為安慰言語行為之定

義與研究，將從言語行為看安慰行為的特性，與獨立於其他言語行為的必要

性，也整理了各學者目前對於安慰行為的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網路溝通，整

理了網路特性並說明與本文研究的關係；第三節為跨文化溝通，說明了何謂

跨文化溝通，也包含跨文化溝通的代表理論。 

第一節  安慰言語行為之定義與研究 

  本文第一章第二節已對「安慰行為」進行釋義，本節將近一步整理學者

們從言語行為的角度所定義的安慰言語行為，透過適當條件（Searle，1969）

清楚描述此言語行為，並介紹前人研究的概況。 

一、  言語行為 

  言語行為（speech act）是指人們透過語言表達來實現自己的意圖和目

的（Austin，1962）。John Langshaw Austin（1962）所提出的「言語行為理

論」（Speech Act Theory）是此領域的基石，也成為語用學的核心理論之一。

Austin 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一書中指出，不應把話

語從語境當中抽離出來做意義分析，而應把話語連同上下文進行分析，從語

言溝通的行為來討論其意義。他認為一個言語行為可以分成三層來看：最表

層為「言內行為」（locutionary act）、其次為「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

最深層為「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言內行為（也有作「表意行

為」）是指發話者說出的話語，語法學家所分析的多為話語表面的文字、語

音、語意；言外行為（也有作「言中行為」、「非表意行為」）是指發話者

藉由話語行為表達心裡真正的想法或是想達到的目的；而言後行為是受話者

聽懂並理解發話者的言外行為所作出的反應。一個言語行為的完成需仰賴發

話者和受話者雙方對於這三層義涵的理解，若是錯了一個，就可能會導致溝

通失敗，如： 

例 16：有鹽嗎？ 

一群人在餐桌上吃飯，發話者說出的例 16 就是言內行為；而言外行為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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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藉由例 16 表達「希望受話者能傳遞鹽罐給發話者」；受話者聽懂發話

者的言外行為後，做出傳遞鹽罐的行為就是言後行為。如果受話者沒有理解

發話者的言外行為，可能就只會如實回答例 16 的字面問題，有或沒有，這

便是溝通失敗。在溝通的過程中，以言外行為最為重要，因為它是話語意義

的核心、言內行為的延伸、言後行為的基礎，因此備受言語行為學家的重視

（張紅玲，2007）。 

  John Searle（1969）則是根據 Austin（1962）所提出的言語行為理論再

做出修正。Searle（1969）認為在一個特殊情況下所發表或產生的句子就是

言語行為，而言語行為是語言溝通（linguistic communication）的基本單位

或是最小單位。Searle（1969）更將他理論中的言外行為整理為五大類：判

斷（Assertives）、指令（Directives）、承諾（Commissives）、表達（Expressives）

和宣告（Declarations），每一種分類都有共通的目標。其中，判斷（Assertives）

在原本（1969）提出的理論為表述（Representatives），但是 Searle 認為每

個類別都有「表述」的目的，因此改為判斷（Assertives）（Searle，1985）。

此分類中的言語行為都可以用來評判某事物所包含的事實與否，例如，判斷

和結論。指令（Directives）是指發話者某種程度上試圖讓受話者做某件事

情，發話者的企圖心程度不定，可能很小，例如：發話者邀請受話者、或建

義受話者做某事；也可能很劇烈，例如：發話者堅持受話者做某事。承諾

（Commissives）是指發話者某種程度上保證未來發生的事情，例如，承諾

和提供。表達（Expressives）是指此分類的言外行為在誠意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上表達心裡的狀態，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上表達一

個事物的狀態，例如：恭賀和道歉。宣告（Declarations）是指一個聲明完

成後，指稱的物體的狀態或條件、或是物體本身的狀態或是條件已改變，例

如，受洗和結婚（Searle，1969）。 

  Searle（1969）提出適當條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概念，他認為每一

個言語行為都可以透過四個適當條件來定義：命題內容條件（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初步條件（preparatory condition）、誠意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和必要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以承諾言語行為為例（Searle，

1969），可以根據適當條件看出承諾言語行為的完整結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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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條件_1： 正常的話語輸入（input）和輸出（output）條件成立。這裡用

「輸出」來涵蓋 S（發話者）說出可理解話語的條件，而「輸

入」則指 H（受話者）聽懂話語的條件。因此參與溝通的兩人

是用彼此皆懂的語言進行溝通、兩人都是有意識地在進行對

話、兩人都沒有導致溝通困難的身體殘疾、他們並沒有演戲、

受脅迫等條件。 

命題條件_2： S 藉由［話語 T］表達［承諾 P］。此條件將命題條件獨立出來，

之後的分析就能專注於承諾言語行為的其他特性。 

命題條件_3： 在表達［承諾 P］的同時，S 預測了一個發話者的［未來動作 A

］。因為在此言語行為，這個動作必須由發話者預測，而且不

能是一個已經完成的動作。因為你不能承諾一件已經發生的事

情，也不能保證別人會做什麼事情（「打賭」等其他狀況，不

在討論之中）。 

初步條件_1： H 比較希望 S 做［未來動作 A］，而非不做［未來動作 A］；

S 也相信 H 會比較希望 S 做［未來動作 A］。 

初步條件_2： 對兩人來說，S 在一般情況下做［未來動作 A］是不常見的。

此條件的設立對許多不同的言外行為來說是很常見的情況，因

為每一個言外行為的效果都必須有其功用，例如你不能「要求」

一個人去做他已經完成或是正在做的事。 

誠意條件： S 打算做［未來動作 A］。此條件可以區分有誠意的承諾和沒

有誠意的承諾。 

必要條件：S 認為［話語 T］讓他有義務去完成［未來動作 A］（Searle，1969） 

例 17：我幫你買早餐。 

  承諾的命題內容條件為發話者提出答應的內容，而例 17 中的命題內容

條件為發話者說出「我幫你買早餐」來表達自己答應幫受話者買早餐；初步

條件是受話者樂於見到此事的發生，而發話者也相信比起不買早餐，受話者

比較喜歡買早餐這件事情發生；誠意條件為發話者真心地打算做他所說的內

容；必要條件為發話者認為他說出「我幫你買早餐」後，就必須盡力完成。

根據 Searle（1969）理論框架，可以用適當條件定義不同言語行為的完整結

構並進行分析。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18 

二、  安慰行為之定義 

  Burleson（1984b）從安慰言語行為的功能定義，認為安慰（comforting 

communication）是一種意圖去緩解、緩和、救助他人苦惱情緒狀態的溝通

行為。溫雲水（1999）也以相同角度概述安慰，認為「安慰是指在某人焦慮、

痛苦或遭受苦難時，使其心情安適。」將安慰的整個過程以文字描述（彭慧，

2008）。王永娜、李軍（2003）則將安慰言語行為定義為：「安慰是指當事

人遭受不幸、挫折而處於憂傷、氣憤、痛苦等消極情緒狀態時，說話人為改

變其消極情緒所實施的一種言語行為。」此定義也被很多學者沿用（李佑豐，

2008；曾鳳英、竇秋萍，2012）。 

  而 Xu（2007）參照 Searle（1969）的適當條件為安慰言語行為做了一

些改動後建立了規則，但李佳源（2011）認為 Xu（2007）在兩點上不夠成

功：一為 Xu（2007）在命題內容條件強調的是受話者過去的經歷和感受，

並未提到發話者未來的行為；二為在初步條件強調的不是發話者為了完成安

慰言語行為而有的能力條件，而是發話者對受話者心理狀態的瞭解。而曾鳳

英、竇秋萍（2012）所訂定的適當條件也和 Xu（2007）相似，有上述兩點

不夠周全之處。因此，李佳源（2011）根據上述兩點缺失，認為安慰的規則

應該調整為： 

命題條件_1：與 H 有關的［過去行為 A］。 

命題條件_2：［過去行為 A］使 H 處於消極情緒中。 

命題條件_3：S 期望有與 H 有關的［未來行為 B］。 

初步條件_1：S 知道［過去行為 A］使 H 處於消極情緒中。 

初步條件_2：S 能夠理解 H 的這種消極情緒。 

初步條件_3：S 相信［未來行為 B］能使 H 消除消極情緒。 

誠意條件：S 想 H 消除這種消極情緒。 

必要條件：試圖幫助 H 消除消極情緒。 

  Yang（2012）從面子理論去調整安慰行為的適當條件，她認為安慰行

為的命題內容條件是：S 對 H 表現出的失望、傷心、難過等表達關心，而這

樣的關心有助於 H 的積極面子。但是筆者認為，Yang（2012）的條件並不

適用於電腦中介溝通中的安慰行為。因為在電腦中介溝通中的安慰行為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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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自己先表達出自己的負面情緒，再讓發話者來安慰，才完成安慰行為。 

  綜合上述，安慰行為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受話者的消極情緒是產生安慰

的前提條件，只有受話者產生了消極情緒，安慰行為才成為可能，發話者只

有在此種情況下才可能實施安慰（李佑豐，2008）。接著，發話者會嘗試透

過不同的策略傳達自己想安慰受話者的情緒。 

三、 安慰行為之研究 

  1962 年在 Austin 提出言語行為理論，以及 Searle（1969）的改良後，

不同的言語行為漸漸受到重視。學者也開始針對安慰言語行為進行研究，將

「安慰」納入言語行為，根據 Searle（1969）的言語行為規則將安慰行為的

規則進行了一些改動使其逐漸完備。後來學者也以不同的理論研究，如：相

對權力（Xu，2007；Long，2009）、面子理論（Caplan & Scott，1999；Long，

2009；Yang，2012）、禮貌原則（Caplan & Scott，1999；Long，2009；錢

賢敏，2010；周小麗，2011）、合作原則（楊易亦，2011）、個體中心性（李

佳源，2011）、情感評價（Bippus，2001；Burleson、Samter、Jones、Kunkel、

Holmstrom、Mortenson & MacGeorgeet，2005；周小麗，2011）等解釋安慰

行為。 

  但是，根據大量真實語料做的研究不多。英語安慰行為的研究中，學者

們的語料來源多為話語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簡稱 DCT）

以及問卷調查（Hale、Paul & Tighe，1997；Bippus，2001；Lemieux & Tighe，

2004；Suzuki，2008），而漢語安慰行為的研究僅部分為 DCT，如 Xu（2007）

發現相對權勢和受話者性別對策略的選擇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且人們在實

施安慰言語行為時，主要採用的策略共有五種，但是這些策略的常用句型或

是關鍵字都沒有詳細的介紹；而李娟（2007）發現漢日安慰行為中，漢語使

用諺語安慰他人的方法和日語不同。而溫雲水（1999）、王永娜與李君（2003）

自己推論和從文學作品歸納，總結出安慰行為有所謂的套語和其他策略，但

是文獻中並無真實的語料來源。因此本研究欲從網路中蒐集大量的真實語料

分析安慰言語行為。 

  除了分析安慰行為有哪些方式和策略，學者針對安慰行為也做了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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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比，Hale、Paul 與 Tighe（1997）從性別對比指出英語中女生對於面子

維護會較男生來的細膩敏感；Burleson（1984a）指出年齡關係到社會認知

發展，也會影響到個人安慰技巧的不同；Caplan 與 Samter（1999）從年齡

對比受試者對於安慰訊息的評價，發現年輕人偏好鼓勵積極面子的訊息和提

供幫助的安慰策略（另兩種為建議和表達關切），然而研究也發現積極面子

和消極面子在安慰言語行為中是分別獨立的，即使安慰訊息危及受話者的積

極面子，其消極面子也還是可能受保護的；Lemieux 與 Tighe（2004）從重

大事件和日常生活事件對比受話者對於安慰言語訊息的觀感，發現重大事件

的發生較易令人尋找支持和安慰，但是兩者在策略上的偏好沒有不同。從以

上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安慰策略的分類和歸納已經相當完整，且對於受

話者對於安慰訊息偏好的研究也相當豐富，但是對於漢語學習者來說，除了

知道策略之外，懂得如何撰寫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蒐集

不同策略的常用句式，教導漢語學習者面對不同情境時能實際地運用不同的

安慰策略。 

  而安慰言語行為在跨文化對比方面文獻不多，李娟（2007）指出漢日安

慰策略相同以及相異之處；Phạm Thị（2010）對比漢語及越南語的安慰言語

行為；漢英對比僅 Long（2009）做的研究。 Long（2009）在 Brown & Levinson

的理論上，以問卷方式來調查安慰言語行為的表達模式，並結合 Blum-Kullka 

與 Kroger（1982）言語分析的三個層面，即「中心言語行為」、「輔助言

語行為」和「修飾語」來分析安慰言語行為。  

  學者在研究安慰行為時大多歸納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將策略進行分類。溫

雲水（1999）指出安慰行為達到一個重要的溝通功能，且提出了一個簡單的

框架，將安慰語分為兩大類，一類為通用性的，另一類為專用性的。通用性

的安慰語又分為針對安慰者情緒（如：別擔心、不要這樣）以及事件本身（如：

不要緊、沒關係）。專用性安慰語是指只適用於某一特定事件的安慰語，且

包含民族文化。例如：「碎碎平安」就只用於發生摔碎碗盤之類的語境；「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只用於挫折或失敗情況之時，因此溫雲水（1999）整理

了一系列專用性安慰語。但是他的分類並沒有根據任何資料的蒐集或是其他

語料來源。王永娜、李軍（2003）則根據文本歸納出四種安慰策略：安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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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滿足情感需求、分析問題和說明道理、和提供方法或允諾幫助四種。 

  Burleson（1984b）也歸納了九種安慰策略並根據情感的細膩程度做分

級，之後 Burleson（1994）提出了個人中心性（person-centered）將安慰策

略做更有系統的分類。低個人中心性（low person-centered，LPC）指發話者

直接或間接地否定了受話者的感受；中個人中心性（moderate person-centered，

MPC）指受話者所傳達的訊息隱含了對受話者感受的理解，但是並沒有進

一步的闡述或是以文字表達；高個人中心性（highly person-centered，HPC）

是指發話者直接表達了對受話者感受的理解，且認同。Burleson（2008）更

整理了先前的研究（Burleson 等，2005），指出高個人中心性的文字內容和

其他兩者相比是較細膩、效果較好、幫助較大、且較妥當的。個人中心性理

論的加入並不影響 Burleson（1984b）對安慰策略的分類，請見下表 二-1，

類別中的括號部分為 Burleson（1984b）原本對受話者認同和理解程度進行

的分類5。而 Xu（2007）也以相同概念區分安慰策略，但是只有高和低個人

中心性，請見  

                                              

5
 表中例子的安慰情境為：What would you say to make your friend better about not receiveing an 

invitation to another child’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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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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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Burleson 高、中、低個人中心性策略分類 

類別 策略 例子 

 

 

HPC 

 

(清楚理解

並闡述個

體觀點) 

協助受話者接納發話者的感受，並

透過解釋讓受話者感受更大的意

義 

Well, I’d tell her that I really understand 

how she feels, that I haven’t been invited 

to a special sometimes and I know it 

hurts-you can feel rejected. But I’d say 

maybe Jean really wanted to have you, 

but her parents wouldn’t let her to invite 

everybody. And that I’ve had parties 

where I couldn’t invite everybody I 

wanted, and she probably has too. So it 

doesn’t men that Jean doesn’t like her or 

anything, just maybe her mom was letting 

her have like only a few people. 

發話者表明對受話者感受的理解

並解釋它 

Gee,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e party. I 

didn’t mean to make you feel bad by 

mentioning it, but I know I did. It’s not 

fun being left out. Maybe it’s a mistake. 

I’ll talk to Sharon. OK? 

發話者清楚地意識到並理解受話

者的感受，但是只提供片段的解釋 

I know you feel bad about not going to 

the party, but you’re my friend-lots of 

people like you. When my party comes 

up, I’ll invite you. 

MPC 

(隱含對個

體觀點的

理解) 

發話者對事件提供不帶感情的解

釋，試圖減緩其情緒 

Maybe you invitation to the party got lost 

in the mail. Or maybe there just wasn’t 

enough room to invite everybody in the 

whole class.  

發話者理解，但是不打算說自己的

經驗及自己如何處理 

I’m really sorry you didn’t get invite to 

the party. I’m sorry you feel bad. 

轉移受話者注意力 
When it’s my party, I’ll invite you. 

LPC 

 

(否定個體

觀點) 

忽略受話者感受 
I'd tell her there’ve been other parties, 

and she should be happy about going to 

them. 

否定受話者感受 
There’s nothing to be upset about-it’s just 

an old party. 

責備受話者或其感情 
I'd tell her that she had no reason to fell 

that way about not getting invited, and if 

she felt that way, she was no friend of 

mine..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rleson（1984b：74），本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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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Xu 根據 Burleson 的高、低個人中心性安慰策略分類 

類別 策略 次分類策略 例子 

高 個 人

中心性 

肯定  
難過是難免的，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出來。 

關心 
要注意身體。 

同情 
真是可惜。 

 

 

 

 

 

低 個 人

中心性 

 

 

 

理性 

為當事人開脫罪責 
他已經很努力了，或許只欠缺一點運氣。 

為受話者開脫罪責 
這太正常了，正是小孩薄弱的科目才需要

請家教，薄弱的科目考得不好是在理所當

然不過了。 

客觀原因 
可能你真的不適合教那門功課。 

解決問題 給予建議 
你應該要趁這個機會好好地充實一下自己

的競爭力。 

承諾幫忙 
我們去幫你作證吧。 

 

不同視角 

指出事件仍有希望 
您一定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考上的。 

肯定當前的情況 
你做的非常棒！ 

看事件好的那一面 
其實與其在這樣一家公司苟延殘喘，倒不

如早解脫出去，尋找更好的發展 

 

否認 

否定負面情緒 
不要那麼悲觀。 

否定事件的價值／

存在 

其實那個家長可能不是那個意思。 

勝敗乃已成定局，你再自責也沒用。 

指出不良影響 
手機已被偷了，難道你要讓好心情都讓小

賊偷去？ 

 

緩和 

樂觀看待現實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指出事件沒有那麼

嚴重 

不要緊。 

沒關係。 

關聯 
今天你被擠下，明天也有可能輪到我。 

例外 消遣  
（未提供） 

資料來源：整理自 Xu（2007），本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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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慧（2008）提出安慰行為有三種媒介：第一類是安慰動作（如撫摸、

擁抱、傾聽等）；第二類則是安慰物品（如鮮花及其他禮物等）；第三類則

是人們最常用的最直接的安慰語。而彭慧（2008）針對安慰語的策略分類如

下表 二-3。 

表 二-3 彭慧安慰語的策略分類 

策略 次分類 例子 

責備  
瞧你這沒出息的，不就參加個小面式

嘛，至於嘛！ 

半開玩笑 
這個沒出息的，不過沒尿褲子還真出

乎我意料了哈。 

 

 

 

分析問題、

講清道理 

 

對事件 

進行評析 

否定引起消極情緒

事物的存在和價值 

我安慰老肥：「你也不要太在心，尿

一褲不說明什麼。（劉震雲《新兵連》） 

使受話者看到積極

的一面 

看，看這裡！（指報）這兒說：母子

失散了二十年，會叫人民警察找到

了！他們既然能替別人找到媽媽，也

就能找到咱們的媽媽！」（老舍《全

家福》） 

否定消極

情緒 

否定消極情緒的存

在價值 

賈珍哭得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人

說到─。說著又哭起來。眾人忙勸：

「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

料理要緊。」（曹雪芹《紅樓夢》） 

指出消極情緒的不

良影響 

秘書別太生氣，您的血壓高！（老舍

《面子問題》） 

鼓勵策略 
 勝敗乃兵家常事，這次不小心輸了，

下次我們還可以再來，不要灰心，你

一定行的！ 

提供方法或

允諾幫助 

 不要怕，小馬兒，有我在這兒呢！小

馬兒，聽！聽！（老舍《誰先到了重

慶》）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慧（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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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易亦（2011）則是將安慰語按照針對事件安慰與否進入做分類，他將

安慰行為分為三類：直接安慰型、間接鼓勵型和引開話題型。曾鳳英、竇秋

萍（2012）也是利用類似概念，將安慰策略以安慰的對象為類別做區分：一

是針對受話者本身的安慰策略；二是針對事件本身的安慰策略。筆者整理如

下表 二-4。 

表 二-4 曾鳳英、竇秋萍的安慰策略分類 

類別 策略 次分類 例子 

 

 

 

 

針對事件 

使用套語 
不要緊、別擔心、沒關係 

 

 

分析事件及其

負面影響 

對造成消極情緒的事件

進行評價 

既然雙方不適合在一起了，

盡早分開也是未嘗不是件好

事，起碼不用等以後再後

悔，或許，你會找到更適合

你的。 

客觀看待事件，為當事者

尋找理由，替聽話人開脫

責任 

這太正常了，正是小孩薄弱

的科目才需要請家教，薄弱

的科目考得不好是在理所當

然不過了。 

否定消極情緒 
生病在所難免，悲觀只會加

重病情。 

承認現實，達觀對待 
丟就丟了吧，就當這幾天玩

了！ 

提供方法或允

諾幫助 

建議解決方法 
愁什麼呀，你真誠地向他道

個歉就沒事了。 

允諾給予幫助 
放心吧，我會幫你的。 

 

針對受話者 

表達自己知道了受話者的不幸，並且很理

解、同情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對受話者身心或其他方面表達關心 
你太累了，好好睡一覺吧！ 

通過詢問，讓聽話人說出其憂傷或委屈，

為其疏導憂鬱 

有什麼委屈說出來吧，咱們

一起解決。 

資料來源：整理自曾鳳英、竇秋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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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麗（2011）則是參考前人架構先將安慰策略分為主要策略以及輔助

策略，再將主要策略分為以情緒為中心的策略和以問題中心的策略，而兩個

類別底下又各自有兩個層次的策略分類；輔助策略則為三種。請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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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本研究在架構上參考了周小麗（2011）的分類，將以情緒為中心

的策略和以問題中心的策略最為本文主要的框架。但是架構下所對應的策略

會和周小麗（2011）有所不同，因周小麗（2011）在的次分類過多容易造成

界線不明的情況。其中，「修改主要價值觀策略」在分類上又有類似於情緒

中心性的「拒絕策略」的模糊地帶，因此本文中的策略歸屬不會完全參照周

小麗（2011），詳細架構請見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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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 周小麗的安慰策略分類 

主要/輔助 類別 策略 策略次分類 例子 

 

 

 

 

 

 

 

主要策略 

 

 

 

情緒 

中心性 

 

拒絕 

譴責負面情緒 
一點也不同情。 

否定消極情緒 
沒覺得樓主有什麼問題。 

懷疑負面情緒 
為什麼她這樣說你你就會傷

心呢？ 

 

知曉 

投射型同理心 
我也是糖尿病，現在還什麼

都能幹。 

參與型同理心 
確實挺矛盾的。 

同情 
可憐的孩子。 

確認 隱晦贊同 
不要太難過。 

明確贊同 
樓主是個好人。 

 

 

問題 

中心性 

敘述 
敘述問題 請問樓主：你的女朋友這樣

急躁的情況什麼時候會好一

底呢？ 

敘述受話者的

價值觀 

帖主：帖主的這中情感應該

是悲悲憐情感粘附和強迫所

致 

修改主要

價值觀 

否定 
20 歲不能說是很成熟吧？ 

緩和 
看看網上那些比你更可憐的

帖子 

修改次要

價值觀 

確認責任歸屬 
現在考研很看重英語成績

的，差一分也不是沒要嘛！ 

提供解決辦法 
如果切除能好的話把它切掉

吧。 

核對解決問題

的觀念 

長大就好了。 

這就是現實，血淋淋的。 

 

輔助策略 

保證 
我是女生，從女生角度看，明顯的復合信號呀！ 

祝福 
祝健康。 

鼓勵 
堅強面對。 

資料來源：整理自周小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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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佑豐（2008）和錢賢敏（2010）都提出安慰策略的準則。李佑豐（2008）

的兩種安慰策略準則為：同情準則與求同準則。他認為策略準則是指導言語

行為的藝術準則，是在特定語境中提高一種言語行為的有效性準則，所有的

策略都是由這兩個基本策略生成的。同情準則是「使對話雙方的反感減至最

小限度，使對方的同情增至最大限度。」因為同情準則讓發話者在受話者處

於消極狀態時，能對其不幸，表達理解、同情和關心，甚至為其分擔解憂，

促使受話者從消極情緒過渡到積極情緒狀態。求同準則為使對話雙方的分歧

減至最小限度、雙方的一致增至最大限度。在安慰行為中發話者預設自己與

受話者情緒部分一致，以求得受話者在心理上的接受，並縮短距離。受話者

自然地接受關愛，改變心態，以積極樂觀的態度朝著受話者期望的正面方向

發展，而完成安慰行為。而錢賢敏（2010）則根據 Grice（1975）的合作原

則提出安慰策略的三種準則：得體和慷慨準則、讚譽和謙虛準則、以及同情

和一致準則，大致而言並沒有更動 Grice（1975）的原則。 

  各學者所分類的角度不同，周小麗（2011），曾鳳英、竇秋萍（2012）

將安慰策略分為兩個部分：以受話者本身的情緒為中心安慰受話者，和以事

件本身中心安慰受話者。而從受話者情緒上，Burleson（1985、1994、2008）

將安慰分為高、中、低個人中心性，並指出高個人中心性的安慰對受話者是

較有助益的。因此本研究欲將兩個分類觀點做結合，並在第四章提出更詳細

說明。 

第二節  網路與溝通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是複雜的社會化過程；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

看，擁有大量的詞彙並不代表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而至今日，因網路科技

的快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已更為密切，現代人們的溝通方式已和上世

紀的人們大不相同。因此本節第一部分將介紹網路特性，探究網路改變人們

溝通方式的原因；第二部分將介紹溝通能力，從語言學習的角度探討網絡世

代下，語言學習對溝通能力的要求是否仍符合時代的需求。 

一、  網路特性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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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TWNIC）所公佈的《2015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6結果顯示，台

灣民眾上網率從去年的 75.6%上升到 80.3%。其中，18 至 30 歲民眾的上網

率更達 100.0%。而根據 Internet Live Stats
7的資料顯示，美國民眾 2014 年的

上網率達 86.75%。從使用時數來看，根據 TWNIC 統計，台灣地區的網路

使用者，無論平日或假日，每天上網超過 1 小時的人比例最高。而根據南加

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簡稱 USC）所公佈的《the 2015 

digital future report surveying》8指出，美國地區的網路使用者平均每週的上

網時數為 21.5 小時。網路對兩地區大部分的人來說，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

密不可分。 

  網路的出現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以及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因此，國內外

許多學者對於網路特性的研究都不在少數，因此筆者根據前人對於網路特性

的研究做了整理。筆者認為網路的特性可分做兩部分：「網路的拉近性」與

「網路的隔離性」（黃厚銘，2000），因為許多網路特性都可以從這兩個特

性做延伸解釋。 

  「網路的拉近性」指的是因為網路的關係，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

離，以及使用者之間的心理距離。網際網路是在超媒體電腦中介環境下的一

個全球網狀系統（Hoffman & Novak，1996），Hoffman 與 Novak（1996）

所 定 義 的 超 媒 體 電 腦 媒 介 環 境 （ hypermedi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s，簡稱 HCME）是以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為主要平

臺，是一個具有全球規模的動態分散式網路（包含存取網路所需的各種軟硬

體設備），透過這樣的系統將全世界連結起來。 

  「網路的拉近性」可分為物理上和心理上的拉近性，物理上的拉近性包

含了網路的「去地域性」以及「即時性」；在心理上，拉近了使用者之間的

「心理距離」（黃厚銘，2000），並透過網路上的「平等」幫助實現之。 

                                              

6
 取自 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20150901e.pdf。 

7
 資料於 2016 年 3 月 10 日取自 www.InternetLiveStats.com 

8
 取自 http://www.digita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3/06/2015-Digital-Futur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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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ffman 與 Novak（1996）在傳播學所提出的三種溝通傳播模式中，第

一種模式（大眾媒體傳播模式，見圖 二-1）就是傳統的溝通模式，第二種

模式（人際互動與電腦中介溝通模式，見圖 二-2）就是因網路的加入而形

成具有「互動性」的新溝通模式。圖 二-2 說明兩個獨立個體透過電腦作為

中介進行互動的過程，而實現和虛線則代表不同的人所發出的訊息。 

 

圖 二-1 大眾媒體傳播模式（如電視、報紙等）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參考自 Hoffman 與 Novak（1996） 

 

圖 二-2 人際互動與電腦中介溝通模式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參考自 Hoffman 與 Novak（1996） 

  謝佳玲（2015）指出，和傳統溝通媒介相比，網路有效地節省了時間與

金錢。透過網路，便能在不限次數、不限收訊人數、不限訊息數量等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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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不同地區或國家的人進行溝通。跨國企業主管可以透過電腦開視訊會

議，一群人宛如在同一個會議室完成討論，達到「去地域性」的功能。再加

上網際網路是具高互動性的傳播媒介，它改變以往大眾傳播屬於公有且單向

傳遞訊息的特質（戴怡君、董旭英，2002），網路可以更直接地拉近使用者

與其他訊息接收者和訊息發送者之間的關係。再加上網路的即時性（Miller，

1995）訊息發送者可以馬上得到大量的回饋，使用者們也能即時相互討論。

因此，使用者能藉由網路做到傳統傳播媒介達不到的互動。再者，只要是其

他人放在網路上的資源，使用者只要連上網路便能取得，不需要出門也能獲

得想要的資訊或是與他人交流訊息，網路的便利性（江中信，2002；施香如，

2003）幫使用者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見面和外出訪查。 

  上述網路在物理上的拉近性，增加了使用者在溝通上的便利性。謝佳玲

（2015）指出，參與其中的使用者在頻繁或規律的互動過程中經營人際關

係、建立情誼、凝聚共識。因此，網路拉近了在世界各地擁有相同觀點、興

趣、需求、經驗的個人，可以說明網路在心理上的拉近性。而現今的電腦網

路使得許多原本互不相識，甚至根本毫無機會相識的陌生人得以相互接觸

（黃厚銘，2000），網路的拉近性在心理層面上也讓使用者有了歸屬感。關

係的建立除了透過媒介也需要情感層面的投入，Svennevig（2014）認為情

感層面上，雙方需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同情與喜歡，才能真的建立起關係。

他提出關係建立模型的三個面向（熟悉度、團結度、情感度），其中一個「熟

悉度」（familiarity）也提到類似的概念，說明互動雙方必須有取得他人資

訊的方法或是交換訊息，以增加之間的熟悉度，換言之便是相互熟悉了解以

拉近距離。McKenna 與 Bargh（1998）認為，使用者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網路

場所中，和自己有相同意識形態（可能是主流或非主流）的人互動，從中得

到現實生活中所無法得到的歸屬感，進而降低孤獨的感受。 

  另一方面，網路的「平等」讓現實生活中具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在網路上

不會有相同的影響力（Kiesler、Siegel & McGuire，1984）。因為在網路中，

決定話語是否受歡迎的關鍵因素，是你的話語本身是否有影響力(黃文華、

陳文江，2002）。因此在網路上不分國籍、性別、貧富、階級，大家都共用

網路上的公有資源，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而每個使用者的發言都有機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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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看到。許妲（2004）認為網路上的「平等」是指網路給予任何人角逐

網絡權力的機會和自由，這樣的權力能引起他人注意、對他人產生影響力、

擁有控制他人的能力。而在人際交往中，前述三種情況都是人們所渴求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人們在網路空間要比在現實生活中更易獲得權力支配他

人，我們依舊可以說網路達到了現實社會所達不到的「平等」，網路透過平

等的實現拉近了與他人之間的心理關係。 

  「網路的隔離性」是指網路隔離了使用者在真實世界和網路中的關係，

使用者在網路上的生活和身分並不一定要與現實生活中的身分有一定或密

切相關的連結；在溝通上，網路的非同步性隔離了使用者之間的訊息傳遞，

即使同在線上的使用者也可以選擇不立即回覆對方的訊息。 

  因為網路的隔離性，網路的「匿名性」、「虛擬性」和「神秘性」也因

此產生。在網路上，為了區分不同的網路使用者，不同網路空間往往都會要

求每位使用者設立一組英數代碼組合成的帳號，而非使用本名或身分證字

號。對其他人來說，此使用名稱和帳號可能與真實身分相關，但也可能毫無

關係，它可能反映出使用者的興趣或好惡，但也可能只是亂碼不具任何意

義；但是對使用者來說，這個英數代碼組合所展現的是其身分認同（戴怡君、

董旭英，2002）。因為網路的隔離，網路使用者的英數編碼無法和螢幕前的

使用者做直接連結，對網路使用者來說，他所看見的網路身分帳號都可能是

這世界上使用網路的任何一個人，也可能是身邊的人，但是只要他不進一步

確認就無法知道；也就是說，螢幕前的使用者和網路上的其他使用者都是戴

著面具進行溝通，網路的匿名性（Sproull & Kiesler，1986；Turkle，1997；

戴怡君、董旭英，2002；施香如，2003；許妲，2004）和神秘性（許妲，2004）

指的正是這樣的特性。黃厚銘（2000）認為這樣的特性並非是消極和負面地

隱藏一個人的身分或是疏離了與真實世界的關係，而是能讓使用者「卸下真

實世界人際關係的牽絆，促成一些在真實世界中並沒有條件發生的人際關係 

（黃厚銘，2000） 」。 

「虛擬性」是指在網路世界中，網路使用者可以改變自己在真實生活中

的性別，可以扮演自己期望的角色，可以擁有與現實生活不一樣的性格等，

如同可以捏造另一個身分般的「虛擬性」（江中信，2002）。因為網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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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都是透過另一個虛擬的身分進行，並不會和現實生活的交友圈產生直接

連結，因此使用者可以將網路上的人際關係和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分開。

黃厚銘（2000）更指出因為網路的隔離，邀請別人聊天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即使被直接或間接地拒絕也不會比現實生活中與人搭訕被拒絕還難堪，其代

價和風險都降低許多。換句話說，透過網路上的虛擬身分，使用者可以表達

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不敢說、不能說或不願意說的話，而不影響到自己本來的

生活和人際關係。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到，網路特性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成為人們日常

的溝通方式，而本研究也欲利用網路的方便性進行大範圍的安慰行為研究和

語料蒐集。雖然網路使用者之間在現實生活中並不認識（或者比例較少），

但是在網路上進行互動的使用者們，都是因網路的小眾化而聚在一起，因此

使用者們也或多或少對虛擬化的自己有了經營的概念。因為網路的隔離性與

拉近性，讓使用者可以在保有隱私的同時與價值觀相近的人進行互動。透過

電腦中介溝通，創造了一個適當的環境讓受話者願意主動開口訴說，也提供

機會讓看到的人成為發話者安慰他人。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即使是互不相識

的彼此，網路上的安慰行為還是能帶來面對面和朋友訴說的效果（Caplan & 

Turner，2007）。本文，便是藉由人們生活中都會用到的電腦中介溝通進行

網路上的安慰行無研究。 

二、  溝通能力 

  一九六零年代，Chomsky（1965）所提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是語言學界的主流，他區分了「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

（linguistic performance）。他認為前者是一個天生內化的有限規則系統，人

們可以依據這個系統生成與理解所有合乎語法的句子；而後者只是人們實際

說出的話語，它並不具規則，因為人們從準備說出口到實際說出口的過程常

常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說出口的往往只是潛在語言能力不完美、不完全

的展現。因此，Chomsky（1965）認為語言學家應該關注的應該是較有研究

價值的「語言能力」，也就是「語言最核心的部分」，所有一切非語言的因

素都應被排除在研究範圍外。但是到了一九七零年初，反對的聲浪高起，因

為 Chomsky 的理論已脫離了現實情況。例如，人類內部的心理因素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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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文化，都像不存在般地被排除掉了，因此「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被提了出來。本文將針對美國的 Dell Hymes（1972）、

Canale 與 Swain（1980）、歐洲的 van Ek（1986）以及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提出的「歐洲語言共同架構」（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R）

（Council of Europe，2001）所提出的溝通能力作介紹。 

  在反對 Chomsky（1965）的聲浪中，最著名的、對語言學最具影響力

的為 Hymes（1972）（許力生，2006:195）。Hymes（1972）認為兒童在習

得語言的時候，真實情況並非 Chomsky（1965）理論所說那樣完美，因此

語言學家在觀察兒童如何建立語法系統的同時，更應該觀察兒童如何學會恰

當地使用語言能力。不同於 Chomsky，Hymes（1972）提出的溝通能力將

Chomsky 的語言能力和社會文化能力（語言應用）放在一起討論，而語言

學家普遍認為這樣的溝通能力範疇較廣，且較貼近現實（Bagarić & 

Djigunović，2007）。Hymes（1972）提出四個可檢視的問題來作為「溝通

能力」理論的架構，此為「溝通的四個面向」（ four parameters of 

communication），也有人作「溝通能力的四個參數」，見下表 二-6。後來

的學者則以下面四個詞代表Hymes（1972）的理論架構：可能性（possibility）、

可行性（feasibility）、得體性（appropriateness）和實際使用狀況（attestedness）。

Hymes（1972）的理論為語言學指出一個新的方向，並且連結到了其他的領

域。但是此理論仍只是個框架，有些地方還是不夠清楚，需要更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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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6 Hymes-溝通能力的四個參數9
 

可能性 

possibility 

是否具有語法正確上的可能，且到什麼程度 

Whether (and to what degree) something is formally possible.  

可行性 

feasibility 

在實際使用情況下，是否可行，且到什麼程度 

Whether (and to what degree) something is feasible in virtue 

of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vailable.  

得體性 

appropriateness 

使用的內容是否得體，且到什麼程度 

Whether (and to what degree) something is appropriate 

(adequate， happy， successful) in relation to a context in 

which it is used and evaluated.  

實際使用狀況 

attestedness
10

 

是否被完整、真正地表現出來，且到什麼程度 

Whether (and to what degree) something is in fact done， 

actually performed， and what its doing entails.  

資料來源：整理自 Hymes（1972） 

  而 Canale 與 Swain（1980）則表示他們根據前人的研究近一步提出溝通

能力的理論框架，他們認為溝通能力是由三個能力組成：語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語法能力指的是語言學上的知識，包

括詞彙、構詞、句法、發音等規則。不管是溝通教學法或是其他教學法，只

要教學目標包含教導學習者如何選用詞彙和表達話語的字面義，那麼就屬於

語法能力範疇，因此語法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社會語言能力是由兩個

規則所組成：社會文化使用規則（sociocultural rules of use）以及語篇規則

（rules of discourse）。社會文化使用規則是指，當闡釋話語中的社交意義，

尤其是發話者想法與字面義之間兩者關係的透明度低時，社會文化使用的規

                                              

9
 表格左欄四詞中文翻譯參考自許力生（2006），表格右欄的中文部分為筆者翻譯。 

10
 參考自 Cook（2003:42）。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38 

則更為重要。此規則首要注意的是在不同語境因素中，命題（proposition）

和溝通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s）之間的適當性；再者，則是注意發

話者的態度和風格是得體的，且是透過特定的語法形式和內涵的社會文化內

容所傳達出的。命題和溝通功能不恰當的例子，如：在一間餐廳裡，儘管服

務生的命題內容和溝通功能都符合語法，但是在該場合中服務生不能下令要

客人點某一個餐點（Canale & Swain，1980）；而說話態度和得\體的風格也

是溝通時要考量的因素，如：一間有高級有品味的餐廳裡，幫忙點餐的服務

生說：好，大塊頭，你和這女人要吃啥？11（Canale & Swain，1980），這

明顯不合宜；而語篇規則可以從搭配（cohesion）和話語關聯（coherence of 

utterances）理解。如 Canale（1983）就舉例說明： 

A: What did the rain do?（雨做了什麼？） 

B: The crops were destroyed by the rain.（農作物被雨破壞了。） 

B 的回答雖然符合語法，在社會文化規則上也很恰當，但是卻不符合語篇能

力，因為 B 與 A 的回答中間少了關聯性，若是將 B 的回答改為「雨破壞了

農作物。」則兩者之間就有了相同的話題「雨」作為串聯。最後一個策略能

力則是由口語和非口語的溝通策略組成，是為了補救任何可能因為不同語境

或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溝通不良情況。這些策略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與語法

能力相關的（例如，怎麼理解一個人不熟悉或是暫時想不起來的語言形式），

和與社會語言能力相關的（例如，不同的角色扮演）。許力生（2006:203）

指出，Canale 與 Swain（1980）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將策略能力歸類為溝通能

力之一。因為 Canale 與 Swain（1980）是從二語學習者的角度制定溝通能

力的框架，他們認為只有將策略能力視為溝通能力的知識之一，二語學習者

在溝通上才有辦法達到特定的水準。但之後的版本，社會語言能力中的語篇

能力被獨立出來，與語法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視為溝通能力的

四種必須具備的條件（許力生，2006；Bagarić & Djigunović，2007），請見

下表 二-7。儘管 Canale 與 Swain（1980）的理論已成為溝通教學法的重要

理論之一，但是仍然缺乏文化要素對語言使用的影響（張紅玲，2007）。 

                                              

11
 原文為：O.K., chump, what are you and this broad gonna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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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7 Canale 與 Swain 的溝通能力架構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語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 

社會語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語篇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 

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整理自 Canale 與 Swain（1980） 

  Van Ek（1986）的溝通能力理論（communicative ability）和 Canale 與

Swain（1980）的比起來又更全面合理些（張紅玲，2007）。Van Ek（1986:30）

認為拓展「外語學習」（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簡稱 FLL）的範疇，對

於探討什麼是「溝通能力」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他藉由分析溝通能力應具

備的條件來架構出外語學習的範疇，Van Ek（1986:33）提出了「全面的外

語學習目標框架」（A 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FLL objectives），他認

為溝通能力所應包含的六個能力如下表 二-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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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8 Van Ek 的全面的外語學習目標框架 

 

 

 

 

全面的外語學習目標框架 

A 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FLL 

objectives 

語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 

社會語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語篇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 

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社會文化能力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社交能力 

social competence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整理自 Van Ek （1986） 

  Van Ek （1986）提出的六項能力中，前四項和 Canale 與 Swain（1980）

的溝通能力所要表達的概念相同，而後面所提到的社會文化能力和社交能力

則是 Van Ek（1986）根據前人提出的觀點所修訂到自己理論框架中的兩項

能力。社會文化能力指的是外語學習者所學習或使用的特定語言其實都有一

個參考框架（reference frame），然而這個框架反映著該語言母語者所共有

的社會文化。因此，對外語學習者來說，他們可能面對和自己母語相同或不

同的社會文化；這也意味著在溝通時，外語學習者必須對目標語的社會文化

有相當程度的熟悉，所以將這觀點命名為社會文化能力。而社交能力是指若

兩個人或以上共同努力參與某項互動時，這表示他們必須有這個意願以及能

力來完成互動，而互動的意願包含了動機、態度和自信；互動的能力包含了

同理心以及掌控社交情形等特質，Van Ek（1986）將以上統稱為社交能力。 

  從上述所整理的，學者認為語言表達的「得體性」是一項被語言學家忽

略的指標之一，然而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說什麼合適的話才是溝通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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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注意的。Bachman 與 Palmer（1996）定義的語言能力由兩大領域組成：

語言知識領域和策略知識；而語言知識是又包含組織知識和語用知識組合而

成，策略知識則包含目標設定、評估、計畫，請見表 二-9。而其他學者，

如 Canale 與 Swain（1980）和 Van Ek（1986）所強調的溝通能力中的社會

語言能力、策略能力、溝通能力其實都不屬於語言知識的範疇，可見溝通能

力是和其他領域的結合，只有語法能力好的語言學習者並不代表溝通能力

好。 

表 二-9 Bachman 與 Palmer 的語言知識領域 

 

 

 

語言能力 

language ability 

 

語言知識 

areas of language 

knowledge 

語法知識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文本知識 

語法知識 

語用知識 

pragmatic 

knowledge 

功能知識 

社會語言知識 

策略知識 

areas of strategic 

knowledge 

計畫 planning 

評估 assessment 

目標設定 goal setting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Bachman 與 Palmer（1996:68） 

  從語言應用的角度來看，語言學若只注重語法能力很可能會脫離語言實

際的使用面，語言是用來溝通的，尤其在語言學習上不能只有語法，因此學

者開始關注如何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也同時學會「溝通能力」，紛紛開始增補

語言學習的知識架構。而「歐洲語言共同架構」（CEFR）（Council of Europe，

2001）也是在這樣的潮流下制定出一套語言學習、教學和評量的標準，並且

將具備溝通功能的語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s）視為語

言的使用和學習的十大指標之一。CEFR 的溝通能力是由「語言學、社會語

言學和語用學」三個領域的結合，而策略（strategies）雖然也在指標當中但

是並未歸類在溝通能力範圍中。筆者根據 Bagarić 與 Djigunović（200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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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方式，整理了 Hymes（1972）、Canale 與 Swain（1980）、Van Ek（1986）、

Bachman 與 Palmer（1996:68）以及歐洲語言共同架構（Council of Europe，

2001）所提出的溝通能力，請見下圖 二-3。 

 

圖 二-3 本小節各學者的「溝通能力」相同與相異比較 

資料來源：本文參考 Bagarić 與 Djigunović（2007：102）所修改繪製 

  我們可以看出，溝通能力自 1960 末以後漸漸受重視外，學者們也努力

將這個框架制定得愈加完備，以期讓語言學習、教學和評量能有個更明確的

指標。而筆者也相當同意 Bagarić 與 Djigunović（2007）總結各學者的理論

所下的評論：他認為溝通能力是動態，非靜態；是與人際相關的，而非個人

內省的；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且是受語境所影響的。 

  總結上述，從語言家的觀點來看，溝通確實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不同

技能的綜合應用。而 Canale 與 Swain（1980）、Van Ek（1986）、Bachman

與 Palmer（1996:68）以及歐洲語言共同架構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策略能力」。

因此，筆者希望透過研究找出在安慰行為中，漢英兩文化背景所應用的不同

策略。透過策略的整理，教導漢語學習者在進行安慰時能成功且有效的達到

溝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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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腦中介溝通 

  電腦中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簡稱 CMC）指「透

過電腦作為中介所進行的溝通行為」（Kim，2002；Castells，1998）；傳播

學也常用此名詞並譯作：「電腦中介傳播」，定義為「利用電腦來幫助人們

進行資訊交換以達成其他傳播行為的方式」（Culnan & Markus，1987）。

Castells 在《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夏鑄九等

譯，1998:365）一書中提到在美國大規模的電腦中介溝通是在 1990 年代初

期發生於大學的研究生和教職員間，因為他們是當時的網際網絡主要使用

者。而全世界幾乎也照著同樣的模式散播，電腦中介溝通是以大學為中心的

方式擴散，傳給一代又一代的學院生，他們在當時是最有機會接觸電腦的

人，也有快速學習知識和快速習慣電腦的能力。此新的科技也吸引了許多學

者進行研究，因此本節將延伸第一節網路特性，介紹電腦中介溝通以及應用。 

(一)  電腦中介溝通特性 

  本章第一節簡單介紹了 Hoffman 與 Novak（1996）的傳播理論，以下筆

者針對電腦中介溝通整理除了第一節提過的「互動性」之外的其他五種特

性，分別為：非同步性、非線性、小眾化、超媒體、表情化，共六種特性。

以下將一一分述。 

「非同步性」（asynchrony），指在網路中訊息發送者和訊息接收者不

需要同時使用媒介才能溝通，已經送出的訊息會貯存在網路的伺服器中，並

不會因為訊息接收者時間內沒有接收到而消失，因此使用者可以在任何自己

方便的時間收發訊息，使得傳播系統控制權的一部份由訊息傳送者轉移至接

收者（Rogers，1986；Miller，1995；江中信，2002；Patel、Rampersad & 

Sooknanan，2012）。網路的「非同步性」讓使用者在發出訊息之前，擁有

非常充分的時間組織和表達自己的想法。而訊息接收者可以選擇不立即給予

回應，甚至是不予回應。訊息接收者能有一個延緩的時間、一個思考的空間，

不像面對面溝通，會因為表情而給他人一個過於直接的回饋（許妲，2004）。

換句話說，使用者若想拒絕別人或是說出心裡真實的想法，也不用考慮到現

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而有所為難或是改變自己心裡的本意。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44 

  「非線性」（nonlineraity），是指溝通過程中，訊息傳遞的方向並非單

一而是雙向的，每一個人既是訊息發送者也可以是訊息接收者，使用者們可

以進行一對一溝通、一對多或是多對多的溝通（Rogers & Rafaeli，1985；

Rogers，1986）。雖然 Hoffman 與 Novak（1996）並未提出「非同步性」此

一名詞，但是其理論的第二個模式（請見本章第一節圖 二-2）便清楚地看

出科技的發展打破了以往單向、線性的溝通傳播模式（如本章第一節圖 

二-1）（夏鑄九等人譯，1998）。再加上，透過傳送網際網路的超連結，使

用者常常以超文字（hyper-text）的方式進行溝通，使用者也可以根據個人

的需求透過不同的連結點，進行非循序式的閱讀，因此使用者可以發展個人

化的閱讀路徑，在相關連結點中彈性地瀏覽檢索（陳思齊，2000）。 

  「小眾化」（demassifying），傳統透過電視、報紙等中介，大家接收

到的訊息都相同，但是現在透過電腦中介，每個人收到的訊息內容皆不相

同、比較個人化（Rogers，1986）。換言之，透過電腦中介可以讓資訊交換

符合個人的需求（Patel et al.，2012），因此使用者多專注於自己有興趣的

地方，當興趣改變或是得不到滿足時便會離開。而興趣相同或相近者便會留

下，他們彼此間有某種程度的認識並透過電腦彼此溝通，並分享某種程度的

知識和資訊，形成「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翟本瑞，2005）。

Castells（1998:372）針對這樣的形態提出假說，他認為有兩種不同的人「居

住」在這樣的虛擬社群中：很小一部份的電子村民（electronic villagers），

他們「開發新的電子邊疆」（homesteading i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而另

一部份的人就是短暫停留的群眾，他們偶然地進入不同的社群，探索多樣的

存在。 

  「超媒體」（hypermedia），筆者使用 Hoffman 與 Novak（1996）對於

超媒體的描述作為電腦中介溝通的內容形式多元化的特點。Hoffman 與

Novak（1996）認為超媒體結合了許多不同的元素，包括收音機的聲音、電

視的動態圖像、報章雜誌的文字以及電腦的影片顯示終端機（video display 

terminal）。因此透過電腦中介溝通，文字、聲音、圖片、影像的內容都能

處理和實現（謝佳玲，2015）。 

  「符號化或圖像化文字」，人與人在面對面溝通時除了言語溝通外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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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非言語溝通（如表情、肢體動作、聲調），這些都是用來輔助在交談中

對於語意的理解。然而在網路上，文字為主要的溝通形式，隱匿了許多面對

面溝通時所具備或伴隨的這些線索，然而參與電腦中介溝通的使用者利用了

網際網路分佈全球的特點，發展出一套全球共用的特殊符號，用來表達情緒

和肢體語言，以補文字之不足。這些符號也叫做表情符號（emoticon）（王

佳煌，2000），表 二-10 為西方通用的表情符號。在西方，解讀方式同書

寫習慣為由左到右看，同時需要將表情符號順時針旋轉 90 度。因此，最常

用的表情符號都是左邊為眼睛（通常冒號代表眼睛）、中間為鼻子（有時候

會省略）、而右邊則為嘴巴。當然也有東方的網路使用者透過中文和日文內

碼與鍵盤符號的組合製成的新表情符號，請見表 二-11。與西方表情符號不

同的是東方文字表情符號並不需要旋轉，其顯示的表情圖案是正面直視的，

且常以「(  )」代表臉的輪廓。 

表 二-10 西方文字表情符號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佳煌（2000）、筆者補充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46 

表 二-11 東方文字表情符號 

 

資料來源：王佳煌（2000）、筆者補充 

  Wetherell、Taylor 與 Yates（2001）認為許多的系統都掛著電腦中介溝

通的名字，電腦中介溝通也有相當多的形式和應用，因此也無法給予一個定

義，但是學者普遍從兩個面向分類電腦中介溝通：同步性（synchronous）

和互動性（the nature of interaction），此概念也是許多學者的分類標準

（McLeod，1996；吳姝蒨，1996；Wetherell et al.，2001；翟本瑞，2005）。

而筆者認為此標準也有效地將各種電腦中介溝通模式做分類，因此也將學者

們所列出的電腦中介系統以 Wetherell 等人（2001）的概念整理於下，請見

圖 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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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4 同步性/互動性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參考自 Wetherell 等人（2001） 

  本研究的語料來源就是從擁有非同步性且能達到一對多/多對多特性的

電子佈告欄看板所蒐集的。因為電腦中介溝通「小眾化」的關係，更容易將

網路上和自己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人聚在一起（McKenna & Bargh，1998），

達到安慰行為的功能。 

(二)  電腦中介溝通應用 

  電腦中介溝通應用在社會學科的研究已慢慢普遍。而在語用學方面，大

致分為網路語言的研究，以及網路作為研究場域。謝佳玲（2005）便整理了

當今網路語言研究的概況，並指出許多文獻以電腦中介溝通的語體做為討論

的重點，甚至視為一種新的變體。這種「以書寫進行的口說」（talking in 

writing）的語體較口語正式，卻更友善（謝佳玲，2005）。而王蕾（2013）

更指出網路語言的出現雖然會衝擊規範化的語言，但是也會帶來創新。雖然

網路語言帶來了語音、句式等變異（徐豔紅，2015），但是其變化是有規律

的。因此，謝佳玲（2005）也整理了近年以網路作為研究場寓所完成的研究，

更深入探討以網路論壇所進行的語用行為。從各語言學家在網路中投入語言

學研究就可明白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對網路語言是包容，且接納的。語言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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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構通中發展，所以無論是漢語或其他的網路語言都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必

然性。因此本文也愈從網路作為研究場域，進行網路安慰言語行為的研究。 

第三節  跨文化溝通與語言教學 

  本文在第二章的第二節討論了溝通能力所要具備的條件，看到從 1970

年代開始「文化」和「策略」等概念在語用學中開始漸漸受到重視。許力生

（2006）《跨語言研究的跨文化視野》中就提到現代語言學中，對於不同文

化群體在語言使用上存在著差異，也是相對近晚才認識並且開始研究的事

情。而隨著科技發展，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相互接觸的機會越來

越多，也因為科技的方便，越來越多人選擇到海外旅遊、求學甚至是工作。

而離鄉背井、語言差異和習慣不同等原因皆可能造成心理上的焦慮以及不

安，這便是所謂的「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Taft（1977）提出文化衝

擊的六個面向：(1) 在心理調適上造成的壓力和緊張；(2) 在人際、地位、

專業和財產上的一股失落感和剝奪感；(3) 排斥新文化中的成員或是被他們

排擠；(4) 在角色、角色期待、價值觀、感覺和自我認同上都產生了懷疑；

(5) 在注意到文化差異後有驚訝、焦慮甚至是厭惡和憤慨的感覺；(6) 發現

沒有能力處理新環境的嚴重性，以上所述都與個人的心理感覺有關。而張紅

玲（2007）也提出文化衝擊的三個原因：(1) 陌生的環境和太多不確定的因

素；(2) 人際交往困難，孤立無援；(3) 個人文化身分受到衝擊。因此，我

們可以看到個體本身在母語環境原本不會有問題，但是一旦將個體放到另一

個陌生的文化圈中，個體對外產生恐懼或排斥，對內會產生焦慮或懷疑，這

都是因為該個體面對的文化圈可能和自己本身的文化圈完全不相容。因此，

跨文化溝通是語言學習者要學習的，也是面對不同語言文化圈的工作者要學

習的。本節第一部分將介紹 Byram、Gribkova 與 Starky（2002）所提出的「跨

文化能力組成要素」（component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第二、第

三部分是從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的角度看文化的不同

面向，第四部份從教學的角度探討跨文化溝通能力。 

一、  跨文化溝通能力 

  Edward T. Hall 在《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1959）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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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詞，他的著作影響

甚大，學者們也都普遍認為 Edward Hall 是此領域的奠基者（Rogers、Hart & 

Miike，2002）。而《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Littlejohn & Foss，

2009）一書中對「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詞有以下

的定義： 

  Karlfried Knapp將之定義為不同團體間各個成員因共享不同的知識以及象

徵行為的語言形式而有所不同的人際互動。12
 

  而不同團體間的認知差異會如此迥異，是因為文化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

色。Keesing（1974）認為文化可以視為一個能力系統，每個人共用其中廣

泛的設計和深層的規則，且文化的特殊性在每個人身上所展現的都不相同；

再者，文化影響著一個人如何感知世界。文化是有條理的，不單是學者所整

理出的一組符號，而是藉由人腦獲取資料、組織資料和處理資料並創造「內

心現實模型」的方式所形塑出來的知識系統。這樣的知識系統影響著人們對

於世界的認知，因此要規範這樣的一個所謂標準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並不

可行。然而 Byram、Gribkova 與 Starky（2002）從態度、知識、技能和意識

提出了「跨文化能力組成要素」（component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包括「跨文化態度」、「知識」、「翻譯並敘述的技能」、「發現並互動的

技能」以及「文化批判的意識」五種要素，請見表 二-12。 

 

 

 

 

 

                                              

12
 原文為：Karlfried Knapp defines it as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groups that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respect to the knowledge shared by their members and their 

linguistic forms of symbolic behavior.（Littlejohn & Foss，200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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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2 跨文化能力組成要素 

跨文化態度 intercultural attitudes  

（savoir être） 

 

知識 knowledge （savoirs） 社交過程知識 

實際例證知識 

翻譯並敘述的技能 skills of interpreting and relating  

（savoir comprendre） 

 

發現並互動的技能 skills of discovery and interaction 

（savoir apprendre/faire） 

 

文化批判的意識 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  

（savoir s'engager）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整理自 Byram、Gribkova 與 Starky（2002） 

  「跨文化態度」指對於他人的好奇心和開放的態度，願意闡述自己的價

值觀、信仰和行為，並且不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唯一正確的，而是抱著一個

開放的態度看其他圈外人（outsider）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理念和信仰；「知

識」，並不單指瞭解特定文化的產物，而是能預想在一個跨文化互動過程裡

有什麼需要考量，且明白不同的社交團體和身分會如何運作。所以知識可分

為兩個部分：社交過程知識和實際例證知識，後者更包括了能預測他人會如

何看待你以及你對他人的瞭解；「翻譯並敘述的技能」指能夠翻譯文件或是

其他文化的某個事件，並且以自己的話解釋、闡述它；「發現並互動的技能」

指在實際的溝通互動中能夠使用所學的知識、態度、技能，並且從中能夠學

到新的文化知識和文化實作；「文化批判的意識」是能夠對自己和他人的國

家和文化，對具體的標準、觀點、實作和產物進行評判。 

二、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 

  對於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研究最有名的應該屬 Geert Hofstede

（2001）所做的研究。他透過問卷調查了分佈於全球三十個國家的 IBM 公

司內部的員工（Gorodnichenko & Roland，2012），問卷內容是與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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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有關的問題，他費時 15 年完成這項大型調查，概括出四個文化差異比較

明顯的價值觀面向：集體與個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cultures）、強與弱不確定性規避（strong and weak uncertainty avoidance）、

高與低權力距離文化（high and low power distance cultures）、女性與男性文

化（feminine and masculine cultures）。研究文化與溝通的理論有很多，而集

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的概念是學者最常用來比較和解釋兩個文化的面向

方法之一（Gudykunst & Lee，2002）。 

(一)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定義 

  Hofstede（1983）對集體主義文化的定義是：「一個文化重視團體認同

的程度大於個人認同，重視團體權利的程度大於個人權利，重視團體需求的

程度大於個人需求」；而個體主義文化則剛好相反：「一個文化重視個人認

同的程度大於團體認同，重視個人權利的程度大於團體權利，重視個人需求

的程度大於團體需求」。因為個體主義文化是附屬於人際連結關係較弱的社

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只需要照顧好自己以及最親近的家人即可；但是集

體主義文化則否，它所屬的社會文化是自人們出生便與所屬的內團體

（in-groups）有強烈的關係和凝聚力，人們一生都受所屬內團體的保護，而

人們對於所屬內團體的忠誠也是毫無疑問的（Hofstede、Hofstede & 

Minkov，2010）。 

  簡單來說集體主義文化重視的是「我們」（we），而個體主義文化重

視的是「我」（I），然而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其實是相對的，並不是

絕對的。這個文化面相所代表的是一個個體對於自己的需要有多少程度的重

視，透過 Hofstede（2001）的問卷比較之後看各個國家文化是偏向個體主義

文化或集體主義文化。集體主義文化以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和祕魯為代表，

而個體主義文化則以美國、大英國協、荷蘭和澳洲為代表，請見圖 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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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 Hofstede-個人主義量表13
 

資料來源：Gorodnichenko 與 Roland (2012) 

  而 Triandis（1995）則以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為基礎，又根據各個

文化間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同提出「水平與垂直文化」（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ultures）。在水平文化中，人們會認為自己與其他個體之間是相同的，且

水平文化非常推崇「平等」（equality），不認為自己異於他人是一件好事；

而在垂直文化中，人們會認為自己和其他人是不同的，垂直文化的社會也期

待個體能在團體中表現突出，並不強調所謂的「平等」。 

透過 Triandis（1995）的水平與垂直文化區分 Hofstede（1983）的集體主義

與個體主義文化，則有四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圖 二-6）：垂直集體主義文

化、垂直個體主義文化、水平集體主義文化、水平個體主義文化。

                                              

13圖中顏色越深，則個人主義文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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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6 文化類型四分圖14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參考 Triandis（1995） 

  垂直集體主義文化以菲律賓和韓國為代表，個體被要求要融入於所屬團

體，但同時可以接受或期待他們在團體中表現突出，他們並不崇尚平等或自

由。垂直個體主義文化則以美國為代表，他們的表現都以個人為主，所代表

的是自己，每個人都希望能在團體種中表現突出，他們重視自由且認為平等

是相對來說較不重要的。水平個體主義文化以瑞典和挪威為代表，他們認為

個體所代表的是自己，但並不突出於團體，他們推崇平等及自由。水平集體

主義文化以日本為代表，他們非常重視平等，但不重視自由，因此團體中的

個體之間會要求自己不異於他人，且事事以團體為重（Triandis，1995；

Gudykunst & Lee，2002）。 

  根據 Hofstede（1983），參見圖 二-5，本研究的漢語文化是屬於水平

集體主義，而美國則是垂直個體主義，兩個文化分屬不同極端。本研究希望

能夠了解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文化民族是否會在安慰言語行為上表現出差

異。  

                                              

14資料來源：整理自 Triandis（1995）、（Gudykunst & Le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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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特徵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其中又以自我和

團體間的看法和價值觀為兩者文化最主要的不同。以下將從自我概念與內團

體重要性（importance of ingroups），以及其他價值觀分析集體主義與個體

主義文化間的特徵。 

  Gudykunst 與 Lee（2002）整理了 Trandis（1988，1995）對於內團體重

要性的理論，他認為這是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最大的不同。「內團體」

是指對於其中成員來說很重要的團體，而且團體中的個體會願意為此團體做

出犧牲（Trandis，1988）。對個體主義文化的成員來說，他們有許多特定

的內團體（例如，家庭、信仰團體、溝通社團、工作等），這些團體都會影

響他們在社交中的行為。但是就因為他們有太多的內團體，因此每個特定的

內團體對個體行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相對來說非常小。相反來說，集體主義文

化的成員只擁有幾個內團體，例如，工作團體、大學、家庭等，這些內團體

對亞洲的集體主義文化成員來說非常重要，且往往能影響他們在社交中的行

為。 

  集體主義的自我是他人導向的，並依附於所屬的內團體，集體主義社會

中「團體」才是最基本的單位。他們重視的是自我和內團體成員之間的關係

以及自我對內團體的付出，例如為了公司的團體利益而犧牲個人的下班時間

來加班，並且將團體榮譽和團體目標放在個人榮譽和目標之前。此外，集體

主義文化非常重視層級的觀念，平輩之間相互依靠而長輩和晚輩之間則重視

提攜照顧和聽命服從。因此，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對於內團體的自己人和團

體之外的人會有明顯不一樣的標準。因為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認為彼此互相

依賴的，他們也受惠於內團體相互照應所帶來的好處。相反的，個體主義文

化對自我的概念非常強，他們將個人視為獨立不附屬於任何團體的個體，個

人是最基本的單位。因此，他們認為將自我的特質表現出來、追求個人的成

功、以及展現出自我的能力、個人獨特的特質、以及個人對事物的看法都是

很重要的。與集體主義文化相較之下，個體主義文化並不追求個體與內團體

之間的和諧關係，個體主義文化的成員對於內團體的自己人和部屬與內團體

的外人標準都相同，因為他們並不依附於特定的內團體，他們注重的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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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和自我價值，他們並不推崇為了團體或他人而犧牲個人（Triandis，

1989；Gao & Ting-Toomey，1998；Gudykunst & Lee，2002；Gorodnichenko 

& Roland，2012）。 

  除了與內團體的連結性之外，Hofstede 與 Hofstede（2005）也點出集體

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在一般規範和家庭中的不同：集體主義文化會讓孩子學

者以「我們」思考，且盡量避免使用「我」這個詞；個體主義則相反，會讓

孩子學者以「我」進行思考，並且鼓勵使用「我」這個詞。另外，Gorodnichenko

與 Roland（2012）也將集體主義與個體主以文化的其他面向做了表格整理，

請見下表 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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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3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比較 

比較點 個體主義文化 集體主義文化 

思考形式 分析 整體 

焦點關注 主體多於環境背景 環境背景多於主體 

推理形式 根據抽象的邏輯規則 根據語境或功能關係 

偏見  基本歸因錯誤、名詞偏見 無基本歸因錯誤或名詞偏見 

理解 注意言內之意 注意言外之意、 

和非文字語言 

行為相異處 
  

努力 vs 能力 注重能力， 

失敗後會進行工作調配 

注重努力， 

失敗後會投入更多努力 

突出或配合 突出十分重要 整體的一致性十分重要 

選擇 自主選擇 團體共同決定 

關係的差異  內外團體之分：低 內外團體之分：高 

被強迫選擇 不滿 來自內團體就喜歡 

散漫 皆相同 對內團體較少 

信任 皆相同 對內團體較多 

關係流動性 高 低 

資料來源：Gorodnichenko 與 Roland（2012：27-28），本文翻譯。 

三、  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 

  若在人與人的溝通過程中，把對話中的其中一句單獨拿出來看，意思很

可能會改變或是讓人不明其義。因為，缺乏了語境（context）。然而，即使

有了語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句子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的。在過去，

那時變化沒那麼快、也沒那麼複雜，溝通雙方（說話、書寫）都極為熟識，

大家在相同背景、共同語境下要相互理解並不困難；現在，變化快速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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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少人願意付出心力瞭解他人，如溝通時總是無法理解他人，溝通失敗，對

世界進而也會產生了疏離感。（Hall，1977）。 

(一)  高低語境文化定義 

  Edward Hall 在《超越文化》（1977）一書中更深入說明語境與文化的

關係，「文化決定了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達的方式、感情流露的方式、思

維方式、行為方式、解決問題的方式等（譚幸，2012）」。他認為任何交流

都可以分作為高語境（high-context，HC）、低語境（low-context，LC）、

或是中語境（middle context）。高語境交流以及高語境訊息指的是，大部分

的訊息內容都已內化到個人，並以肢體等非語言的形式展現，很多訊息都不

是用語言表達出來，語言所傳達的只是微量的訊息。因此，對於溝通雙方而

言，掌握語境才是理解訊息的關鍵，因為身處高語境文化的人們在交流時常

常將資訊置於溝通環境中（張紅玲，2007）。低語境的交流以及低語境訊息

則剛好相反，任何因為語境而可能缺失的資訊都須清楚地表現出來，因此大

部分的內容都已清楚地表達在語言中，對於語境的依賴較小。Hall（1977）

也強調，語境量表（context scale）是連續的，高、低語境各居一端，各個

文化應屬於何種語境都是相對的，只是大多數的文化有其傾向性。例如美國

文化雖然不是最極端的低語境文化代表，但還是偏屬低語境文化，而德國、

瑞典都是比美國還更偏向低語境的文化，這都是經比較而來，而非絕對的

（Gudykunst，1983）。 

(二)  高低語境文化特徵 

  Hall（1977）提出高低語境文化理論後，後人也相繼投入研究，從語境

高低檢視兩種文化表現出的差異。本小節將整理前人對於高低語境特徵對

比、表達方式、以及發話者和受話者在溝通中的責任的相關文獻。  

  高低語境文化出現在所有的文化圈中，也被使用；然而高低語境文化並

不是擇一使用，只是該文化圈中會有一個比較強勢的高或低語境文化表現

（Gudykunst & Lee，2002）。Gudykunst 與 Ting-Toomey（1998）指出，根

據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偏向表現低語境文化，而集體主義文化成員偏向表現

高語境文化（引自 Gudykunst & Lee，2002）。Lustig 與 Koester（2006）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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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低語境的描述進行整理，高語境文化特點有：內隱婉轉且隱晦的訊息、

較多的非言語訊息、反應很少外露、圈內圈外有別、人際關係緊密；而低語

境文化特點則是：外顯直接且精確的訊息、注重言語編碼、訊息依賴傳遞者

表明、反應外露、圈內外界線模糊、人際關係不密切，上述都是對於高低語

境特徵較為概括的特點描述（陳麗芳，2010；楊慧，2012）。 

  從表達方式來看，高語境文化在溝通中多採用的是間接含蓄且較有禮貌

的表達方式。偏向措辭婉轉或是使用「可能」、「或許」等具有猜測性含意

的不確定性詞語，且溝通中為了保住面子會有較多的客套話，較少的自我揭

露；低語境文化則相反，表達方式清楚直接且客觀，偏愛使用絕對性詞語，

因此不太有高語境中的客套話，而是更傾向自我揭露以及表達個人情感（楊

慧，2012；呂雪芬，2012；承曉燕，2012）。以中國為例，其在語境量表中

是偏向高語境文化的一端，中國文化注重的是意合，因此著重在語境的舖陳

（李靜宇，2014），而表達方式因講究委婉，所以習慣採用非直線的方式，

例如中國詩歌便是高語境文化的最高境界，既精煉又留有許多想像空間。所

以中國人（高語境文化）常會覺得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的人說的話太多，

而且非常直白顯得無理魯莽；反之，西方國家的人常覺得中國人講話不清不

楚，聽不懂意思（楊慧，2012）。 

  除了表達方式，高低語境對於訊息的接收者及發出者所需肩負的責任有

不同的看法。在高語境文化中，受話者才是需要解釋或理解意義的人，因此

受話者能否領悟並推斷出發話者的真正意圖，才是溝通交流能否成功的關

鍵；反之，在低語境文化中，意義便在訊息發出者所要傳達的訊息中，因此

溝通交流的成功關鍵便在訊息發出者身上，訊息發出者有責任以最清晰的表

達方式讓受話者明白訊息內容（張魯寧、楊 穎，2008；呂雪芬，2012；楊

慧，2012；呂朦，2014）。 

第四節  小結 

  在前人的安慰言語行為研究中，已從很多理論解釋安慰言語行為。但是

針對跨文化的漢英對比的僅 Long（2009）的研究，但是 Long（2009）的語

料來源是問卷，並非針對網路上的安慰言語行為。而針對網路蒐集語料的僅

周小麗（2011），但是周小麗（2011）是蒐集部分網路語料和面對面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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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進行對比。而 Lemieux 與 Tighe（2004）發現重大事件（如死亡）的發

生較易令人尋找支持和安慰，因此本文下一章將針人生中可能會發生令人想

尋求安慰的的重大事件（大事件）和日常事件（小事件）到網路上蒐集大量

語料且進行漢語和英語在網路上的安慰行為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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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研究中的各個步驟。第一節為研究流程，交代本文研究方法的

程序。第二節為語料介紹，包含語料來源的平台介紹、語料的細部來源以及

語料蒐集的方式。第三節為策略分類，是本文根據語料所提出的安慰行為策

略分類。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文的研究流程以下圖示之： 

  

 

圖 三-1 本文研究流程 

  筆者確定將《PTT》與《Reddit》作為語料來源的平台後，便搜尋以及

瀏覽可能的看板。進入看板後根據發文者所發出的文章，首先判斷是否符合

本研究的情境，再瀏覽其他使用者所回覆內容是否達到安慰行為的意圖，符

合者便作為本文語料。每個情境各蒐集滿一百筆後，筆者先再次概覽語料擬

定策略分類，接著根據擬定的策略架構逐一分析每筆語料，一邊分析一邊修

正本文的策略架構。 

  本研究欲從網路蒐集三種需要接受安慰的相關情境：人際關係、健康、

職場或學校（下面以「職場／學校」示之），並根據 Lemieux 與 Tighe（2004）

再將這三個大情境分為重大事件以及日常事件。本研究三個大情境中的事件

大小區分，除了參考 Lemieux 與 Tighe（2004）架構之外，亦根據網路文章

中常見情境做一個微型調查，藉以分類為重大事件或日常事件。因考慮到語

料是從網路使用者中蒐集，因此問卷也於社交網路平台中發放。回收問卷共

選定平台 看板瀏覽 蒐集語料 

歸納策略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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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份，有效問卷共 104 份15。 

  本文結合問卷結果後所設置的三大情境與所包含的重大事件與日常事

件分類列舉如下，重大事件以實線方框示之，而日常事件則以虛線方框示

之： 

 

圖 三-2 本文研究情境架構圖 

(實線為重大事件，虛線為日常事件)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15
 男女比例為 33%與 67%，年齡範圍分五個層級：18 歲以下為 15%、18 歲至 23 歲為 7.7%、24

歲至 30 歲為 58.7%、31 至 40 歲為 15.4%、41 歲以上為 6.7%。但問卷性別與年齡與本文研究無關。 

情境架構 

人際關係 

遭逢失戀、離婚、親朋好友逝世 

與好友/另一半吵架、被父母責罵、

責罵孩子 

健康 

得知自己或至親好友患重症 

身體不適、高燒/重感冒 

職場/學校 

被資遣/退學、在職場/學校遭遇性

騷擾、壓力過大患有憂鬱症 

被上司/老師指責、與某位同事/同

學處得不好、到職公司難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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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語料是以圖 三-2 架構做分類，其中「失戀」在調查結果較難區別。

而部分將「失戀」評為日常事件受訪者表示，「失戀」發生的當下確實非常

需要安慰而且也有生活脫序的情況，但是以受訪者的身分回顧此事件時，「失

戀」在心中已然成為小事。因此筆者考量到面對失戀的當下，尋求安慰的需

求性很高，因此將失戀放在人際關係中的重大事件。 

  筆者篩選語料的條件為：（1）發話者相信受話者所敘述的事情；（2）

發話者的訊息內容須與受話者的文章情境相關；（3）發話者的內容具安慰

意圖；（4）回覆的內容需要包含至少三個以上的句子。因為本文希望研究

後的教學是以段落表達為方向，因此將句子的最低數量設定為三句。而下列

為不符合語料條件的例子，皆為第一章第二節所提到的文章「為什麼在最需

要妳的時候才分手」，其他網路使用者所回覆的訊息。以下說明之： 

例 18：能詳細說明他前女友知道這件事之後的反應嗎 

例 19：分手原因如果是你偷吃，暴力。。之類的話女友分手很合理 

  例 18 不納為本研究的理由除了為單句之外，其給人的感覺是不相信受

話者，對受話者的內容有所質疑才提出此問，而且內容所提到的「前女友的

反應」於此事件的關係度不大。因此這類訊息筆者將不納入語料。而例 19

中，發話者的安慰意圖不明顯，發話者可能認為受話者沒有說出全部的事實，

因而說出了例 19，言下之意就是發話者認為受話者不需要同情。 

例 20： 

這篇應該是來亂的 

你會告訴你朋友 PTT 的帳號 但是不一定會告訴他密碼 

好 就當他自動登入 又或者好到密碼都告知 

那我們來說說用字習慣 

依照打字習慣來說 這位原 PO 習慣在句尾加上 "…" 

這應該是大家顯而易見的事情 

剛好這位 "朋友" 那麼巧 也習慣打字句尾打上 "…" 

再來 

1 + 2 6/23 pkj22519     □ [心情] 由工具人變成了朋友？(代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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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5 7/23 pkj22519     □ [求助] 跟夜店的女生在一起錯了嗎？ 

3 + 3 8/04 pkj22519     □ [分享] 跟夜店的女生在一起錯了嗎？(續) 

4 + 8/22 pkj22519     □ [心情] 跟夜店裡的女生在一起錯了嗎？(分手了) 

5 +31 4/19 pkj22519     □ [討論] 各位試過冷戰多久？ 

6 +爆 4/19 pkj22519     □ [心情] 為什麼在最需要妳的時候才分手 

7 +84 4/19 pkj22519     R: [心情] 為什麼在最需要妳的時候才分手(更新) 

這麼多篇文章裡面 排除第一篇是代 PO 的 其他 2～6 篇中 

時間格式 原 PO 跟朋友 同時慣用 xx:xx a.m 

文字採納 原 PO 跟朋友 同時都喜歡在文中加一堆 "了" 

當然 如果是真的 我絕對獻上無限的祝福 

不過這些疑點真的太雷同 

不然你這位這麼好的朋友來解釋一下吧~ 

  而例 20 雖然句數符合本研究的要求，但是發話者的立場為不相信受話

者，如筆者在第一行底線標註的句子，而後發話者舉出許多資料以及證據佐

證自己的說法，此篇明顯不具備任何安慰意圖，因此不納入語料。 

第二節  語料介紹 

  本結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小結為平台性質，將本文所選的漢英兩大電子

布告欄系統做詳細介紹。第二小結為語料來源，將說明筆者是從那些看板搜

集來源，以及其中的比例。第三小結為語料蒐集，將詳述筆者蒐集語料的程

序。 

一、 平台性質 

  漢語語料來源的平台為「批踢踢實業坊」（以下簡稱 PTT），而英語則

為「Reddit」。兩者皆為電子布告欄系統，其特色為大量的瀏覽人次、主題

分流和以文字為主的介面。 

  「批踢踢實業坊」，也作「批踢踢」或「PTT」。批踢踢創立於 1995

年 9 月 14 日16，是由當時就讀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的杜奕瑾

                                              

16
 資料取自《PTT 發展沿革》http://mfa.techart.tnua.edu.tw/~b9962038/website/bbs-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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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立的。「PTT」不具營利性質，其主機仍在台灣大學中。根據「PTT」

的統計，系統裡面根據不同主題分類的看板總共有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個，總

註冊人數在 2013 年 12 月 22 日正式達 200 萬人，今年（2016）2 月份網路

使用的尖峰時段，即同一時間使用「PTT」的人數高達 14 萬，可見在台灣

地區「PTT」的使用者具相當的規模17。「批踢踢」主要使用者族群的年齡

句推算應約為 30 歲左右18，男性約佔六成而女性約占四成19。 

  「Reddit」創立於 2005 年 6 月 23 日，其音可拆成「red‧dit」與英文

read 發音接近。Reddit 是由當時就讀維珍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 Steve Huffman 和 Alexis Ohanian 創立的，現在雖為先進出版（Advance 

Publications）的子公司，但 Reddit 仍是獨立運作，總部在美國加州的舊金

山。根據「Reddit」網站上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6 年 3 月 2 日的統計，總

共有近三百五十萬的總註冊人數，而同年二月總共有超過兩億人上去拜訪，

平均每天都有超過六百萬的上站人次，使用者的規模相當龐大20，也創造了

高達三十四萬六百一十個看板21。Reddit 的主要使用族群為 18 至 29 歲，男

性約為女性的三倍22。 

                                              

17
 統計數據於 2016 年 3 月 10 日取自批踢踢系統。 

18
 批踢踢現已取消使用者資料統計，而從 2011 年的統計資料來看，當時使用者平均年齡為 25 歲。

而這五年間新興社交平台的發展減少了年輕族群的注入，因此時至今日 PTT 使用者平均年齡合理

推算應再增加 3 至 5 歲。資料來源：https://www.ptt.cc/bbs/PttSuggest/M.1296915540.A.4F6.html 

19
 PTT 2014 年 12 月 24 日於 Facebook「ptt 鄉民百科」統計了在 15000 多個按讚的人中，有 62%

是男性，38%是女性。資料來源：

http://zh.pttpedia.wikia.com/wiki/Ptt%E9%84%89%E6%B0%91%E7%9A%84%E6%80%A7%E5%88

%A5%E6%AF%94%E4%BE%8B 

20
 統計資料於 2016 年 3 月 10 日取自 https://about.reddit.com/ 

21
 資料取自《reddit metrics》http://redditmetrics.com/visuals/reddit-growth-gif 

22
 資料取自《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3/07/reddit-demographics-in-one-chart/2775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7%8F%8D%E5%B0%BC%E4%BA%9E%E5%A4%A7%E5%AD%B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ve_Huffm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is_Ohania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9%80%B2%E5%87%BA%E7%89%88%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9%80%B2%E5%87%BA%E7%89%88%E5%85%AC%E5%8F%B8
http://zh.pttpedia.wikia.com/wiki/Ptt%E9%84%89%E6%B0%91%E7%9A%84%E6%80%A7%E5%88%A5%E6%AF%94%E4%BE%8B
http://zh.pttpedia.wikia.com/wiki/Ptt%E9%84%89%E6%B0%91%E7%9A%84%E6%80%A7%E5%88%A5%E6%AF%94%E4%BE%8B
https://about.reddit.com/
http://redditmetrics.com/visuals/reddit-growth-gif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3/07/reddit-demographics-in-one-chart/27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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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布告欄系統雖然可以透過超連結傳遞多媒體訊息，但是整體而言仍

是以文字為主。然而，網路語言並不能與書面語完全劃上等號，除了兼具口

語的輕鬆感，也有網路語言中特有的表達方式。謝佳玲（2005）根據網路語

言特性歸納了三點：簡化性、創新性以及生動性，這些在電子布告欄系統中

都可見。例如「OP」，在兩平台都可見，在「PTT」是代表「over post」（重

複張貼），指 A 網友的文章，與之前 B 網友的文章內容重複，其他網友發

現後，會以訊息「OP」提醒 A 網友或請看板管理人處理；在「Reddit」中，

則是代表「original poster」，指某文章最開始的發文者，兩語言「OP」的

意思雖不同但是都用來簡化其各自代表之意。而兩大平台也當然有其創新的

語言，如「PTT」中的「魯蛇、小魯、本魯」其「魯」字便是取英文「loser」

的諧音，也就是「失敗者」；而「Reddit」中也隨著現今越來越多收看電視

劇的平台，因而有了「binge-watching」一詞，指以馬拉松的方式不停觀賞

某電視劇或影集。而網路語言的生動性，更是不同於書面語的特點，許多表

情符號與文字的搭配使用都是不同語氣的展現，對使用者來說這些非語言訊

息和文字訊息都一樣重要。 

二、 語料來源 

  以下筆者將以表格列出本文從「PTT」不同看板所蒐集的漢語語料，以

及從「Reddit」不同看板中所蒐集的英語語料。 

  從「PTT」所蒐集的語料來自許多不同看板，彙整如表 三-1。每個看

板的名字即該看板主題，因此使用者所發布的文章必須與該版規定相符合。

而不同看板因受主題限制和瀏覽人數所影響，故無法平均從各看板搜集語料。

以「女孩板」為例，此看板是以女性間的互動討論為主，因此無論是女性使

用者，或是任何事情想詢問女性網友的意見，都可以在此看板發文。任何使

用者在此看板發文幾乎都能有所回應，另外此看板也規定「遣詞請避免不雅

或鄙俗詞彙以及說道傳教、不知所云」，更減少了因討論而出現的情緒性字

眼，都是讓此看板擁有高人氣的原因之一。因此可以看到表 三-1，三大情

境中都有「女孩板」作為語料來源，因為此看板可包含各種情境，而遇到受

話者需要安慰的情況，此看板中的網友也很樂意安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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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PTT》語料來源之看板 

  看板英文名 看板中文名 語料筆數 

人際關係 重大事件 Boy-Girl  男女 40 

Marriage 婚姻 60 

日常事件 WomenTalk 女孩 44 

Marriage 婚姻 56 

健康 重大事件 Anti-Cancer 抗癌 100 

日常事件 Talk  18 

WomenTalk 女孩 82 

職場/學校 重大事件 CareerLady  54 

WomenTalk 女孩 46 

日常事件 CareerLady  100 

  從「Reddit」所蒐集的語料來自許多不同看板，彙整如表 三-2。「Reddit」

中每個看板的名字便是該看板主題，因此使用者所發布的文章必須與該看板

主題相符合。但是有的看板因包含主題較廣，因此有較多的瀏覽人次和關注

者。以「/r/relationships」為例，此看板包含所有人際關係中可能會發生的問

題：約會交往（Dating）、人際關係（Relationships）、分手（Breakups）、

非愛情（Non-Romantic）、背叛（Infidelity）、個人問題（Personal issues）

以及未分類（Untagged）。因此有的網友會藉此板的高人氣在「非愛情

（Non-Romantic）」分類中發布其他任何與人相處相關的文章。這也是為何

從表 三-2 可以看到，在職場/學校情境中都是從「/r/relationships」看板中取

得語料，除了此看板包含許多主題之外，因此看板的高流量，回覆文章的比

例比較高，安慰行為也較常看見。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68 

表 三-2 《Reddit》語料來源之看板 

  看板英文名 語料筆數 

 

人際關係 

重大事件 /r/divorce 8 

/r/relationships 92 

日常事件 /r/relationships 100 

 

健康 

重大事件 /r/cancer 97 

/r/healthcare 3 

日常事件 /r/cancer 4 

/r/sick/ 96 

職場/學校 重大事件 /r/relationships 100 

日常事件 /r/relationships 100 

三、 語料蒐集 

  使用「PTT」搜集語料首先要下載專屬的瀏覽軟體（如：Open PCMan），

接著才能進入介面註冊帳號（如圖 三-3）。使用帳號登入是為了確保能夠

使用平臺裡所有的功能，且能看到全部的看板。 

 

圖 三-3 《PTT》註冊畫面23
 

                                              

23
 此網站的圖片色彩已經過調整、也已刪除不相關的篇幅，以使圖片統一方便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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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進入「PTT」之後再進入「（C）lass 分組討論區」（如圖 三-4），

接著再進入「9 生活娛樂館」，即可看到如圖 三-5，是為此分類的主看板。

此分類共包含 20 個主看板，而每個主看板又都包含數量不一的次看板。筆

者首先從主看板搜尋可能的語料來源，再一一進入次看板蒐集可作為本研究

的語料，而筆者所瀏覽的看板以及次看板所屬之分類彙整於表 三-3。 

 

圖 三-4 《PTT》分組討論區 

 

圖 三-5 《PTT》生活娛樂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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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 《PTT》語料來源─生活娛樂館看板分類 

編號  看板 

英文名 

看板 

中文名 

次分類看板 

英文名 

次分類看板 

中文名 

1 Life_Plan 人生 Marriage 婚姻 

3 SecretGarden 心情 Boy-Girl  男女 

14 PTT_Health 健康 Anti-Cancer 抗癌 

17 TalkandChat 聊天 WomenTalk 女孩 

Talk  

20 Life_Job 職場 Salary 職場 

CareerLady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整理自《PTT》 

  進入各看板以後，先按「/」符號啟動文章標題的搜尋功能，鍵入關鍵

字，如：分手（請參閱圖 三-6）。進入欲瀏覽的文章後，可以看到頁面上

端顯示該文章的作者、標題和時間，如圖 三-7。 

 

圖 三-6 《PTT》文章搜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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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7 《PTT》文章資料 

  筆者便是根據文章的標題尋找符合本研究情境的文章，該文章下方會出

現由其他使用者的回覆，如圖 三-8。而每一句訊息的最前面都會顯示出使

用者 ID，可以判斷是否為同一位使用者的回覆訊息。 

 

圖 三-8 《PTT》原文章底下其他使用者的回覆 

  除了直接回覆在文章下面之外，其他使用者可以透過發表新文章來回覆

原來的作者。雖然是其他使用者所發表的新文章，但是標題會與欲回覆文章

的標題相同，且前面多了「R:」，如圖 三-9 所示，此圖片為圖 三-6 刪除

其他資訊後的畫面。圖 三-9 中的兩筆文章標題皆為「R: [求助] 話沒說死的

時候都還有變數嗎？」，這表示兩篇文章都是回覆一篇名為「[求助] 話沒

說死的時候都還有變數嗎？」的文章。因此，筆者可以根據文章標題知道多

「R:」的文章有可能成為本文安慰行為的發話者。點入之後如果符合語料篩

選條件，這樣的文章便可成為本文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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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9 《PTT》回覆文章 

  英語語料蒐集方式較為簡單，沒有這麼多主次看板的分類，只要搜尋看

板再蒐集語料即可。進入「Reddit」首頁之後，頁面右上角有一個搜尋欄，

如圖 三-10 箭頭所示之處。在方框處輸入關鍵字之後就會出現與此關鍵詞

相關的看板。而圖 三-11 是以「divorce」（離婚）為關鍵詞搜尋後的結果。

由圖 三-11 可看出不同看板的訂閱人數、看板從成立時間、以及此看板的

簡短敘述，這些都可做為該看板是否擁有高人氣，以及是否符合本研究語情

境的判斷資訊之一。一般來說，訂閱者越多，或是成立時間越久，發表文章

和回覆文章的人也會比較多。 

 

圖 三-10 《Reddit》首頁24
 

                                              

24
 此網站的圖片色彩已經過調整、也已刪除不相關的篇幅，以使圖片統一方便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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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1 《Reddit》看板搜尋結果25
 

進入指定看板後，筆者首先根據文章提供的故事背景找出符合本研究情

境的語料，文章下方的回覆若符合本研究的篩選條件則納入本研究的語料。

從圖 三-12 的排版上可以看出方框 1 和方框 2 無內縮，因為它們都是針對

文章直接回覆，而方框 1-1 為針對方框 1 的回應（方框 1-1 可能是原發文者

也可能是其他會員）所以內縮一格。基本上而言，類似於方框 1-1 大都已偏

離原文章的討論和安慰行為，因此可從排版直接看出回覆訊息與原文章的相

關性，所以筆者都忽略。 

                                              

25圖片部分內容已經過放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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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2 《Reddit》各回覆之間的關係 

第三節  策略分類 

  本研究參考周小麗（2011）根據 Blum-Kulka et al.（1989）的語用對比

分析所建立的架構，先將安慰行為策略首先分為核心策略以及輔助策略。核

心策略指能獨立實現安慰行為，輔助策略指出現於核心策略前後的支援策

略。接著，再同樣依周小麗（2011）將核心策略分為情緒中心性和事件中心

性，再將第二章第一節提過的 Burleson（1985，1994，2005）理論作為情緒

中心性策略的架構。安慰的策略若是以受話者的情緒為主的安慰行為則歸為

情緒中心性；安慰的策略若是以分析事件、解釋問題因果、提供解決方法等

策略，則歸為事件中心性，請參閱下圖 三-13。 

  情緒中心性結構下的分類，是以 Burleson（1985，1994，2005）高、中、

低個人中心性架構，將「肯定」（Xu，2007；周小麗，2011）和「同理」

（Xu，2007；周小麗，2011；曾鳳英、竇秋萍，2012）策略分為高個人中

心性，「緩和」（Xu，2007）為中個人中心性，「否定」（Xu，2007；周

小麗，2011）為低個人中心性。而事件中心性策略則有「分析」（Xu，2007；

彭慧，2008；曾鳳英、竇秋萍，2012）、「幫助」（Xu，2007；曾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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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秋萍，2012）、「保證」（周小麗，2011），本文新增「說理」和「建議」

兩項策略，總共九項核心策略。而輔助策略則按照其序列中的位置分為「起

頭型」和「結尾型」兩種策略。除了周小麗（2011）原有的祝福和鼓勵之外，

本文新增了「表情」、「身語」、「稱呼」和「感嘆」四項策略，總共六項

輔助策略。各次類的定義與特徵因涉及分析結果，留待第四章詳述。 

 

圖 三-13 本研究安慰策略分類方式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本研究依據前述的語料篩選標準，逐一分析每筆語料的策略及所屬分

類，完成所有語料的質化分析。在策略認定方面，單筆語料若出現多次相同

的策略，則僅採計一次，以確保該項策略在安慰行為中使用頻率不因使用者

個人偏好而出現偏差。如例 21 中，總共運用兩次「分析」策略，則僅採計

核心策略 

情緒中心性 

高個人中心性 
肯定 

同理 

中個人中心性 緩和 

低個人中心性 否定 

事件中心性 

分析 

說理 

建議 

幫助 

保證 

輔助策略 

起頭型 

身語 

稱呼 

感嘆 

結尾型 

表情 

祝福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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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筆語料完成策略標記後，會再將該筆語料歸類為以情緒中心為主或

是事件中心為主的策略運用，如例 22 中，「同理」屬於情緒中心性，「緩

和」也屬於情緒中心性，因此該筆語料屬於情緒中心性為主的策略。語料分

析完畢會再進行量化統計，有關於分析結果，則將於下一章詳述。 

例 21：同理曾經 我比你幸運些，遠距了兩年才分手；分析不過那些自己

付出的用心是不會磨滅的；祝福之後你會懂得找到可以對你的用心有所回

應的人～分析只是現在你需要給自己一些時間放開手，不然你沒有機會去

牽起下一雙手。 

例 22：同理 I can relate! 同理 My husband， after he told me he wanted a 

divorce and I said "fine but I"m getting my own lawyer" told me that he was 

glad my Dad died (he'd died less than a month before the divorce bombshell) and 

he was glad I was going to die one day too. Oh and he also called me a whore 

and a freeloader. 同理 It's awful but 緩和 just be glad you don't have to live 

with the thought you said such awful things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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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完整呈現語料分析完的結果，內容分為四小節。第一節為安慰行

為的策略分析，說明安慰行為的核心與輔助策略的特徵，並舉漢語和英語的

語料作說明。第二節為安慰情境策略分析，將呈現漢英不同情境中策略運用

的頻率。第三節為安慰行為序列結構，將呈現漢英核心行為與輔助行為在不

同情境中最常使用的序列結構。第四節為研究討論，將根據研究結果進行深

入討論。 

第一節  安慰行為策略類型 

  根據第三章第二節所提出的分析架構（見圖 三-13）。核心策略是安慰

行為中最主要用來表達發話者想安慰受話者的訊息內容；而輔助策略的重要

性次於核心策略，用來協助核心策略達到安慰的效果。本結將核心策略和輔

助策略分開討論。 

一、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分為兩大類，以受話者的情緒為主的情緒中心性策略，包括：

肯定、同理、緩和、否定策略；以及事件中心性策略，其安慰內容是針對讓

受話者產生消極情緒的事件或問題為主，包括：分析、說理、建議、幫助（見

圖 三-13）。兩類策略都以不同的功能達到安慰的目的，以下依序舉例說明。 

(一)  情緒中心性 

  肯定策略：肯定策略指發話者理解受話者的狀況，且表明自己也持相同

的看法，認為受話者產生消極的情緒是合情合理的表現，或是對受話者的想

法、行為或決定給予明確的肯定。肯定策略屬於高個人中心性的安慰策略，

漢語和英語皆使用此策略。在語言形式方面，句子的主語多為「你」、「you」

開頭，或是「我覺得」、「I think」，後面會以肯定的態度再次重述受話者

所述之情況，例子26請見例 23 至例 26。 

                                              

26
 本節語料為了清楚介紹各項策略的特色，將節錄單筆語料部分內容，把相同策略放在一起比較。

節錄內容不為本文校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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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3：我覺得你已經很棒了。 

例 24：我覺得原 po 沒有輕視+1。 

例 25：Anyway you did the right thing the relationship wouldn't have lasted very   

long one sided and it'd eventually wear on you till you guys were 

miserable anyway. 

例 26：I think you showed a maturity well beyond your years and did something   

you should be proud of. 

  同理策略：同理策略指發話者表達自己能夠理解或體諒受話者的消極情

緒，或藉由說明自己或身旁之人的相似經驗，表達自己能夠理解受話者的感

受。同理策略屬於高個人中心性的安慰策略，漢語和英語皆使用此策略。在

語言形式方面，句子的主語多為「我」、「I」開頭，敘述發生在自己周遭

的類似情況，或站在受話者的立場表達關切。另外，英語在同理策略上也常

使用「I’m so sorry that …」的句式來表達對受話者的關切。例子請見例 27

至例 30。 

例 27：我真心覺得一方不愛狗，真的容易吵架！ 

例 28：跟我母親後期的狀況很像，不禁又想起那段日子了。 

例 29：I am so sorry that you are dealing with this. 

例 30：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not alone. 

  緩和策略：緩和策略指發話者對事件提供不帶感情的解釋，或是引導受

話者從另一個角度看事情，試圖弱化其消極的情緒。緩和策略是屬於中個人

中心性的安慰策略。漢語和英語皆使用此策略，在語言形式方面，句子中會

加入轉折語氣以此帶出不同於受話者的視角，如，「換個角度」、「但是」、

「而」、「只是」、「but」、「at least」，也可能以更為婉轉的方式，例

如，「可能」、「不一定」、「maybe」等來緩解受話者的負面思想。例子

請見例 31 至例 34。 

例 31：自私不一定就那麼負面… 

例 32：兩個人安排行程就是有可能這樣啦，常常會有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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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3：At least you didn't take a week long vacation and get sick on the last day. 

例 34：I don't really have any room to voice my opinion beyond that, but your 

Mom does owe it to you to share her opinion with you and let you know 

when she thinks you're making a mistake. 

  否定策略：否定策略指發話者以較為直接的方式表達和受話者不同的觀

點。發話者藉由責備受話者或否定受話者在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等方式，希望

受話者拋棄當下的想法或是接納發話者的建議，以達到轉換情緒的目的。否

定策略屬於低個人中心性的安慰策略，漢語和英語皆使用此策略。在語言形

式方面，以否定句或直述句對受話者的觀點直接提出負面評論，或者藉由「疑

問句型」來達到否定受話者想法的功能。例子請見例 35 至例 38： 

例 35：是我就不會這樣跟他說。 

例 36：你有想過你老婆為什麼不想在南部工作嗎？ 

例 37：That was a terrible idea. 

例 38：I'm gonna sound harsh and get a ton of downvotes, but why are people    

having kids when they can't eve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二)  事件中心性 

  分析策略：分析策略指發話者客觀地描述受話者當下的優劣勢、好與

壞，或者根據敘述中的資訊提出受話者未料想到的情況。發話者也可能更進

一步告訴受話者其採取的行為可能會帶來的影響和結果。因為受話者的描述

內容是發話者僅有的資訊，因此在語言形式上發話者常透過「疑問句型」來

進一步分析受話者的情況（見例 39 與例 41），並藉由「如果…（就）」、

「If」的句式為受話者提供客觀的分析（見例 40 與例 42）。分析策略與建

議策略在初步分析的過程可能會混淆，以例 40 來說，「而如果要完全確定

的話就是切除送化驗」看起來很像發話者的建議，但是該發話者是利用自己

的知識告訴受話者：「FNA」的準確性不如「切除送化驗」。這句話從另一

位具有相同知識背景的人也不會改變，因此筆者界定這段語料是發話者提供

給受話者的客觀分析。再加上，從該發話者的完整語料來看，是為了告訴受

話者「不該隨便稱醫師蒙古大夫」，並未有「建議」的傾向。因此筆者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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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語料都以發話者是否具有主觀的推薦或建議傾向作為判斷。 

例 39：他們有其他小孩嗎？如果公婆有其他小孩，你奉養他們的順位在他

們的小孩後面，他們不能告你遺棄。 

例 40：第一位曾醫師在最初幫你掃超音波時就已經看過你的結節位置了，   

接著穿刺時本來就是再用觸診確認大致位置後即可插入抽吸（頂多

刺入前再掃一次，但也非必要）…（略）；所以 FNA 準確性方面本

來就不是很完美，而如果要完全確定的話就是切除送化驗。 

例 41：Is she trying to say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that what he did to you is    

assault or not OK because he's "a little slow"? Because if that's the 

case, he's surely going to start doing it to guests soon -- and if he isn't 

doing it to guests (or to men, or when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then 

that's a pretty sure sign that he DOES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OK. 

例 42：If they have enough time on their hands to watch you and scrutinize 

every move you make then they probably aren't completing their tasks, 

or doing their work. 

  說理策略：說理策略是說明理念的簡稱，指發話者透過俗諺、個人經驗

等，來表達自己的主觀看法或事件的是非對錯。此策略是本文所增加的策

略。發話者希望透過說理策略說服受話者改變原有的想法，或是接受發話者

的建議，因此緩和策略和建議策略常會搭配說理策略來說服受話者接受發話

者的建議。在語言形式上，漢語和英語都是用直述句來表達，只是漢語更常

使用寓意豐富的諺語、成語來說明理念，且不太論及「發話者」本身，而英

語則較常使用「I think…」來表達看法。請見例 43 至例 46。 

例 4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例 44：累積的經驗跟人脈才是未來職涯的籌碼。 

例 45：I don't think that's too long to see a specialist, but it depends where you 

live. 

例 46：They may have prospective parents who will pay you a generous fe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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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you while you are pregnant and you can move away from this 

prick. 

  建議策略：建議策略是給予建議的簡稱。指發話者告訴受話者該怎麼做

對現況或是受話者本身比較好。此策略是本文所增加的策略，和分析策略相

比是較為主觀的策略，會直接或間接透露出發話者的傾向。在語言形式方面

變化非常多，發話者會使用「推薦」、「建議」、「你可以」、「I recommended 

you」、「I suggested you」加上希望受話者做的事情直接表達意見，請見例 

48 見例 50。而漢語和英語都有較婉轉或是禮貌的表達方式，漢語透過疑問

句型，如例 47，而英語則加入「maybe」或是以「You could」作為開頭；

有時面對手足無措的受話者，漢語和英語發話者都會採用「命令/祈使」句

型來表達，只是英語因其語言本身的影響，這樣的使用方式又更多，如例 49。 

例 47：可以把房子租給別人 改租公司附近嗎？ 

例 48：推薦看三總諶鴻遠醫生的部落格，有很多經驗分享。 

例 49：Do everything you can now so it doesn't turn into anything more. 

例 50：I recommend Israel or the US for treatment. 

  保證策略：保證策略是指發話者向受話者提供保證的簡稱。發話者透過

此策略來告訴受話者事情會好轉，企圖說服受話者接受自己的建議。保證策

略常常與說理或建議策略搭配，描繪較正面的未來情景給受話者。漢英都會

使用此策略，在語言形式方面，「一定」、「保證」、「you will、「 I promise」、

「trust me」等常出現在句中。請見例 51 至例 54。 

例 51：…(建議策略)…，就會改善很多。 

例 52：兩年後，我保證你隨便轉職都會是四萬以上起跳…(鼓勵策略)… 

例 53：…(建議策略)…, and you'll be back on track in no time. 

例 54：…(說理策略)… and I PROMISE, truly,  I swear, …(緩和策略)… 

  幫助策略：幫助策略是提供幫助的簡稱，指發話者提供其他資訊，或是

發話者透過其他管道和給予受話者協助。在語言形式方面，漢語和英語都有

簡單的句式向受話者表達發話者的幫助意願，如例 55 和例 58。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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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電腦中介溝通有「非線性」的特性，因此發話者提供的幫助也常常以超

連結的形式呈現。點選連結之後就會跳到發話者認為符合受話者需求資訊的

網路頁面，這樣的形式在漢英中都可見到，如例 57。 

例 55：有興趣的人可以問我。 

例 56：最近我以前同事有給我個資訊是台北市的螢橋國小徵一年長代老師 

大學畢業即可擔任系統管理師或教學組長意者可上螢橋網站或電洽

教務主任。 

例 57：This is the recipe I always use to help when I have a sore throat, I hope it 

helps! http://blog.kitchology.com/homemade-honey-lemon/ 

例 58：Feel free to P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最後比較不同情境事件中，情緒中心性和事件中心性安慰策略的使用頻

率。本研究是以每個不同情境中的一百筆語料，分別計算同一筆語料中使用

何種中心性策略較多，則歸為該種類的中心性策略，若數量相同則不予分

類。為避免個人習慣影響統計，同一筆語料的相同策略僅做一次計算。以人

際關係-重大事件為例，一百筆語料中使用情緒中心性策略為主的語料有 13

筆，因此計算為 13%（13/100*100%），最後得出下圖 四-1 結果；而同樣

情境中，使用事件中心性策略為主的語料有 66 筆，因此計算為 66%

（66/100*100%），最後得出下圖 四-2 的結果。而兩數據相加不滿 100%（僅

79%）是因為其餘的 21%為使用情緒和事件中心性策略的數量相同，因此不

予分類。  

  根據下圖 四-1 可以看出，不管漢語或英語，情緒中心性策略主要出現

在健康相關情境，但是只有漢語的使用頻率超過一半，且和事件中心性策略

相比（請見圖 四-2），只有健康-日常情境使用情緒中心性策略比例超過一

半，健康-重大情境還是以事件中心性策略為主。漢語和英語在職場/學校相

關情境皆是以事件中心性策略為主，且使用頻率都超過一半，而人際相關情

境也都以事件中心性策略為主，惟漢語在日常人際情境中使用頻率未過半。

從整體來看，將圖 四-1 中漢語的六個長條圖上的數字相加再平均可知漢語

使用情緒中心性策略的平均百分比是 25.8%（(13+20+38+62+6+16)/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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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 四-1 中英語的六個長條圖上的數字相加再平均可知英語使用情緒中心

性策略的平均百分比是 23.2%（(17+15+33+47+6+21)/6）。同理，將圖 四-2

中漢語的六個長條圖上的數字相加再平均可知漢語使用事件中心性策略的

平均百分比是 54.1%（(66+46+43+23+80+67)/6），而將英語的六個長條圖

上的數字相加再平均可知英語使用事件中心性策略的平均百分比是 57.3%

（(61+63+43+41+82+54)/6）。 

 

圖 四-1 漢英情緒中心性在安慰行為之使用頻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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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漢英事件中心性在安慰行為之使用頻率比較 

二、 輔助策略 

  輔助策略為支援核心策略的安慰方式，共有六種，包括：表情、祝福、

稱呼、身語、感嘆和鼓勵（請見圖 三-13）。每種輔助策略都有各自不同的

功能以協助核心策略達到安慰的目的，以下依序舉例說明並比較漢英在不同

情境中使用各項策略的頻率。 

  表情策略：指發話者除了透過文字之外，也用符號組成的表情表達自己

的情感，支援核心安慰策略。表情策略除了積極正向的「笑臉」（如例 60、

和例 61）之外，也可透過悲傷的表情，如例 59 兩個圓圈代表眼睛、圓圈

下面的小尾巴代表兩行淚，或是例 62 悲傷的臉，來傳達自己對於受話者感

同身受的情誼。語言形式上，漢英的表情策略都置於句子的最後，在語氣表

達上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例 59：… [同理]我只覺得冷冷的腳快抽筋惹[表情]QQ 

例 60：…也為[稱呼]原 po[鼓勵]打氣[表情]: ) 

例 61：... [祝福]Good luck [表情] :) 

例 62：[同理]That is so sad [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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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策略：祝福策略指發話者給予受話者祝福，在內容上可能是「祝福

你」、「Best wishes」、「Good luck」等多數情況可使用的短句，或是針對

受話者所發生情形的祝福內容。在語言形式上，若是在各場合通用的祝福則

有固定短句，如例 63 到例 65；或是以「希望你…」、「祝（福）你…」、

「Wish you… 」、「Hope you… 」作為開頭，再加上發話者針對受話者的

祝福內容，如例 66。 

例 63：恭喜原 po 得償所願。 

例 64：…(建議策略)…，祝福你。 

例 65：Best of luck. 

例 66：I hope when you get better you find a better job. 

  稱呼策略：稱呼策略指發話者透過其他的詞彙來稱呼受話者。在網路

上，發話者與受話者互為現實生活中不相識的兩個人，即使發話者不用任何

「稱呼」也可以表達其所要傳遞的內容，因此發話者是藉由稱呼策略來拉近

與受話者之間的距離。在語言形式方面，因為是替代「你」這個詞，所以在

句中的位置並不固定。而在網路中，漢語最常使用「原 PO」，而相同意思

中英語則是使用「OP」，但英語中的稱呼策略非常多樣化，請見例 69 和例 

70。 

例 67：原 PO
27

…(建議策略)…。 

例 68：祝福原 PO …(祝福策略)… 

例 69：…(建議策略)…my friend 

例 70：…(同理策略) buddy 

 

 

                                              

27
 為 PPT 上的使用者最常用的稱呼，為「原 post 文者」也就是「這篇文章最初的發文者」，而

reddit.com 則使用「OP」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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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語策略：身語策略為身體語言的簡稱，指發話者利用文字來表達自己

的肢體語言的安慰策略。漢語和英語都會使用此策略，在語言形式上，兩者

大多放在整體策略的最前面或者是最後面。 

例 71：…(肯定策略)…拍拍 

例 72：拍拍，…(建議策略)… 

例 73：…(同理策略)… Hugs. 

例 74：Just sending you a cyber hug. 

  感嘆策略：感嘆策略指發話者將口語交談上常用的感嘆詞轉為文字表

達，希望能表達自己理解受話者的情緒和情況，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在

語言形式上，漢英都較常放在同理策略之前，以表達自己也站在受話者的立

場。 

例 75：唉…(說理策略)… 

例 76：挖～…(同理策略)… 

例 77：Aww， …(同理策略)… 

例 78：…(同理策略)… UGH 

  鼓勵策略：鼓勵策略指發話者對受話者表達「積極正面」的情緒或是以

鼓勵性的話語讓受話者擺脫目前的消極情緒。在語言形式上，漢語不論何種

情況幾乎都以「加油」來鼓勵受話者，通常置於句末或是整體策略的最後；

而英語的形式較多，如例 81 是用來表達漢語「堅持住、不要放棄」等意，

而例 82 是用來表達漢語「繼續努力」的意思，也常置於句末或是整體策略

的最後。 

例 79：加油…(祝福策略)… 

例 80：加油千萬別放棄!! 

例 81：Hang in there. 

例 82：Keep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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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安慰情境策略分析 

  以下將根據六個不同情境所使用的策略進行分析。本研究將不同情境分

開計算，計算方法為將某情境所使用的各個策略先分別加總，再除以該情境

總語料數（100 筆），例如，人際關係-重大事件中，漢語使用肯定策略總

共為 3 筆（同一語料僅計算一次，避免因個人習慣影響數據），因此該情境

中，漢語肯定策略使用頻率為［3(筆)/100(總筆數)］*100% = 3%，以此類推，

得出圖 四-3 至圖 四-8 之結果，圖中左半部為核心策略，而右半部灰底部

分為輔助策略。從人際關係-重大事件來看（請見圖 四-3），漢語主要為事

件中心性的「說理、建議」兩策略，但都未超過半數，分別為 47%和 41%；

而英語使用「建議」最多，同理策略次之，兩者皆達一半以上。而漢英使用

的輔助策略也略有不同，漢語以鼓勵和身語為多；英語則是稱呼策略再加上

祝福和鼓勵策略（兩者使用頻率皆為 13%）。 

 

圖 四-3 人際關係-重大事件策略使用 

  從人際關係-日常事件來看（請見圖 四-4），漢語使用同理策略最多，

達半數，說理策略次之，為 49%；而英語使用建議策略最多，同理策略次

之，兩者皆達一半以上。漢英輔助策略的使用略有不同，漢語以表情策略和

稱呼策略為多；英語則是感嘆策略加上稱呼策略。以事件大小相比，漢語在

日常事件中使用同理策略頻率較高，而英語的核心策略使用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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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人際關係-日常事件策略使用 

  從健康-重大事件來看（請見圖 四-5），漢語和英語皆以同理策略為主，

分別為 58%和 71%。漢英在使用輔助策略則略有不同，漢語以鼓勵為主，

高達 34%，祝福次之，為 16%；英語則是祝福策略為主。 

 

圖 四-5 健康-重大事件策略使用 

  從人際關係-日常事件來看（請見圖 四-6），漢語和英語皆以同理策略

為主，分別為 73%和 61%，而建議策略次之，分別為 35%和 38%。漢英在

使用輔助策略則略有不同，漢語以表情為主；英語則是祝福策略為主。以事

件大小相比，漢語和英語都以同理策略頻率為最高，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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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 健康-日常事件策略使用 

  從職場/學校-重大事件來看（請見圖 四-7），漢語和英語皆以事件中心

性為主，漢語為分析策略，68%，建議策略次之，為 50%；而英語以建議策

略為主，高達 78%。漢英在輔助策略的適用上則較少，漢語最多的是表情

策略，7%；英語則是稱呼和鼓勵策略為主，使用頻率皆為 4%。 

 

圖 四-7 職場/學校-重大事件策略使用 

  從人際關係-日常事件來看（請見圖 四-8），漢語最常使用策略分別為

「建議、說理、分析」，但使用頻率皆未過半；而英語以建議策略為主，說

理次之，使用頻率皆過半。在輔助策略的使用上，英語以稱呼和鼓勵策略為

主；相較之下漢語使用的較少，以稱呼策略為多數。從事件大小相比，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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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語皆以事件中心性策略為主，基本上不受事件大小影響。 

 

圖 四-8 職場/學校-日常事件策略使用 

第三節  安慰行為序列結構 

  前一節討論不同情境中各個策略的使用頻率，本節將深入探討不同情境

中單一策略以及多重策略的搭配關係。因此筆者首先將安慰行為的核心策略

和輔助策略分為不同小節討論。本節探討不同情況中策略的使用種類，再將

超過兩種以上核心策略的語料做統計，分析漢語和英語序列結構有何異同。 

一、 核心策略之序列結構 

  根據本章第一節的分析結果，安慰行為的核心策略共出現九種，包括情

緒中心性的肯定、同理、緩和和否定策略，以及事件中心性的分析、說理、

建議、保證和幫助策略，本小節將討論不同核心策略的搭配慣性。 

  此小節僅比較各個情境的安慰行為中，漢語的核心策略數量以及英語核

心策略數量，暫時不將輔助行為的數量納入考慮。例如，在同一筆語料中，

同時出現分析策略和建議策略，而未有其他核心策略出現，則無論分析策略

和建議策略使用的次數為何，重複出現的策略都合計為一次，因此該筆語料

的分析結果為 2，代表總共使用兩種類型的核心策略，這個數值即為本小節

所討論的策略數量。 

  圖 四-9 和圖 四-10，分別代表本研究的六個情境中單筆語料使用策略

種類的數量圖。本研究發現，不管是漢語或英語，都至少包含一種核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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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三章第三節的定義，核心策略指能獨立完成安慰行為的成分，而本文

圖 四-9 和圖 四-10 證明核心策略是言語行為中的必要成分，因此每個安慰

行為中都至少包含一種核心策略。 

  由圖 四-9 可知，漢語六個情境中漢語安慰行為以雙核心使用為多數的

有四個，但是使用比例最多只有 53%；而以單核心為主的情境只有兩個：

健康-日常與職場/學校-日常，而健康-日常事件採用單核心策略是唯一特定

策略數具有壓倒性多數的情況，比例高達 77%。漢語安慰行為六個情境中，

除了健康-日常事件之外，其他五個情境都需要單核心策略使用數加上與雙

核心策略使用數才達到 70%以上的絕對多數，因此漢語安慰行為可以說主

要是以單核心與雙核心策略使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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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漢語安慰行為核心策略在各情境中之種類數量 

  由圖 四-10 可知，英語安慰行為的核心策略稍複雜些，核心策略數量 1

到 3 都有一定的比例。人際關係的兩情境以及職場/學校-日常都是雙核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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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三核心次之，接著是單核心策略使用；健康和職場/學校的重大事件

則是雙核心為多數，單核心次之，再來是三核心策略使用；僅健康-日常事

件採用單核心策略為主，達 66%。由此可見在英語安慰行為中，大部分是

以雙核心策略為主。整體而言，英語所使用的策略數較漢語多。 

 

圖 四-10 英語安慰行為核心策略在各情境中之種類數量 

  接著，將呈現各個情境中，漢語和英語常用的單一策略與多核心策略的

使用以及其架構。若漢語或英語主要使用的種類數量未超過一半，則主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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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種類數量都將作為參考。本小節提供的語料為單筆完整的語料，其中

可能包含輔助策略，因此以畫底線的部分表示核心策略，未畫底線的為輔助

策略。 

  在人際相關的重大事件中，漢語和英語都是以使用雙核心為主，分別為

41%和 39%；漢語次要策略數為單核心策略，英語則為三核心策略，39%和

26%，如圖 四-11。例 83 為漢語使用雙核心的說理和同理策略，例 84 為

使用說理和建議策略，例 85 和例 86 為英語使用雙核心的分析和建議策

略；例 87 和例 88 為漢語使用單一核心的說理策略，例 89 和例 90 為英語

使用三個核心策略的完整語料。 

 

圖 四-11 漢英人際關係-重大事件的核心策略主要及次要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例 83：[說理]別挽回有時候知道真相會很難堪，[同理]我也恨自己當初沒有

果斷離開… 

例 84：[建議]想哭就哭 思念就大聲說出來 [說理]說出來後心裡會好受很多 

[建議]記得要跟阿公說愛他 

例 85：[分析]If he doesn't want to be a dad then there isn't much you can do. If 

you're I the lease don't move out, it's your house as well. [建議]But go 

after child support because you'll ne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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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6：[建議]You get tools for dealing with things in therapy. Which you need， 

considering you're this destroyed about this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the 

breakup. [分析]Have you just been fooling yourself into thinking she's 

never find anyone else? [分析]Have you not taken steps in your own life 

to move on? [建議]She should not be taking up this much of your 

brainspace, [稱呼]buddy. 

例 87：[鼓勵]加油![祝福]祝健康順利，[說理]走過傷痛，為自己及愛你的人

繼續走下去[鼓勵]加油 

例 88：[說理] 人生無常，珍惜當下，放下過去，擁抱還在的人，共度難關 

例 89：[同理]I'm sort of in your girlfriends position right now. My mom is 

getting divorced from my step dad at the moment, and when i told my 

girlfriend she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say. (she comes from a religious 

family whos parents are happily married). [分析]Since she has no 

experience with dealing with divorce, i didnt expect her to say much to 

help me. all i really wanted was someone to vent to, let my emotions out. 

[建議]i guess just be there for her. you dont have to give her any real 

advice, but talking to her and checking in on how shes doing/reminding 

her that she can vent to you may help. just my two cents to buy a cup of 

coffee with. 

例 90：[建議]I made the negative list and read it daily. Realised my stbxw wasnt 

the good person i wanted her to be. [說理]It takes time to get to 

acceptance stage. What helps is too think your husband wants out. He 

doesnt want to be with you. He dislikes you. [同理]Yes. Its harsh but it 

is what it is. [鼓勵]You deserve to find happiness. Start going out. [建

議]Gym social jog etc. makes a world of difference. That is what i told 

myself too. 1 year in and i am happy. [說理]Just want to get ri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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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bxw
28

 ( she wanted out but I filed). 

  在人際相關的日常事件中，漢語和英語都是以雙核心為主，如圖 

四-12，分別為 46%和 37%，都未過半；而漢語和英語的次要策略數皆為三

核心策略，分別為 29%和 25%。例 91 和例 92 為漢語使用同理和說理雙核

心策略，例 93 和例 94 為英語使用分析和建議的雙核心的說理和分析策

略；例 95 和例 96 為漢語使用三核心策略的完整語料，主要是分析、說理

和建議三者相互搭配，例 97 和例 98 為英語使用「同理、分析和建議」三

個核心策略的完整語料。 

 

圖 四-12 漢英人際關係-日常事件的核心策略主要及次要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例 91：[身語]哈哈[稱呼]原 po[同理]一樣我雙魚男友摩羯 不過男友不會因

為我生氣不說話所以生氣 因為他怕我生氣[表情]XDDD 上面少了一

個字 ''跟''原 po 一樣 [說理]不過我不說話是在思考要怎麼跟他說我

在生氣什麼 怕沒想清楚想到什麼說什麼講出傷害到對方的話 怎麼

後悔都沒得救[表情]QQ 

例 92：[說理]這跟輕視有什麼關係啊 [說理]個人衛生習慣好不好是一回

                                              

28
 網路語言，取「 Soon to Be Ex Wife」中的大寫字母而成的縮略語，指「準前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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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到別人家裡就是要尊重主人的意願，[同理]婆婆被提醒後還賴

皮說很乾淨，這種態度誰能忍？ 

例 93：[分析]She's baiting you. [建議]I would do and say nothing. [分析]She's 

making as ass of herself and will wear herself out soon enough. 

例 94：[建議]I would wait for your husband to come back before doing 

anything. [分析]Making any moves now by yourself is risky and you 

don't know how she's going to respond. [分析]Involving your husband, 

even though he hates family drama, gives your arguments more weight. 

By the way, do you mind my asking what kind of paintings of you do? 

例 95：[同理]要轉手借人前跟妳說一聲是該有的禮貌吧？[說理]真的想幫妹

妹自己出錢幹嘛慷他人之慨，你又沒在跟他妹交往…[分析]講妳是介

意錢覺得是亂炮想把情緒丟到妳身上，常常暴走的話分了也不可

惜，[說理]不過看起來妳也不想分，愛到卡慘死，人生也蠻充實的[身

語](拍拍 

例 96：[說理]身為狗的主人當自己的狗吐了讓別人清應該要先說謝謝而且

還要對清理的人感到抱歉，你老婆家教不好 [分析]八歲應該算老狗

了但是會養的話在十年也是有的，之後病痛會更多感覺更容易吵，

[建議]說服他狗只能在特定空間走動，自己要完全負責狗的照顧 [分

析]你因為婆媳問題搬離你的舒適圈，你老婆呢? [說理]她很自私阿 

[分析]婚前難道他不知道你有媽媽嗎?所以婚前知道不代表什麼 

例 97：[同理]your mom is insane. [建議]definitely don't pay off your older 

sisters loans for her. [分析]your mom is just mad that you (based on 

what you wrote) are doing better than your older sister and not an acne 

covered teenager she can pick on anymore.chances are that if you don't 

pay for your brother, your parents will just help him pay for it. [建議]if 

they dont and you still really want to help him, just let him take out the 

loans and help out with the repayments after he graduates. [分析]that 

way you aren't getting used by your POS mom and your brother i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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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ied in debt. 

例 98：[同理]See the first thing my parents would have done when they got 

home was yell for me and my brother to get our asses out of bed right 

now and get in there. We would have gotten yelled at right then and told 

to clean this mess up right now hangover or not. [分析]You cleaning 

everything up and now being so wishy washy about their punishment is 

not doing any favors. [建議]Quit trying to be nice and not hurt their 

precious little feelings and lay the hammer down on them unless you 

want them to learn that they can be assholes like that with no 

consequences. 

  在健康相關的重大事件中，漢語和英語都是以雙核心為主，分別為 49%

和 37%，都未過半，漢語在此情境中主要採「同理、說理、建議」三個策

略的其中兩個相互搭配；漢語和英語的次要策略數皆為單核心策略，分別為

29%和 34%，如圖 四-13。例 99 和例 100 為漢語使用雙核心策略，例 101

和例 102 為英語使用雙核心；例 103 和例 104 為漢語使用單核心策略語

料，例 105 和例 106 為英語使用單核心策略語料。 

 

圖 四-13 漢英健康-重大事件的核心策略主要及次要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例 99：[說理]為自己而活 並不一定只有生病才能為自己而活 端看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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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同理]可是 家人的生病讓我心如刀割  情緒壓力是我幾乎難

以接受 快要被自己逼瘋 [說理]所以請原諒你的父母 他們太害怕了 

[同理]當然我盡力控制我的焦慮以免給我家人產生壓力 [說理]我希

望他快樂 雖然每次只要他要檢查  我就開始做惡夢。 

例 100：[建議]去看你二叔吧，表達這輩子對他的感謝，[說理]不久後肉體

雖然走了，相信他的意念還會與你同在。[建議]鼓起勇氣去看看二叔

吧...可以和你家人一起去或是找男朋友（有的話）一起去，[說理]生

離死別很正常，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例 101：[同理]Had a nasty battle with cancer that started in tonsil, spread to 

neck lymphatic system. [建議]Do you want the 'Rah Rah' you-can-do-it 

version of advice or the gritty reality of treatment? [建議 ]It's a 

survivable cancer subset but the protocol can be brutal to endure and 

quality of life is often very different afterwards. [建議]Clear your 

schedule, get your mind right. [鼓勵]It's time to go to war. 

例 102：[同理] All my empathy. I was in your shoes this time last year and wish 

I could give you a hug. [同理]Are you able to be with him? I hope you 

are, [建議]and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getting Hospice to help manage 

this. 

例 103：[同理]已哭，[同理]我也好想剛過世的媽媽喔！[同理]想到生前被病

魔折磨的苦無法幫她分擔，真的很虐心。 

例 104：[同理]我 32 歲也是遇到 3 期，現在 7 年了喔~ [同理]除了患肢照顧

之外，都是正常的生活，步調放慢輕鬆過。半年治療後，還可以好

好的規劃生活，[鼓勵]加油喔！ [表情]^^   

例 105：[同理]I also had ABVD. I rarely felt nauseas. It did get a little worse 

toward the end of my treatment, but there were only a handful of days 

over my 5 cycles that I felt it. [同理]I never even refilled my anti-nausea 

meds they gave me at the very beginning. [祝福]You may be fine! 

例 106：[同理]I had the same chemo as you. [同理]My treatments we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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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s, and my nausea was the worst on Saturdays. [同理]I would 

not have survived without my nausea meds. [祝福]Good luck! 

  在健康相關的日常事件中，漢語和英語都是以單一核心的同理策略為

主，分別為 77%和 66%，比例都超過一半，如圖 四-14。例 107 和例 108

為漢語使用單一核心同理策略， 例 109 和例 110 為英語使用單一核心同理

的策略。 

 

圖 四-14 漢英健康-日常事件的核心策略主要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例 107：[同理]假日也戰戰兢兢不敢睡太久... [同理]身體會自動驚醒 [表

情]QQ [同理]眼睛也容易乾，身體各處不時冒出痠痛感 

例 108：[同理]壓力太大導致經期亂掉[同理]檢查才發現是腦下垂體腺瘤... 

[同理]目前吃藥控制中… 

例 109：[同理]Nah I haven't had my tonsils out. I'm only 15, but I've heard of 

other people that are in there 30s and 40s that haven't had their tonsils 

out. 

例 110：[同理]I'm sick too [稱呼]brother. [同理]Got an annoying cold. [同

理]I've been sick the last 3 out of 4 New Year's... I never look forward to 

this time of the year. 

  在職場/學校相關的重大事件中，漢語和英語皆以雙核心策略為主，比

例分別為 53%和 44%，僅漢語比例過半，如圖 四-15。例 111 和例 112 為

漢語使用分析和建議雙核心策略，例 113 和例 114 為英語使用說理和建議

漢語 

同理 

英語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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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核心策略。例 115 和例 116 為英語使用單一同理核心策略。 

 

圖 四-15 漢英職場/學校-重大事件的核心策略主要及次要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例 111：[分析]就算你未來工作公職 50，生活品質比現在好的多，重點是

150+50，這樣應該對小家庭很可以過的去了你只是不想錢變少吧…

那就不要孩子啊！樓上ㄧ堆看到 150 就傻了的，還是你的能力連你

自己都覺得不到 150?我相信不只啦！[建議]重點是薪資降多少你才

覺得 okay?你才覺得這孩子值得這個價差? [分析]這版都是最壞打算

啦...沒錢ㄧ定沒地位，等著看人臉色，還是你本來就覺得未來會離婚? 

[建議]那千萬別離職 

例 112：[分析]如果判斷公司有前景，事情上面又肯交待下來給權處理同事

又不難相處的話，[建議]真的不建議因一時心中不確定的理想或想像

換工作，很容易後悔。 

例 113：[說理]You can't tolerate that shit. [建議]Stand up for yourself, talk to 

the manager ASAP and if nothing happens get the police involved. 

例 114：[說理]Just continue being successful. [建議]Maybe get a camera on 

your desk so you can see who's actually moving your stuff around. [說

理]Doing your job well is the best way to get back at anyone trying to 

bring you down. 

例 115：[建議]You need to go to HR with this. Say you don't feel comfortable 

漢語 

分析+建議 

英語 

說理+建議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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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at you are being attacked. In the mean time, make sure you record 

everything and make sure all your work is done and you are on top of 

everything. 

例 116：[建議]make a formal, written complaint about your co-workers trying to 

sabotage you. If you can, When you leave your desk, have someone you 

trust note the time, so you have someone to back you up that you left for 

valid reasons. keep a couple nanny cams around your office and catch 

the assholes in action. report workplace harassment, threaten legal 

action(not empty threat, talk about this with a lawyer) 

  在職場/學校相關的日常事件中，漢語是以單一核心為主而英語是以雙

核心為主，分別為 47%和 34%，皆未超過一半，例 117 和例 118 為漢語使

用單一建議策略，例 119 和例 120 為英語使用雙核心的策略；漢語次要策

略數為雙核心策略如例 121 和例 122，漢語在此情境中主要採「分析、說

理、建議」三個策略的其中兩個相互搭配，分別 42%和 29%，如圖 四-16。

英語次要策略數則為三核心策略，但是英語在使用三個核心策略的句式上並

無特別規律，而是在「肯定、同理、分析、說理、建議」五個策略中平均分

布，因篇幅關係本文就不展示此部分語料。 

 

圖 四-16 漢英職場/學校-日常事件的核心策略主要及次要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漢語 

建議 

分析/說理/建議 

英語 

說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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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7：[建議]有事沒事 一直提到妳男友 男友東男友西 如果他還這樣不

知羞恥的探妳男友實情  就告訴他 妳男友請他自重。 

例 118：[建議]別人講八卦的時候妳只要一臉"喔～是喔～原來有這種事啊

～"的臉，裝好奇一起聽但是不要評論就好了，絕對不要一起評論！

別人問妳感想妳就裝從來不知道有那些掛。 

例  119： [說理 ]Jokes on them, they suck at being a professional. [建

議]Screenshot and send to his/her boss. Use your most professional tone, 

don't say anything mean about the company, just that while you 

understand you might not have met the maths criteria but this response 

was extremely inappropriate, you trust this is not the usual approach of 

the company, blah blah blah. 

例 120：[說理]Just because he says he's the head of a department, it doesn't 

mean it's true. [說理]Even if it is true, it doesn't mean he doesn't have a 

boss who will look unkindly at this kind of unprofessional behavior. [建

議]Screenshot and send it to everyone in the chain of command above 

him. 

例 121：[說理]殘酷的說  公司總是要有人考績墊底  [說理]至少待遇沒少

給  [建議]認真工作就好。 

例 122：[說理]職場是要互重的 不是出錢的最大 那些錢是你應得的光是大

罵跟講話酸我就覺得超不尊重人 他根本不會帶人 [建議]才三個月

而已 最好趕快離職 履歷上沒寫這個也沒差。 

二、 輔助行為之序列結構 

  根據本章第一節的分析結果，在安慰行為的輔助策略依其出現的位置可

以分為「起頭型」輔助策略和「結尾型」輔助策略兩種。起頭型輔助策略包

括稱呼、身語和感嘆；結尾型輔助策略包括表情、祝福和鼓勵，共六種策略。

本小節將討論輔助策略在安慰行為中的架構以及其功能。 

  根據表 四-1 和表 四-2，由左至右的長條柱分別代表本研究的六個情

境，每條長柱都是一個情境的完整語料；由下而上分別代表不同情境中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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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使用數量的百分比，最下面是零種，最上面是四種。在本研究中發現，

不管是漢語或英語，不使用任何輔助策略在所有的情境中都為多數，且大部

分都佔絕對多數。由此可知，輔助策略不能獨立於核心策略單獨存在，因其

本身不具有安慰功能。 

  由表 四-1 可知，漢語安慰行為的六個情境中皆以不使用任何輔助策略

為主，僅健康相關的重大事件有 40%左右的比例會選擇輔以一項輔助策略，

其餘情境使用一項輔助策略的比例不超過 30%。根據表 四-2，英語安慰行

為的六個情境中不使用任何輔助策略也佔絕對多數，使用單一輔助策略為次

要情況，比例大部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僅人際相關的重大情況使用單一輔

助策略的比例約百分之四十。整體來看，漢英大多不使用任何輔助策略。 

表 四-1 漢語安慰行為輔助策略在各情境中之種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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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英語安慰行為輔助策略在各情境中之種類比例 

 

  因輔助策略本身不具有安慰的功能，其主要任務是支援核心策略，所以

輔助策略並不能獨立於核心策略之外。從結構上來看，輔助策略的使用可分

為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 

  起頭型輔助策略：發話者將輔助功能置於核心策略之前，具有表達善

意、拉近與受話者心理距離的功能。大部分的輔助策略都可以置於核心策略

之前，甚至是整段文字之前，讓發話者可以先釋出善意。漢語和英語都會將

稱呼策略（見例 124 和例 125）、身語策略（見例 126 和例 127）和感嘆

策略（見例 128 和例 129）置於核心策略之前作為開頭；漢語會將祝福策

略（見例 123）作為起頭型輔助策略，而漢語和英語都不會將表情策略作為

起頭型輔助策略。因此從分析可知，若發話者認為輔助策略可以達到表達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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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拉近與受話者心理距離的功能，就會將輔助策略置於核心策略之前，但

是最典型的起頭型輔助策略還是稱呼策略、漢語的身語策略和英語的感嘆策

略。 

例 123：[祝福]祝早日康復，[同理]我現在喉嚨痛痛的，很怕感冒。 

例 124：[稱呼]f 大，[同理]節哀順變。相信令堂已經前往淨土家鄉，再無罣

礙、煩惱....您與令尊多自保重身體為要。 

例 125：[稱呼]Dude, [否定]no... [說理]your mother is an abusive user and she 

will keep taking from you until you have nothing left. 

例 126：[身語]拍拍原 Po 我以前也有一群好朋友幾個好姐妹 到現在完全沒

聯絡的也不少 只能說沒有誰會永遠陪著自己。 

例 127：[身語] (((Hugs))) [同理]It's ok to cut her out of your life. 

例 128：[感嘆]挖～這在說我嗎？！完全就是一放假就生病的例子。 

例 129：[感嘆]Aww, [同理]that sucks. [表情]:(  

例 130：[鼓勵]加油！[說理]意志力可以改變很多事情。（這是我過往照顧

父親的心得。） 

例 131：[鼓勵]Cheer up! [緩和]People usually get this shitty if you were able to 

score higher than him. 

  結尾型輔助策略：指發話者將輔助策略置於核心策略之後，甚至是整體

策略之末，已達到不同的支援功能，包含祝福、鼓勵、身語和表情。這些輔

助策略都有其不同的功能。第一種是結尾型的祝福策略和鼓勵策略，祝福策

略是發話者為了讓受話者能對未來抱有憧憬、或是相信採取行動之後能改善

現況（見例 132-例 135）；鼓勵策略是發話者用更為直接且強烈的語氣讓

受話者擁有立即改變現狀的勇氣和行動，（見例 136-例 139）。整體來說，

祝福策略和鼓勵策略讓整個安慰行為以較正面的觀感作為結尾。 

例 132：[同理]心有戚戚焉，長期抗戰真的才是令人窒息的壓力來源所在，

辛苦你了；也辛苦令尊與令堂；[祝福]謹祝 令尊 一路好走。 

例 133：[鼓勵]加油加油！[同理]最近也剛遭遇一樣的事情，[祝福]要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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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己也一定可以很幸福的！ 

例 134：[分析]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n open relationship and trying 

to cheat on you with the excuse of an open relationship. [說理]anyone 

who would blame you for calling her out on that needs to go. new 

friends, new girlfriend, you deserve much better. [祝福]good luck for 

the future. 

例 135：[同理]Very sorry for your loss. [說理]Those memories can be very 

powerful--[同理]I have lost a few people in my life and the memories I 

have of them, their advice, or even just recalling stories or conversation, 

have been a big help in my life at times when I needed it. [祝福]Wishing 

you the best. 

例 136：[否定]不行，[建議]你要過得比她好，[保證]你會過得比以前幸福，

一覺醒來就是跟悲慘的過去說再見，[鼓勵]加油。 

例 137：[鼓勵]加油! [祝福]祝健康順利，走過傷痛，[說理]為自己及愛你的

人繼續走下去，[鼓勵]加油！ 

例 138：[同理]I spent ~4 years moving every 4-6 months before being able to 

settle down in my own little spot in the ghetto and have my kids' daycare 

paid for while I go to school... But it happened, and I'll be on my way 

out of here soon enough. [鼓勵]Keep your head up. 

例 139： Don't get discouraged. Be strong and do NOT let people treat you like 

that. [鼓勵]You're better than that. [鼓勵]Prove it. 

  第二種是結尾型的身語策略，是發話者為了更具體地傳達自己理解受話

者感受而使用的輔助策略，主要接在同理策略之後，表達對受話者的不捨、

或感同身受的情誼，（見例 141-例 143）。漢語也常見將身語策略接在說

理策略之後，如發話者對受話者用「『拍』肩」表達一種無奈之情，見例 140。

整體來說，以身語策略作為結尾型輔助策略所展現的情緒不如第一種來的積

極，但此輔助策略能有效傳達發話者的同理心。 

例 140：[說理]借妹妹之前應該跟妳先說一下的！[說理]這不是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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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覺問題.... [身語]拍拍。 

例 141：[同理]怎麼跟我爸這麼像…連用藥都一樣，臨終也很像[身語]抱一

個\(O___O)/ 

例 142：[同理]Your mother sounds mentally ill and it is NOT your fault. 

Nobody normal acts like that. [同理]I'm sorry. [身語](((hugs)))  

例 143：[同理]And the last thing you wrote what your mother said to you. I am 

truly, deeply sorry. [身語]Hugs.  

  第三種是結尾型的表情策略，用來表示發話者在進行溝通當下的心理狀

態。根據分析結果，表情策略作為結尾型輔助策略，並沒有與其他核心策略

搭配的慣性，其語用功能是根據前面的核心策略而有所不同。 

例 144：[建議]注意別讓爸爸感冒了 如果有抽菸盡量要戒，也別讓他吸到 2

手煙 [幫助]有問題就說吧～先這樣[表情]^^ 

例 145：[同理]過敏眼睛癢到不能睡 昨天 4 點才睡 已經失眠快兩個禮拜了

[表情]QQ[表情]QQ 

例 146：[肯定]Keep studying and building your skills, don't ever let one 

dickhole keep you from bettering yourself, [鼓勵]don't give up. [祝

福]Good luck[表情] :) 

例 147：[說理]and I'm a firm believer that everyone can learn math once they 

(and their teacher) figure out the way they learn best [表情] :) 

第四節  研究討論 

  根據表 四-3 可以看出在不同情況下漢英發話者所採取的核心策略，而

本表顯示使用頻率最高的核心策略。相較於漢語，英語所採取的多數核心策

略較為規律，人際和職場/學校相關情境皆為建議策略，健康相關情境則為

同理策略。而漢語在健康相關採取和英語相同的同理策略，但是人際和職場

/學校相關事件則因事件大小而採取不同的策略：人際和職場/學校相關的重

大事件皆使用說理和分析策略較多，而人際-日常事件多使用同理策略，職

場/學校-日常事件則採取建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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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漢英各情境主要核心策略表 

  根據表 四-4 可以看出在不同情況下漢英發話者所採取的輔助策略，而

本表顯示使用頻率最高的輔助策略。漢語輔助策略中，鼓勵策略佔了半數，

表情策略次之；英語的鼓勵策略及稱呼策略皆佔了一半。整體來看，鼓勵策

略為兩者的共同點，而漢語的表情、身語策略都不為英語的高頻率策略，反

之，英語的祝福與感嘆策略亦然。 

表 四-4 漢英各情境輔助策略結果 

 

  核心策略的序列結果為表 四-5。將表 四-3 加入「每種情境主要採取的

策略種類數量」的條件考慮之後，其架構就會如表 四-5 所呈現。也就是說，

漢英每種情境下並不一定如表 四-3 所呈現的只有一種策略，因此將每種情

境主要採取的策略數量加入表中完整呈現。以其結果來看，大致是以表 四-3

為基礎上再加入其他核心策略組成「最常使用的句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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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漢英各情境核心策略序列結果 

 

  從表 四-5 可以看出漢語和英語在各情境中所選用的策略類型大致相

同。而表 四-3 到表 四-5，漢語和英語的序列結構變得與另一種語言較為相

似。健康相關情境因漢英本就以「同理」策略作為基礎，再加上相似的策略

所以結構還是相似，而職場／學校相關情境中，原本在表 四-3 中不同策略

的重大事件，因漢語在表 四-5 加入英語常用的分析策略，使兩語言的序列

結構有了相似之處，也是變得更相近。而唯獨人際關係的日常事件未見結構

變得相近，筆者認為因為人際關係的日常事件是最貼近生活的事件，因此也

最能體現集文化差異的情境。 

  將核心策略和輔助策略一起看的話，呈現方式就會如圖 四-17。起頭型

和結尾型輔助策略可以依個人習慣使用與否，並不強制；而核心策略的使用

則依不同情境有所變化（請參考表 四-5）。而這樣的結構可以一直重複循

環，直到發話者認為內容都以完整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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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7 本文安慰行為序列結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從跨文化的角度看表 四-3，可以看到漢語和英語在安慰行為的大方向

上展現極大的共性，在細微處及輔助策略上展現其文化差異。整體來看，漢

語和英語在六個情境中，除了人際關係的日常事件之外，其他情境都很一致

的以情緒中心性安慰策略或是事件中心性安慰策略為主：漢語和英語在人際

關係的重大事件事件皆以事件中心性安慰策略為主，健康相關情境則不分大

小皆以情緒中心性安慰策略為主，而職場／學校相關情境不分大小皆以事件

中心性安慰策略為主。而輔助策略中，漢語和英語皆有三個情境都是以積極

正向的鼓勵策略為主，因此由此可知，即使面對不同情境，漢語和英語在進

行安慰行為時所採用的核心與輔助策略，在大方向上是具有極大的共性的。 

  在六個情境中，漢語使用情緒中心性安慰策略與事件中心性安慰策略比

為 1：1，而英語為比 1：2。筆者認為這與發話者對於內團體的看法有關。

透過電腦中介溝通的受話者與發話者，因為本身相同的興趣或是其他背景，

在網路上經過「小眾化」的分流後會聚在一起形成的「虛擬社群」也可以視

為發話者在網路上的一個「內團體」。因此，對發話者來說，受話者也可說

是在發話者的其中一個內團體之中。以集體主義文化為代表的漢語在做決策

時，常會考慮到自己與內團體的關係與和諧，以及他人與他人之間的和諧，

因此會以「情」理解一件事情，而以個體主義文化為代表的英語在做決策時，

自己與內團體本身的關係並不大，因此會以「理」看事情。而人際關係-日

常事件是最貼近一般人生活的事件，因此也最能體現集體文化差異的情境。

處理與人相關的事件時，漢語採取情緒中心性的同理策略較多，因為面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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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小事件，同理策略既表達了發話者與受話者之間的情感連結又不會造成

受話者與他人之間關係的惡化；而英語不論面對人際相關的重大事件或是日

常事件，皆採取事件中心性的建議策略較多，因為對個體主義文化者而言，

人與人之間並沒有集體主義文化者眼中這麼多的關係要維持，只要做對自己

有利的事情就夠了。 

  面對相同情境，雖然漢語和英語都採取了事件中心性的策略，但是其具

體採取的策略卻有所不同。本文認為這與兩語言背後的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

有關，從表 四-3 來看，當使用事件中心性策略時，漢語較常採取分析策略，

而英語較常採取建議策略。以高語境文化為代表的漢語，在使用分析策略

時，會將事情利弊，當下情況的好與壞告訴受話者。發話者是期望透過分析

策略之後受話者可以做出「對他較好」的選擇，因此對發話者而言他是透過

一個較委婉的方式告訴受話者他的「建議」，但是選擇權本身還是在受話者

身上，因此在表 四-5 中可以看到漢語使用分析策略的情境還是會加上建議

策略。而以低語境文化為代表的英語，在使用事件中心性策略時會採用「建

議策略」，也就是發話者直接告訴受話者他認為怎麼做比較好，因此在表 

四-5 中可以看到英語使用建議策略時也會加上分析策略，但是分析策略卻

不是其最主要的核心策略。因此在有限篇幅中可以看到，如果只能採取一種

事件中心性策略，漢語會以較婉轉的「分析策略」為主，英語則以較直接明

瞭的「建議策略」為主。 

  從第二章第三節第三小節提到高低語境文化的特徵來看，「分析策略」

的措辭的確偏向婉轉，以及包含「如果」、「If」等具有猜測性含意的不確

定性詞語。且對於發話者來說，「分析策略」是一個透過「客觀」的情勢分

析包裝個人的「主觀意見」，因此發話者使用分析策略時，也可以避開發話

者所要承擔「給予受話者指導」的責任。如前所述，透過分析策略選擇權本

身還是在受話者身上，受話者做出選擇之後，承擔後果的責任大部分還是在

受話者自己的身上。若之後發生了甚麼事，與使用「建議策略」相比採取「分

析策略」較能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且「建議策略」本身在觀點表達

上就非常清楚，其句式就是發話者「建議、推薦、suggest、recommand」受

話者做某件事，或是告訴受話者他「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事情，因此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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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模糊地帶。對個體主義文化者而言，使用建議策略只是表達個人想法

的方式，並不需要特別考慮其對內團體成員的責任和事情後果等因素。 

  因不同的輔助策略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會有不同的效果，本文將輔助行為

分作起頭型輔助行為和結尾型輔助行為。在漢語和英語中，最典型的起頭型

輔助策略是稱呼策略，因其可拉近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的心理距離。結尾型

輔助行為依其語用功能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正面的祝福策略和鼓勵策略，

第二種是中性的身語策略，以及第三種根據前面不同核心策略而有不同意涵

的表情策略。從研究中可以看到輔助行為的位置是因本身的語用功能而有其

特定的位置，是這兩語言所擁有的共性。因此本研究認為不應以高語境文化

或是低語境文化來做為輔助策略出現在不同位置的解釋。 

  從輔助策略可知，兩文化除了鼓勵策略之外，並沒有太多的交集。以高

語境為代表的漢語文化，以非文字語言的「表情」和「身語」策略作為主要

使用的情況佔了一半。即使是在網路上，漢語使用者也將想要安慰他人的情

感轉化到「表情」和「身語」之中，相當符合高語境文化者的溝通特徵。代

表低語境的英語文化，除了鼓勵策略外以祝福策略次之，表達方式相當直接

清楚。英語使用者不以模糊的表達方式安慰他人，相當符合低語境文化者的

溝通特徵。 

  Long（2009）發現漢英文化都偏好間接地安慰方式，並從高低語境解

釋，因美國是低語境文化所以習慣將主題置前，因此安慰模式也遵循此規

則，將核心行為模式置前輔助行為置後；高語境的中國人則反之，偏好將輔

助行為置前，核心行為置後。但是筆者認為，除了人際關係-日常事件之外，

人際相關的重大事件、健康相關情境和工作／學業相關情境中，漢語和英語

在核心策略的序列結果都相似，兩者在大方向上展現了跨文化上的共性。惟

從細部上來說，相同的事件中心性策略，漢語偏向選擇高語境的「分析策略」

來表達個人想法，而英語選擇低語境的「建議策略」來表達個人想法。然而

在一般人最常發生的人際相關的日常事件，漢語和英語就有明顯不同的表

現：以集體主義文化為代表的漢語選擇了情緒中心性的「同理策略」，而以

各體主義文化為代表的英語選擇了事件中心性的「建議策略」，筆者認為是

因其與內團體之間的強弱關係而影響兩語言對於策略的選擇。因此，本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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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研究認為不能如 Long（2009）直接定論漢英文化都偏好間接的安慰方式。 

  和 Long（2009）相比，本文的核心策略新增了「說理」和「建議」策

略。說理策略在本研究中會如此顯著，一方面是因為話語補全測試中的過程

中，不易書寫長篇大論，受試者也不見得願意在實驗過程中付出真心；而另

一方面，網路中的發話者，即使變成喜歡滔滔不絕講大道理的人也不會影響

其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且因為網路的非同步性，以一篇文章的長度安

慰受話者也是很常見的。但是這樣的溝通模式在面對面溝通時不太可能發

生。在輔助策略中，本文新增了四項（表情、身語、感嘆和稱呼），而這四

項輔助策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本文語料來自網路，而 Long（2009）的語

料來自話語補全測試，因此這些輔助行為都無法觀察到。而另一個原因也可

能是因為在本文的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中，使用同一個網路平台，或者是同為

某特定看板的瀏覽者，彼此間有了連結，所以這四項輔助策略也隨著發話者

的真心顯露出來29。 

  根據策略蒐集結果，筆者認為李佳源（2011）對於安慰行為所提出的適

當條件已完善，但是在網路安慰行為中，受話者要先將自己的消極情況表現

出來，且希望能有發話者對自己進行安慰行為時，安慰行為才會發生。這與

現實生活中不同的是，現實中發話者須先進行試探性的發問，如「你怎麼了？」

或「你看起來有點不開心。」等有所不同。接著，受話者才會將自己產生消

極情緒的原因娓娓道出，才進行接下來的安慰行為。再者，李佳源（2011）

所提出的「消除消極情緒」只是安慰行為的一種策略之一。但是根據本文所

蒐集之語料，發話者也可能考慮其不同情境而採取高個人中心性的「同理」

策略，表達對受話者消極情緒的理解但不打算改變受話者的心理狀態，甚至

採取「肯定」策略，認為受話者會有這樣的情緒是合情合理之舉。因此筆者

參考 Searle（1969）的理論和李佳源（2011）制定的適當條件，將網路安慰

言語行為的適當條件修改如下 

表 四-6： 

                                              

29
 感謝張妙霞教授於口試時點出，增加了本研究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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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本文網路安慰言語行為的適當條件 

 

命題條件 

1 與 H 有關的［過去行為 A］讓 H 處於消極情緒中。 

2 H 表現出自己處於消極情緒中。 

3 S 藉由［話語 T］表達［安慰 C］。 

4 S 期望發生與 H 有關的［未來行為 B］。 

 

初步條件 

1 S 理解 H 的消極情緒。 

2 S 相信［話語 T］能夠做到［未來行為 B］。 

3 H 希望 S 能表達［安慰 C］。 

誠意條件 S 真心地想 H 做到［未來行為 B］。 

必要條件 S 說出［話語 T］試圖做到［未來行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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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本章將從跨文化溝通的角度探討與言教學時可能發生的迷思，以及整理

其他語言學家和教育學家提供的跨文化溝通教學的方向。並針對現行教材之

不足，提供筆者根據研究結果所編寫的補充教案，期望為華語教學盡一份心

力，也希望華語教學能夠在跨文化溝通上有更好的發展。 

第一節  跨文化溝通教學 

  兩個人在交談時，不是只有嘴巴在說話，他們的眼睛也同時觀察對方所

屬的社交圈，可能是工人、老師、商務人士或是未成年小孩。面對這些不同

的人都要用不同的方式應對進退，他們的社交身分是互動中無法排除的一部

份（Byram et al.，2002）；而面對來自不同國家以及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更是

如此，除了考量語言的正確性，還必須考量社交的適當性。一個人的社交身

分與其文化相關（Byram et al.，2002），在成長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學習同一

個社交圈所共有的信仰和價值等。因此，即使是使用相同語言的人，其文化

背景所賦予他的文化身分也不會相同，所以在當今社會，跨文化溝通能力才

如此重要。 

  外語教學不是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唯一途徑，但是語言教學具有選擇

主題和內容的自由，因此將文化作為主題，以跨文化培養為目的，透過不同

教學方法來培養化文化意識，才能幫助學生提高跨文化溝通能力（張紅玲，

2007）。Ko 與 Yang（2011）根據此領域的學者們（Tung，1981、1982；

Brislin、Landis & Brandt，1983；Mendenhall、Dunbar & Oddou，1987；Black 

&  Mendenhall，1989）所提出現行主流的跨文化培訓（ cross-cultural 

training，簡稱 CCT）方法，整理出以下四種：(1) 認知方法（the cognitive 

approach）；(2) 情感方法（the affective approach）；(3) 體驗方法（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4) 語言訓練（the language training）。 

  「認知方法」也作「資訊獲得法」（information-acquiring approach）意

思是透過授課導向的方法來學習資訊或是技術。透過環境概述和文化導向的

課程設計，可以增加學習者關於目標文化的歷史、地理、信仰、人文、經濟

和生活方式知識。認知方法在 1960 年代是跨文化培訓培訓最主要的方式之

 



網路安慰言語行為之漢英對比與教學應用   

 118 

一，因為學者們認為知識可以增加同理心，而同理心可以調整行為以改善跨

文化關係（Campbell，1969）。Ko 與 Yang（2011）引用 Mendenhall 等人

（1987）對「情感方法」的定義：透過技術學習資訊或是技巧，提高受訓學

員的一些情感上的回應，有助於成為他們的文化洞察力。先是透過文化模擬

訓練（cultural assimilation training）或是展示完全不同於母語文化的行為，

讓學員與不同文化的學員進行互動和行為調整，接著再讓學員針對不同的言

行舉止進行歸納訓練（attribution training），以達到將目標文化價值觀內化

的目的。這些文化洞察力和文化敏感度的培養能幫助學員意識到自己的文化

和價值觀，並注意到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差異性。這些訓練最重要的是讓

學習者能夠以欣賞的角度看待其他文化，並且透過應用來增加他們在跨文化

互動上中的情感。第三個「體驗方法」或作「沉浸方法」（immersion）是

指透過技術提供學員真實的模擬或場景（Mendenhall et al.，1987）。此方法

最主要的方式有：觀察拜訪、角色扮演、跨文化工作坊、現場模擬等方式（Ko 

& Yang，2011）。而 Brislin 等人（1983）提出的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和 Tung（1981）提出的互動學習（interaction learning）或是田野

體驗（field experience）都屬於此類方法。而最後一個「語言訓練」是 Ko

與 Yang（2011）根據 Ashamalla（1998）所整理出的第四種方法。Ashamalla

（1998）認為跨文化培訓應該和外語訓練一起進行，因為對於在外地生活的

人來說，語言知識才是在異鄉成功生活和工作的關鍵。語言體現了大量的文

化，而且外籍人士不只需要與同事溝通，同時也是和當地的人民一起生活。

如果能夠精通當地語言，也就大大的降低了誤會和誤解的可能。 

  跨文化溝通教學和外語教學的結合就目前來看會比兩者獨立要來的

好，且較符合學習者想要的效益。而且跨文化溝通教學和外語教學在很大的

程度上是相通的，無論是在對象、目的、內容或方法上，兩者之間都有很大

的合作空間（張紅玲，2007）。因此教師的角色相當重要，但是這並不代表

教師本身必須知道關於目標文化的所有，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種語言並不

是只有一種文化，一位漢語母語者不能代表整個漢語文化圈，而他也不可能

瞭解所有漢語地區的人民所共有的價值觀、理念、信仰等。所以一個老師能

做的是持續以跨文化的觀點幫助學習者在學習語言上的語法能力，在書寫和

口說的溝通上做到正確和恰當，並培養學習者理解不同人們所代表的社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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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讓他們擁有與不同社交身分的人溝通互動的能力。 

第二節  安慰教學應用參考 

  本節將針對現行教材之不足，提出相關的教學應用。筆者所編寫之補充

教材分為初中高三個等級不同的教案，老師可以根據所需自行調整或者修

改。 

  從以下現行教材中的例子可以看到，《新版實用視聽漢語》的安慰情境

則是出現在第二冊第十二課「錶讓我給弄丟了」、第三冊第六課「考不完的

試」。第二冊第十二課在第一章已提供給讀者，以下節錄第三冊第六課「考

不完的試」、《新實用漢語課本》相關課文、以及《遠東生活漢語》。 

第三冊第六課「考不完的試」： 

偉立：[安慰行為]先別難過，我們先想想問題在哪裡。是不是你念書的方法不

對？ 

建國：我高中也是這樣念的啊！ 

偉立：噢，我明白了。念大學跟高中不一樣，一定得自動自發，才會有好成績。 

建國：你的意思是…… 

《新實用漢語課本》只出現在第一冊第十二課「我全身不舒服」，以下節錄

之： 

丁力波：[安慰行為]大為，你每天都六點起床去鍛鍊，現在九點一刻，你怎麼

還不起床？ 

馬大為：我頭疼。 

丁力波：[安慰行為]你嗓子怎麼樣？ 

馬大為：我嗓子也疼。 

丁力波：[安慰行為]我想，你應該去醫院看病。 

馬大為：我身體沒問題，不用去看病。我要睡覺，不想去醫院。 

丁力波：[安慰行為]你不去看病，你明天還不能上課。 

《遠東生活漢語》則出現在 Book II 第十五課「小心感冒」、第十八課「探

病」、第二十一課「唉！考試沒考好」，以下分別節錄之： 

第十五課 小心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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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吳：[安慰行為]希望你沒有感冒。不過有些症狀頭兩天還看不出來，你最好

多喝水，多休息，多吃一點維他命。要不然你會跟我一樣，病得沒辦法上班。 

第十八課 探病： 

卡片內容：[安慰行為]大海：聽說你開刀住院了，很抱歉，一直忙得沒有時間

來看你。開刀情形怎麼樣？希望一切都好。送你一束鮮花，給你帶來好心情。

請你安心養病。祝你早日康復 芬芬 

第二十一課 唉！考試沒考好 

金水：[安慰行為]別難過，你這麼聰明的學生，只要以後考前不開夜車，這種

事情就不會再發生了。 

家明：唉！一想到我這麼用功，卻考得這麼糟就非常灰心。我真對不起我父母，

現在他們一定對我很失望。 

金水：[安慰行為]你的心情，我瞭解。你別這樣，對自己要有信心。再說，一

次失敗並不表示永遠失敗。我剛剛不是說了嗎？只要你繼續用功，不開夜車，

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家明：說來說去，都是我太在乎了。 

金水：[安慰行為]你對自己太嚴格了。想開一點。自責對事情沒有幫助。走，

走，走，我帶你去 KTV 唱唱歌，輕鬆一下。 

  筆者認為，為補現行教材課文之不足，教師可以從跨文化通的角度論及

不同文化在面對相同情境時會有怎麼樣的反應。並且結合課文的主題，由老

師補充面對生離死別這樣的人生大事，除了討論習俗之外，老師可以藉由討

論讓學生知道其背後的意義以及現代人如何看待、其他文化的人又是怎麼看

的。透過教案中更生活化的情境，讓學生感受到在課室中學習的外語，也是

可以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之中的。 

一、 安慰行為句式整理 

  以下筆者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整理出不同情境中最常使用的策略，以

及教師在教學中可以使用的句型，請見表 五-1 及表 五-2。 

表 五-1 分類情境核心策略架構 

情境 使用策略 句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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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使用策略 句式整理 

 

 

 

 

人際關係

-重大 

 

 

 

說理 

 

與其…(消極狀態)…為何不…(建議)… 

為自己及愛你的人繼續…(建議)… 

雖然...不在了，但是他(的…)會一直在你心中/回

憶的 

他沒有痛苦了/去當天使了，所以你也要好好振作

/好好活著/好好努力。 

愛情永遠不是求來的/是你的終究是你的不必強

求/還是要往前走/不要留下遺憾/就讓時間帶走一

切吧 

建議 好好考慮清楚(吧)。 

(建議你)還是…(吧) 。 

人際關係

-日常 

同理+ 

說理 

我也覺得… 

健康 - 重

大 

同理 我(的某某)(之前)也一樣，…情況描述…。 

健康 - 日

常 

建議 你應該… 

 

職場 / 學

校-重大 

分析+ 

建議 

(原因 A)再加上(原因 B)，建議…/還是…比較好 

如果是我…，因為…而且… 

你可以想想看你想要的是什麼，…(點出該事項的

優點或缺點)…，所以我覺得… 

職場 / 學

校-日常 

建議 就算…也…，還是… 

建議你(多)…，對你自己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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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分類情境輔助策略架構 

情境 使用策略 句式整理 

人際關係-

重大 

鼓勵 (一起)加油！ 

堅強點！ 

人際關係-

重大 

 

身語 

抱抱你， 

…(拍拍) 

拍拍 

健康-重大 鼓勵 加油喔！ 

為你打氣！ 

也要為自己加油。 

健康-日常 表情 QQ 


30

 

祝福 祝/希望你早日康復 

二、 安慰行為教案參考 

  前一節雖然整理了各情境試用策略，但是在實際教學上無法一次全部教

給學習者。因此筆者根據學習者程度設計了適用於 A1、B1 和 C1 的學習者

的三個教案，每個教案的情境皆不同，句型難易也不同。每個教案都可搭配

前一節內容和學習者程度做調整，供各位教師參考。 

表 五-3 初級安慰行為教案參考 

教學領域 語用學 教學時間 50 分鐘 

單元名稱 你還好嗎？ 教學設計與演示 林家彤 

                                              

30
 輸入方式為“:”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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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適用級別 A1 學生人數 兩人以上 

教學資源 講義、投影片 

教學目標 

1. 透過本次課程學會表達自己對他人的關心。 

2. 認識台灣人常用的表情符號。 

3. 透過本次課程學會給予他人建議。 

具體目標 1. 認識台灣流行的表情符號。 

2. 掌握健康-日常事件常用策略：建議、表情。 

前置作業 請學生回家想一想，在他們國家會對生病的人說什麼，請

用中文表達。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評量 

(投影片播放一個人生病的圖片，並附註「生病

shēngbìng， sick) 

師問 1：「今天，你生病了，會不會來上課？」 

師問 2：「為什麼？」 

師問 3：「生病的人應該要做甚麼？」 

( 引 導 學 生 說 出 「 生 病 的 人 應 該 / 最 好

____________」) 

 

 

10 

分鐘 

 

 

表達能力 

(老師介紹在中國/台灣文化中，認為生病的人要多

喝溫熱的開水，而且不可以吃冰。) 

師問 4：「你覺得生病的時候喝熱水/熱湯有沒有

用？」 

師問 5：「在你的國家會不會這樣？」 

 

5 

分鐘 

 

同理思考 

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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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台灣網路常用表情符號以及和表情符號相搭

配的例子： 

「我也感冒了 QQ」、「我頭疼 T.T」、「多休息

多喝水 QQ」 

老師再介紹中文在口語上會怎麼表達。並給予句

式：建議策略和祝福策略) 

建議如： 

 你應該要多休息/多喝水。 

 你最好去看醫生。 

祝福如： 

 祝你早日康復。 

 希望你的病可以快一點好。 

15 理解能力 

請學生分享自己的作業，並根據老師所教再提出一

份「中文版」。 

10 表達能力 

角色扮演：一個病人，一個給予病人安慰 

學生兩人一組，上前抽籤。 

抽籤內容：搭配課文中出現的「頭疼」、「發燒」

等病症。 

任務：學生演繹出情境中的對話，老師可以設定每

人的句數。 

10 表達能力 

同理思考 

 

表 五-4 中級安慰行為教案參考 

教學領域 語用學/寫作教學 教學時間 50 分鐘/跨兩堂課 

單元名稱 加油！ 
教學設計與演示

者 
林家彤 

適用級別 B1 學生人數 兩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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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講義、投影片 

教學目標 

1. 透過任務讓學生了解學習另一種語言可以讓世界更

廣大，讓自己的情感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出去。 

2. 透過故事接龍來同理她人遭遇低潮的消極情緒。 

具體目標 1. 掌握職場/學校相關事件常用策略：分析、建議、表

情。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評量 

(投影片播放一則在臉書上的訊息圖片：最近出現各種

無力感，今天還被老闆罵:’( （再附上一張圖片） 

（訊息內容可長可短，老師可以根據當課生詞做改寫） 

師問 1：「大家猜猜他發生什麼事了？」 

(引導學生一人一句，完成故事接龍。) 

 

15 

分鐘 

 

表達能力 

想像能力 

任務： 

師：「今天他是你在台灣的朋友，他發生了這樣的事

情，請你留言給他，給她一些建議並給他一點鼓勵。」 

建議策略： 

 我認為/覺得/推薦，你可以…，(說不定)… 

如果…，就…… 

 就算…也…，還是… 

 建議你(多)…，對你自己比較好。 

 

分析策略： 

 (原因 A)再加上(原因 B)，建議…/還是…比較好 

 

 

15 

分鐘 

 

 

同理思考 

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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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評量 

 如果是我…，因為…而且… 

 你可以想想看你想要的是什麼，…(點出該事項的

優點或缺點)…，所以我覺得… 

 

鼓勵如： 

 加油！ 

 你可以的！ 

 你最棒了！ 

（老師必須說明，他們回答的內容會公開給全班） 

隔天/下次上課 

請老師將各位同學的作業經過後製變成臉書留言訊息

的講義，並且內容須經過老師修正。 

1.請學生念不是自己的留言內容。 

2.老師可以和大家一起討論內容，確認學生都明白其

中的語法點和生詞。 

3.一起投票討論最喜歡哪一則留言，為什麼？ 

4.可以視情況公開票數最多的學生，或是猜猜看哪則

留言是哪位學生寫的。 

 

 

20 

分鐘 

 

閱讀能力 

理解能力 

表達能力 

表 五-5 高級安慰行為教案參考 

教學領域 
語用學 /寫作

教學 
教學時間 50 分鐘/跨兩堂課 

單元名稱 請節哀。 教學設計與演示者 林家彤 

適用級別 C1 學生人數 兩人以上 

教學資源 講義、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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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 藉由死亡課題，探討中外同時發生的現象。 

2. 藉由機會想想自己對於死亡的看法。 

3. 運用同理心，表達自己的安慰。 

具體目標 1. 掌握職人際相關事件常用策略：同理、說理。 

前置作業 讓學生課前看 youtube 上的兩部短片： 

《無人出席的告別式》中文預告 | 12.26 安心上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HIn8u69KyE 

《李四端's 雲端世界》交給他!了無牽掛「遺物整理專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jqcV6iK20w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評量 

無論東方或西方，現在都出現了類似的職業。 

師問 1：「你們在看這個短片之前，就知道這個職業了

嗎？」 

師問 2：「請你說說你第一次知道這個職業的時候有什

麼想法呢？」 

師問 3：「其實，世界上還是有些人沒有辦法接受這個

觀念，你覺得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師問 4：「這個職業是真的存在，是哪些原因讓這個職

業出現的呢？」 

 

15 

分鐘 

 

表達能力 

想像能力 

師：「孤獨感和無助感是人們面臨死亡時都會有的感

受。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P. S.我愛你》這部片？

今天我們要來看中文版。」 

教師在教室播放此電影預告： 

Trailer: P.S. I Love You《留給最愛的情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M2Ol5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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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評量 

任務(自選、分配或抽籤)： 

1.你是女主角，要寫卡片給去世男主角，說明對他的

思念。 

2.你是男主角，你在死前寫了卡片給女主角，希望她

不要太過傷心。 

3.你是女主角的朋友，在男主角生日這天要寫卡片給

女主角，希望她不要一直難過下去。 

女主名：荷莉·賴利-甘迺迪（Holly Reilly-Kennedy） 

男主名：蓋瑞·甘迺迪（Gerry Kennedy） 

再次播放預告片，並學習其中內容： 

(某人對某人的)愛會一直延續；人生無常；某某雖然

去世/不在了，但是音容永存/會一直存在你心裡；我

愛你直到永久。 

句型如： 

 我知道你一時之間很難接受，但是請節哀。 

 與其…(消極狀態)…為何不…(建議)… 

 為自己及愛你的人繼續…(建議)… 

 雖然...不在了，但是他(的…)會一直在你心中/

回憶的 

 他沒有痛苦了/去當天使了，所以你也要好好振作

/好好活著/好好努力。 

 愛情永遠不是求來的/是你的終究是你的不必強

求/還是要往前走/不要留下遺憾/就讓時間帶走

一切吧 

表達消極的狀態如： 

 

20 

分鐘 

同理思考 

表達能力 

組織能力 

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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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評量 

心如槁木、心如刀割、一蹶不振、行屍走肉等 

在學生寫作過程中解答需要句型並補充在白板上 

讓同學交換彼此的信，請另一個人帶有感情的唸出

來。大家一起欣賞。 

15 

分鐘 

文學欣賞 

口說能力 

閱讀能力 

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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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 

  本章將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以及研究限制。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為本文

的總節，涵蓋研究結果以及教學應用之內容。第二節為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

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文從電子布告欄系統中研究網路安慰言語行為，本文亦根據前人的安

慰策略架構 

  本文為了研究網路中，漢語和英語母語者在不同情境和不同事件大小之

下進行安慰言語行為時取何種策略，將研究情境分為：人際關係、健康和職

場／學校三大類，每一大類又分為重大事件和日常事件，每個情境蒐集一百

筆語料，漢英兩種語言總共分析一千兩百筆語料。根據研究結果，本文參考

前人的安慰策略架構，將網路安慰行為分為兩大類：核心策略與輔助策略。

核心策略底下分為情緒中心性策略和事件中心性策略；輔助策略則分為起頭

型輔助策略和結尾型輔助策略。和前人的架構相比，本研究新增了「說理」

和「建議」兩項核心策略策略，以及「表情」、「身語」、「稱呼」和「感

嘆」四項輔助策略，完整的策略架構請參閱第三章圖 三-13。 

  本文亦根據研究結果列出網路安慰言語行為的適當條件（見 

表 四-6），並證明核心策略是安慰行為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每筆語料都至

少要有一個核心策略才能完成安慰行為，而非 Long（2009）所說不需要核

心策略就可以完成；而輔助策略只是依附於核心策略前後作為支援，即使不

使用輔助策略也能完成安慰行為。 

  本研究發現在網路中，漢語和英語母語者，在不同情況下進行安慰言語

行為時主要採取的核心策略，在大方向上有其共性，在小細節處有其個性：

在人際相關的情境中，大部分採取的是事件中心性策略；在健康相關的情境

中，皆採取情緒中心性的同理策略；在工作/學業相關的情境中，皆採取事

件中心性策略（見表 四-5），因此可以看到兩語言在大情境類別中所展現

的共性。而面對相同情境，雖然漢語和英語都採取了事件中心性的策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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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具體採取的策略卻有所不同，漢語較常採取分析策略，而英語較常採取

建議策略，筆者認為這是因分析策略是一個較為「婉轉」的表達方式，分析

策略以較客觀的角度幫受話者分析事件優劣與好壞，因此間接表達了發話者

認為較好的選擇，符合高語境文化的表達方式；而建議策略則是直接表達了

發話者的想法，符合低語境文化的特點。 

  從輔助策略來看，鼓勵策略為兩者的共同點，「表情」和「身語」策略

為漢語常用輔助策略，而祝福為英語常用輔助策略。筆者認為以高語境為代

表的漢語文化，以非文字語言的「表情」和「身語」策略作為主要使用的情

況是因為即使是在網路上，漢語使用者也將想要安慰他人的情感濃縮到「表

情」和「身語」之中，相當符合高語境文化者的溝通特徵。而對低語境為代

表的英語文化來說，祝福策略從表達上來看是相當直接清楚，英語使用者想

要安慰他人的情感沒有模糊的以文字表達出來，相當符合低語境文化者的溝

通特徵。 

   從序列結構上來看，在網路中，漢語和英語母語者在不同情況下進行

安慰言語行為時，兩者的策略在序列結構上呈現了相似的趨勢。從表 四-5

可以看到，兩語言的序列結構相似，可視為語言的一種共性；惟人際關係-

日常事件除外。筆者認為因為人際關係-日常事件是最貼近生活的事件，因

此在這情境中體現了兩個語言的文化差異。面對人際關係-日常事件，漢語

做為集體主義文化的代表，發話者多採用「同理、說理」策略，希望受話者

不會傷害內團體的和諧關係；以個體主義文化為代表的英語發話者則多採用

「分析、建議」策略，認為受話者做對自己有利或是正確的事情即可。而輔

助策略，依其位置則可分為起頭型輔助策略：稱呼、身語和感嘆策略，和結

尾型輔助策略：表情、祝福和鼓勵策略。兩類型輔助策略位置並非絕對，本

文是依其主要出現位置做分類。而其不同的位置也代表不同的功能：起頭型

輔助策略讓發話者可以先釋出善意，如：身語、稱呼或感嘆策略；而結尾型

輔助策略可分為以正面的觀感最為結尾的鼓勵和祝福策略、表達同理之心的

身語策略、以及跟隨前面策略而有不同功能的表情策略。 

  本文第五章根據研究結果整理各情境適用的策略以及句型結構，再根據

句型難易以及情境的不同設計了符合跨文化教學理念的三個不同教案，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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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補足教科書中無法深入描繪的安慰情境。漢語在面對不同的情境有其不

同於英語的安慰行為與策略，而在網路中更有其常用的「表情」和「身語」

輔助策略，這些都是教師需要向漢語學習者點出的地方。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面臨一些限制，雖盡力涵蓋了不同的安慰情境，且

每個語言的不同情境都包含了一百筆的真實語料，但是在統計學上可能需要

透過更廣泛的語料蒐集來做出具代表性的結論。且本研究因為是從電子佈告

欄系統搜集語料，所以無法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納入本研究做為考量。

最後，在本文的分析過程中雖力求每項策略的定義和界線都清楚明瞭，但是

未無法透過第三者分析本研究的語料。本文所做出的跨文化對比分析基礎，

歸納了具體策略模式與序列結構，將其應用在教學建議中，期望各位前輩新

進能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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