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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來臺沉浸在華語情境中，閱讀成為不可或缺的能力。現今語言學

習強調真實語料的使用，新聞媒體語篇成為華語教師常用之教材。網路新聞

媒體在現今社會之地位不可小覷，但在臺灣對於新聞媒體語篇的研究卻略顯

不足，且少有對比新聞主題之研究文獻。據教育部 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附

設華語文中心外籍學生人數」統計，來臺學習華語以法籍學習者人數占最多，

此項調查顯示出針對法籍學習者教學研究之市場需求，但此類語言對比研究

仍然缺乏。因此本研究以 Hyland（2005）之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架構

為框架，分析華、法語社會版和娛樂版網路新聞在邏輯連接的交互式和人際

互動的互動式上具有語言或是主題的差異，並探討其中的關連性。 

本研究的語料取自2014年臺灣與法國雅虎網站發佈之社會與娛樂新聞

各五十篇。對比結果顯示，華語與法語的新聞都依賴交互式（interactive）

的後設論述標記連接語篇的邏輯概念，且兩者交互式各標記的使用情形也極

為類似，使用頻率第一皆為示證標記，其次是連接標記。兩語言也透過互動

式標記來傳達記者立場和顯示與讀者的互動，但兩者各標記使用分布有顯著

的差異，華語注重表達記者自身態度的態度標記，而法語則重視與讀者互動

的參與標記，呈現出＂親向讀者＂的態度。在新聞主題方面，華語和法語的

社會版和娛樂版交互式標記分布極為類似，而互動式各標記亦無顯著的差異，

顯示出新聞主題對記者撰寫語篇的概念並無影響。 

綜上所述，語言與主題兩個因素相較之下，語言的差異對新聞語篇的構

成有較明顯的影響。華語新聞以記者自身立場為主，而法語記者則注重讀者

的參與。參考以上結論，本研究可利用分析結果讓法籍學習者了解華語和法

語網路新聞中交互式和互動式詞語的使用，歸納各標記常用詞語且將部分詞

語轉化為定式，進一步提出實例、分析結構，建立完整的語篇概念。研究結

果期能協助法籍學習者建立有效的閱讀方式，提昇對新聞語篇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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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Chinese 

and French Online News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Chinese / French, online news discours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This study takes a doubly contrastive approach, investigating online news 

discourse in two languages, Chinese and French; and two news sections, society 

and entertainment with the taxonomy of metadiscourse. Recently the research of 

media discourse has focused on the domain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e value of 

online news discourse lies within the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However, most cross-language comparisons of discourse analysis 

focus on thos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French-speaking Chinese learners in Taiwan. Through the 

taxonomy of metadiscourse, we can discover the logical cohesion within the 

texts and the stance of the writers. 

The data used in this research consists of 200 news discourses collected 

from Yahoo Taiwan and Yahoo Franc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hinese and French journalists prefer to use 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 features (evidentials, transitions, etc...) and the frequencies of the 

usage of these features are similar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frequencies of 

usage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features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news 

discourse are more diverse. Chinese journalists tend to emphasize attitude 

markers to show their stances, while French journalists prefer engagement 

markers to interact with readers. As for the society and entertainment sections, 

the frequencies of usage of both interactive and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features are rathe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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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clu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online media has more influence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French news 

discourse is more “reader-friendly” while Chinese news discourse is more 

“reader responsibl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expect that the metadiscourse 

features will help French-speaking Chinese learners to construct Chinese online 

news discourse more effectively while reading. Futhermore, with authentic 

material, they can not only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but als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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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閱讀是為了從閱讀材料得到某種需要的信息與知識，滿足自己的某種目

的或需要（周小兵、張世濤、干紅梅，2008）。不論是母語者或是語言學習

者都有閱讀的需求，藉由閱讀可以獲取外界的資訊與社會接軌、亦可學習知

識並且提升語言的水準。 

隨著時代的變遷，閱讀的素材和來源有了不同的發展。在傳統教材中，

閱讀教學的素材多為作者自編，或是參考報章雜誌做改編，除此之外，課堂

教學方式也多以傳統的由下而上模式（Bottom up model）為主，先解釋詞彙，

再進一步了解整體篇章。現今華語閱讀教學則強調真實材料，且越來越多人

提出使用真實材料設計課程的概念，例如 Huang, Tindall & Nisbet（2011）

和楊弦陵（2013）。而在教學的真實材料中，新聞能提供即時資訊，往往是

語言教學選材的最愛，加上話題若具爭議性，更能藉由討論來提高學生語言

評析能力（葉德明，2011）。由於近期網路蓬勃發展，因此人們閱讀的媒介

也發生了變化。根據報導指出，網路媒體使用率已在 2012 年超越報紙，成

為現今社會人民最常使用的第二大媒體。此現象顯示出網路受重視之程度，

也表示網路媒體對人民之重要性。華語教師若從網路新聞媒體取得真實材料，

不僅來源豐富，且可在不同類型的材料中進行篩選，再進一步的運用其之語

篇，設計強調從全面語篇開始理解的自上而下（Top down model）模式閱讀

策略藉以協助學生理解語篇。 

隨著近期新聞媒體的興起，媒體語篇研究才逐漸受到關注。學者認為媒

體語篇亦屬於語篇分析的一部分，近幾年來也意識到人們的基本資訊和知識

來源皆取決於新聞媒體，凸顯其對日常生活之重要性。除此之外，網路新聞

媒體最高的價值在於與讀者間真實的互動關係與回饋，學習者不僅能從中交

換真實訊息，更能表達自我意見（Ghavamnia & Dastjerdi, 2013；Liang, 2013）。

有鑑於此，華語教師們開始於課堂中使用網路新聞語篇作為教材，但大多透

過如一般閱讀教學由下而上之傳統教學方式授課，鮮少以全觀、整體之方式

解讀語篇。此外，網路新聞主題類別繁多，娛樂新聞語篇被認為是可看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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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多樣面貌的軟新聞；而政治和社會新聞語篇則大部分屬於所謂的硬新聞，

以經濟、犯罪、戰爭等大事件為主（Patterson, 2000；林雯旋，2010），語言

使用上自然也偏向正式嚴肅。 

本研究利用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分類架構研究分析網路新聞語篇，

研究後設論述詞語不僅可以全觀角度探討語篇邏輯架構，亦能觀察作者與讀

者間互動關聯性。後設論述是凌駕在命題意義之上的詞語，後設論述並沒有

擴展概念訊息（Ideational material），而是幫助讀者面對訊息能夠連接、組織、

翻譯、評價和發展態度。命題（Propositon）為真實世界存在的想法、人物

及事件，雖然有時後設論述無法完全從命題中獨立提出，但後設論述依然被

定義為不影響命題的成分。Hyland（2005b）提出，後設論述強調的是語境

的意義（Meanings in context），因此有可能某詞語在本語篇中為後設論述成

分，但在別處卻為命題成分。如以下例句(1)和例句(2)。例句(1)中的＂possible

＂為後設論述成分，是作者對於事件發展作的評論猜測，表示作者認為這件

事發生的可能性。相反的，例句(2)則是命題事件本身的可能性，是作者無

法決定和控制的情形。 

(1) It’s possible that he just forgot to collect it.  

(2) It’s possible to see the peaks of Snowdonia on a clear day.       （Hyland, 2005b） 

後設論述架構經過許多學者修正及重建，目前 Hyland（2004）的架構

為研究者廣泛使用。Hyland 將後設論述分為交互式（Interactive）和互動式

（Interactional）兩系統，其功能分別是連接語篇的邏輯架構以及表達作者

個人立場和激發讀者在語篇中的參與度。近來學術研究已確認作者、讀者的

互動包含在寫作文本內，然而作者傳遞個人立場的方式目前尚未有完整的分

類，因此 Hyland（2005a）進一步將互動式分為作者表達自我態度的立場式

（Stance）和與讀者互動的參與式（Engagement），針對互動式系統進行更

細部的探討。 

後設論述研究逐漸地成為近來語篇分析的重心，眾多學者將後設論述領

域結合其他，如在西方語用學界主要針對學術論文的寫作教學做研究

（Hyland, 1998, 1999, 2005a；Dahl, 2004；Hyland & Tse, 2004；Ifanti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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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許多研究分別從不同語篇類型探討後設論述，如社會科學語篇研究

（Crismore, 1983）、研究生教科書分析（Hyland, 2000）等。在不同語言對

比上，Dafouz-Milne（2008）對比西班牙文和英文的文本、人際後設論述標

記使用情況，發現兩類標記皆出現於兩語言之新聞語篇中，但在文本後設論

計標記內部分布有所差異；Mauranen（1993）對比芬蘭文和英文，發現英

文語篇使用後設論述標記的現象較芬蘭文語篇普遍的多，作者在語篇中凸顯

自己的情況也較明顯。而在不同主題領域的研究方面，Hyland（2005a）研

究學術論文語篇時亦分為硬性領域及軟性領域，探討與比較兩種不同領域後

設論述的使用分布。若把此概念運用至網路新聞語篇中，亦可探究後設論述

在不同新聞主題使用情況之差異。 

Vande Kopple（1985）分析大學教學時教師如何利用後設論述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他認為熟悉後設論述對於學習者有一定的助益。Hashemi, 

Khodabakhshzadeh & Shirvan（2011）亦提出舊式閱讀教學策略的缺失，並

設計實驗研究後設論述對學習者理解語篇是否有幫助，結果顯示當學習者

意識到各標記的存在時，可更有系統的了解語篇。此外，另有學者探討語

篇中後設論述多寡是否影響學習者的閱讀理解。由此可見，雖然此方面閱

讀策略研究並不佔多數，但後設論述標記確實在學習者語篇閱讀上有一定

的助益，因此教師可巧妙利用各標記建立學生的語篇概念。 

由上述內容可看出，目前後設論述研究著重於探討學術論文，新聞語篇

的研究僅以 Dafouz-Milne（2008）對英國報紙和西班牙報紙意見專欄所做的

研究和 Le（2004）分析法國經典報紙 Le Monde 社論為主，而對於網路即時

新聞的語篇研究更為缺乏。除此之外，語言雙重對比研究大多以英文為主，

如 Mauranen（1993）對比芬蘭文和英文、Dafouz-Milne（2008）對比西班牙

文和英文，或是僅針對英文中的不同領域，如 Hyland（2004, 2005a）對不

同英文學術領域進行研究。明顯的，後設論述在法語領域的研究相當貧乏，

但根據教育部調查，法籍華語學習者在臺人數卻為歐洲之最。再者，在不同

主題領域的對比方面，除了 Hyland（2005a）比較學術領域中軟性、硬性學

科後設論述標記使用差異之外，鮮少有不同新聞語篇主題對比研究，顯現出

主題對比在新聞語篇研究中的缺乏。最後，雖然新聞語篇閱讀教學在現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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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逐漸受到重視，但仍缺少系統性、全觀性由上而下的教學方式，也少

有教師兼論語篇邏輯理解和與讀者互動之概念。 

綜上而論，語篇閱讀教學已經不再以詞彙為本，而是由整體語篇由上而

下的理解方式進行，語篇的邏輯銜接因而顯得格外重要，另外，從形式上看，

雖然閱讀只是一種單向的語言交流，只是語言輸入，而實質上閱讀是作者與

讀者雙方參與的言語交際活動（周小兵等人，2008）。後設論述交互式和互

動式系統可同時探討新聞語篇的邏輯銜接功能以及記者和讀者互動的情況。

因此，本研究將利用後設論述架構分析網路新聞語篇，探討華語、法語後設

論述各標記詞語使用頻率之分布，除此之外，也將針對屬於硬新聞的社會版

和屬於軟新聞的娛樂版進行分析，討論不同新聞主題的差異，並進一步探討

新聞語言和新聞主題之差異對後設論述詞語分布是否有所影響，補足新聞語

篇在不同語言、不同主題之對比研究上的缺失。最後，再將研究結果應用至

法籍華語學習者之閱讀教學策略之上。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最終目的在於利用後設論述架構探討華語、法語的社會版和娛樂

版之網路新聞語篇，觀察邏輯銜接的交互式和引發讀者參與的互動式標記使

用率分布情形，並進一步的分析新聞語言和新聞主題兩者何為影響後設論述

分布之主因。所得結果期能為以法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提供華語網路新聞

教學之實質幫助。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有四。 

1. 華語、法語兩種語言在網路新聞後設論述的使用分布上有何特色？ 

2. 社會、娛樂兩種新聞主題在網路新聞後設論述的使用分布上有何特色？ 

3. 在網路新聞領域，新聞語言和新聞主題何者對後設論述分布有影響？ 

4. 後設論述在針對法籍華語學習者之閱讀教學應用上有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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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1. 網路新聞媒體（online news media） 

周慶祥（2005）認為，網路新聞媒體是經由專業新聞媒體機構之採訪、

編輯，以文字或圖形介面為基礎，新聞內容至少每天更新一次以上，並透過

無線或有線網路之數位形式傳輸，能與讀者進行較高程度互動及提供新聞性

資訊服務。 

2. 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 

後設論述是現今在語篇分析和語言教育中常使用的術語，是一個將作者

和語篇、作者和讀者間的互動概念化的新方式，其中蘊含溝通不只是訊息、

物品和服務交換的概念，還涉及了溝通者的個性、態度以及假設（Hyland, 

2005b）。設論述詞語成分凌駕於命題之上，並不影響篇章命題語義內容本身

的發展。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六章，各章節簡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本章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指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

究問題、名詞釋義以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本章有三個重點，分別回顧華語新聞教學、闡述網

路新聞之重要性以及探討後設論述之研究。華語新聞閱讀教學可細分為華語

閱讀教學模式、新聞媒體語篇研究和華語新聞語篇教學；網路新聞之重要性

則強調網路新聞媒體在現今社會之必要性；第三部分回顧本研究重點分類架

構後設論述之概念，探討其功能本質以及各學者之分類，再將其與新聞研究

和閱讀教學做結合，緊扣本研究主題。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本研究先以量化方式統計後設論述各標記之百分比

分布，再以質化的方式對研究分析結果作出合理之解釋。本章先交代語料來

源及蒐集程序，再告知研究步驟、介紹分類架構。確立後設論述分類架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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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介紹本研究歸類和統計的方式。 

第四章為研究結果與討論，先解釋後設論述各標記詞語的判斷標準並提

供例句，再分別探討新聞語言和新聞主題兩個重點部分，分析華語和法語、

社會版新聞和娛樂版新聞交互式和互動式後設論述分布情形，再進一步做出

各標記百分比分布之對比。最後和文獻探討結合，將特殊現象及差異性提出

討論。 

第五章為華語新聞語篇教學應用，將第四章之討論結果應用於網路新聞

語篇教學，比較華語、法語語篇中標記使用之差異，並將後設論述交互式和

互動式各標記概念帶入其中，提出針對法籍學習者的後設論述詞語教學方法

以及設計教案，幫助學生更有效的閱讀華語新聞。 

第六章為結論，回應本文研究問題、闡述本文主要發現、提出研究限制

並建議後續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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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對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進行探討，內容總共分為三節。首先，第

一節介紹華語新聞閱讀教學，並分為三個部分細部討論，分別是華語閱讀教

學模式、新聞媒體語篇研究和華語新聞語篇教學，分別討論閱讀教學不同的

模式以及介紹後設論述分析運用於新聞語篇教學之可行性；其次，將針對網

路新聞之重要性進行闡述和證明，強調網路新聞媒體對現代人的影響；最後，

本研究將從後設論述概論切入，探討後設論述之功能本質和後設論述之分類

架構，並再深入討論後設論述和新聞以及和閱讀教學之關聯性。 

第一節 華語新聞教學 

在教學的真實材料中，新聞能提供即時資訊，往往是語言教學選材的最

愛，加上話題若具爭議性，更能藉由討論來提高學生語言評析能力（葉德明，

2011）。依上述所示，學者理論凸顯出華語新聞結合教學的重要性，提升華

語新聞教學之價值。本節第一部分探討新聞媒體語篇研究，第二部分對華語

新聞語篇教學加以著墨，第三部分則介紹對外華語閱讀教學之閱讀模式。 

新聞媒體語篇研究 一、

Van Dijk（1988）認為，「語篇」（discourse）是一門在各學科間都存在

的研究，如人文和社會科學等領域。語篇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所發展出

的公眾演講，從說服他人過程中產生有效性的語篇架構。從形式來看，語篇

亦經歷過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洗禮，因此，後期所發展的形式則直接或間

接地受結構主義之影響。除此之外，語篇的發展和社會語言學亦有緊密的關

聯性，如某地區流傳之特殊的神話或童話。而語篇研究發展的另一條脈絡是

偏向社會導向的日常對話分析，近期則逐漸演變為文本的語篇研究。Fowler

（1991）也提出，語篇在使用上具社會性跟意識形態，並且透過語言可將其

解碼。Charaudeau & Maingueneau（2002）亦認為語篇分析是現今人文學和

社會學的重心，「語篇」強調的不外乎是語言本身在語境中的活動狀態以及

和社會的連接關係。由此可見透過研究語言可探究語篇的背景意義。 

文本的語篇研究方面，許多人在學術領域之語篇上做出貢獻，探討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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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作者使用之邏輯連接和與讀者間互動之關聯性（Hyland, 1999, 2004, 

2005a；Dahl, 2004；Hyland & Tse, 2004；Ifantidou, 2005；吳欣儒，2011）。

因此，語篇的研究不僅只是強調詞語和句意，還進一步的上升至段落和篇章

的邏輯連接，更開啟了重視語篇中作者與讀者間互動的模式，而今日因媒體

的型態變化，使得語篇互動之研究顯得更為重要。 

媒體的轉型和網路媒體的興起，使得語篇研究的重點也漸漸的發生了變

化。Ghavamnia & Dastjerdi（2013）提出，媒體語篇亦屬於語篇分析的一部

分，而新聞報導研究則可稱為媒體語篇分析研究最大的任務之一，Chevalier

（1831）亦提到，媒體可說是平衡三權的新興第四大權力。由此可見媒體語

篇的重要性。早期除了廣告媒體研究外，沒有任何一個媒體研究可以引起學

者的關注，不論是對符號學家、語言學家或是語篇分析學家而言。而新聞媒

體的研究最終得到平反，近幾年學者們終於意識到新聞媒體語篇對日常生活

有重要的影響力，人們大部分對社會、政治的知識或是對世界的認識皆是從

生活中各種不同的新聞媒介所取得。 

新聞媒體語篇的溝通價值仰賴新聞語篇中與真實事件互動的真實的語

態和真誠的回饋。在語篇互動中，學習者不僅交換真實和相關的訊息，亦透

過豐富的策略表達自我意見（Liang, 2013）。Conboy（2007）亦認為，為了

詮釋新聞媒體的目的，語篇可定義為知識和態度力量透過語言呈現的結果，

所有的互動行為都在語篇系統內發生作用。不僅如此，新聞媒體語言亦可表

現出不同的社會價值、社會群體和文化背景。 

華語新聞語篇教學 二、

李楊等人（2007）認為華語語篇構造基本知識囊括語域型式、結構型式

和連貫型式。語域型式意指華語語篇與其外部語境間的基本制衡關係，語篇

外部語境可分為兩方面，其一是宏觀的種族和社會文化環境（語言的風貌、

制度等），其二則是具體語篇出現的具體交際場景（篇章寫作的目的意圖、

出現場合時間以及作者與讀者的特點和相互關係等）；結構型式是指華語語

篇的結構要素和要素組織成語篇的基本模式；連貫型式則是實現語篇局部連

貫和總體連貫的基本形式，又可分為篇章連接詞語、詞語語義關聯、指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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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與語句排列和話題推進順序。 

學者們認為以上述語篇構造知識基模為基礎，可使學生更有效率的掌握

閱讀策略。學者亦認為閱讀策略應參考篇章語言學之概念，並提出幾點建議：

(1)把訓練學生對於華語篇章結構模式的敏感度作為基礎階段閱讀教學的一

項內容，教學大綱裡列出明確的目標要求；(2)教材所選課文應該體現出華

語篇章不同文體典型的結構模式，作為教師展示篇章組織方式的依據和學生

建立相應結構圖式的參照；(3)教材中適當安排一些專門的訓練項目，讓學

生在教師的幫助下有意識的感知華語篇章結構的典型形式。表二-1 為李楊

等人重釋提高閱讀效率的四種策略。 

表二-1 與語篇構造知識基模相關之閱讀策略 

（資料來源：李楊、王鍾華、陳灼（2007）。對外漢語教學課程研究。北京：北

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臺灣華語教材中之閱讀材料多為編者自行撰寫、報章雜誌改寫或是經典

文學改寫，如一般教材《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或是針對閱讀

訓練之教材《今日臺灣》、《新聞與觀點》等常用教學書籍中之閱讀教學元素，

並且採取的方式多為自下而上的模式，先提供生詞，進行生詞釋義後再進而

分析句義，最後才擴展至語篇。抑或是強調文化教學，並不著重語篇的理解，

僅注重概念的傳達。現今華語教學強調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之重

要性，Huang, Tindall & Nisbet（2011）針對真實材料對學習者的助益做出研

究，研究結果顯示，參與者認為大量使用真實材料與真實活動能夠加強學生

閱讀策略 解釋 

預測 讀者根據已知訊息，對尚未讀到的語篇內容做出假設和預期 

選擇 
讀者憑藉知識基模的幫助，在閱讀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閱讀目的迅速

篩選、提取所需訊息或新訊息 

推斷 讀者根據已有知識對語篇中隱含或陌生內容進行推測和斷定 

記憶 
讀者短時間記憶的廣度和記憶過程中整合片段記憶成大語義結構

的能力決定閱讀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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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度且能促進和真實世界語境和狀態的連結性。 

上述研究顯示出真實教學材料之運用在教學上的必要性，因此，對於華

語教師而言，尋找合適的真實材料進行閱讀教學就成為一門學問。而如葉德

明（2011）所言，新聞能提供即時資訊，因此在語言教學選材上受到教師的

喜愛。新聞為日常生活可取得之真實閱讀材料，新聞語篇不僅能作為閱讀教

學素材，亦能提供讀者目標語國家社會文化訊息。根據Ghavamnia & 

Dastjerdi（2013）所示，研究者們直到近期才逐漸發現新聞語篇對日常生活

之影響力，因此近幾年來華語教師開始於課堂上使用新聞語篇進行教學。教

學方式大多如同一般自下而上的閱讀教學模式，提供生詞連結句子、段落，

最後串聯成篇章。 

本研究以後設論述作為新聞語篇之分析架構，探悉後設論述標記不僅可

知曉語篇中邏輯連接，且能了解作者態度和與讀者間之互動等特色。如上

述李楊等人（2007）所提出的語篇概念，語篇中的具體交際場景與篇章寫

作的目的、出現場合時間以及作者與讀者的特點、相互關係皆有所關連。

李楊等人認為可將訓練學生對於華語篇章結構模式的敏感度作為基礎階段

閱讀教學的一項內容，而後設論述欲探討的即是邏輯連接標記的目的以及

作者、讀者間的關係，利用不同的後設論述標記讓學生對新聞語篇邏輯及

互動性更加敏銳。第三節將詳細介紹後設論述與新聞、閱讀教學之關聯性。 

華語閱讀教學模式 三、

閱讀是現代人認識社會最基本的方法，是獲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手段，報

刊、書信、論文乃至科技文獻、法律文書等等，無一不是需要通過閱讀為人

們所了解（彭志平，2007）。閱讀是獲取資訊最快的途徑之一，因此在聽、

說、讀、寫中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心理學界將第二語言閱讀分為幾種模式，

分別是自下而上模式（Bottom up model）、自上而下模式（Top down model）

以及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彭志平，2007；陳賢純，2008；周小兵

等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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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下而上模式（Bottom up model） 

自下而上模式意指讀者從詞義整和至句義，再從句義擴大理解至段落的

方式，以由小單位至大單位的形式進行閱讀理解。讀者在腦中尋找相關的語

音、語義等線索，並且和語篇上下文進行比對，若符合上下文則進行下一步

解碼（decoding），若不符合則重新進行編碼比對。此種模式強調基本知識

的重要性，為傳統閱讀課程所大量使用。此模式現今遭受許多質疑，故有學

者提出自上而下模式。 

（二）自上而下模式（Top down model） 

自上而下模式理念與自下而上模式相反，強調讀者的背景知識在閱讀過

程中的重要性。學者認為，閱讀過程是一種在每個認知層次上都發生的推測

與驗證相互交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讀者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周小兵

等人，2008）。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的進行假設，然後再從語篇中尋求證

據。如讀者可利用例句(3)中的＂本來＂和其後之話語來推測下文之意，利

用詞語假設後續的發展。此種模式在閱讀研究中有突破性的發展，並且帶動

了閱讀教學的盛行。 

(3) 我們本來準備明天去峨嵋山旅遊的，__________________。（周小兵等人，2008） 

（三）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 

閱讀研究發展至後期，越來越多人認為閱讀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交互

作用的結果，因此將兩種模型結合成為必然的發展結果，形成較全面的交互

模式系統（彭志平，2007）。交互模式並非只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之相加

作用，它牽涉更深入複雜的過程，並強調訊息傳遞方向是雙向而非單向。 

上述閱讀模式被廣泛利用於語言學習中，在教授專業學術文章閱讀技巧

上特別有效（Camiciottoli, 2003）。而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亦是重要的學習方

式之一。現今來臺之外籍學習者日益增加，據教育部 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

附設華語文中心外籍學生人數」統計，可得知來臺學習華語之法籍學習者人

數躍升至歐洲之最。而法籍學習者來臺沉浸在華語情境中，閱讀成為不可或

缺的能力。根據圖二-1，可得知從 99 學年到 101 學年，來臺之法籍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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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呈穩定成長，超越德籍和英籍學生。有鑑於此，顯示法語研究對臺灣華

語教學界之重要性。華語屬於 Hofstede（1984）所提的東方集體主義文化，

強調天人合一、團體生活，而法語則是屬於西方的個體主義，強調個人權力。

由此可見，兩者的語言系統和文化差異勢必造成語言上使用之不同，因此探

討對兩語言語篇上之差異，對學習中文的法籍學習者也會有引領的效果。 

 

圖二-1 99、101 學年在臺之英、德、法籍華語學習者人數變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中心外籍學生人數統計資料 99

年 1 月至 12 月和 101 年 1 月至 12 月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3752&Index=3&wid=31d75a44-efff-4c44-a0

75-15a9eb7aecdf） 

 

第二節 網路新聞之重要性 

隨著世代的前進，網路成為現今高科技時代最不可或缺的媒介之一。網

路不僅可作為現代人工作、休閒娛樂主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網路亦為社

會訊息、新聞資訊舉足輕重的來源。本節將介紹新興的網路新聞媒體對現代

人之重要性。 

網路新聞媒體 一、

時代的演變，也改變了媒體的形式。早期印刷媒體時期大家接收訊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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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是報章雜誌，一直到電視的普及，傳播訊息的最大宗媒體漸漸轉變為廣

播電視，直至今日數位電子時代，網路和電腦的蓬勃發展使得網路媒體迅速

崛起。根據學者定義，只要擁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使用人口即可稱為大眾媒體，

而由於全球化概念興起，於1998聯合國新聞委員年會上，就已正式將網路定

為繼報紙、廣播和電視後的「第四大傳播媒體」（陳萬達，2007）。 

在網路蓬勃發展之際，人們懷疑也害怕這個新興媒體會取代傳統媒體

（Althaus & Tewksbury, 2000；Nguyen, 2007），Althaus and Tewksbury（2000）

研究指出，縱然電腦技術和網路使用變成全球趨勢，大眾使用媒體主要是為

了休閒娛樂，因此網路似乎無法取代傳統媒體。但是否真為如此，許多學者

持有不同的看法。 

擁有強大優勢的網路，在早期不被認為有能力取代傳統媒體，直至世新

大學7月19日公布「2013臺灣民眾媒體評鑑大調查」結果。如表二-2顯示，

五大媒體使用率中，電視居首，網路則是領先報紙，穩居第二大媒體。而從

歷年媒體使用趨勢也可看出，電視至今長期遙遙領先其他媒體，而網路則自

2012年起首度超越報紙，使用率高達74.9%，報紙2013則下跌至61.4%。由

此可見，臺灣民眾使用媒體的習慣有重大的發展，網路媒體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Stovall（2004）、周慶祥（2005）和陳萬達（2007）認為網路媒體具有

以下傳統媒體所沒有的優勢。(1)多媒體性，畫面、音效、文字一體；(2)即

時性傳播、互動；(3)自主性，訊息個人化；(4)便利性，資訊隨手可得；(5)

內容豐富，儲存量大；(6)全球化和跨文化性等多項優勢。 

表二-2  2010 年至 2013 年媒體使用率 

（資料來源：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之 2013 臺灣民眾媒體評鑑大調查與十年回顧） 

  電視 報紙 網路 

2010  97.3 74.0 71.3 

2011  98.2 71.8 68.6 

2012  96.2 67.7 74.9 

2013  97.9 61.4 74.9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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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聞媒體之定義為：「經由專業新聞媒體機構之採訪、編輯，以文

字或圖形介面為基礎，新聞內容至少每天更新一次以上，並透過無線或有線

網路之數位形式傳輸，能與讀者進行較高程度互動及提供新聞性資訊服務。」

（周慶祥，2005）。網路媒體的興起帶動網路新聞的發展，而網路本身的特

性使得新聞形式和內容益趨多元化（陳萬達，2007）。因網路新聞的特性符

合時下人們生活的方式，人們的重心漸漸的從傳統新聞媒體轉移到網路新聞

媒體。 

新聞在網路平台之普及程度要歸功於其使用者導向（user-centric）功能

特性。(1)使用便利、容易；(2)訊息的立即性；(3)內容的豐富度；(4)新聞的

隨機性；(5)使用者參與的可能性；(6)多媒體內容和形式；(7)網路新聞的全

面性。除了使用者導向的功能特性外，網路新聞本身也具備(1)準確性；(2)

公正性；(3)完整性；(4)時效性；(5)原創性；(6)獨立性；(7)相關性等其他特

點（Nguyen, 2007；陳萬達，2007）。上述優勢使得網路新聞媒體勢不可擋，

甚至連傳統媒體工作者也敞開大門迎接新興的網路新聞媒體的改革。臺灣師

範大學教授胡幼偉則強調，未來網路新聞將會出現另一波資訊改革，因為網

路新聞重視即時、快速、簡潔，民眾的閱報習慣也逐漸改變1。由表二-3 可

看出網路新聞媒體之優勢分布和特色。 

表二-3 臺灣新聞網站網路新聞媒體之競爭層面（陳萬達，2007） 

 

                                                      
1
 取自網路新聞 http://cce-online.shu.edu.tw/index.php/2012-03-09-18-00-59/797-1231 

競爭項目 競爭指標與例證 權重 

新聞質量 
新聞速度、更新次數、單日新聞量、新聞規劃

及來源整合、多媒體整合能力、專題企畫 
35% 

機制功能 
網頁視覺及友善度、瀏覽動線、連線速度、附

加功能、社群平台、資料庫功能、互動功能 
35% 

內容創意 單元企劃、專區企劃、專業企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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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設論述概論 

＂meta＂在英語中是由古希臘語發展而來的一個前綴（prefix），表＂時

間上較後的＂（after；behind）、＂超脫、超越＂（transcending）、＂處於較

高、較遠處的＂（higher than；beyond）概念，在華語我們譯為＂後設＂（吳

欣儒，2011）。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是現今在語篇分析和語言教育中

常使用的術語，是一個將作者和語篇、作者和讀者間的互動概念化的新方式，

其中蘊含溝通不只是訊息、物品和服務交換的概念，還涉及了溝通者的個性、

態度以及假設（Hyland, 2005b）。本研究所提之後設論述詞語為凌駕於命題

之上之成分，並不影響篇章命題語義內容本身的發展，但為讀者了解語篇的

關鍵，在語篇架構和互動上有畫龍點睛之效。 

後設論述是一種讀者導向（Reader-oriented）、注重人際策略的成分，後

設論述顯現出作者意識到讀者的存在，也顯現出讀者對精細闡述、分類、引

導和互動的需求。 

後設論述的功能本質 一、

後設論述的概念各家學者眾說紛紜，其定義至今亦存在分歧。而主要議

題之一是應將其歸類於句法類別或是功能類別，有些學者認為兩者皆是，但

將其歸類於功能類別的學者仍佔多數。功能（functional）在語用學中有許

多含意，在後設論述中則關係到語言如何運作以達到使用者的某些交際目的。

Hyland（2005b）認為後設論述功能強調的是＂語境意義＂（meanings in 

context），所以當我們分辨何者可歸類為後設論述時，我們應該著重的是詞

語在文本此處做什麼用，而不是詞語的功能是什麼，因後設論述在文本中與

其他部分相互作用才能發揮其功能，並且某些詞語可能在此文本中是後設論

述功能，在另一文本中則是命題功能。這樣的多功能性表示我們無法把後設

論述看作嚴格的語言現象，而應看作修辭或是語用現象。 

後設論述最常採用 Vande Kopple（1985）提出的廣義定義，指的是「關

於話語的話語或是關於交際的交際」。Vande Kopple 認為後設論述是不添加

命題訊息但是呈現出作者的語言工具。Halliday（1973）率先提出將語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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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種功能，分別是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和文

本功能（Textual）。概念功能涉及語言的內容，作為經驗的表達，人際功能

則透露作者的個性，用來評價或回應概念訊息，而文本功能是人們用來連接

語篇的工具。Halliday 所說的概念成分可對應語篇的命題內容，而人際成分

或是語篇成分則可歸類為後設論述。Halliday 提出的人際功能和文本功能廣

受後設論述研究學者引用，作為分類架構。Vande Kopple 也認為，當人們在

寫作時，通常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是和主題相關的訊息，屬於命題內容的擴

展，而第二則為後設論述，此部分並不增加命題內容，但是能夠在語篇上幫

助讀者組織、釐清、分類、翻譯、評價和回應。 

圖二-2 語篇中的文本功能角色 

（資料來源：Hyland, K. (2005b). Meta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 

 

李秀明（2006）亦提出，後設論述的形式表現沒有一個明確的形態特徵，

因此只能從語用修辭功能進行區分，主要有四大功能，分別是表達話語間之

關聯的語篇組織功能、表示作者介入控管的話語監控功能、涉及情感的話語

評價功能和輔助交際行為的話語互動功能，由圖二-3可看出後設論述功能不

僅包含語篇的邏輯組織，甚至包含語篇內之互動情況。 

組織

語篇 

組織 

命題 

文本功能 

後設論述 命題語篇 

和世界有

關的陳述 

文本、作者和讀

者的態度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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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3 李秀明（2006）後設論述的功能結構 

 

後設論述的分類 二、

歷年來有許多學者對後設論述做出詮釋和分類。早期 Vande Kopple

（1985）認為後設論述可分為文本後設論述（Textual metadiscourse）和人際

後設論述（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兩類，其中又有七種次類。文本後

設論述之次類分別為文本連接詞（Text connective）、註解標記（Code gloss）、

效度標記（Validity marker）、和敘事語（Narrator）。文本連接詞是幫助讀

者認清文本如何組織，以及不同的部分該如何連接；註解標記幫助讀者找出

文本的元素中最適當的意思，定義解釋詞語，或是當歧義出現時為讀者解答；

效度標記表達我們對於命題訊息的有效性的觀點；敘事語目的是先讓讀者知

曉是誰說了或寫了此話語。人際後設論述有言外行為標記（ Illocution 

markers）、態度標記（Attitude markers）和評論語（Commentaries）。言外

行為標記使讀者清楚在文本中使用了哪些語篇行為，有假設、總結、宣告等

等；態度標記揭露作者對命題內容的態度；評論標記是在使用評論時，直接

點名讀者，將讀者一起帶入隱含的對話中。請參考表二-4。 

 

 

 

 

 

後設論述 

功能結構 

語篇組織功能 話語監控功能 話語評價功能 話語互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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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 Vande Kopple（1985）後設論述分類與實例 

文本後設論述 Textual metadiscourse 

文本連接詞 

表順序：first/next/in the third place 

表邏輯：however/nevertheless/as a consequence 

表時間：at the same time 

表提示：as I noted in Chapter One /as we shall see in next section 

表話題：for example/there are/as for 

註解標記 利用括號進行解釋 

效度標記 

模糊語：perhaps/ may/might/seem 

強調語：clearly/ undoubtedly/it’s obvious that 

歸屬語：According to Einstein 

敘事語 來源語：according to James/Mrs. Wilson announced that 

人際後設論述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言外行為標記 
作者在文本中的語篇行為：I hypothesize that/to sum up/we 

claim that/I promise to 

態度標記 作者對命題內容之態度：surprisingly/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評論語 

評論讀者可能的心情：most of you will oppose the idea that 

建議流程：you might wish to read the last chapter first 

告知讀者有何可期待：you will probably find the following 

material difficult at first 

作者希望和讀者擁有之關係：my friends 

 

雖然 Vande Kopple 的分類被學者廣泛使用，但 Hyland（2005b）指出，

此分類無法分辨敘事標記和歸屬語之差異，此外，言外行為標記和效度標記

中有重覆的部分，而評論語的分類和態度標記亦非常相似。因此，眾多學者

將 Vande Kopple 的分類重新定義和修正。最具代表性的是 Crismore 和

Hyland 兩位學者針對 Vande Kopple 的分類重新組織、修正後的版本。表二-5

為 Crismore 和其他學者對後設論述分類修改後之結果，將文本後設論述分

為文本標記和解釋標記，在各自細分成邏輯連接、序列語、提示語、話題語

和註解標記、言外行為標記、預告語。而人際後設論述則是分為模糊語、肯

定標記、歸屬語、態度標記和評論語。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9 
 

表二-5 Crismore et al.（1993）後設論述分類與實例 

文本後設論述 Textual metadiscourse 

文本標記（Texual markers） 

邏輯連接 呈現概念間的連接 therefore/so/in addition/and 

序列語 表示次序、排列元素 first/next/finally 

提示語 提及先前的元素 as we saw in Chapter one 

話題語 表示話題轉移 well/now I will discuss... 

解釋標記（Interpretive markers） 

註解標記 解釋文本 for example/that is 

言外行為標記 呈現言語行為 to conclude/in sum/I predict 

預告語 預告接下來的元素內容 in the next section... 

人際後設論述 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 

模糊語 表達對事實的不確定感 might/possible/likely 

肯定標記 表達對事實的全然信任 certainly/know/shows 

歸屬語 證明論點的來源 Smith claims that... 

態度標記 呈現作者的情感價值 I hope/agree/surprisingly... 

評論語 建立和讀者的關聯 you may not agree that... 

 

經過不斷的修正，Hyland（2004）將後設論述分為交互式（Interactive）

和互動式（Interactional）兩類。交互式主要目的是在語篇中幫助引導讀者，

強調作者和語篇之關聯性，可細分為連接標記、架構標記、照應標記、示證

標記和註解標記；互動式的目的則是吸引讀者參與討論，強調作者透過語篇

和讀者互動之關聯性，其中又可分為模糊標記、強調標記、態度標記、自稱

標記和參與標記。請參考表二-6。 

 

 

 

 

 



華法網路新聞之語篇標記研究與教學應用 

20 
 

表二-6  Hyland（2004）後設論述之分類 

（資料來源：Hyland, K. (2004). 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Metadiscourse in L2 

postgraduate writing.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3, 133–151.） 

交互式 Interactive resources 

連接標記 表達篇章之間的語義聯繫 In addition/but /thus/and 

架構標記 指出話語行為、序列、階段 Finally/to conclude/my purpose is to 

照應標記 指出語篇內部其他部分的訊息 Noted above/see fig./in section 2 

示證標記 指出其他語篇訊息來源 According to X/(Y, 1990)/Z states 

註解標記 幫助讀者理解概念意義 Namely/e.g./such as/in other words 

互動式 Interactional resources 

模糊標記 作者對命題內容有所保留 Might/Perhaps/Possible/about 

強調標記 強調作者對命題的確定性 In fact definitely/it is clear that 

態度標記 表達作者的命題態度 Unfortunately/I to agree 

自稱標記 表示作者自身的顯現 I/we/my/our 

參與標記 
指出與讀者的關係或確立與讀

者之間的關係 
Consider/note that/You can see that 

 

Hyland（2005a）將互動式另做整理，將先前提及之參與標記獨立出，

分為圖二-4 之立場式（Stance）和參與式（Engagement）兩大項。Hyland

認為學術寫作不再是客觀的言談，而是作者說服讀者的一種方式，因此他研

究各領域學術文章的作者如何利用語言表達自身立場。立場式包含先前所提

之模糊標記、強調標記、態度標記以及自稱標記，而參與式即為參與標記，

又可細分為＂讀者代稱＂、＂個人旁白＂、＂共享知識＂、＂指令詞＂和＂

疑問句＂。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領域的作者對於自我表達、專業領域呈現及

讀者互動的方式都不同。自然科學類作者將研究視為普遍化的結果；軟性知

識則較有自己的詮釋空間。因此柔性表達不確定感的模糊標記，以及作為作

者自身投射的自稱、態度標記皆為軟性領域大量使用。作者亦可以藉由標記

的使用決定凸顯或是忽視讀者，例如哲學、社會科學等軟性領域大量的使用

參與式的＂讀者代稱＂表現出作者和讀者間的團結性。 

由上述分類之演變可看出，後設論述之各標記分類經過不斷的修正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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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直到 Hyland（2004, 2005a）清楚明瞭的將之分為交互式和互動式兩系

統，各自表現出建構語篇之詞語的邏輯性和作者、讀者間之互動關係，不僅

簡化了複雜的分類系統，亦兼顧語篇後設論述詞語兩種不同的表現。因此筆

者在本研究採取 Hyland 之分類系統，分析網路新聞語篇後設論述詞語之使

用分布特色，並在第三章詳細介紹 Hyland 分類系統各標記之特色和定義。 

 

圖二-4 互動式中之立場式與參與式分類 

（資料來源：整理自 Hyland, K. (2005a). Stance and engagement: A model of 

interaction in academic discourse. Discourse Studies, 7(2), 173–91.） 

 

後設論述與新聞語篇研究 三、

西方語用學界主要針對學術論文的寫作教學做研究，如 Hyland（1998, 

1999）對英文學術話語中的後設論述使用情況做詳盡的分析，比較香港大學

研究生英文論文以及大學本科生教材和專業學術論文中的後設論述使用情

況，呈現出作者和讀者間的關聯性。Dahl（2004）利用雙重對比調查法文、

英文、挪威文三種語言的經濟學、語言學和醫學三種學術領域中作者的表現

形式。證實從醫學領域文本談論，後設論述使用受到學術領域的影響較大；

相反的，從經濟和語言學文本談論，後設論述的使用受到語言和國家寫作文

化常規較大的影響。作者在英文和挪威文中利用後設論述凸顯自己，而法語

記者則偏好不明顯和直接的自我顯現方式。綜上所述，英文和挪威文兩者為

互動式 

立場式 

模糊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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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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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作者責任制文化（writer responsible），作者對語篇做較多的解釋、

付出較多的責任，而法文則呈現出讀者責任制文化（reader responsible），

作者付出較少，由讀者自行解讀語篇。Ifantidou（2005）則探討語篇間的關

聯，並認為後設論述是學術語篇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可發現，西方學界對後設論述主要以探究學術論文為

主要目的，而針對新聞語篇的研究較為貧瘠。新聞語篇研究較具代表性的為

Dafouz-Milne（2008）針對英國報紙和西班牙報紙意見專欄所做的研究，比

較新聞語篇中文本功能和人際功能的後設論述分布差異，討論兩報說服功能

和後設論述所扮演的角色。結果顯示，英國和西班牙的意見專欄皆使用文本

或人際功能，因新聞種類的相同導致兩者分析結果具有跨語言的同質性，但

內部標記的分布仍有所差異。在說服功能方面，讀者認為當新聞適量並且平

衡使用文本和人際功能後設論述時最具說服力，相反的，讀者認為較少使用

後設論述詞語的語篇較不具有說服力。事實證明，讀者給予具互動性的語篇

高度的評價。 

除此之外，Le（2004）透過分析法國經典報紙 Le Monde 社論中的示證

標記（Evidentials）、人稱標記（Person markers）和關聯標記（Relational markers）

觀察記者在語篇中主動參與的程度，並連結到報紙呈現的權力態度。結果顯

示，後設論述詞語的使用情況因語篇種類而異。社論使用示證標記的目的是

為了支持論點、表達報紙的嚴肅態度和心智的獨立，而 Hyland（1998）研

究學術論文時使用示證標記是為了確認自己的研究與前人是否一致，並強調

自己的新發現。Hyland 認為人稱標記無法成為人們對事件的主觀評價，但

Le 在新聞領域的研究結果正好相反，他認為人稱標記在社論中可強調本報

在事件中的立場。此外，第一人稱複數也可作為關聯標記，但在學術文章研

究中關聯標記並不包含讀者。 

由上述內容可見，學術領域和新聞領域對語篇中後設論述的使用結果解

讀不盡相同，顯現出新聞領域的後設論述詞語使用情況之研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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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論述與閱讀教學 四、

Vande Kopple（1985）分析大學寫作教學時教師如何利用後設論述提升

學生學習品質。他認為熟知後設論述對學習者而言有許多優勢，並舉實驗之

例說明後設論述對程度極好或極壞的閱讀者或許沒有太大的成效，但對中等

程度的閱讀者使用後設論述手段能幫助他們組織和回憶文本內容。 

Hashemi et al.（2011）指出舊式閱讀教學的缺失，例如：(1)教師過分著

重閱讀內容而忽視閱讀技巧；(2)教師並非如現實生活閱讀般建立確切的閱

讀目標；(3)並非每種語篇都需要學生大聲朗讀，此方法達到的成效有限；(4)

舊式教學法無法使學生準確掌握文本，全班默讀後各別點名問問題也無法使

老師清楚了解是否每個學生都了解內容；(5)閱讀的文本時常只被當成教授

詞彙和語法點的媒介。Hashemi et al.（2011）設計實驗了解後設論述對英語

學習者的閱讀理解有無作用，結果證實對於進階學習者來說，後設論述使用

與否對理解語篇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級程度學習者並沒有意識到後設論述

的存在。更進一步研究，當中級程度學習者意識到後設論述的存在時，對閱

讀也有明顯的幫助。Jalififar & Shooshtari（2011）則是特別針對後設論述的

模糊標記進行研究，研究顯示，給予明確的模糊標記概念可增強大學生後設

論述的知識。閱讀程度較好的學生較能準確運用後設論述的模糊標記。 

Camiciottoli（2003）亦提及，閱讀不僅只有讀者和語篇的互動，還有另

一種讀者與作者互動的＂對話＂類型，稱為後設論述。Camiciottoli 對學習

專業英語的義大利學生進行量化和質化的實驗調查，試圖探討含有較多後設

論述詞語的語篇是否比擁有較少後設論述詞語的語篇更容易被學生所理解。

調查數據顯示，並無明確證據說明含有較多後設論述詞語的語篇比較容易理

解，但是在細部標記的使用上卻有顯著的差異。例如學生對於擁有較多後設

論述詞語篇章的某些段落功能特別了解，作者認為這可歸功於架構標記大規

模的使用，引導讀者進入接下來的討論。另外值得注意的特點是，某些段落

偏好使用人稱標記，呈現出作者與讀者的團結性。除此之外，擁有較多後設

論述詞語的語篇也包含較多的模糊標記，減輕作者的立場態度，表現出＂親

向讀者＂（Reader-friendly）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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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後設論述對於閱讀理解有正面的影響，某些特定的標記可以

使讀者在段落間做出良好的連結。作者更指出，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後設

論述的課室應用。從文本觀點出發，教師可要求學生找出架構標記和預測下

文的發展，邏輯連接標記則可以幫助學生探索作者的分析架構和修辭策略，

照應標記能夠讓學生從宏觀角度觀察語篇並且可以鼓勵學生建立自己的新

知，註解標記則是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幫助讀者理解語篇中的新概念；從人際

觀點來看，學生可利用尋找模糊、強調、第一人稱代詞的標記來探討為何作

者使用這些標記，而態度標記可以激發學生貢獻出個人的想法並且給予篇章

批判性的回饋。以上文獻皆可應證熟悉後設論述標記對學生理解語篇有所助

益，對於華語教師設計新聞語篇教學上亦有所貢獻，凸顯出本研究新聞語篇

的後設論述詞語教學應用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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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方法分析華語、法語網路新聞平台之娛樂、社會版新聞，先說

明語料之來源、取得方法以及蒐集程序，再闡明研究步驟以及分類架構標準，

最後分析語料，以量化和質化的方式做出統計和對比。 

第一節 研究語料來源與蒐集程序 

網路新聞平台眾多，臺灣的網路新聞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建

置新聞網站，由讀者自由上網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新聞以及使用網站所提供之

服務。如聯合新聞網站、奇摩新聞網站；另外一種則是經由訂閱電子報，由

新聞提供者直接利用電子郵件形式寄到讀者的電子信箱，如中時電子報、

PChome電子報等（沈中愷，2006）。 

本研究參考 Alexa
2網站排名決定以雅虎網站為語料蒐集平台。雅虎是美

國網際網路跨國公司，也是網路入口網站的巨擘，並且提供如新聞、信箱等

多項服務。據 Alexa 排名，雅虎為全球瀏覽率前五名之網站，除此之外，在

臺灣更是位於網站使用之首席，在法國也擠身前六名，而在新聞類別中甚至

列為全球之冠，說明雅虎網站普遍為大眾所接受。 

本研究語料取自臺灣YAHOO奇摩（http://tw.yahoo.com/）和法國YAHOO 

FRANCE（http://fr.yahoo.com/），社會和娛樂版新聞各 50 篇3，語料總數為

200 篇，並且以 2014 年二月到四月的新聞為蒐集對象。中文新聞每篇字數

介於 250 字至 550 字之間，而法文新聞字數則介於 150 字至 300 字間。選自

影劇版是因為此種軟性新聞的語言方式與其餘的新聞類型有很大的差異。影

劇新聞本身具有一定的誇張度，內容也較為輕鬆閒適；而相反的，社會新聞

則較多為嚴肅的議題，偏向事實性陳述的硬新聞4。本研究藉此差異觀察網

                                                      
2
 Alexa Internet 為亞馬遜旗下子公司，其網站排名主要根據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 和

Google Chrome 提供之流量資料，由於其取樣數量大，且都以當今網路世界流行之主流瀏

覽器為依據，因此被廣泛使用於評估網站受歡迎程度。（http://www.alexa.com/topsites） 
3
 感謝口委楊光貞教授建議補充語料數量取用原則。筆者各取用 50 篇語料為上限之原因

是因其為能夠看出分布差異之數量。 
4
 感謝口委曾金金教授建議補充社會、娛樂新聞硬性和軟性之差異性。Patterson（2000）

將硬新聞定義為影響日常生活的重大事件，軟新聞提供的訊息無關公眾事件，但並非毫

無價值。參考以上定義，社會新聞相較之下較娛樂新聞更偏向硬新聞。 

http://zh.wikipedia.org/wiki/Internet_Explorer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refox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_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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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聞記者在語言使用上之特色。 

蒐集語料時，首先進入網站首頁後，點選位於頁面左側＂服務列表＂中

的＂新聞＂（Actualité）5進入新聞頁面，新聞分類欄位於頁面上側。以社會

版（FRANCE）為例，在上方欄位選取＂社會＂後，再點入＂更多社會最新

新聞＂（Tous les titres ）。頁面最上方出現可選欄位，分別選取＂社會＂

（France）、＂所有新聞來源＂（Tous les partenaires）以及＂所有時間＂（Tout 

le temps）後確認篩選條件，隨後出現近期半個月至一個多月的新聞。詳細

解釋可參考圖三-1 之取材流程及圖三-2 取材流程圖示。 

圖三-1 華、法雅虎新聞標題取材流程（以社會新聞為例） 

 

 

 

 

 

 

 

 

 

 

 

                                                      
5
 括號中為法文版之選項 

YAHOO 

首頁 

服務列表：新聞 

ACTUALITE 
上方新聞分類欄 

社會 

FRANCE 

更多社會最新 

新聞類別 

Tous les titres 

欄位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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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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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步驟 4 

華

語 

 

 

 

 

 

法

語 

 

 

 

 

圖三-2 華、法網路新聞取材流程圖示（以社會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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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後設論述 

分類架構 

後設論述 

詞語歸類 

後設論述 

詞語統計 

結果分析 

及解釋 

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分類介紹 

本研究之語料分析步驟如下： 

圖三-3 本研究語料分析之流程圖 

確立後設論述分類架構 一、

第一階段詳細介紹表二-6Hyland（2004）後設論述分類架構。Hyland改

善前人後設論述分類系統，將其簡化重整為分為強調訊息邏輯連接的交互式

（Interactive resources）和注重作者和讀者間互動的互動式（Interactional 

resources）。兩類別之下又各自分為五次類，分別為交互式中的連接標記

（Transition）、架構標記（Frame marker）、照應標記（Endophoric marker）、

示證標記（Evidential）和註解標記（Code gloss）；互動式中的模糊標記

（Hedge）、強調標記（Booster）、態度標記（Attitude marker）、自稱標記（Self 

mention）和參與標記（Engagement marker）。 

（一）交互式（Interative resources）  

交互式成分的目的是幫助讀者使用這些特徵尋找連貫性跟可信度來分

辨命題訊息。這些特徵是作者透過讀者的理解能力、文章關聯理解度、引導

說明需求和讀者認定之雙方關係做的評估結果。因此交互式在新聞語篇中扮

演的是引導讀者的角色，可分為作者對於訊息的安排、帶領讀者閱讀文章等

（Hyland & Tse, 2004）。此分類共有五個次類，分別為連接標記、架構標記、

照應標記、示證標記和註解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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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接標記（Transition） 

根據 Hyland（2005）提出，連接標記以連接詞或副詞為多，幫助讀者

解讀語篇中觀點間之連結。這些標記標示出語篇間附加、對比和因果關係，

並以此三種形式呈現出讀者思想邏輯，在篇章擴展時表達其中之關聯性。連

接標記必須在篇章中扮演好內部連結的角色，連接論點（ linking 

argument-internal elements），幫助讀者理解概念間的關聯。表三-1 為 Hyland

（2005）將連接標記在內部及外部扮演的角色之分類，筆者結合 Hyland

（2005）所舉之例，使分類更易理解。 

表三-1 連接標記之三種分類 

（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Hyland, K. (2005b). Metadiscourse. London, 

England: Continuum.） 

關聯 外部 內部 例子 

附加 附加活動 附加論點 moreover, furthermore, by the way… 

對比 
事物和特性

的對比 

論點和證據之

對比 

similar, equally, in the same way… 

however, but, in contrast… 

因果 

對事情如何

發生、為何發

生進行解釋 

得出因果結論

或反駁論點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admittedly, anyway, in any case… 

 

2. 架構標記（Frame marker） 

架構標記是表示語篇的界線或架構的元素。其功能是排序（sequence）、

標記（label）、預測（predict）和轉移觀點（shift arguments），讓讀者清楚

理解語篇。架構標記下還可分為四種次類，將其功能更完整的呈現，請參考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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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架構標記之次類 

（資料來源：整理自Hyland, K. (2005b). Meta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 

 

3. 照應標記（Endophoric marker） 

照應標記簡而言之意指在同一語篇中照應到其他部分的成分，如 Hyland

（2005b）中提及的＂see Figure 2＂、＂refer to the next section＂和＂as noted 

above＂。中文可對應為語篇中的＂請見表一-1＂、＂第三部分將詳細說明

＂、＂參考第二章＂等。照應標記使內文更容易理解並且以提及先前訊息或

預期未來發展的方式支持論點（Hyland, 2005b）。 

4. 示證標記（Evidential） 

Vande Kopple（1985）早期提出＂Narrator（解說者）＂概念，在篇章中

先讓讀者得知誰說了或寫了這句話；而根據 Hyland（2005b）說明，示證標

記是語篇之外的概念，可引導讀者理解作者對主題的掌握度。學者認為示證

標記＂Who＂的概念可代表文章地位，增強論點的說服力，所以必須和作者

個人立場（stance）區分。Hyland 在研究英文學術寫作後舉出幾個例子，如

＂According to X＂、＂(Y, 2000)＂、＂Z states＂等。 

需特別注意的是，為了避免蒐集到非記者自身使用之詞語，本研究將示

證標記引言內之其他後設論述標記皆排除在語料蒐集之外。 

5. 註解標記（Code gloss）  

註解標記是指以換句話說、解釋和說明的方式來提供額外的訊息，以確

保讀者了解作者想表達的意義，也反映出作者對讀者基本知識之預期。

類別 定義 例子 

排序 

將篇章或內部觀點排

序，通常有明顯的附加

關聯性 

first, then,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標記 標示語篇的所在階段 to summarize, in sum, to conclude… 

預測 呈述出篇章目標 my purpose is, I hope to persuade… 

觀點轉移 表示主題的轉移 Well, right, OK, let us retur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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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and 舉例之英文詞語為＂this is called＂、＂in other words＂、＂ namely

＂等，若以中文詞語呈現則是＂就是＂、＂可以說是＂等等，有時也會以括

號中標明註解的方式呈現。 

（二）互動式（Interactional resourses） 

互動式的特徵是作者和讀者間的互動，這些特徵在文章中不只呈現出作

者對於命題的解釋，還有對讀者的了解。人際互動特徵可以幫助作者在語篇

中呈現個人特色，作者可將之與自己的觀點做結合，集中注意力，表達不確

定性和幫助他們詮釋。這些特徵不只是作者表達觀點的橋樑，也是他們與其

他人的連接（Hyland, 2005b）。人際互動共有五次類，分別為模糊標記

（Hedge）、強調標記（Booster）、態度標記（Attitude marker）、自稱標

記（Self mention）、參與標記（Engagement marker）。 

1. 模糊標記（Hedge） 

模糊標記的使用表示作者願意接受不同的意見，因此對命題採取保留態

度。模糊標記強調客觀的態度，作者選擇以意見的方式呈現，而非以事實定

論，因此有協商的餘地（Hyland，2005b）。在呈現命題訊息時作者無法直

接的給予肯定的訊息，必須衡量是否可以給予斷言，並考慮精確性和可信度，

以此方式保護自己以避免論點最終被推翻（Hyland, 2004; 2005b）。Hyland

提出此類特徵詞語有＂possible＂、＂might＂、＂perhaps＂等。 

2. 強調標記（Booster） 

如 Hyland（2005b）中提及的＂clearly＂、＂obviously＂、＂in fact＂、

＂it is clear that＂等詞語。強調標記是當作者發現潛在的可能性時選擇將可

能性消除而非擴大，作者的目的是斷絕其他可能性，防止不同觀點的衝突出

現，並且對自己的說法相當肯定。中文則可參考李秀明（2005）分類中的明

確表達標記語，如＂很明顯＂、＂顯而易見的是＂、＂毫無疑問＂、＂大家

知道＂等皆收列其中。 

3. 態度標記（Attitude marker）  

表現作者個人情感而非知識或對命題的態度。態度標記並非評論訊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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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關聯或是可信度，而是表現出驚訝、同意、重要性、責任義務、懊惱

等等情緒（Hyland, 2004, 2005b）。態度標記以三種後設論述元素呈現，分

別是態度動詞（attitude verbs），如＂agree＂、＂prefer＂；副詞句，如＂

Unfortunately＂、＂hopefully＂；形容詞，如＂appropriate＂、＂remarkable

＂等。 

4. 自稱標記（Self mention） 

自稱標記是指以第一人稱和所有格形容詞出現的頻率來判斷篇章中作

者呈現自我的程度。如文中出現指涉自己的＂I＂、不包含讀者的＂we＂、

＂ours＂等。每篇文章都包含作者自己的訊息，但是以第一人稱自我投射其

中應屬自我呈現最強烈的方式（Ivanic, 1998）。需要注意的是，不包含讀者

的＂we＂和接下來將提及的參與標記中包含讀者的＂we＂有所差異。 

5. 參與標記（Engagement marker） 

參與標記是作者對讀者說話的方式，目的是集中讀者注意力或是將其列

為參與者。作者可透過參與標記強調或減弱讀者的參與度。根據 Hyland

（2005a）之論述，其將參與標記分為讀者代稱（Reader pronouns）、指令

詞（Directives）、疑問句（Questions）、共享知識（Shared knowledge）和

個人旁白（Personal asides）。 

讀者代稱指的是＂you＂、＂your＂以及包含讀者的＂we＂這類人稱代

名詞；指令詞引導讀者實施某種行為，可以命令式的方式呈現，如＂consider

＂、＂note＂，或是義務型態，如＂should＂、＂must＂；疑問句可使用反

問形式激發讀者的興趣並鼓勵讀者參與，通常直接指涉讀者提出疑問；共享

知識的使用可使作者說服讀者雙方共享同樣的訊息；個人旁白則使用括號額

外的解釋來傳達作者的性格特色。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將採用圖二-4 之 Hyland（2005a）的分類，將互動

式另外分為立場式和參與式，對比語篇中這兩種系統之分布差異，觀察華語

和法語記者撰寫新聞時之態度以及和讀者互動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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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論述詞語歸類與統計 二、

確立後設論述分類標準後，第二階段是以本研究分類架構分析先前蒐集

並編號之 200 篇語料。如圖三-4 以 word 文件將後設論述詞語標出6，並註明

屬於何種標記，同一則新聞中依照詞語標記出現次數統計，因此若重複出現

相同詞語，將重複計算之。第三階段則將每篇語料之後設論述詞語歸類，如

圖三-5 利用 excel 將各變項列出，分別以量化方式計算各標記的語料筆數，

以便統計出各標記的分布百分比。最後，依照新聞語篇後設論述的分布以質

化的方式做出結論及解釋。 

 

圖三-4 網路新聞後設論述詞語分析（以華語社會版新聞為例） 

 

圖三-5 後設論述語各標記語料統計

                                                      
6
 法語詞語分析參考以 Salin（1996）、Delatour et al.（2004）和 Mérieux & Loiseau（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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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第一節說明華語和法語網路新聞語篇中後設論述的質化判斷標準，

第二、第三節則闡述網路新聞後設論述量化分析的結果，並分別以新聞語言

和新聞主題為討論對象，呈現華語、法語和社會版、娛樂版後設論述交互式

與互動式分布的現象。 

第一節 後設論述標記詞語判斷標準 

本節將闡明筆者如何分類華語和法語新聞語篇中後設論述之成分，並舉

例說明之。 

華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標記 一、

第一部分介紹華語網路新聞交互式和互動式各標記常見或各類別中具

代表性之詞語，並引用例句更清楚的呈現之。 

（一）交互式 

1. 連接標記 

第三章介紹連接標記將其分為附加、對比和因果成分。附加成分顧名思

義即為增加內文論點時所使用之標記，在此標記之後帶出另一個命題內容，

或是更進一步地敘述命題，在語篇中加強語義間之邏輯。如例句(4)、(5)、

(6)和(7)之＂而＂、＂且＂、＂不但＂、＂還＂、＂另外＂等詞語。  

(4) 但這回大師本人開口了，她欽點有「陸版李英愛」封號的盛朗熙，說他和女主

角氣質好像，還說如果盛朗熙演他就當導演，而網上更瘋傳盛朗熙和金庸的

自拍照，讓這 24 歲的上海姑娘人氣迅速竄紅。7
                    （CE3-2） 

(5) 陳父主張，楊男明知兒子不熟悉該車性能，仍交由兒子駕駛，也有過失，且兒

子死亡時遺產僅 30萬餘元，扣除喪葬費用，已無剩餘。                 （CS4-6）                                                      

                                                      
7
 例句後標號依據是依照語言、版面、語篇編號和內部段落句子編號來進行編碼。如例句

(4)的（CE3-2）即表示本句為華語例句（Chinese）並屬於娛樂新聞（Entertainment），本

句來源為筆者蒐集的第三則新聞語篇中的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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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騎士和整台機車都被撞到在山壁邊，但肇事車主不但沒下車查看，還加速逃逸

裝沒事，惡劣行徑全都錄。                                     （CS6-2） 

(7) 鼎王麻辣鍋因湯頭藥材涉嫌廣告不實遭開罰，現在又被台中市衛生局查到食材

標榜醫療效能，因此依法再開罰八十萬元，到目前為止鼎王已被罰一百萬元，

另外，湯頭原料、製作交待不清部分，已移送檢調偵辦。            （CS11-1） 

對比成分將事物、特性和論點進行對比，其中又分為＂相似＂（similar）

與＂相異＂（different）兩類。本研究語料並未出現＂相似＂之詞語，＂相

異＂成分則作為兩個不同觀點或事物之間的邏輯連接橋梁，使篇章產生對比

和轉折之感。如例句(8)之＂但＂、＂卻＂，例句(9)、(10)中的＂不過＂、＂

只是＂等。 

(8) 張韶涵發片重金打造，但造型卻被網友接連作文章…              （CE1-1） 

(9) 張姓男子違規將車子停在公車停靠區，並開門下車，不過，一時疏忽沒有留意

後方的機車，造成機車女騎士撞上車門，彈飛到路中間，最後被公車輾過，

送醫仍傷重不治。                                            （CS1-4） 

(10) 王菲現身在巴黎時裝秀，儘管她隨意紮起馬尾、穿著簡單剪裁的大衣，還是

不減天后氣勢，立刻吸引鎂光燈聚焦，只是不管媒體怎麼拍怎麼問，王菲依

舊維持她酷酷的風格，就是不說一句話…                        （CE5-3） 

因果成分呈現出事件、觀點的前因後果。對於事件如何發生以及為何發

生進行解釋，或呈現出對前面的敘述進行反駁所得到的結果。許多因果連詞

皆屬於此類，如例句(11)、(12)，表成因的 ＂由於＂、＂因（為）＂，或是

例句(7)、(13)表結果的＂因此＂、＂因而＂。 

(11) 全案經過法院審理，由於被告和家人達成和解，法院判處他七個月有期徒刑，

同時宣告緩刑五年。                                          （CS1-2） 

(12) 炎亞綸、郭雪芙因在三立「就是要你愛上我」中配對，螢幕情侶形象深植人

心，原本要在三立「愛上兩個我」中續愛，因郭雪芙檔期喬不攏，改由同是

「Dream Girls」團員的李毓芬代打。                             （CE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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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醫師娘遇襲後與胡同文拉扯，右手指頭因而遭割傷、韌帶斷裂，被砍得滿臉

是血的醫師娘送醫後，被驗出右額、上眼瞼、右耳、右鼻、上唇多處割裂傷，

經急救撿回一命。                                            （CE2-6） 

筆者將本研究語料中之連接詞語整理、歸納並置入 Hyland（2005b）之

分類中。如表四-1 所呈現，本研究連接標記附加詞語分別有＂還＂、＂而

＂、＂不但＂、＂另外＂、＂此外＂、＂加上＂；對比詞語則有＂不過＂、

＂倒是＂、＂反倒是＂、＂儘管＂、＂反而＂、＂但＂、＂卻＂、＂則＂＂

等；因果詞語有＂由於＂、＂因（為）＂、＂既然＂、＂因而＂、＂因此＂。 

表四-1 本研究後設論述連接標記之詞語 

關聯 外部 內部 詞語 

附加 附加活動 附加論點 
還、而、且、不但、另外、此外、

加上 

對比 
事物和特性

的對比 

論點和證據

之對比 

但、卻、則、雖然、不過、倒是、

反倒是、儘管、只是、只、不管、

反而、還是、依舊、仍 

因果 

對事情如何

發生、為何發

生進行解釋 

報告成因、得

出結論或反

駁論點 

由於、因為 、既然 

因而、因此 

 

2. 架構標記 

架構標記之功能為從外部排列篇章的順序，或是排列內部的命題內容。

如例句(14)、(11)之＂然後＂、＂同時＂皆表示記者撰寫新聞時對語篇的排

序架構；亦或是例句(15)、(16)之＂至於＂、＂對於＂，記者可利用此類詞

語表達話題轉移、引進新話題。 

(14) 對包偉銘而言，不老最重要的秘訣，就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然後要求自

己嚴格遵守。                                               （CE22-7）  

(15) 至於陳男是否尚有遺產可供執行，法官表示此屬強制執行程序上應調查的事

項，法院毋需審酌。                                           （CS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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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對於新專輯造型老是被討論，這次張韶涵選擇不回應。            （CE1-3） 

 

3. 照應標記 

因新聞語篇和學術文章不同，在新聞語篇中並不會提到＂參考第一章＂、

＂請見表 1＂等內部參照的詞語，因此在本研究中並未發現此項功能之語料，

語料筆數為零。 

 

4. 示證標記 

為了增加新聞的可信度，記者使用示證標記作為事件的佐證。因本文的

語料來源是網路新聞，筆者分析語料後找出新聞語篇中引用他人的代表性詞

彙，如例句(17)之＂起訴書指出＂、例句(19)之＂OO 指出＂、例句(20)之＂

OO 說＂和例句(21)的＂外傳＂、例句(22)＂根據 OO 報導＂，或是例句(22)

直接引用的＂『…』＂等詞彙標記。 

(17) 起訴書指出，28 歲陳女在網路聊天室放上別人的沙龍照，外型面貌姣好的美

女照，引起林姓男子注意，進而在網路主動聊天。                  （CS5-3） 

(18) 至於陳男是否尚有遺產可供執行，法官表示此屬強制執行程序上應調查的事

項，法院毋需審酌。                                           （CS4-8） 

(19) 她欽點有「陸版李英愛」封號的盛朗熙，說他和女主角氣質好像，還說如果

盛朗熙演他就當導演，而網上更瘋傳盛朗熙和金庸的自拍照。       （CE3-2）                                                                                                                                                      

(20) 外傳廠商有意重拍神鵰俠侶和天龍八部，經典的小龍女和王語嫣角色，就是

相中盛朗熙，連金庸也大讚她和這兩位仙女的氣質好像，如果她拍我就做導

演。                                                        （CE3-5） 

(21) 根據《聯合報》報導，他坦承要到一處轟趴販毒，他平日在補習班任教英文，

私下當兼職藥頭賺錢，警方訊後將他依毒品罪移送。              （CS10-6） 

(22) 鄧紫棋上月在微博發文，反問大家若一個人重覆犯同樣的錯誤，是否會一再

接受並原諒？她自認不清楚哪種決定最好，「我只知道，在我 22 歲的這一年，

我還做不到。」                                               （C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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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17)、(18)、(19)、(20)和(21)之＂OO 指出＂、＂OO 表示＂、＂OO

說＂、＂外傳＂和＂根據 OO 報導＂等雖不像例句(22)用引號的方式直接帶

出他人的話語，但也間接的帶出某特定人士的想法、外界的傳聞或是利用專

業來源引證，皆屬於引用文章以外的訊息。若以 Hyland 的觀點來看，這些

引用他人的方式都可達到增加新聞內容說服力的目的，顯得篇章更為真實。 

需特別注意的是，依照本研究的限制，示證標記引言內之其他後設論述

標記皆排除在語料蒐集之外。例如例句(21)的示證標記＂根據 OO 報導＂後

的＂他坦承＂就不另列入示證標記中。 

 

5. 註解標記 

其功能是以換句話說、解釋和說明的方式來提供額外的訊息，保障讀者

了解作者想表達的意義，有時也會以括號方式呈現。如例句(23)以括號解釋

的方式給予讀者更多的訊息，使得語篇更容易理解。 

(23) 李威、謝欣穎、黃鴻升（小鬼）、王樂妍和李依瑾演出的華視、夢田新戲《巷

弄裡的那家書店》３日開放探班。                              （CE48-1） 

（二）互動式 

1. 模糊標記 

依照 Hyland（2005b）之論點，模糊標記強調客觀的態度，作者選擇以

意見的方式呈現，而非以事實定論，因此有協商的餘地。華語模糊標記詞語

有例句(24)、(25)和(26)之＂看起來＂、＂可能＂和＂疑似＂等，從這些詞語

皆可看出記者語帶保留之態度。 

(24) 一台鐵灰色 BMW X5 汽車開在山路上，原本看起來都還好好的，疑似不耐前

方車速太慢竟然違規，逆向跨越雙黃線準備超車…                    （CS6-3） 

(25) 機車騎士被撞倒在山壁旁還立刻起身，可能一時之間還摸不著頭緒，肇事車

主就已經逃逸無蹤…                                         （C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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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驚險的車禍意外發生在新北市的烏來山路，有一台駕著 BMW 的車主，疑似

不耐前方車速太慢，違規逆向跨越雙黃線超車，沒想到卻和一台機車撞個正

著…                                                       （CS6-1） 

 

2. 強調標記 

與模糊標記相反，強調標記是撰寫者用來強調事實，並且杜絕其他可能

性的標記。如例句例句(27)的＂當然＂、例句(28)的＂顯然＂和例句(29)的＂

一定＂，以上詞語皆為記者強調事件真實度之標記，加上此類詞語可使讀者

和記者站在同樣的角度，並且加強語篇的可信度。 

(27) 春訓至今表現出色，王維中心情當然雀躍開心，人長得帥，唉呦！也愛耍帥

哦。                                                        （CE2-4） 

(28) 審酌陳姓男子有妨害家庭、妨害性自主等前科，先前也有竊盜前科，屬於累

犯，顯然具有竊盜習慣，仍不思悔過而以不正當管道獲取金錢，造成被害人

財產損失，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益的法治觀念，也沒有跟被害人達成和解，

返還財物，衡量以後，合併判處他有期徒刑三年七月。全案可上訴。  （CS18-6） 

(29) 但您一定沒有看過這樣的劉德華，當時劉德華正接受小哥費玉清的訪問，費

玉清一唱歌華仔立刻興致勃勃想要伴舞，沒想到卻腳滑撲倒整個人正面往前，

帥哥形象瞬間崩盤…                                        （CE45-3） 

 

3. 態度標記 

態度標記可以表現出撰寫者驚訝、同意、重要性、責任義務、懊惱等等

情緒，從態度標記可以觀察出記者撰寫新聞時的自身的態度。經過語料觀察，

符合 Hyland 所定義之態度標記有例句(24)、(30)屬於情態詞的＂竟然＂、＂

未料＂，以及例句(31)、(32)的＂巧合的是＂、＂出乎意料的＂等，除此之

外，筆者將語氣詞也歸於此類，如例句(33)、(27)的＂好啦＂、＂唉呦＂。

這些詞彙都帶有作者個人的主觀情感意識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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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新北市楊姓男子開保時捷跑車出遊，途中借同車的陳姓友人試開，「過過跑

車癮」，未料陳男遇彎道未減速，失控撞上分隔島，2 人慘死車中。     （CS4-1） 

(31) 這次王菲是受到女裝品牌的邀約擔任壓軸嘉賓，也是在去年九月宣布和李亞

鵬離婚之後，第一次公開的活動，巧合的是，王菲的舊愛謝霆鋒也在同一時

間前往巴黎…                                               （CE5-4） 

(32) 出乎意料的輕判，不僅讓家屬非常激動，也讓在場聲援洪家的「白衫軍」們

難以接受。                                                 （CS25-4） 

(33) 沒想到王維中也有在追韓劇，還自稱是人氣韓星「李敏鎬」的台灣版，好啦！

看久了還真的有點像。                                        （CE2-5） 

 

4. 自稱標記 

自稱標記是以第一人稱和所有格形容詞出現的頻率判斷篇章中作者呈

現自我的程度，記者可利用此標記將自己或所屬單位投射至新聞語篇中。如

例句(34)之＂咱們民視體育台＂，表示民視體育台全體，使得記者的立場更

加明顯。 

(34) 剛下投手丘的王維中，為咱們民視體育站台，這位 21 歲的年輕左投投球很在

行，不過錄 Promo 這檔事，就顯得有點緊張害羞。                  （CE2-2） 

 

5. 參與標記 

參與標記是讓讀者成為參與者的手段，可使讀者融入語篇中，和記者站

在相同的角度看事件。例句(35)和(36)之＂應＂、＂看看＂分別是義務型態

和命令式的指令詞，記者可利用此類詞語引導讀者實施某種行為，對讀者下

指令。 

(35) 為人師表應當學生表率，卻私下賣毒做最壞示範！               （CS10-1） 

(36) 滅火器有多紅，看看 itunes 排行榜，第一名島嶼天光，第二名晚安台灣，前

兩名一手包辦，其實滅火器成軍 14年，不少歌詞充滿正面力量。     （CE18-4） 



華法網路新聞之語篇標記研究與教學應用 

42 
 

法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標記 二、

第二部分介紹法語網路新聞交互式和互動式各標記常見或各類別中具

代表性之詞語，並引用例句更清楚的呈現之。 

（一）交互式 

1. 連接標記 

法語網路新聞的連接標記有表示附加成分的例句(37) 、例句(38) ＂

d’ailleurs＂、＂par ailleurs＂（此外）；表示對比的例句(39)＂néanmoins＂（然

而）、例句(40)＂par contre＂（相反的）；表示因果的例句(41)＂car＂（因為）、

例句(42)＂en raison de＂（由於）。這些標記皆可在語篇中發揮邏輯連接之功

效。 

(37) Une histoire d'amour qui a beaucoup excité les fans mais qui est déjà terminée. 

D'ailleurs, afin de communiquer sur cette tragique fin, l'ex-couple s'est visiblement 

donné les mots exacts pour informer le public puisque leurs posts Twitter se 

ressemblent presque à la virgule près.                            （FE30-5） 

 譯：一段曾經激勵粉絲的愛情故事現已消逝。此外，為了傳達這個悲劇性的

結局，這對已經分手的情侶看來事先計畫好他們對大眾的說詞，同時間在各

自的推特上一字不差的發文。 

(38) Le prêtre se comportait par ailleurs avec générosité à l'égard de cet enfant de 

choeur, élève d'un collège catholique de Lourdes, auquel il avait fait des cadeaux.  

                                                     （FS27-6） 

譯：此外，神父對這位在露德一間天主教國中的唱詩班男孩一直表現得很慷

慨，時常送他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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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C’est pas comme en Amérique, il n’y a pas les mêmes vannes, personne te 

chambre », a-t-elle expliqué. Néanmoins, l’actrice a assuré qu’elle ne s’était pas 

ennuyée lors de la cérémonie: «Franchement, c’est sympa, a-t-elle confié. C'est pas 

les grosses vannes à l'américaine où tu peux tailler tout ce que tu veux, mais c’est 

marrant.»                                                    （FE1-5） 

 譯：她解釋說「這不像在美國，我們沒有類似的美式笑話，沒有人因此大笑。」

然而，這位女演員保證典禮並沒有讓他感到無聊，他說：「事實上挺好的，雖

然不像美式低俗笑料那般可以自由發揮功力，但是挺有意思的。」 

(40) ...Clotilde..., avec ce nouveau look plus sobre, elle aura surement attiré l’œil de 

Keanu Reeves et Michael Fassbender, plus barbus que jamais, ou encore Joseph 

Gordon-Levitt, lui aussi présent. Par contre, on n'a pas compris ce qui se passe 

chez les Brangelina. Présent lors de la soirée, le couple a décidé de passer l’entrée 

en mode furtif.                                               （FE15-6） 

 譯：…深色裝扮的克勞蒂一定吸引了基努李維和麥可法班德的目光。相反的，

我們不知道布萊德彼特夫婦發生什麼事了，在晚會時，這對夫婦以一身黑的

偷偷摸摸方式進入會場。 

(41) Car une fois la vidéo – de trois heures – mise en boîte, le personnage joué par 

Cameron Diaz souhaite l'effacer.                                （FE40-4） 

譯：因為，當影片（片長三小時）被上傳後，卡麥蓉狄亞在片中飾演的角色

只一心希望將它刪除。 

(42) ..., Joël Gaillard, ..., tuait à coups de hachette le compagnon octogénaire de sa 

grand-mère, Germain Trabuc, vingt jours après avoir pris la fuite de l’établissement 

à l’occasion d’une consultation. En raison de troubles psychiatriques, Joël 

Gaillard a été déclaré irresponsable pénalement de ces faits.           （FS29-5） 

譯：…裘蓋亞逃離諮詢單位二十天後，用斧頭殺害他奶奶年過八旬的同伴杰

曼塔比。由於裘蓋亞的精神疾病，他被宣布對此事不具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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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構標記 

法語架構標記詞語如例句(43)的＂quant à＂（對於）在語篇中帶入另一

個主題，或是例句(44)的＂finalement＂（最後）和例句(45)的＂d’abord＂（首

先）呈現作者對語篇的排序。 

(43) Un homme de 25 ans a été incarcéré et sera jugé lundi pour détention d' armes 

illégale. Un autre homme de 55 ans et une femme de 69 ans, à qui il est également  

reproché d' avoir possédé des armes illégalement, ont, quant à eux, été placés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et feront l' objet d' une convocation ultérieure.        （FS8-4） 

譯：一名 25 歲的男子被羈押到案，週一將針對他非法持有槍械進行訊問。另

外一名 55 歲的男子與 69 歲女子也被指控非法持有槍械，至於他們，警方目

前加強監控，並擇日傳喚。 

(44) Finalement, à chacun son addiction...                            （FE23-7） 

譯：最後結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癖好… 

(45) il évoquait d'ailleurs déjà sa relation sans toutefois entrer dans les détails : "J'ai été 

le deuxième père célibataire à adopter un enfant" racontait-il d'abord. Avant 

d'expliquer que son fils considérait son "associé" de longue date (un dénommé 

Daniel, ndlr) comme son "papounet" : "Et quand il nous présente, il présente ses 

parents. Il dit 'Je vous présente mes parents'"                       （FE35-5） 

譯：另外他也多次不著痕跡地提及自己感情狀態：「我是第二個領養孩子的

單身爸爸」，他首先這樣描述。接著說，他兒子認定他的伴侶（一位名叫丹

尼爾的人士 *編按）是他「爸比」：「且當他介紹我們時，他介紹的是他的

父母。他說『我在這邊跟大家介紹我的雙親』。」 

3. 照應標記 

在法語新聞語篇中，也並未出現 Hyland 所舉例的＂參考第一章＂、＂

請見表 1＂等內文相互參照的情況，因此法文網路新聞的照應標記語料筆數

亦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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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證標記 

此類詞語有許多表現方式，如利用例句(46)、(47)中利用引號標記直接

引用他人的話語，或是使用例句(48)、(49)中的詞語＂selon OO＂、＂d'après 

OO＂（根據 OO），標示出前文論述引用的出處，也可運用例句(50)的一般

動詞＂a déclaré OO＂（OO 宣稱），以倒裝的形式將來源出處置於動詞之後，

此方式佔法語示證標記的多數。 

(46) Le juge a assorti son contrôle judiciaire d'une obligation de soin et une interdiction 

de paraître à Versailles et dans les Hauts-de-Seine. «Je pense qu'il y a des raison 

de penser que la victime dit la vérité,» précise une source proche de l'affaire. 

«C'est un dossier assez sordide».                                （FS2-3） 

譯：法官除了對他做強迫治療，以及禁止他在凡爾賽和上塞納河省出沒。「我

認為有充足理由相信受害者講的是實話，」本案重要關係人表示，「這是一

件很卑劣的案子。」 

(47) "J'espère que quelqu'un saura où j'ai laissé mon téléphone", a annoncé Ellen 

DeGeneres lors de son émission d'hier.                            （FE7-3） 

 譯：艾倫在昨晚的節目聲稱：「我希望有人知道我的手機掉在哪了。」 

 

(48) Le second corps pourrait correspondre à celui d'une femme de 53 ans disparue à la 

mi-février à Guingamp, selon le parquet et la gendarmerie.            （FS1-9） 

譯：根據檢察官和憲兵所示，第二具屍體符合先前二月中在 Guingamp 失蹤的

五十三歲女子的特徵。 

(49) Un bébé mort a été découvert samedi soir dans le congélateur d'une maison de 

Lisbourg, d'après le parquet de Béthune.                           （FS4-1） 

譯：根據貝敦檢察官表示，上週六，在里斯布一棟房子的冷凍庫中，發現了

一具嬰兒屍體。 

 



華法網路新聞之語篇標記研究與教學應用 

46 
 

(50) "Les plongeurs ont trouvé ce mardi matin à 11H30 deux corps de femmes dans le 

Trieux, dont l'un peut correspondre à la lycéenne", a déclaré Patrick Lewden, 

procureur adjoint au parquet de Saint-Brieuc.                       （FS1-5） 

譯：「潛水員們本週二早上 11 點 30 分在特里約河中找到了兩具屍體，其中一

具很可能是失蹤的女高中生」，聖布里爾的副檢察官宣稱。 

 

5. 註解標記 

法語的註解標記如例句(51)中在＂comme＂（像）後面提供例子做額外

的註解，又如例句(52)、(53)中利用括號＂(  )＂、＂-  -＂對前文提供額外

的訊息，使讀者擁有更多的資訊。 

(51) Dommage: elle aurait pu, comme Pharrell Williams l'a fait avec son fameux 

chapeau, le mettre aux enchères. C'était l'assurance d'en retirer une belle somme 

d'argent pour une association.                                    （FE7-4） 

 

譯：好可惜，她本來應該可以像法瑞威廉斯一樣把他那頂帽子拿去拍賣，並

藉此大賺一筆錢，然後捐給某個協會。 

(52) Parmi ses films, plusieurs chefs d'oeuvres dont " Nuit et Brouillard " (1956) et " 

Hiroshima mon amour " dans lequel Resnais met en images le couple inventé par 

Marguerite Duras. Un film qui a donné envie à Steven Soderbergh de devenir 

réalisateur, rapporte Europe 1.                                  （FE14-5） 

譯：在這些影片中，不乏經典之作，例如«夜與霧»（1956）和«廣島之戀»片

中雷斯奈將瑪格麗特莒哈絲創造出來的小說情侶人物，放進他的影片中。這

部片也是激發史蒂芬索德柏成為導演的動力，歐洲第一頻道報導。 

(53) Car une fois la vidéo – de trois heures – mise en boîte, le personnage joué par 

Cameron Diaz souhaite l'effacer.                                （FE40-4） 

譯：因為，當影片（片長三小時）被上傳後，卡麥蓉狄亞在片中飾演的角色

只一心希望將它刪除。 

http://fr.news.yahoo.com/pharrell-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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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式 

1. 模糊標記 

法文的模糊標記詞語可參考例句 (54)、 (55)的＂ peut-être＂、＂

probablement＂（或許、可能）、例句(56)的＂semble＂（似乎）和例句(57)

的＂avaient l'air ＂（看起來）。此類詞語在語料中皆具代表性且表達出記者

在撰寫新聞時語帶保留的態度。 

(54) C'est qu'il y avait peut-être, sous sa veste Dior, les prémisses d’une maternité 

désirée mais  cachée. Scarlett Johansson serait enceinte de son premier enfant. 

Quelques mois tout juste …                                     （FE2-5） 

譯：因為在她的迪奧禮服下，或許有著刻意隱藏的懷孕初期徵兆，史嘉蕾喬

韓森應該是剛懷上她的第一個孩子…… 

(55) Égarer son téléphone portable au cours d'une soirée, ce n'est jamais agréable, mais 

c'est pire lorsque l'on s'appelle Ellen DeGeneres: outre les numéros de tous ses 

amis stars probablement stockés dans son répertoire, l'animatrice a perdu la photo 

qui a battu tous les records lors des Oscars 2014.                    （FE7-1） 

譯：在晚會中弄丟手機，絕對是件令人不開心的事情，但更糟糕的是當你名

叫艾倫狄珍妮絲：除了可能存在手機通訊錄中所有明星朋友的電話號碼，她

也弄丟了 2014 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那張破紀錄的自拍照。 

(56) Oscarisé dimanche pour son second rôle dans Dallas Buyers Club, Jared Leto 

semble très attaché à son trophée.                                （FE5-1） 

譯：週日才因«藥命俱樂部»一片得到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傑傑德勒托，似乎

非常在意他的小金人。 

(57) Les deux amoureux ont partagé des moments tendres devant tous les convives de 

la soirée et ils n'avaient pas l'air gênés par les regards curieux. Avant la cérémonie 

des Oscars, ils avaient déjà partagé un moment tendre devant les photographes lors 

d'une fête organisée par le chanteur Pharrell Williams.               （FE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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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這對戀人在所有演唱會觀眾面前毫不掩飾地互相示愛，在四周好奇的眼

神下看起來毫不害羞。在奧斯卡頒獎典禮前，一場由法爾威廉斯舉辦的晚會

上，他們已經在攝影師鏡頭前毫不掩飾的表達他們的愛意。 

 

2. 強調標記 

強調標記和模糊標記兩者功能恰好相反，法語強調標記詞語如例句(58)、 

例句(59)的＂manifestement＂、＂en clair＂（顯然的），又如例句(60)的＂en 

effet＂（真的）。這些詞語皆可在語篇中強調事件的真實性，並說服讀者產

生相同的看法。 

(58) Et manifestement, la poitrine de Britney Spears n'est pas du tout comme cela...

（FE3-7） 

譯：顯然的，布蘭妮的胸部完全不是如此… 

(59) En clair, les banques helvétiques lavent plus blanc que blanc, et il est très déçu 

d'apprendre que, dans son dos, certains de ses employés dévoyés auraient aidé des 

clients malhonnêtes à frauder le fisc!                             （FS10-8） 

譯：顯然的，瑞士銀行將錢洗的非常白，且他對於某些員工卑劣的暗地幫一

些不誠實的顧客逃稅一事感到非常失望！ 

(60) A l’initiative de l’animatrice Ellen DeGeneres, un livreur est en effet venu 

approvisionner les people en pizzas, dimanche soir.                  （FE6-2） 

譯：經由艾倫珍妮絲的鼓吹，送貨員星期天真的來典禮上供應比薩。 

 

3. 態度標記 

後設論述態度標記傳達出記者撰寫新聞時自身的態度。法語之態度標記

詞語可參考例句(61)的＂malheureusement＂（不幸的），呈現出記者自身遺

憾之感，例句(62)＂É tonnamment＂或是例句(63)的＂surprise＂（令人驚訝

的），記者將自己驚訝之感置入語篇中，以及例句 (64)的＂ c'est tout 

http://www.elle.fr/Loisirs/Cinema/News/Ellen-DeGeneres-Oscar-de-la-meilleure-presentatrice-268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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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llement que＂（看來是很正常的），亦是記者自身的想法態度。 

(61) Si elle pensait s'être bien apprêtée pour l'événement dans cette jolie et longue robe 

transparente parsemée de sequins noirs, elle n'a malheureusement pas du bien se 

regarder avant de partir. Sinon, elle aurait vu que cette robe ne flatte pas du tout le 

haut de sa silhouette.                                           （FE3-5） 

譯：如果她以為穿上這件透明且佈滿黑色亮片的長禮服是最完美的打扮，那

麼很不幸的，她在出門前想必沒有好好照鏡子。不然她應該會發現這件禮服

完全沒有襯托出她上半身的曲線。 

(62) Bien évidemment, il ne s'agissait que d'une question de temps avant que l'un de ces 

bellâtres se manifeste dans la presse pour réagir à un tel déballage. É tonnamment, 

c'est finalement James Franco qui s'y colle!                        （FE26-5） 

譯：很顯然地，要這些帥哥們在媒體前對這個性愛清單做出抗議只是時間的

問題，令人驚訝的是，第一個做出回應的正好是詹姆斯法蘭柯！ 

(63) Et surprise, Britney Spears était de la soirée.                        （FE3-3） 

譯：令人吃驚的，布蘭妮現身晚會中。 

(64) Sean Penn a formé un couple pendant quatre ans avec Madonna. Ils sont restés en 

bons termes au fil des années et c'est tout naturellement que la pop star a convié 

son ex à sa fête annuelle post-Oscars dimanche soir dans la villa de son manager.                                                                     

                                     （FE10-1） 

譯：西恩潘曾經跟瑪丹娜交往過四年。分手後一直以來他們仍保持友好關係，

因此這位流行音樂巨星在奧斯卡典禮之前的週日邀請西恩潘去參加在她經理

家的別墅的晚會，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4. 自稱標記 

法語新聞中記者將自己投射在語篇中的詞語有例句(65)、例句(66)中的



華法網路新聞之語篇標記研究與教學應用 

50 
 

＂on＂8、＂nous＂（我們），此處的＂我們＂意指新聞社單方面，不包含讀

者，因此並不屬於和讀者互動的參與標記，故將其歸入自稱標記。而例句(67) 

中＂nous＂（我們）則明顯的是報社人員統稱，是報社和讀者互動的手段。 

(65) L'un d'entre eux pourrait être celui d'une lycéenne disparue à l'issue d'une soirée 

arrosée dans la nuit de vendredi à samedi, a-t-on appris de sources officielles.    

（FS1-3） 

譯：我們從官方消息來源得知，其中一具屍體很可能是週五晚間一場狂歡派

對後失蹤的女高中生。 

(66) René Angélil tient bon. Ce week-end, nous apprenions que le mari de Céline Dion, 

âgé de 72 ans, avait dû subir, au mois de décembre dernier, une ablation d'une 

tumeur cancéreuse à la gorge.                                    （FE9-1） 

 

譯：何納安捷利撐過去了。本週末我們得知席林狄翁 72 歲的夫婿，在去年 12

月曾接受咽喉腫瘤切除手術。 

(67) Que pensez-vous du comportement de Lindsay Lohan? Dites-nous tout !  （FE34） 

譯：你們怎麼看待琳賽蘿涵的行為？快全部告訴我們！ 

 

5. 參與標記 

參與標記可藉由幾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如例句(68)的讀者代稱＂vous＂

（您、你們），用第二人稱代名詞直接指涉讀者，並且使用疑問句的方式積

極和讀者互動，讓讀者參與其中。例句(69)的＂-  -＂則是使用個人旁白打

斷論述，補充記者對於事件的不確定性，提出質疑。和註解標記的＂-  -＂

不同的是在參與標記中是記者補充、傳達自己的想法，而在註解標記中則是

提供額外之訊息，並不包含記者的態度。而例句(70)是使用指令詞中的義務

                                                      
8
 ＂on＂通常是＂nous＂（我們）較口語的說法，也可表示無明確所指的人，如＂大家＂、

＂有人＂、＂某人＂等。當＂on＂在語料中的角色是無明確所指的＂有人＂、＂某人＂

時，本研究不列入分析語料中。 

http://fr.news.yahoo.com/c%C3%A9line-d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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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詞＂aurait dû＂（應該要）傳達出記者的認知態度。最後例句(71)中的

＂on＂（我們）則是屬於讀者代詞，此處的＂我們＂將讀者納入，泛指廣泛

大眾。 

(68) Et vous, avez-vous l'habitude d'embrasser vos enfants sur la bouche? Si non, 

trouvez-vous gênant que les autres parents le fassent?              （FE23-10） 

譯：您/你們呢？有沒有和小孩對嘴親吻的習慣呢？如果沒有，您/你們覺得別

人這麼做很令人尷尬嗎？ 

(69) Comme un enfant à qui l'on remet une médaille de sport et qui passe toute la 

semaine à l'arborer devant ses camarades, le comédien a été vu lundi, café en main, 

en compagnie d'une femme -sa soeur? son assistante?- les bras chargés de la 

statuette.                                                    （FE5-5） 

譯：像一個贏得運動獎牌的小朋友般，一整週都在同學面前炫耀。週一有人

看到這位演員一隻手拿著咖啡，旁邊跟著一位女性（或許是他的姊妹？還是

他的助理？）另一隻手拿著他的小金人。 

(70) La styliste de Britney aurait dû savoir que lorsque l'on a une poitrine "gants de 

toilette", le maxi décolleté sans soutien-gorge, n'est pas du tout judicieux. Il est 

même préjudiciable.                                           （FE3-8） 

譯：布蘭妮的造型師應該要知道，當我們的胸部呈現下垂狀態，不穿胸罩的

大 V 領禮服似乎一點都不加分，甚至是大扣分的造型。 

(71) Prochain défi pour Britney : le sans-faute mode. Allez, on y croit!     （FE3-11） 

譯：布蘭妮的下一個挑戰：完美時尚。來吧，我們相信可以的！ 

華、法語後設論述詞語歸類 三、

參考表四-2 和表四-3，將華語、法語網路新聞交互式和互動式後設論述

詞語依照不同標記以及標記內不同功能做統整。華語和法語記者皆大量使用

示證標記，因此本表僅呈現較常見之詞語，其餘標記詞語皆完整呈現。此處

詞語表格整理對於第五章教學應用部分亦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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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 華語、法語網路新聞交互式各標記後設論述詞語 

標記  詞語 

示證標記 

華 

「…」、外傳、據悉 

根據 OO 報導、OO 說、OO 報導、OO 認為、OO 宣告、OO 坦言、

OO 指出、OO 認定、OO 主張、OO 表示、OO 辯稱、OO 調查、

OO 透露、OO 供稱、OO 提醒、OO 發現、OO 強調… 

法 

"...", «...», selon OO, d'après OO 

OO a confirmé que, OO a expliqué  

déclare OO (a déclaré OO), a indiqué OO, précise OO (a précisé OO), 

a constaté OO, conclut OO, raconte OO… 

連接標記 

華 

附加：還、而、不但、而且、另外、此外、加上 

對比：但、卻、雖然、不過、只不過、反倒是、倒是、儘管、只、

只是、只好、不管、反而、反倒、然而、則、還是、依舊、仍 

因果：由於、因為、既然、因而、因此 

法 

附加：et, en plus, d'ailleurs, par ailleurs 

對比：mais, malgré, néanmoins, par contre, toutefois, en revanche, 

tout de même 

因果：donc, car, en raison de 

架構標記 

華 

然後、最後、終於、結果 

至於、對（於） 

OO 部分 

法 
d'abord, puis, finalement, enfin 

quant à 

註解標記 
華 像是、（…） 

法 com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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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 華語、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後設論述詞語 

標記  詞語 

參與標記 
華 …？、應、看看 

法 (...), -...-, ...?, on, vous, aurait dû, il faut 

態度標記 

華 

沒想到、竟（然）、居然、巧合的是、未料、沒料到、不料、恰巧、

湊巧、更巧的是、離譜的是、所幸、幸虧、不難看出、出乎意料

的、讓人不敢相信的、值得議提、可惜、最困難的是 

法 
concrètement, sérieusement, surprise, malheureusement, grâce à 

heureusement, c'est tout naturellement que, etonnamment 

模糊標記 

華 （有）可能、看起來、疑似、算（是） 

法 
vraisemblablement, peut-être, une tendance à, plus ou moins, semble, 

semblait, probablement, avaient l' air 

強調標記 

華 明顯、真的、當然、顯然、一定、實在、果真 

法 
en effet, manifestement, En clair, visiblement, evidemment, sûrement, 

vraiment, de toute évidence, effectivement, explicitement 

自稱標記 
華 咱們 

法 Je, on, nous,  

 

第二節 後設論述分布結果－新聞語言 

本節敘述語料中後設論述的判斷標準，並舉例說明之，再分別呈現 100

篇華語網路新聞和 100 篇法語網路新聞之後設論述分布結果數據。 

華語網路新聞 一、

 

圖四-1 華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交互式與互動式之分布 

交互式 768 

88.5% 

互動式 1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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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1 可看出華語網路新聞共 868 筆後設論述詞語中，交互式總共

768 筆語料，佔了 88.5%，將近九成的比例，而互動式總共 100 筆語料，僅

佔 11.5%。顯示出在華語網路新聞中，表示語篇邏輯銜接的交互式使用頻率

遠超出表示記者與讀者間關聯性的互動式。兩系統中各個標記分布請見圖

四-2。 

 

圖四-2 華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各標記之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2 各標記分布可發現華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詞語使用頻率最

多為 386 筆語料的示證標記（44.5%），其次是 346 筆之連接標記（39.9%），

第三則是 66 筆的態度標記（7.6%），其後分別是 34 筆之架構標記（3.9%）、

16 筆之強調標記（1.8%）、13 筆之模糊標記（1.5%）、4 筆之參與標記（0.5%）、

2 筆之註解標記（0.2%）、1 筆之自稱標記（0.1%），而最後的照應標記則是

零筆語料。接下來將分別說明交互式及互動式各標記之使用情況，分別觀察

交互式、互動式中之後設論述詞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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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互式 

 

圖四-3 華語網路新聞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3 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交互式除了排名一、二的示證標

記和連接標記外分別佔 44.5%和 39.9%外，其餘語料筆數皆不多，架構標記

佔 3.9%，排名第三，註解標記僅佔 0.2%為第四，最後則是零筆語料之照應

標記。由此可看出華語記者撰寫網路新聞時偏好引證他人話語，且在語篇連

結邏輯上也大量使用邏輯連接標記。 

（二）互動式 

圖四-4 華語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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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交互式，互動式各標記的使用頻率少，態度標記佔 7.6%，強調

標記 1.8%、模糊標記 1.5%、參與標記 0.5%、自稱標記 0.1%。明顯看出除

了態度標記外，其餘語料皆不超過 2%，使用率極低。由此可看出，華語記

者在互動式標記上除了較常使用表達自身立場態度的態度標記外，其餘標記

皆不常使用。 

Hyland（2005a）將互動式分為立場式和參與式。如圖二-4 所顯示，立

場式中包含模糊標記、強調標記、態度標記和自稱標記，而參與式即 Hyland

（2004）所定義的參與標記，以下再分為＂讀者代稱＂、＂指令詞＂、＂疑

問句＂、＂共享知識＂和＂個人旁白＂。本研究另將立場式和參與式做出對

比，發現華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使用頻率遠超出參與式使用頻率，立

場式佔互動式中之 96%，而參與式僅佔 4%，而立場式中又明顯地以態度標

記的 66.0%為最多，其次為強調標記的 16.0%，參與式中的共享知識和個人

旁白皆為零筆語料。請參考圖四-5。 

 

圖四-5 華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和參與式各標記所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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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網路新聞 二、

 

圖四-6 法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交互式與互動式之分布 

由圖四-6 可看出法語網路新聞共 634 筆後設論述詞語中，交互式佔了

76%，約佔七成五的比例，而互動式則佔 24%。此分布情形顯示出法語網路

新聞兼用交互式和互動式，但表示語篇邏輯銜接的交互式使用頻率高於表示

記者與讀者互動的互動式。兩系統中各個標記分布請見圖四-7。 

 

圖四-7 法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各標記之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7 各標記分布可發現法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詞語使用頻率最

多的同樣是示證標記（45.7%），語料筆數為 290 筆，其次亦為語料筆數 113

筆之連接標記（17.8%），第三則是 68 筆之註解標記（10.7%），其後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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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筆之參與標記（9.5%）、29筆之強調標記（4.6%）、22筆之自稱標記（3.5%）、

21筆之態度標記（3.3%）、19筆之模糊標記（3.0%）、12筆之架構標記（1.9%），

而照應標記仍然則是零筆語料。接下來將分別說明交互式及互動式各標記之

使用情況，分別觀察交互式、互動式中之後設論述詞語分布。 

（一）交互式 

 

圖四-8 法語網路新聞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8 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法語網路新聞交互式排名一、二

分別是佔 45.5%的示證標記和佔 17.8%的連接標記，但兩者之間使用率有很

大的差距。其後排序是佔 10.7%的註解標記、1.9%的架構標記，最後則是零

筆語料之照應標記。由以上數據可看出，法語記者偏好使用引證話語的示證

標記超過其餘標記，但不常使用建構語篇順序之架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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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式 

 

圖四-9 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參考 

圖四-9 互動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使用頻率最高

為參與標記的 9.5%，其餘標記分布平均，分別是強調標記的 4.6%，自稱標

記的 3.5%，態度標記 3.3%緊接在後，最後則是 3.0%的模糊標記。由數據可

得知，法語記者喜愛利用參與標記與讀者互動勝過其他標記，而其餘標記的

使用頻率大同小異，比例皆不高。 

最後參考圖二-4 所顯示，另將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之後設論述分為立場

式和參與式並做對比，發現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約佔六成（60.3%），

而互動式中之參與式約佔四成（39.7%）。和華語網路新聞互動式後設論述

標記分布相比，法語記者兼用參與式和立場式兩系統。立場式之各標記分布

較為平均，約為 15%左右，而參與式差距較大，語料最多為讀者代稱（16.6%），

最少的則是零筆語料的共享知識。請參考圖四-10 之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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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 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和參與式各標記所佔百分比 

 

華、法語後設論述分布結果之差異 三、

 

 

圖四-11 華、法語交互式和互動式之後設論述分布結果 

由圖四-11 可看出華語、法語後設論述交互式和互動式百分比分布，雖

因語料筆數不同無法做出明確數據上的比較，但可觀察各自內部的標記使用

分布情況，再分析兩者之異同。華語和法語皆大量使用連接篇章邏輯的交互

式，華語交互式使用佔將近九成的比例（88.5%），而法語則佔約七成五的

比例（76.2%）。此外，互動式方面，華語記者僅用一成左右的互動式標記

和讀者進行交流（11.5%），而法語記者則使用了超過兩成的比例（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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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法語交互式和互動式詳細分布差異請參考圖四-12 和圖四-13。 

 

圖四-12 華、法語網路新聞交互式標記之分布 

觀察圖四-12 可發現，華語交互式使用頻率排序為示證標記（44.5%）、

連接標記（39.9%）、架構標記（3.9%）、註解標記（0.2%）和照應標記（0.0%）；

法語則是示證標記（45.7%）、連接標記（17.8%）、註解標記（10.7%）、

架構標記（1.9%）、照應標記（0.0%）。由數據可看出，在交互式標記中，

雖然華語和法語的首重和次重標記皆為示證標記和連接標記，但是連接標記

使用頻率有所差異，華語記者較法語記者偏好使用連接標記串連篇章邏輯。

另外，相較之下法語記者也較不吝於給予讀者額外的註解訊息，故註解標記

使用率也比華語高。除此之外，其餘標記皆無太大的差距。 

 

圖四-13 華、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標記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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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四-13 所顯示的互動式各標記分布情形，華語和法語在互動式中各

標記的使用率分布情況大不相同。華語在互動式各標記的使用率排序分別是

態度標記（7.6%）、強調標記（1.8%）、模糊標記（1.5%）、參與標記（0.5%）

和自稱標記（0.1%）；法語則分別是參與標記（9.5%）、強調標記（4.6%）、

自稱標記（3.5%）、態度標記（3.3%）和模糊標記（3.0%）。由數據可看

出，互動式標記中華語和法語相差最大的是參與標記，華語的參與標記使用

率極低，而法語則佔所有標記將近一成之比例，可見法語記者偏好將讀者帶

入語篇中，使讀者有參與之感。態度標記使用情況則剛好相反，華語記者最

常使用態度標記呈現自身的立場態度，但態度標記卻並非法語記者偏愛使用

的標記。除此之外，較特別的還有自稱標記的使用情形，在華語網路新聞中

自稱標記的語料寥寥無幾，相較之下法語網路新聞使用自稱標記的情形普遍

得多。 

 另外，華語、法語的立場式和參與式分布有很大的差異，華語互動式中

立場式佔 96%，而參與式僅佔 4%。細部來看，華語記者明顯地偏好使用立

場式中的態度標記，可見華語記者在撰寫新聞時僅發表自己的立場及態度，

但不將讀者的想法列入考量，也鮮少和讀者互動。而法語記者則是兩者兼用，

立場式略高於參與式，此分布現象不僅反映出記者撰寫新聞時帶入自身的態

度亦可看出其喜愛和讀者進行互動，而細部各標記使用分布也較平均。請參

考圖四-14。 

 

圖四-14 華、法語立場式與參與式之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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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設論述分布結果－新聞主題 

本節分別將華語和法語加總之 200 篇網路新聞以社會版、娛樂版兩主題

作為區分，分析兩者後設論述詞語分布的差異。 

社會版網路新聞 一、

圖四-15 社會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交互式與互動式之分布 

由圖四-15 可看出社會版網路新聞共 653 筆後設論述詞語中，交互式佔

了 89.7%，接近九成的比例，而互動式佔 10.3%。由此可見社會版網路新聞

交互式使用頻率遠超出互動式，兩系統使用率有很大的差異。各標記使用分

布請見圖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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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6 社會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各標記之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16 各標記分布可發現，社會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詞語使用頻

率最多的為 334 筆語料之示證標記（51.1%），其百分比遠超出其他後設論

述標記，其次是 186 筆語料之連接標記（28.5%），之後各標記皆不滿一成，

分別是 41 筆語料之註解標記（6.3%%）、33 筆之態度標記（5.1%）、25 筆之

架構標記（3.8%）、14 筆之自稱標記（2.1%）、11 筆之模糊標記（1.7%%）、

6 筆之參與標記（0.9%）、3 筆之強調標記（0.5%），最後的照應標記語料筆

數為零。接下來將分別說明交互式及互動式各標記使用情況，分別觀察交互

式、互動式中之後設論述詞語分布。 

（一）交互式 

 

圖四-17 社會版網路新聞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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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17 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可看出，社會版網路新聞交互式次

類分布特別著重示證標記，使用率超過總比率的一半，其次為佔 28.5%的連

接標記，其後之交互式標記使用頻率大幅減少，排序分別是佔 6.3%的註解

標記、3.8%的架構標記，最後照應標記語料數為零。由此可見，對記者撰

寫社會版新聞來說，引證他人話語的示證標記極為重要，遠勝於其餘標記。 

（二）互動式 

 

圖四-18 社會版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18 社會版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的分布百分比，其中使用頻

率最高之次類是佔總百分比 5.1%的態度標記，其次是 2.1%的自稱標記，之

後分別是 1.7%的模糊標記、0.9%參與標記和 0.5%的強調標記。從數據可明

顯看出，除了態度標記使用率超過 5%，其餘社會版互動式後設論述詞語的

使用並不普遍。 

參考圖二-4 之分類，將社會版網路新聞互動式分為立場式和參與式進行

對比，發現社會版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佔了超過九成（91.0%），而互

動式中之參與式僅佔將近一成（9.0%）。立場式中又以態度標記為最多

（49.3%），而參與式語料筆數極少，其中以指令詞為最多（6.0%）。由此

可見，記者撰寫社會新聞時偏好使用立場式標記，尤其是表達自身態度的態

度標記。請參考圖四-19 之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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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9 社會版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和參與式各標記所佔百分比 

 

娛樂版網路新聞 二、

 

圖四-20 娛樂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交互式與互動式之分布 

由圖四-20 可看出娛樂版網路新聞共 849 筆後設論述詞語中，交互式佔

78.3%，約為娛樂新聞中後設論述總數之八成，而互動式則佔 21.7%。由數

據可看出在娛樂新聞中雖仍以邏輯連接的交互式標記為主，但和社會新聞比

較，記者在撰寫娛樂新聞時不吝於使用互動式標記。各標記使用分布請見圖

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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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1 娛樂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各標記之分布百分比 

從圖四-21 的各標記分布數據可發現，臺灣和法國記者撰寫娛樂版網路

新聞時也著重於引用他人話語的示證標記（40.3%），語料筆數為 342 筆，

其次是 273 筆語料的連接標記（32.2%），之後分別是 58 筆語料的參與標記

（6.8%）、54 筆的態度標記（6.4%）、42 筆的強調標記（4.9%）、29 筆的註

解標記（3.4%）、21筆的架構標記和模糊標記（2.5%）、9筆的自稱標記（1.1%），

最後是照應標記（0.0%）。接下來將分別說明交互式及互動式各標記使用情

況，並觀察交互式、互動式中之後設論述詞語分布。 

（一）交互式 

 

圖四-22 娛樂版網路新聞交互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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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2 顯示，娛樂版網路新聞交互式的次類分布仍是示證標記位居第

一，使用頻率約佔四成，之後分別是連接標記（32.2%）、註解標記（3.4%）、

架構標記（2.5%）和照應標記（0.0%）。與社會版相同，記者撰寫娛樂版新

聞時亦最為注重示證標記，其次為連接標記。 

（二）互動式 

 

圖四-23 娛樂版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分布百分比 

參考圖四-23 娛樂版網路新聞互動式各標記的分布百分比，其中使用頻

率最高之次類是佔總百分比 6.8%的參與標記，其次是 6.4%的參與標記，其

使用頻率和參與標記極為接近。之後分別是強調標記（4.9%）、模糊標記

（2.5%）和自稱標記（1.1%）。 

參考圖二-4 之分類，對娛樂新聞互動式進行對比，發現娛樂版網路新聞

之記者兼用立場式和參與式，但仍以互動式佔多數（68.4%），參與式約佔

三成（31.5%）。立場式中又以態度標記（29.3%）和強調標記為最多（22.8），

而參與式則以使用讀者代稱為最多（14.2%）。請參考圖四-24 之各標記分

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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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4 娛樂版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和參與式各標記所佔百分比 

 

社會、娛樂版後設論述分布結果之差異 三、

 

圖四-25 社會版、娛樂版交互式和互動式之後設論述分布結果 

由圖四-25 可看出華語和法語的社會版、娛樂版後設論述交互式和互動

式各自內部的分布情況。不論是社會版或是娛樂版皆依賴連接篇章邏輯的交

互式，社會版交互式標記佔將近九成比例（89.7%），而娛樂版交互式標記

則佔近八成（78.3%）。互動式方面，記者撰寫社會新聞時，並不常使用互

動式標記和讀者進行交流，使用率僅佔一成左右（10.3%），而撰寫娛樂版

則使用較多的互動式標記，比例超過兩成（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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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6 社會、娛樂版網路新聞交互式標記之分布 

參考圖四-26 之社會、娛樂版交互式標記的分布，社會版交互式使用頻

率排序為示證標記（44.5%）、連接標記（39.9%）、註解標記（6.3%）、

架構標記（3.8%）和照應標記（0.0%）；娛樂版排列順序同樣也是示證標

記（40.3%）、連接標記（32.2%）、註解標記（3.4%）、架構標記（2.5%）、

照應標記（0.0%）。從分布圖示可發現，在交互式標記中，社會版和娛樂

版標記分布順序相同，在使用頻率上也無太大的差異，可見記者在撰寫社會

版和娛樂版網路新聞時所使用的標記頻率大同小異。 

 

圖四-27 社會、娛樂版網路新聞互動式標記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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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27 可得知，社會版網路新聞互動式使用頻率排序為態度標記

（6.4%%）、自稱標記（2.1%）、模糊標記（1.7%）、參與標記（0.9%）

和強調標記（0.5%）；娛樂版排列順序則是參與標記（6.8%）、態度標記

（6.4%）、強調標記（4.9%）、模糊標記（2.5%）和自稱標記（1.1%）。

數據顯示，在互動式標記中，差異比較明顯的是參與標記和強調標記，記者

撰寫娛樂版新聞偏好使用和讀者互動的參與標記以及強調真實程度的強調

態度，但撰寫社會版時卻鮮少使用這兩種標記。除此之外，其餘標記使用率

並無明顯的差別。 

 此外，華語、法語的社會版和娛樂版網路新聞立場式和參與式分布亦有

差異，社會版新聞立場式佔了九成（91.0%），參與式約佔一成（9.0%），

可見記者撰寫較嚴肅的社會版新聞時並不會與讀者有太多的互動。娛樂版記

者則是使用較多與讀者互動的詞語，立場式佔將近七成（68.4%），參與式

也佔了三成（31.5%）。請參考圖四-28。 

 

圖四-28 社會、娛樂版網路新聞立場式與參與式之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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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討論 

本節將討論以上研究結果呈現之各項數據意義，並將討論結果與第二章

文獻回顧評述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期能彰顯本研究於華語、法語後設論述

應用領域之定位與預期之研究貢獻。本節的討論架構為對三個研究問題之回

應，說明後設論述的應用在不同的新聞語言和新聞主題之下各有何特色，以

及探討何者對後設論述的使用分布有較顯著的影響。 

本文研究問題回應 一、

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回應依序呈現如下。 

1. 華語、法語兩種語言在網路新聞後設論述的使用分布上有何特色？ 

本研究以 Hyland（2004）之後設論述架構分類為準則，將華語和法語

網路新聞語篇加以分析歸類。觀察圖四-1、圖四-3 可發現，華語以交互式後

設論述標記佔多數（88.5%），順序分別是示證標記（44.5%）、連接標記

（39.9%）、架構標記（3.9%）、註解標記（0.2%）和照應標記（0.0%）。而

互動式僅佔約一成（11.5%），標記順序分別是態度標記（7.6%）、強調標記

（1.8%）、模糊標記（1.5%）、參與標記（0.5%）和自稱標記（0.1%）。法語

網路新聞方面，觀察圖四-6、圖四-8 可發現，交互式的使用仍佔多數（76.2%），

系統內部標記依序為示證標記（45.7%）、連接標記（17.8%）、註解標記

（10.7%）、架構標記（1.9%）和照應標記（0.0%）。互動式則超過兩成（23.8%），

分別是參與標記（9.5%）、強調標記（4.6%）、自稱標記（3.5%）、態度標記

（3.3%）和模糊標記（3.0%）。 

由上述數據可看出，華語和法語皆倚賴交互式和互動式標記來建立新聞

邏輯和與讀者互動，而交互式系統內部次類的使用頻率順序也非常類似。兩

者使用頻率首要皆為引用外來證據的示證標記，其次是銜接語篇邏輯的連接

標記，但相較之下法語連接標記的使用頻率少，且華語新聞中使用頻率排序

第三為架構標記，法語為註解標記，可見法語記者偏好利用補充註釋的方式

提供讀者更多背景訊息。除此之外，華語和法語在交互式中有相似的百分比

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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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和法語在和讀者產生連結的互動式標記分布上則有明顯的差異，首

先法語記者使用互動式標記的頻率相對較高，因此我們可說法語網路新聞記

者撰寫新聞時較為注重個人立場的表達以及讀者是否參與語篇。其次，若使

用圖二-4Hyland（2005a）之分類分析互動式語料，如圖四-14 所顯示，可看

出華語和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立場式和參與式之差異。華語記者明顯的偏

好使用立場式標記（96.0%），其中特別是態度標記佔立場式標記的 66%。

但是法語網路新聞互動式中兼顧立場式（60.3%）和參與式（39.7%），立

場式各標記分布平均，而參與式中以讀者代稱所佔比例最多（16.6%）。由

此可見，華語記者撰寫網路新聞時極為注重自身的情緒表達與立場態度，如

例句(24)、(30)和(31)，大量使用＂竟然＂、＂未料＂、＂沒想到＂、＂巧合

的是＂等記者自身對語篇的評價詞語。反觀法語網路新聞，相較華語參與式

標記使用比例，法語記者更喜愛利用參與式引發讀者參與語篇的熱情，並與

讀者產生互動，如例句(68)。由上述內容我們得知，法語網路新聞語篇比華

語網路新聞語篇更有 Camiciottoli （ 2003 ）所說之＂親向讀者＂

（Reader-friendly）的特色。 

另外，雖然 Dahl（2004）對比調查法文、英文、挪威文三種語言在不

同學術領域中作者的表現形式時，發現比起英文和挪威文，法語記者則偏好

不明顯和直接的自我顯現方式，得知英文和挪威文兩者為典型的作者責任制

文化（writer responsible），而法文則呈現出讀者責任制文化（ reader 

responsible）。本研究分析則顯示，比起華語新聞語篇，法語記者更不吝於

使用自我顯現的＂on＂、＂nous＂9（我們）等詞語，將自己投射至語篇之

中；反觀華語新聞語篇，記者避免使用＂我＂、＂我們＂等詞語，以凸顯自

身之專業性，也顯現出東方文化避免個人特色過於顯著之集體主義特色。因

此我們可說華語在網路新聞語篇中呈現出的讀者責任制比法語更加明顯。 

綜上所述，華語和法語記者在交互式的使用頻率上有跨語言的相似性，

主要著重示證標記，次要為連接標記。互動式差異顯著，法語網路新聞記者

兼顧表現自身態度的立場式以及誘發讀者參與的參與式，而華語網路新聞記

者則僅偏重使用立場式標記呈現自身看法，鮮少在語篇中與讀者互動。研究

                                                      
9
 此處的＂on＂、＂nous＂為不包含讀者之自稱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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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現出法語網路新聞語篇較＂親向讀者＂，以及華語網路新聞語篇趨向

於讀者責任制文化的特色，在兩種語言不同的背景之下，法語網路新聞比華

語網路新聞更偏向讀者導向（Reader-oriented），顯示出法語網路新聞重視

讀者的程度。結果證明，如 Conboy（2007）所說，新聞媒體語言可表現出

不同的社會價值、社會群體和文化背景。 

2. 社會、娛樂兩種新聞主題在網路新聞後設論述的使用分布上有何特色？ 

本研究除了探討語言對後設論述標記分布的影響之外，也針對新聞主題

之差異對後設論述的影響進行研究。從圖四-15、圖四-17 可看出，社會版網

路新聞的交互式佔將近九成的比例（89.7%），內部各標記順序分別是示證

標記（51.1%）、連接標記（28.5%）、註解標記（6.3%）、架構標記（3.8%）

和照應標記（0.0%）。互動式則僅佔一成的比例（10.3%），內部標記排序

為態度標記（5.1%）、自稱標記（2.1%）、模糊標記（1.7%）、參與標記

（0.9%）和強調標記（0.5%）。娛樂版網路新聞則可觀察圖四-20、圖四-22，

交互式約佔將近八成的比例（78.3%），內部標記依次為示證標記（40.3%）、

連接標記（32.2%）、註解標記（3.4%）、架構標記（2.5%）和照應標記（0.0%）。

互動式則佔超過兩成比例（21.7%），依序為參與標記（6.8%）、態度標記

（6.4%）、強調標記（4.9%）、模糊標記（2.5%）和自稱標記（1.1%）。 

由上述數據可看出，以嚴肅社會事件為主的社會版和以明星動態為主的

娛樂版網路新聞皆大量使用交互式來進行語篇的邏輯連接，內部各標記不僅

使用頻率相似，且順序亦相同，首要皆為示證標記，次要為連接標記，其後

是註解標記、架構標記和照應標記。由此可見，兩種新聞主題在交互式後設

論述各方面的使用上趨向一致。 

此處需特別討論的是示證標記，其不論在華語或是法語新聞中都佔有一

席之地，由此可見示證標記是記者撰寫網路新聞時重要的手段之一。Le

（2004）以分析法國報紙 Le Monde 社論的方式探討示證標記，結果顯示社

論使用示證標記的目的是為了支持論點、表達報紙的嚴肅態度和心智的獨立，

而 Hyland（1998）提出學術論文使用示證標記是為了確認自己的研究與前

人是否一致，並強調自己的新發現。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華語、法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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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版新聞或是娛樂版新聞，都極度倚賴示證標記證實記者報導事件的真實

性。經過語料的觀察，在社會新聞中示證標記用來表示社會事件的嚴肅性，

如引用來源對象具備一定的身分權利更能彰顯本篇新聞的正確性及正當性，

常見如法文例句(48)中的＂selon＂（根據）、華語例句(17)和(18)的＂指出

＂和＂表示＂。而娛樂新聞則偏好引用明星的話語，使得語篇更加活潑，另

外也證實了報導的真實性，如華語例句(22)和法語例句(47)的直接引用，或

使用華語例句中最普遍的＂OO 說＂，也是娛樂新聞常見之示證標記詞語。 

華語例句(17)、(18)的「起訴書指出」、「法官表示」不僅表示出引用

來源的嚴肅性，也凸顯出新聞語篇本身的正確性；而回溯法語例句(48)之

＂ selon le parquet et la gendarmerie＂（根據檢察官和警員所示）亦呈現出新

聞語篇的正當性以及嚴肅性。娛樂新聞華語例句(22)引用明星話語，不僅活

化新聞語篇，也使得讀者確立語篇論點之真實性；法語例句(47)新聞主要內

容為討論奧斯卡主持人遺失手機，而裡面有知名影星的自拍合照。新聞記者

直接引用主持人的話語點出新聞重點，使得語篇更具說服力。由上述可得知，

雖然社會版和娛樂版同樣注重示證標記，但是兩個不同主題的網路新聞著重

之詞語卻大不相同。 

此外，社會版和娛樂版新聞在互動式後設論述標記的使用方面僅有輕微

差距。雖然互動式各標記的排序並不相同，但除了參與標記使用率相差較多

外，其餘標記使用頻率並無太大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娛樂版新聞在互動

式標記的使用頻率上較社會版為多，此方面符合 Hyland（2005a）研究結果，

在軟性知識領域作者有較多自己的詮釋空間。軟性知識使用較多的互動式標

記，藉此柔性表達作者之不確定感，軟性領域亦大量使用態度標記呈現作者

自身立場。另外，作者亦可藉由標記的使用決定是否凸顯讀者，而軟性領域

經常使用參與式中之讀者代稱表現出作者和讀者間的團結性。本研究結果顯

示，娛樂版新聞的確兼顧立場式（68.4%）和參與式（31.5%），立場式中使

用率佔最多數的正是態度標記（29.3%），如＂竟然＂、＂未料＂；參與式

中使用頻率最多者亦為讀者代稱，如＂on＂（我們）、＂vous＂（您；你們）。

從上述內容可知，社會版偏向嚴肅的硬性新聞，因此語篇中與讀者互動之標

記詞語較為缺乏，相反的，娛樂版新聞屬於軟性新聞，語言使用的彈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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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較多記者自行表態和與讀者互動的空間。 

綜上所述，華、法社會版和娛樂版新聞在交互式各標記使用分布方面並

無顯著差異，而在互動式方面，若探討細部各標記之分布，兩主題間參與標

記使用頻率差異較大外，其餘標記使用上差異不甚明顯。顯示出新聞主題不

同對後設論述的使用分布影響並不大。 

3. 在網路新聞領域，新聞語言和新聞主題何者對後設論述分布有影響？ 

依前述結果可看出，華語和法語的交互式後設論述各標記百分比分布極

為類似，華語分別為示證標記（44.5%）、連接標記（39.9%）、架構標記（3.9%）、

註解標記（0.2%）和照應標記（0.0%）；而法語則是示證標記（45.7%）、連

接標記（17.8%）、註解標記（10.7%）、架構標記（1.9%）和照應標記（0.0%）。

不同於交互式擁有許多共同性，兩者的互動式各標記分布有明顯的差異，華

語標記順序為態度標記（7.6%）、強調標記（1.8%）、模糊標記（1.5%）、參

與標記（0.5%）和自稱標記（0.1%）；而法語是參與標記（9.5%）、強調標

記（4.6%）、自稱標記（3.5%）、態度標記（3.3%）和模糊標記（3.0%）。由

華語和法語的互動式標記分布百分比可看出，不僅各標記的使用順序不同，

使用頻率也有所差異。 

在新聞主題方面，社會版新聞和娛樂版新聞不僅交互式標記分布情形極

為相似，兩主題交互式順序皆為示證標記（51.1%, 40.3%）10、連接標記（28.5%, 

32.2%）、註解標記（6.3%, 3.4%）、架構標記（3.8%, 2.5%）和照應標記（0.0%, 

0.0%）。互動式標記分布亦無明顯差異，社會版排序分別是態度標記（5.1%）、

自稱標記（2.1%）、模糊標記（1.7%）、參與標記（0.9%）和強調標記（0.5%）；

而娛樂版則是參與標記（6.8%）、態度標記（6.4%）、強調標記（4.9%）、

模糊標記（2.5%）和自稱標記（1.1%），因娛樂版新聞屬於軟性新聞，記

者有較多表達立場和與讀者互動之空間，所以參與標記使用率差異較大，其

餘的標記使用率分布情況類似。 

上述結果透露，新聞語言與主題兩個因素相較之下，不同新聞語言的後

                                                      
10

 前為社會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分布數據，後則為娛樂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分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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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論述使用差異較為明顯，由此可見，語言對新聞語篇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大。

華語強調以記者自身的立場對語篇進行邏輯建構，法語則著重激發讀者對語

篇的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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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Huang, Tindall & Nisbet（2011）認為利用真實材料教學不僅在教學上有

助益，更可幫助學生連結真實世界的訊息。而 Ghavamnia & Dastjerdi（2013）

亦提出，網路媒體語篇屬於語篇分析的一部分，新聞報導研究則可稱為媒體

語篇分析研究的重點。Liang（2013）認為，網路新聞媒體語篇的溝通價值

仰賴新聞語篇中與真實事件互動和真誠的回饋，語篇互動過程中，學習者不

但交換真實和相關的訊息，亦透過豐富的策略表達自我意見。由此可見，網

路新聞語篇學習的焦點不僅在於語篇連接，其中記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亦不

可忽視。 

根據學者研究，學習後設論述可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熟知後設論述對學

習者而言有許多優勢（Vande Kopple, 1985）。因此，利用後設論述架構分

析語篇不僅可針對語篇邏輯做出框架，亦可探討記者和讀者間之關聯性。閱

讀對於外語學習者來說是最基本的能力之一，若沉浸在目標語國家中，閱讀

更是每天必須練習的課題，利用了解後設論述詞語的優勢，華語教師可設計

出自上而下的閱讀教學模式，幫助學生建立閱讀語篇時對語篇結構模式的敏

感度，亦能夠訓練學生從預測、選擇、推斷、記憶的過程中迅速了解語篇。 

本章將華語、法語網路新聞後設論述各標記分布特色之研究結果應用至

課堂教學。交互式方面，筆者將華語、法語最常使用的標記詞語進行歸類及

轉化為定式，使法籍學生掌握華語和法語之語言形式差異，能更進一步的掌

握華語網路新聞語篇邏輯；互動式方面，亦按照使用之頻率將互動式標記歸

類，藉此使學生更了解作者和讀者間的連結以及激勵學生對於文本的態度進

行表態。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以圖示介紹後設論述各標記使用頻率，第二

節闡述如何將詞語應用至教學中，第三節則是提供教學設計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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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後設論述各標記使用頻率 

標記使用頻率排序 一、

經過新聞語篇分析，華語和法語交互式各標記使用頻率排序如下。 

 

 

圖五-1 華語交互式各標記使用頻率排序 

 

圖五-2 法語交互式各標記使用頻率排序 

由圖五-1、圖五-2 可看出，華語和法語交互式各首重示證標記，其次是

連接標記，架構和註解標記使用頻率明顯較前兩者少得多，而照應標記缺乏

語料因此本章並不討論。 

經過新聞語篇分析，華語和法語互動式各標記使用頻率排序如下。 

 

圖五-3 華語互動式各標記使用頻率排序 

 

圖五-4 法語互動式各標記使用頻率排序 

由圖五-3、圖五-4 可看出，華語和法語互動式各標記使用頻率分布差異

大，但明顯可看出若以圖二-4 立場式和參與式架構分類，華語的分布頻率

佔多數的幾乎都是立場式標記，以表達作者自身態度的態度標記為最多，其

次為模糊標記，而法語首重的參與標記即為激發讀者參與語篇的參與式。由

示證標記 連接標記 架構標記 註解標記 照應標記 

示證標記 連接標記 註解標記 架構標記 照應標記 

態度標記 模糊標記 強調標記 參與標記 自稱標記 

參與標記 強調標記 自稱標記 態度標記 模糊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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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法籍華語學習者須特別注意華語網路新聞中表達作者態度的詞語，

但也需注意華語記者試圖保持客觀的姿態。 

華語、法語之後設論述交互式、互動式標記詞語歸類可參考表四-2 和表

四-3，可更詳細的了解兩種語言後設論述標記詞語的種類和特色。 

華、法語標記使用頻率實例對比 二、

筆者從語料中選取華語和法語各一則主題相似的網路新聞，兩則新聞皆

報導關於知名影星強尼戴普和女友訂婚之消息，藉由相同主題之新聞觀察記

者在撰寫語篇時標記使用之差異性。 

（一）華語新聞 

強尼戴普證實 與女友訂婚 

中央社 – 2014 年 4 月 4 日 上午 7:48 

（中央社洛杉磯 3 日綜合外電報導） 

好萊塢性格男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證實，已與女星安柏赫德（Amber Heard）訂

婚，還說未婚妻是「典型的南方美女和甜心，且對我非常好」。 

媒體數天前拍到強尼戴普左手食指戴著 1 只女性訂婚戒，引發外界瘋狂揣測後，50 歲的

「神鬼奇航海盜傑克船長」強尼戴普將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明天播出的「今日

秀」（Today）節目證實與安柏赫德訂婚。 

27 歲的安柏赫德出身德州，2011 年曾與強尼戴普在「醉後型男日記」（The Rum Diary）

飆戲。強尼戴普 2012 年與交往多年的法國女星凡妮莎帕荷蒂（VanessaParidis）分手。強

尼戴普與凡妮莎帕荷蒂育有 2 個小孩。 

美國娛樂網站 E! Online 報導，強尼戴普也在「今日秀」節目盛讚安柏赫德是個「超棒女

孩，像圖釘一樣鋒利」。 

本篇華語網路新聞語篇中出現四個後設論述標記，分別是三個示證標記

「好萊塢性格男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證實…」、「…說未婚妻是『典

型的南方美女和甜心，且對我非常好』。」和「美國娛樂網站 E! Online 報

導…」，以及一個連接標記「還」。可見雖然本篇新聞屬於彈性較大的娛樂

新聞，但華語記者依然僅用交互式標記，不偏好用互動式標記和讀者互動。 

http://www.cn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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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語新聞 

Johnny Depp : il confirme ses fiançailles avec Amber Heard et exhibe son 

alliance ! 

Par Public.fr | Public – lun. 31 mars 2014 

Les admiratrices les plus fidèles de Johnny Depp peuvent officiellement dégainer leurs 

mouchoirs pour dire "adieu" à leurs fantasmes les plus osés : entre Johnny Depp et Amber 

Heard , les choses sont bel et bien parties pour durer ! 

Il y a quelques semaines, la star de 50 ans et la sublime actrice de 27 ans organisaient en effet 

une soirée privée à Los Angeles pour célébrer leurs fiançailles . Si l'on savait effectivement que 

les projets de vie commune se concrétisaient pour le couple, celui-ci avait toutefois refusé de 

confirmer l'heureux événement à la presse internationale... Jusqu'à aujourd'hui ! 

Présent ce lundi 31 mars à Pékin pour assurer la promotion de son film Transcendance, l'acteur 

américain a effectivement pris son courage à deux mains pour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privées. 

Ainsi,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ongtemps, Jojo s'est enfin lâché pour évoquer son jardin 

secret : "Oui je suis fiancé ! J'imagine que le fait de porter une bague de gonzesse à 

l'annulaire gauche me grille. Ce n'est pas vraiment subtil", s'est-il ainsi moqué en dévoila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on alliance. 

Visiblement de très bonne humeur, le papa de Lily-Rose et de Jack s'est également épanché sur 

l'organisation des noces : "Je pense que je serais plus doué pour créer des chaussures de 

femme que pour planifier un mariage. Je suis incapable d'organiser quoi que ce soit. Je 

suis vraiment mauvais pour ça", a-t-il conclu. 

On sait à présent qui porte la culotte au sein du couple...  

 

本篇法語網路新聞雖然和上述華語網路新聞有相同的主題，皆為強尼戴

普證實自己已訂婚的消息，但法語新聞的部分除了有屬於交互式系統的兩個

示證標記 「Oui je suis fiancé !...」（對，我訂婚了！…）、「Je pense que je 

serais plus doué pour créer des chaussures de femme que pour planifier un 

mariage...」（我自以為比起計畫婚禮我更擅長設計女鞋…），以及一個連接

標記「Ainsi」（因此）外，其餘標記皆屬於互動式系統，如四個強調標記

「en effet」（真的）、「effectivement」（確實）、「Visiblement」（明顯

的）和一個參與標記「on」（我們）。 

由上述可知，法語新聞語篇中記者慣用互動式標記來表達情緒和產生互

https://fr.news.yahoo.com/johnny-depp/
http://www.publi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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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由此可見，法籍華語學習者習慣於在語篇中獲得作者的情緒和參與語篇

互動，但在華語新聞語篇中較少出現此類標記，因此法籍華語學習者在學習

華語新聞語篇時必須在欠缺互動標記的情況下從語篇邏輯的交互式標記理

解內容，交互標記顯得更為重要。 

第二節 後設論述詞語教學應用 

本節將交代如何將各標記後設論述詞語功能運用至閱讀教學中。首先介

紹法語各標記具代表性之詞語讓法籍學生先了解母語的後設論述標記詞語，

並進一步提供不同類別的例句，讓學生可更清楚的知曉各詞語在語篇中的定

位，以產生基本的概念。其後介紹華語各標記具代表性之詞語，學生可藉由

對法語後設論述的認識更快速的理解華語詞語，並且能觀察出兩者之差異，

避免在閱讀華語新聞語篇時產生母語負遷移現象。 

交互式標記之應用 三、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華語或法語網路新聞記者皆非常仰賴示證標記，

藉此支持自身論點、表達報紙的嚴肅態度和心智的獨立（Le, 2004）。有鑑

於此，本章將大量的華、法示證標記詞語分析歸類，列出定式，期能對法籍

華語學習者有所助益。 

（一）法文示證標記 

法文示證標記經過觀察分類後，共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直接引言，

會使用引號標記直接引用來源對象的話語11；第二類和第三類皆屬於句式結

構之差異，第二類結構為主詞加動詞再加引言的標準主謂結構，引言可為直

接引言或是間接引言12，請參考下列例句，第三類是以先引用再加動詞、主

詞的倒裝結構，屬於法語較特殊的使用方式，且在法語網路新聞中使用頻率

為最高；第四類則是使用詞語表現的片語形式，以＂selon ＂、＂ ＂d’après 

（根據）和＂ ＂（照…來看）等詞語加主詞，後面再交代事件的à en croire 

                                                      
11

 本研究法語新聞語篇出現的的引號標記有兩種，分別是   ” 和 “ «  »  。
12 直接引言意指直接使用引號引用他人話語，間接引言為作者參考他人話語後自行詮釋

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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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呈現。 

 

 

 

 

 直接引言 

Le juge a assorti son contrôle judiciaire d'une obligation de soin et une interdiction de 

paraître à Versailles et dans les Hauts-de-Seine. «Je pense qu'il y a des raison de penser 

que la victime dit la vérité,» précise une source proche de l'affaire. «C'est un dossier 

assez sordide».                                                   （FS2-3） 

譯：法官除了對他做強迫治療，以及禁止他在凡爾賽和上塞納河省出沒。「我認

為有充足理由相信受害者講的是實話，」本案重要關係人表示，「這是一件很卑

劣的案子。」 

 主謂結構 

Néanmoins, l’actrice a assuré qu’elle ne s’était pas ennuyée lors de la cérémonie :« 

Franchement, c’est sympa, a-t-elle confié. C'est pas les grosses vannes à l'américaine où 

tu peux tailler tout ce que tu veux, mais c’est marrant. »                  （FE1-5） 

譯：然而，這位女演員保證典禮並沒有讓他感到無聊，他說：「事實上挺好的，雖

然不像可以自由發揮的美國典禮那樣處處玩笑話，但是挺有意思的。」 

 倒裝結構 

"Les plongeurs ont trouvé ce mardi matin à 11H30 deux corps de femmes dans le 

Trieux, dont l'un peut correspondre à la lycéenne", a déclaré Patrick Lewden, procureur 

adjoint au parquet de Saint-Brieuc.                                   （FS1-5） 

譯：「潛水員們本週二早上 11 點 30 分在特里約河中找到了兩具屍體，其中一具很

可能是失蹤的女高中生」，聖布里爾的副檢察官宣稱。 

 1. 直接引言：“引言”、«引言» 

 2. 主謂結構：S+V+ “引言”/間接引言 

 3. 倒裝結構：間接引言/“引言”+V+S 

 4. 片語形式：selon+S, 事件 / d’après +S, 事件 / à en croire+S, 事

(S) (V) 

(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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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語形式 

Le second corps pourrait correspondre à celui d'une femme de 53 ans disparue à la 

mi-février à Guingamp, selon le parquet et la gendarmerie.                （FS1-9） 

譯：根據檢察官和警員所示，第二具屍體符合先前二月中在 Guingamp 失蹤的五

十三歲女子的特徵。 

（二）華語示證標記 

本研究華語示證標記詞語可分為三類，和法語不同的是在句式結構上華

語並沒有倒裝的結構型態，僅有直接引言、主謂結構和片語形式。華語的直

接引言和主謂結構大致和法語相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主謂結構中之動詞依

新聞主題不同所使用的動詞也有所差異。片語形式出現的詞語是＂據悉＂、

＂外傳＂和＂根據 OO 報導＂。例句如下。 

 

 

 

 

 直接引言 

鄧紫棋上月在微博發文，反問大家若一個人重覆犯同樣的錯誤，是否會一再接受

並原諒？她自認不清楚哪種決定最好，「我只知道，在我 22 歲的這一年，我還做

不到。」                                                         （CE4-3） 

 主謂結構 

他欽點有「陸版李英愛」封號的盛朗熙，說他和女主角氣質好像，還說如果盛朗

熙演他就當導演，而網上更瘋傳盛朗熙和金庸的自拍照。               （CE3-2） 

 

 

1. 直接引言：「引言」 

2. 主謂結構：S+V+間接引言/  「引言」

3. 片語形式：據悉+事件 / 外傳+事件 / 根據+S+  報導，事件

(S) (V) (V) 

(事件) 

(片語)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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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語形式 

外傳廠商有意重拍神鵰俠侶和天龍八部，經典的小龍女和王語嫣角色，就是相中

盛朗熙，連金庸也大讚她和這兩位仙女的氣質好像，如果她拍我就做導演。                                      

                                                              （CE3-5） 

教師在學生開始閱讀前就必須先和學生解釋示證標記的功能，告訴學生

示證標記可作為語篇正當性的佐證，記者利用此標記加強自身論點，因此從

示證標記可得知語篇事件的重點內容。當和法籍學生介紹時，可將定式告訴

學生，請學生從語篇中尋找上述的語言定式，再統整動詞，觀察動詞是否符

合表四-2 之詞語，並且提醒學生社會新聞和娛樂新聞因性質差異著重的動

詞亦不盡相同，如社會新聞使用頻率高的是＂OO 指出＂、＂OO 表示＂，

而娛樂新聞則是大量使用＂OO 說＂。需特別提醒學生的是華語的語言型態

和法語不同，因此法語中大量使用的倒裝結構在華語中並不存在。 

連接標記是華語、法語網路新聞使用頻率排名第二的標記，僅次於示證

標記。連接標記在語篇中連接邏輯，將句子串成段落，再將段落串成篇章，

可見其在語篇中地位之重要。Hyland（2004）將連接標記分為三類，分別是

附加、對比和因果關係。教師可參考表二-1 李楊等人（2007）提出的閱讀

策略，讓學生藉由找尋三種類型中的後設論述詞語，從詞語邏輯上可預測上

下文，再閱讀過程中由學生篩選需要處理的內容訊息，然後藉由後設論述連

接標記做語篇推斷，最後經過處理的訊息進入學生的記憶中。 

（一）法語連接標記 

在和學生介紹華語連接標記前，可先讓他們認識法語網路新聞中的連接

標記，深化他們腦中的背景知識。法語附加成分常用有＂en plus＂（再者）、

＂d’ailleurs＂（此外）等詞語；對比成分較多，常見的有＂mais＂（但是）、

＂par contre＂（相反的）等詞語；因果成分則有＂donc＂（所以）、＂car＂

（因為）等。例句如下。 

 

 

(事件) (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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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成分 

......D'ailleurs, afin de communiquer sur cette tragique fin, l'ex-couple s'est visiblement 

donné les mots exacts pour informer le public puisque leurs posts Twitter se 

ressemblent presque à la virgule près.                                （FE30-5） 

譯：……。此外，為了傳達這個悲劇性的結局，這對已經分手的情侶看來事先計

畫好他們對大眾的說詞，同時間在各自的推特上一字不差的發文。 

 對比成分 

...... Par contre, on n'a pas compris ce qui se passe chez les Brangelina. Présent lors de 

la soirée, le couple a décidé de passer l’entrée en mode furtif.             （FE15-6） 

譯：……。相反的，我們不知道布萊德彼特夫婦發生什麼事了，在晚會時，這對

夫婦以一身黑的潛行模式裝扮進入會場。 

 因果成分 

Car une fois la vidéo – de trois heures – mise en boîte, le personnage joué par Cameron 

Diaz souhaite l'effacer.                                            （FE40-4） 

譯：因為，當影片（片長三小時）被上傳後，卡麥蓉狄亞在片中飾演的角色一心

只希望將它刪除。 

（二）華語連接標記 

經過法語連接標記的介紹後，教師可帶領學生進入華語網路新聞語篇，

學生已經了解了附加、對比和因果的概念，教師可先請學生從華語語篇中尋

找連接標記的後設論述，觀察是否符合以下常用的詞語。附加成分顧名思義

在其後會出現新的命題內容，因此當看到＂還＂、＂而且＂、＂另外＂等詞

附加：et, en plus, d'ailleurs, par ailleurs 

對比：mais, malgré, néanmoins, pourtant, par contre, toutefois, en revanche, 

cependant, tout de même 

因果：donc, car, en raison de 

(原因) (結果) 

(事件 2)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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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就可預測下文會出現新的訊息；對比成分則是扮演讓事件或論點產生和預

期相反的效果，如出現＂但＂、＂卻＂、＂不過＂、＂則＂等常用詞語，讀

者可以預期後面出現的命題內容和上文是對比的關係；最後因果關係詞語可

分為表達原因的＂因為＂、＂由於＂，和表達結果的＂因此＂、＂因而＂。 

當學生了解連接詞語的概念時，既可以了解記者撰寫語篇時的邏輯，更

可以增強自己對語篇的理解概念，並對上下文可以有更準確的預測。請參考

以下例句。 

 

 

 

 

 

 附加成分 

鼎王麻辣鍋因湯頭藥材涉嫌廣告不實遭開罰，現在又被台中市衛生局查到食材標

榜醫療效能，因此依法再開罰八十萬元，到目前為止鼎王已被罰一百萬元，另外，

湯頭原料、製作交待不清部分，已移送檢調偵辦。                     （CS11-1） 

 對比成分 

張韶涵發片重金打造，但造型卻被網友接連作文章…                 （CE1-1） 

 因果成分 

全案經過法院審理，由於被告和家人達成和解，法院判處他七個月有期徒刑，同

時宣告緩刑五年。                                                （CS1-2） 

Hyland（2004）說明架構標記功能是排序（sequence）、標記（label）、

預測（predict）和轉移觀點（shift arguments），讓讀者清楚理解語篇。架構

標記特色在於其將語篇劃分為不同的部分，使讀者可依循標記分析篇語篇。

Camiciottoli（2003）研究後設論述標記是否對閱讀有影響時提出，教師可要

求學生找出架構標記和預測下文的發展，有了此標記對於語篇的結構就能有

更清楚的全面概念。 

附加：還、而且、不但、而且、另外、此外、加上 

對比：但、卻、雖然、不過、反倒是、倒是、儘管、只、只是、不管、反

而、反倒、然而、則、還是、依舊、仍 

因果：由於、因為、既然、因而、因此 

(事件 1) 

(事件 2) 

(對比) 

(原因)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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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語架構標記 

在法語架構標記語料中僅出現了兩種功能，分別是排序功能和轉移觀點。

排序功能常出現的詞語有＂d'abord＂（首先）、＂finalement＂（結果）等，

學生觀察此類標記就可得知記者是如何將新聞語篇排序；轉移觀點功能的詞

語最常出現的是＂quant à＂（至於、對於），而較特殊的是＂visuellement 

parlant＂（視覺上來說），將語篇限制於討論某個部分。 

 

 

 

 排序 

Finalement, à chacun son addiction...                                （FE23-7） 

譯：結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癖好… 

 轉移觀點 

Un homme de 25 ans a été incarcéré et sera jugé lundi pour détention d' armes illégale. 

Un autre homme de 55 ans et une femme de 69 ans, à qui il est également  reproché d' 

avoir possédé des armes illégalement, ont, quant à eux, été placés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et feront l' objet d' une convocation ultérieure.             （FS8-4） 

譯：一名 25 歲的男子被拘捕到案，週一將針對他非法持有槍械進行訊問。另外一

名 55 歲的男子與 69 歲女子也被指控非法持有槍械，對於他們，警方目前加強偵

控，並擇日傳喚。 

（二）華語架構標記 

在華語的架構標記中也僅出現排序和轉移觀點兩種功能，排序功能中常

出現的有＂然後＂、＂最後＂；轉移觀點中常見的有＂至於＂，而＂OO 部

分＂同上法語中的＂visuellement parlant＂（視覺上來說），皆有將語篇限制

於僅討論某部分的功能。排序功能可使學生對於段落或語篇架構有全面性的

排序：d'abord, puis, finalement, enfin 

轉移觀點：quant à, visuellement parlant 

(欲討論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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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因此教師可請學生從新聞語篇中搜尋架構標記，從大範圍的結構開始

理解。而轉移觀點方面，從以下例句可發現，＂至於＂後面緊接著記者想討

論的主題和方向，因此教師可請學生注意，當出現此類標記時便可知曉隨後

要討論的話題為何。 

 

 

 

 排序 

不過，一時疏忽沒有留意後方的機車，造成機車女騎士撞上車門，彈飛到路中間，

最後被公車輾過，送醫仍傷重不治。                                 （CS1-4） 

 轉移觀點 

至於陳男是否尚有遺產可供執行，法官表示此屬強制執行程序上應調查的事項，

法院毋需審酌。                                                  （CS4-9） 

Hyland（2004）對於註解標記的解釋是指以換句話說、解釋和說明的方

式來提供額外的訊息，以確保讀者了解作者想表達的意義，也反映出作者對

讀者基本知識之預期。華語、法語交互式中的註解標記使用率兩者差異大，

華語記者撰寫新聞時幾乎不使用註解標記，但法語記者在註解標記的使用率

上相較高出許多。 

（一）法語註解標記 

法語記者在註解標記上大量使用括號補充的方式提供給讀者額外的訊

息，而如＂comme＂（像是）這類換句話說的方式則較少見。 

 

 

 

 

排序：然後、最後、終於、結果 

轉移觀點：至於、對（於）、OO 部分 

(欲討論之主題) 

換句話說：comme 

括號補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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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Dommage: elle aurait pu, comme Pharrell Williams l'a fait avec son fameux chapeau, le 

mettre aux enchères. C'était l'assurance d'en retirer une belle somme d'argent pour une 

association.                                                      （FE7-4） 

譯：好可惜，她本來應該可以像是法瑞威廉斯一樣把他那頂帽子拿去拍賣，並藉

此大賺一筆錢，然後捐給某個慈善機構。 

 括號補充 

Parmi ses films, plusieurs chefs d'oeuvres dont " Nuit et Brouillard " (1956) et " 

Hiroshima mon amour " dans lequel Resnais met en images le couple inventé par 

Marguerite Duras. Un film qui a donné envie à Steven Soderbergh de devenir 

réalisateur, rapporte Europe 1.                                      （FE14-5） 

譯：在這些影片中，不乏經典之作，例如«夜與霧»（1956）和«廣島之戀»片中雷

斯奈將瑪格麗特莒哈絲創造出來的小說情侶人物，放進他的影片中。這部片也是

激發史蒂芬索德柏成為導演的動力，歐洲第一頻道報導。 

（二）華語註解標記 

華語新聞語料中的註解標記和法語相同，皆為以換句話說舉例形式的＂

像是＂以及括號補充的方式，不同的是華語記者鮮少使用的註解標記。因括

號補充方式在法語網路新聞為常見手法，換句話說舉例的方式也稍微提醒即

可，因此教師解釋註解標記時並不需多加著墨，僅須讓學生了解註解標記的

功能在於新聞記者自身欲給予讀者多一些的背景訊息。 

 

 

 

 

 

換句話說：像是 

括號補充：（…） 

http://fr.news.yahoo.com/pharrell-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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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歌手為了專輯宣傳，無所不用其極，在 MV 中更是砸重金，各自出招，像是歌手

孫燕姿化身浩瀚宇宙的星星，張韶涵變身機器人，還砸了 300 萬請香港造型師打

造服飾，還有韋禮安別於以往書生形象，費盡 4 小時化妝變成猙獰的狼人扮相，

羅志祥除了獻歌舞，還化身獅王。                                  （CE15-1） 

 括號補充 

李威、謝欣穎、黃鴻升（小鬼）、王樂妍和李依瑾演出的華視、夢田新戲《巷弄

裡的那家書店》３日開放探班。                                    （CE48-1） 

互動式標記之應用 四、

參與標記（參與式）是作者對讀者說話的方式，目的是集中讀者注意力

或是將其列為參與者，參與標記亦可增加或減少讀者的存在感。法語記者偏

好使用參與標記，相較之下華語記者顯得對此標記興趣缺缺，因此我們可斷

定法語記者利用參與標記增加讀者的存在感，使讀者參與語篇，但華語網路

新聞中鮮少出現此標記的現象則可降低讀者的存在感，並非將重點放置讀者

身上。 

（一）法語參與標記 

本研究語料中的法語參與標記有傳達作者的性格特色個人旁白，以括號

的方式呈現、有和讀者互動的疑問句、直接指涉讀者的讀者代稱，如＂on

＂（我們、大家）和＂vous＂（您、你們），以及指令詞中的義務型態＂aurait 

dû＂、＂il faut＂（應該）。教師可先利用法語參與標記的幾個重點概念使

法籍學習者有先備知識，再進入華語的新聞語篇。教師需要特別強調的是，

並非每一個疑問句皆可歸入參與標記，而是必須與讀者有直接相關性的問句。

詳細情況可參考例句。 

 

 

 

 

 

個人旁白：(...), -...-  

疑問句：...? 

讀者代稱：on, vous 

指令詞：aurait dû, il faut（義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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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旁白 

Comme un enfant à qui l'on remet une médaille de sport et qui passe toute la semaine à 

l'arborer devant ses camarades, le comédien a été vu lundi, café en main, en compagnie 

d'une femme -sa soeur? son assistante?- les bras chargés de la statuette.      （FE5-5） 

譯：像一個贏得運動獎牌的小朋友般，一整週都在同學面前炫耀。週一有人看到

這位演員一隻手拿著咖啡，旁邊跟著一位女性（或許是他的姊妹？還是他的助理？）

另一隻手拿著他的小金人。 

 疑問詞與讀者代稱 

Et vous, avez-vous l'habitude d'embrasser vos enfants sur la bouche? Si non, 

trouvez-vous gênant que les autres parents le fassent?              （FE23-10） 

譯：您/你們呢？有沒有和小孩對嘴親吻的習慣呢？如果沒有，您/你們覺得別人這

麼做很令人尷尬嗎？ 

 指令詞 

La styliste de Britney aurait dû savoir que lorsque l'on a une poitrine "gants de toilette", 

le maxi décolleté sans soutien-gorge, n'est pas du tout judicieux. Il est même 

préjudiciable.                                                    （FE3-8） 

譯：布蘭妮的造型師應該要知道，當我們的胸部呈現下垂狀態，不穿胸罩的大 V

領禮服似乎一點都不加分，甚至是大扣分的造型。 

（二）華語參與標記 

華語參與標記使用頻率少，僅歸類出以下兩類詞語。教師可從法語參與

標記先切入，若學生已有參與標記類型的概念，再轉換至華語模式會更得心

應手。 

 

 

 

 

 

疑問句：…？ 

指令詞：應（義務型態）、看看（命令式） 

(記者個人的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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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問句 

「島嶼天光」誰唱的？答案就是獨立樂團「滅火器」。                  （CE18-1） 

 指令詞 

為人師表應當學生表率，卻私下賣毒做最壞示範！                   （CS10-1） 

Hyland（2004, 2005b）提出態度標記表現作者個人情感，並非呈現知識

或對命題的態度。態度標記是作者表現出驚訝、同意、重要性、責任義務、

懊惱等等情緒。本研究中態度標記為華語記者偏好使用的標記，使用頻率明

顯領先其他。 

（一）法語態度標記 

法語的態度標記使用頻率不高，以下詞語為本研究新聞語篇中出現之法

語態度標記詞語，較為常見的是＂malheureusement＂（不幸地）、＂

heureusement＂（幸運地）、＂étonnamment＂（令人驚訝地）等，此類詞語

皆為記者撰寫新聞時自身的情感態度與感受。 

 

 

 

 

 

 例句 1 

Si elle pensait s'être bien apprêtée pour l'événement dans cette jolie et longue robe 

transparente parsemée de sequins noirs, elle n'a malheureusement pas du bien se 

regarder avant de partir. Sinon, elle aurait vu que cette robe ne flatte pas du tout le haut 

de sa silhouette.                                                  （FE3-5） 

譯：如果她以為穿上這件透明且佈滿黑色亮片的長禮服是最完美的打扮，那麼很

不幸地，她在出門前想必沒有好好照鏡子。不然她應該會發現這件禮服完全沒有

襯托出她上半身的曲線。 

 

malheureusement, heureusement, étonnamment, concrètement, sérieusement, 

surprise, dommage, c'est tout naturellement que, grâce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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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 2 

Bien évidemment, il ne s'agissait que d'une question de temps avant que l'un de ces 

bellâtres se manifeste dans la presse pour réagir à un tel déballage. É tonnamment, c'est 

finalement James Franco qui s'y colle!                               （FE26-5） 

譯：很顯然地，要這些帥哥們在媒體前對這個性愛清單做出抗議只是時間的問題，

令人驚訝的是，第一個做出回應的正好是詹姆斯法蘭柯！ 

（二）華語態度標記 

從下列常用之華語態度標記詞語可看出，華語記者最常使用態度標記表

達自身驚訝之感，如＂沒想到＂、＂未料＂、＂竟然＂、＂出乎意料地＂等

詞語，或是對語篇中命題內容表示巧合之感，如＂恰巧＂、＂巧合的是＂、

＂湊巧＂等。教師在教授態度標記時可從此處著手，提點學生此處標記可看

出記者對語篇地評述。有學者認為，態度標記可以激發學生貢獻出個人的想

法並且給予篇章批判性的回饋。有鑑於此，教師可試圖讓學生在語篇中尋找

態度標記，並詢問學生記者的情感態度，再進一步詢問學生自身的看法。 

 

 

 

 例句 1 

新北市楊姓男子開保時捷跑車出遊，途中借同車的陳姓友人試開，「過過跑車癮」，

未料陳男遇彎道未減速，失控撞上分隔島，2 人慘死車中。              （CS4-1） 

 例句 2 

這次王菲是受到女裝品牌的邀約擔任壓軸嘉賓，也是在去年九月宣布和李亞鵬離

婚之後，第一次公開的活動，巧合的是，王菲的舊愛謝霆鋒也在同一時間前往巴

黎…                                                           （CE5-4） 

 

沒想到、竟(然)、居然、未料、沒料到、出乎意料地、不料、讓人不敢

相信的、恰巧、巧合的是、湊巧、更巧的是、離譜的是、不難看出、最

困難的是、值得一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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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標記強調客觀的態度，作者選擇以意見的方式呈現，而非以事實定

論，因此有協商的餘地（Hyland，2005b）。Jalififar & Shooshtari（2011）

特別針對後設論述的模糊標記進行研究，研究結果指出，教師若給予明確的

模糊標記概念可增強大學生後設論述的知識。 

（一）法語模糊標記 

法語網路新聞記者使用模糊標記的情形並不算普遍，從本研究語料中整

理出較常使用的詞語如下，尤其是＂peut-être＂和＂probablement＂（可能、

或許）、＂semble＂（似乎）和＂avaient l' air＂（看起來），皆是法語記者

偏好使用的模糊標記詞語。 

 

 

 

 

 例句 1 

C'est qu'il y avait peut-être, sous sa veste Dior, les prémisses d’une maternité désirée 

mais  cachée. Scarlett Johansson serait enceinte de son premier enfant. Quelques mois 

tout juste …                                                     （FE2-5） 

譯：因為在她的迪奧禮服下，或許有著刻意隱藏的懷孕初期徵兆，史嘉蕾喬韓森

應該是剛懷上她的第一個孩子…… 

 例句 2 

Oscarisé dimanche pour son second rôle dans Dallas Buyers Club, Jared Leto semble 

très attaché à son trophée.                                          （FE5-1） 

譯：週日才因«藥命俱樂部»一片得到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傑傑德勒托，似乎非常

依戀他的小金人。 

（二）華語模糊標記 

華語記者亦不常使用模糊標記，但以下詞語屬於網路新聞中常見的後設

peut-être, semble (semblait), probablement, avaient l' air, vraisemblablement, 

une tendance à, plus ou m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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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詞語。和法語記者模糊詞語使用情形非常相似，但華語社會版網路新聞

特別偏好使用＂疑似＂，屬於新聞領域常使用之特殊語，表示記者懷疑情況

似乎是如此。學生可藉由模糊詞語感受記者對於事件不願意斷言的態度，是

一種撰寫新聞的手段。教師可和學生介紹以下華語常用之模糊標記，使學生

以後在閱讀上看到此類詞語就可了解其意涵。 

 

 

 

 例句 1 

機車騎士被撞倒在山壁旁還立刻起身，可能一時之間還摸不著頭緒，肇事車主就

已經逃逸無蹤…                                                 （CS6-6） 

 例句 2 

驚險的車禍意外發生在新北市的烏來山路，有一台駕著 BMW 的車主，疑似不耐

前方車速太慢，違規逆向跨越雙黃線超車，沒想到卻和一台機車撞個正著…                        

（CS6-1） 

強調標記是當作者發現有潛在的可能性時選擇將其消除而非擴大，此行

為的目的是斷絕其他可能性，防止不同觀點的衝突出現。並且作者對自己的

說法也相當的肯定。強調標記在法語網路新聞語篇中較常出現，而華語網路

新聞中之強調標記則不常見。教師可同時介紹強調標記和模糊標記，呈現出

兩者的相對性和特殊性。 

（一）法語強調標記 

法語強調標記常見的有＂ en effet＂和＂vraiment＂（真的）、＂

manifestement＂、＂visiblement＂和＂evidemment＂（顯然的、明顯的）。

請參考以下例句。 

 

 

（有）可能、看起來、疑似、算（是） 

en effet, manifestement, en clair, visiblement, evidemment, sûrement, 

vraiment, de toute évidence, effectivement, explici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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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 1 

Et manifestement, la poitrine de Britney Spears n'est pas du tout comme cela...（FE3-7） 

譯：顯然的，布蘭妮的胸部完全不是如此… 

 例句 2 

A l’initiative de l’animatrice Ellen DeGeneres, un livreur est en effet venu 

approvisionner les people en pizzas, dimanche soir.                      （FE6-2） 

譯：經由艾倫珍妮絲的鼓吹，送貨員星期天真的來典禮上供應比薩。 

（二）華語強調標記 

華語強調標記最常見的是＂明顯＂、＂顯然＂、＂真的＂、＂當然＂，

因此教師可先介紹這幾個詞語，並讓學生了解當記者使用此類詞語時呈現出

他們對事件的肯定態度，並特別強調事件的真實性和正當性。 

 

 

 例句 1 

春訓至今表現出色，王維中心情當然雀躍開心，人長得帥，唉呦！也愛耍帥哦。                                                        

（CE2-4） 

 例句 2 

審酌陳姓男子有妨害家庭、妨害性自主等前科，先前也有竊盜前科，屬於累犯，

顯然具有竊盜習慣，仍不思悔過而以正當管道獲取金錢，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

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益的法治觀念，也沒有跟被害人達成和解，返還財物，衡量

以後，合併判處他有期徒刑三年七月。全案可上訴。                   （CS18-6） 

 

 

明顯、真的、當然、顯然、一定、實在、果真 

http://www.elle.fr/Loisirs/Cinema/News/Ellen-DeGeneres-Oscar-de-la-meilleure-presentatrice-268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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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標記指以第一人稱和所有格形容詞出現的頻率來判斷篇章中作者

呈現自我的程度。找尋網路新聞中的自稱標記可發現記者在語篇中顯現的蹤

跡。學者更指出，每篇文章都包含作者自己的訊息，但是以第一人稱自我投

射其中應屬自我呈現最強烈的方式。 

（一）法語自稱標記 

法語記者使用自稱標記的情況較華語積極，常見的詞語有＂Je＂（我）、

＂on＂和＂nous＂（我們）。值得提醒學生的是，自稱標記的＂我們＂並不

包含讀者，而僅是代表記者或報社本身，和參與標記的＂我們＂本質並不相

同。除此之外，自稱標記的概念是很好理解的。 

 

 例句 

L'un d'entre eux pourrait être celui d'une lycéenne disparue à l'issue d'une soirée arrosée 

dans la nuit de vendredi à samedi, a-t-on appris de sources officielles.       （FS1-3） 

譯：我們從官方消息來源得知，其中一具屍體很可能是週五晚間一場狂歡派對後

失蹤的女高中生。 

（二）華語自稱標記 

華語使用自稱標記的情況佔極少數，僅有以下例句中代表電視台的＂咱

們＂一筆語料。因此必須特別和學生提及凡是表示記者或報社、電台本身之

所有格形容詞皆可歸類於自稱標記。 

 例句 

剛下投手丘的王維中，為咱們民視體育站台，這位 21 歲的年輕左投投球很在行，

不過錄 Promo 這檔事，就顯得有點緊張害羞。                         （CE2-2） 

 

 

Je, on, 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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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設計 

近期課堂閱讀教學較著重自上而下模式，強調讀者的背景知識在閱讀過

程中的重要性。周小兵等人（2008）認為，閱讀過程是一種在每個認知層次

上都發生的推測與驗證相互交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讀者遵循的是自上而下

的模式。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的進行假設，然後再從語篇中尋求證據。由

此可見，目前閱讀追求的是以較宏觀的角度來分析語篇。 

此部分利用教師與學生對後設論述之認識，針對法籍華語學習者設計下

列華語新聞語篇閱讀教學之教案，以一則真實華語網路社會新聞、一則娛樂

新聞為例。教師先熟悉新聞語篇中的後設論述標記，訂定教學目標，再闡述

教學步驟。新聞語篇為 2014 年 3 月的「麻辣鍋店涉廣告不實、宣稱療效 中

市府罰百萬」和「又有了？小 S 帶女慢跑小腹凸凸糗見客 遭疑第 4 胎有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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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華語網路新聞語篇教學 

單元領域 閱讀教學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學對象 高級法籍學習者 

教學方法 主題導入法、溝通式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 

教學準備 

1. 社會新聞語篇：「麻辣鍋店涉廣告不實、宣稱療效 中市府

罰百萬」 

2. 娛樂新聞語篇：「又有了？小 S 帶女慢跑小腹凸凸糗見客 

遭疑第 4 胎有譜」 

教學目標 

1. 社會新聞語篇 

 學生能夠利用示證標記找出記者的引證 

 學生能夠利用連接標記分析語篇邏輯 

 學生能夠利用架構標記推測下文主題 

 學生能夠利用以上標記建構語篇邏輯 

2. 娛樂新聞語篇 

 學生能夠利用示證標記找出記者的引證 

 學生能夠利用連接標記分析語篇邏輯（附加和對比） 

 學生能夠利用態度標記體會記者的立場態度 

 學生能夠理解強調標記對訊息內容真實性的肯定 

 學生能夠利用以上標記建構語篇邏輯和理解互動關係 

時間 內容 流程 

5 分鐘 暖身活動 

1. 先討論平時閱讀網路新聞的習慣，請同學簡

單說明法語網路新聞的特色。 

2. 和學生討論平時閱讀課時的閱讀方法，了解

使用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方法理解篇章。 

20 分鐘 
閱讀活動 

（社會新聞） 

1. 先介紹社會新聞語篇標題，讓學生在大腦中

先建立背景知識。（參考附錄 1） 

2. 在不提供任何詞彙解釋的情況下請學生先閱

讀，閱讀完請學生大致介紹語篇內容。 

3. 教師視學生理解情況，可適時請其他學生補

充內容訊息。 

4. 教師開始帶入後設論述標記詞語。首先，引

導學生找尋記者引用他人話語的示證標記，

並介紹示證標記的定式結構。 

5. 其次，在語篇中尋找連接標記的附加、對比

和因果成分。以學生程度對這類詞語應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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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認識，老師可簡單介紹其功能。 

6. 最後，請學生找尋建構篇章的架構標記詞

語，以預測下文產生的新主題。 

7. 藉由找尋出的各標記詞語對語篇再做一次全

面的分析。（參考附錄 2） 

8. 此時學生已對華語新聞語篇常出現之示證標

記、連接標記和架構標記有一定的了解，教

師可以參考本章第二節，介紹定式、常見詞

語並給予例句加強學生的理解。（參考表

四-2） 

20 分鐘 
閱讀活動 

（娛樂新聞） 

1. 先介紹娛樂新聞之標題，讓學生大腦產生與

主題相關背景知識的連結。（參考附錄 3） 

2. 請學生自行先閱讀。 

3. 此時學生們已具備示證標記、連接標記和架

構標記基本詞語量，教師可對學生進行提

問，如「請告訴我示證標記在哪？」（參考附

錄 4） 

4. 其次，可請學生參考先前介紹之連接標記常

見詞語，在語篇中尋找連接標記的附加和對

比成分。教師可對學生進行提問，如「連接

標記有哪些？」、「他們有什麼樣的功能？」 

5. 引導學生尋找記者和讀者互動之處，請學生

猜猜那些詞語表達了記者自己的態度。（態度

標記） 

6. 最後請學生找出記者強調事件真實性的強調

標記，由此可知曉記者對於此處命題內容的

肯定之感。 

7. 藉由找尋出的交互式各標記詞語對語篇再做

一次全面的分析，並且從互動式標記中理解

記者欲向讀者呈現之態度。 

5 分鐘 作業活動 

1. 總結課堂中學生已知曉交互式中的示證標

記、連接標記和架構標記，以及互動式中的

態度標記和強調標記。 

2. 請學生回家在網路上找出一篇 300 至 400 字

的華語新聞，依照課堂中分析語篇的方式閱

讀，下堂課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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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詳細教學流程介紹－社會新聞語篇閱讀活動 

教案流程 4  

閱讀活動討論社會新聞語篇時，引導學生找尋記者引用他人話語的示證

標記，如第二段「台中市政府衛生局長黃美娜今天在市政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指出……開罰二十萬元」，這部分符合本章第二節介紹的華語示證標記主謂

結構「S+V+間接引言」，並且動詞＂指出＂亦為後設論述詞語表中示證標記

常用之動詞，特別常出現社會新聞中。此時可進一步和學生介紹示證標記其

餘的定式，如直接引用、倒裝結構和片語形式。另有第三段之「台中市衛生

局表示……預計週三檢驗報告出爐」，亦屬於主謂結構類，且＂表示＂也為

社會新聞中常見之示證標記動詞。擁有這些背景知識，學生應可順利在語篇

中搜尋示證標記。 

教案流程 5  

其次，請學生在語篇中尋找連接標記的附加、對比和因果成分。附加成

分如第一段的＂另外＂，第二段的＂此外＂，看到這兩個詞語可大膽推論下

文有新的命題成分；對比成分在本篇新聞中並無符合詞語；因果成分則有第

一段和第三段表原因的＂因（為）＂，以及表結果的＂因此＂，藉由因果詞

語可以更清楚瞭解段落之邏輯。 

教案流程 6  

最後，請學生找尋建構語篇的架構標記詞語。此標記有第二段的＂至於

＂和第三段的＂對於＂，依照本章第二節對架構標記之應用介紹可得知，透

過這兩個詞語即可預測下文有新的討論主題產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藉由找尋出的各標記詞語對語篇再做一次全面的分

析，如附錄 2 所示。以自上而下模式建構學生腦中對語篇的全觀、整體架構

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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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詳細教學流程介紹－娛樂新聞語篇閱讀活動 

教案流程 3  

經過社會新聞語篇閱讀活動後，學生已經了解了示證標記、連接標記和

架構標記的功能與詞語，對建構語篇邏輯的標記已經有基本的認識。教師可

對學生進行提問，例如「請問告訴我示證標記在哪？」、「示證標記的動詞是

什麼？」，引導學生找尋記者引用他人話語的示證標記和搭配之動詞，如第

一段「OO 坦承都是過年吃太多變胖了，並承諾會積極運動鏟油。」，這部

分符合先前介紹的華語示證標記主謂結構「S+V+間接引言」。另外，第三段

之「小 S 表示『真的沒懷孕』」，符合華語示證標記的主謂結構「S+V+直接

引言」。學生利用示證標記定式之背景應可順利在語篇中搜尋示證標記。 

教案流程 4  

其次，可請學生參考先前教師提供的連接標常用記詞，在語篇中尋找連

接標記的附加和對比成分。附加成分如第二段的＂加上＂，附加詞語讓學生

能夠推論下文有新的命題成分；對比成分如第一段的＂不過＂、＂卻＂，當

對比詞語出現時可預估下文命題成分與上文訊息有所落差。教師可與學生互

動，詢問學生「『加上』在語篇中有什麼功能呢？表示什麼？」等問題。 

教案流程 5  

再者，請學生尋找記者和讀者互動之處，如記者表達自身態度的態度標

記。此標記有第二段的＂沒想到＂和第三段的＂值得一提的是＂、＂意外＂。

可先請學生猜測那些詞語呈現記者本身的態度，再詢問學生這些詞語表現出

什麼樣的態度，如＂沒想到＂、＂意外＂可看出記者對命題內容出乎意料之

感，而從＂值得一提的是＂可了解此處命題內容為記者認為有價值之處。 

教案流程 6  

最後請學生找出記者強調事件真實性的強調標記，如第二段的＂真的＂，

由此可知曉記者對於此處命題內容的肯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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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藉由找尋出的交互式各標記詞語對語篇再做一次全

面的分析，讓學生不只學習以後設論述交互式標記分析語篇架構，並且從互

動式標記中理解記者欲向讀者呈現之態度，如附錄 4 所示。 

本研究強調以上述方式建立學生學習網路新聞語篇的概念，先以交互式

常用標記詞語建構出語篇的起承轉合之藍圖，再透過互動式標記詞語理解記

者表現的態度和與讀者間的關聯性。教學應用方面，本研究期望經過多篇新

聞語篇的學習，學生的詞語庫中有越來越多的詞彙後，即可以歸納的方式刻

劃出後設論述分類的整體架構，了解交互式和互動式所有標記的功能，藉以

幫助學習者更快速、完整的理解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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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研究分析華語、法語的社會版和娛樂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的交互式、

互動式各標記的使用頻率分布。本研究目的有四，首先，本研究以新聞語言

為主，個別考察華語、法語網路新聞表示邏輯連接的交互式中連接標記、架

構標記、示證標記、註解標記和照應標記使用分布的百分比，再分析表達作

者態度和讀者參與的互動式中模糊標記、強調標記、態度標記、自稱標記和

參與標記使用分布百分比，分析華語和法語各標記使用分布情形，並找出其

中異同；其次，本研究以新聞主題為出發點，探討社會版和娛樂版交互式、

互動式各標記的使用分布情形，再分析兩者之異同；再者，本研究亦討論新

聞語言和新聞主題何者對後設論述分布有較明顯的影響，並且探討各標記分

布之差異性所表示之意涵。最後，將研究結果應用至教學應用及教學設計，

希冀在新聞語篇閱讀上對法籍學習者有實質的貢獻。 

本節將從上述研究目的分述本研究之發現。首先，本研究利用量化和質

化的研究分析方法探討華語、法語兩種語言交互式和互動式各標記的使用分

布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兩種語言都大量使用交互式標記，且使用分布情形

類似，皆首重示證標記，其次為連接標記，較為不同的是法語記者明顯的比

華語記者更偏好使用註解標記。互動式方面兩語言在標記分布上則有顯著的

差異，華語記者特別注重態度標記的使用，但參與標記和自稱標記使用率極

低。相反的，法語記者則是特別重視態度標記的使用，可見法語記者偏好將

讀者帶入語篇中，使讀者有參與之感。此外，若以立場式和參與式兩系統分

類之，華語互動式中立場式標記佔了九成五，可見華語記者較不擅長與讀者

互動，但樂於發表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法語則是兼用立場式和參與式標記，

不僅反映自己的態度亦和讀者進行互動。綜上所述，法語記者撰寫新聞語篇

時較為＂親向讀者＂，而華語語篇則是偏向給予較少訊息之讀者責任制。 

其次，本研究分析社會版和娛樂版網路新聞後設論述標記的使用分布情

形。研究結果顯示，交互式標記方面，兩者不論是使用頻率多寡或是排序都

極為相似，可見新聞版面的差異對交互式標記使用上並無太大的影響。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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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標記中，娛樂版新聞各標記的使用頻率相較之下比社會版高，此方面

正如 Hyland（2005a）所提出之論點，軟性知識作者有較多自己的詮釋空間，

且軟性領域會使用較多參與標記中的讀者代稱類，本研究中之娛樂新聞記者

確實使用了一定數量的讀者代稱詞語，符合 Hyland 的研究結果。雖說如此，

但兩種新聞主題除了差異較明顯的參與標記和強調標記外，其餘使用頻率分

布差別不大。記者撰寫娛樂版新聞偏向使用和讀者互動的參與標記以及強調

真實程度的強調標記，但撰寫社會版時卻鮮少使用這兩種標記。 

觀察語言和主題在交互式和互動式上的分布異同後，綜上而論，新聞語

言對後設論述標記使用分布的影響相較之下大於新聞主題的影響。除此之外，

本研究也討論後設論述和新聞語境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現出交互式之示證

標記對網路新聞的重要性，呈現出記者對引證支持自身論點的重視。除此之

外，亦表現出不同的語言在網路新聞中可呈現出記者和讀者間之關聯性的不

同面貌。 

最後，本研究在教學實務上也具有實質的意義。對語言學習者而言，閱

讀是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中最無法忽視的一環，為幫助法籍華語學習者

增進新聞語篇閱讀能力，本研究亦利用研究結果，歸納交互式和互動式後設

論述詞語，進行分類或轉化為定式，並提出教學建議及給予教學實例，期能

對法籍學習者在新聞語篇學習上有實質的助益。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首先，本研究一共為兩百篇新聞，但因需要進行對比之緣故，每項變因

主要為一百篇新聞語篇。本研究架構共有十種分類，類別繁多，因此每個類

別歸納出來的語料數量不多，建議後續研究新聞語篇數量可增加，研究量化

結果數據也會更加理想，對隨後的質化分析也有益處。 

其次，因華語和法語文字系統的差異，無法以後設論述和字數比之方式

看出後設論述使用頻率，蒐集語料時也無法在兩語言之字數間取得絕對的平

衡，因此筆者在此僅能使用篇幅多寡以及篇數相同的方式來取得相對的平衡

標準，但這方面還須詳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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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中有些後設論述分類並無語料數亦或是語料數極少，建議

後續可針對特定分類做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採取較具針對性的方式討論後

設論述在網路新聞分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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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網路社會新聞語篇） 

麻辣鍋店涉廣告不實、宣稱療效 中市府罰百萬 

全國廣播 – 2014 年 3 月 3 日 下午 5:59 

鼎王麻辣鍋因湯頭藥材涉嫌廣告不實遭開罰，現在又被台中市衛生局查到食

材標榜醫療效能，因此依法再開罰八十萬元，到目前為止鼎王已被罰一百萬

元，另外，湯頭原料、製作交待不清部分，已移送檢調偵辦。(記者廖佳倩 台

中採訪報導) 

鼎王麻辣鍋爆出湯頭藥材不實引起外界關注，台中市政府衛生局長黃美娜今

天在市政會議進行專案報告指出，衛生局稽查人員在事件爆發後，前往店內

稽查，發現業者三年前已變更湯頭並未添加三十多種中藥材，但店內菜單卻

標示湯頭採用三十二種中藥材熬製，且菜單中還宣稱東北酸菜鍋「製造過程

中加入天然果醋」，但經查證業者是添加「工研醋」，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廣告不實，開罰 20 萬元。此外，對於鼎王官方網

站標榜「金針菇具有療效」，衛生局再裁罰 80 萬元罰緩。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當天抽驗地瓜丸、山藥丸、大陸妹、秀珍菇、豆腐、

酸菜、高麗菜、牛背肩等 9 樣食材，檢驗防腐劑、色素、農藥殘留、瘦肉精

等，預計週三檢驗報告出爐。至於麻辣鍋底的原物料辣椒粉、八角粉、胡椒

粉等食材，因源頭在高雄市，已移請當地衛生局進行抽驗，目前全案將移送

檢方偵辦。 

 

 

 

http://www.mrad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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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網路社會新聞語篇後設論述詞語分析） 

 

 

 

 

 

 

 

 

 

 

 

 

 

 

 

 

 

 

 

 

 

 

 

 

 

 

 

 

麻辣鍋店涉廣告不實、宣稱療效 中市府罰百萬 

全國廣播 – 2014 年 3 月 3 日 下午 5:59 

 

鼎王麻辣鍋因湯頭藥材涉嫌廣告不實遭開罰，現在又被台中市衛生局查到食材

標榜醫療效能，因此依法再開罰八十萬元，到目前為止鼎王已被罰一百萬元，

另外，湯頭原料、製作交待不清部分，已移送檢調偵辦。 

 

鼎王麻辣鍋爆出湯頭藥材不實引起外界關注，台中市政府衛生局長黃美娜今天

在市政會議進行專案報告指出，衛生局稽查人員在事件爆發後，前往店內稽

查，發現業者三年前已變更湯頭並未添加三十多種中藥材，但店內菜單卻標示

湯頭採用三十二種中藥材熬製，且菜單中還宣稱東北酸菜鍋「製造過程中加入

天然果醋」，但經查證業者是添加「工研醋」，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廣告不實，開罰 20 萬元。此外，對於鼎王官方網站標榜「金

針菇具有療效」，衛生局再裁罰 80 萬元罰緩。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當天抽驗地瓜丸、山藥丸、大陸妹、秀珍菇、豆腐、酸菜、

高麗菜、牛背肩等 9 樣食材，檢驗防腐劑、色素、農藥殘留、瘦肉精等，預計

週三檢驗報告出爐。至於麻辣鍋底的原物料辣椒粉、八角粉、胡椒粉等食材，

因源頭在高雄市，已移請當地衛生局進行抽驗，目前全案將移送檢方偵辦。 

(結果) 

(新命題內容) 

(新命題內容和討論主題) 

(新的討論主題) 

(原因) 

(引證內容) 

(引證內容)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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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網路娛樂新聞語篇） 

又有了？小 S 帶女慢跑小腹凸凸糗見客 遭疑第 4 胎有譜 

ETtoday – 2014 年 3 月 3 日 上午 9:19 

影劇中心／綜合報導 

藝人小 S（徐熙娣）結婚後育有 3女，產後瘦身快速加上體態維持良好，一

直是娛樂圈好身材的指標性女星。不過，最近她卻被媒體拍到，帶女兒到公

園踏青時小腹微凸的模樣，被懷疑該不會是又有第 4胎了？她事後否認又懷

孕，坦承都是過年吃太多變胖了，並承諾會積極運動鏟油。 

小 S在 228連假期間，被《蘋果日報》拍到帶女兒們到華山園區踏青，當天

她穿著灰色 T恤和粉紅色運動褲，和家人一起在草皮上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

光。4 吃飽喝足後，她便起身開始做暖身操準備慢跑，沒想到卻被拍到小腹

微凸的糗樣，加上之前就有網友質疑她在主持節目時，小腹真的有比之前明

顯的情況，被外界懷疑又懷了第 4胎。 

對此，小 S表示「真的沒懷孕」鄭重否認了這項傳聞，坦言只是過年期間吃

太多變胖了，而老公許雅鈞（Mike）也回應，捨不得老婆太辛苦，沒有生第

4胎的打算。值得一提的是，她當天還被拍到面對民眾要求合照來者不拒的

親民模樣，意外成為另一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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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網路娛樂新聞語篇後設論述詞語分析） 

又有了？小 S 帶女慢跑小腹凸凸糗見客 遭疑第 4 胎有譜 

ETtoday – 2014 年 3 月 3 日 上午 9:19 

影劇中心／綜合報導 

藝人小 S（徐熙娣）結婚後育有 3 女，產後瘦身快速加上體態維持良好，一直是

娛樂圈好身材的指標性女星。不過，最近她卻被媒體拍到，帶女兒到公園踏青時

小腹微凸的模樣，被懷疑該不會是又有第 4 胎了？她事後否認又懷孕，坦承都是

過年吃太多變胖了，並承諾會積極運動鏟油。 

小 S 在 228 連假期間，被《蘋果日報》拍到帶女兒們到華山園區踏青，當天她穿

著灰色 T 恤和粉紅色運動褲，和家人一起在草皮上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吃飽

喝足後，她便起身開始做暖身操準備慢跑，沒想到卻被拍到小腹微凸的糗樣，加

上之前就有網友質疑她在主持節目時，小腹真的有比之前明顯的情況，被外界懷

疑又懷了第 4 胎。 

對此，小 S 表示「真的沒懷孕」鄭重否認了這項傳聞，坦言只是過年期間吃太多

變胖了，而老公許雅鈞（Mike）也回應，捨不得老婆太辛苦，沒有生第 4 胎的打

算。6 值得一提的是，她當天還被拍到面對民眾要求合照來者不拒的親民模樣，意

外成為另一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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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認為命題值得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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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對命題表達驚訝之感) (記者對命題表達驚訝之感) 

(新訊息) （記者強調命題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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