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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語境下的難點分析及教學應用 

──以日籍漢語學習者為例 

 

中文摘要 
 
關鍵字： 抱怨言語行為、面子威脅行為理論、語用難點、跨文化、溝通能

力 
 

語用能力向來在教學現場中被忽視，但同時卻又關係著學習者實際的

語言使用能力。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以抱怨言語行為為例，找出漢語抱怨

言語行為模式，以及學習者在抱怨語境下的難點，以期結合語用研究與教

學，幫助學習者提高跨語言跨文化的溝通能力。 

本文以 Brown 和 Levinson（1987）的面子保全理論（face-saving theroy）
為主要架構，分析影響抱怨表達的社會參數，並提出不同語境下漢語抱怨

模式，另外，歸納學習者的偏誤情形，說明難點。主要的研究方法為角色

扮演以及合適度測驗，從產出和接受兩方面收集受試者的語料。根據所收

集的語料可知，漢日兩組受試者在會話各階段所選用的策略各有偏向，表

現出不同的抱怨模式；而選用抱怨策略時，「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

都影響漢日受試者，但在漢語文化中，「相對權勢」的影響力大於「心理

距離」，而在日語文化中則相反，符合了 Brown & Levinson 所提出的日本

為「高心理距離價值文化」(high D value)的主張，從實驗結果也可推出漢

語為「高權勢價值文化」(high P value)。 

社會變項影響力的不同也影響了難點的分布，並部份解釋了偏誤的原

因。日籍漢語學習者在語用語言學(pragmalinguistics)方面的難點主要為未

能掌握好語言形式和語境的使用限制，造成語句過於直接無禮，這些形式

以疑問句及句尾助詞的誤用為最多。而在社會語用學(sociopragmatics)方
面，從漢日兩組學習者對同一語料的審看結果比較，可以看到漢日文化表

現出漢日「多元-一元」、「模糊-精確」、「關聯-獨立」的文化差異。 

在教學應用上，根據實驗所觀察到的漢語抱怨言語行為以及日籍漢語

學習者的偏誤情形，以溝通式教學法，將不同權勢及心理距離關係融入各

種練習活動中，並以「呈現-練習-產出」循序漸進的方式，在「呈現」階

段提供學習者漢語抱怨言語行為典範，同時針對日籍學習者的偏誤設計教

學活動，提供包含「練習」及「產出」的抱怨言語行為教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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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the complaint form 
and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by Japanese 

learners of Chinese 
 
Keywords: speech act of complaint, face-saving theory, pragmatic difficulties,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important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it is 
usually neglected in language cours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scourse schema of the complaint expression in Chinese.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re Japanese learners of Chines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with 
which the Japanese learner face when they are using complaint expressions in Chinese.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the author designs a pedagogical teaching plan to help 
improve abilities to form expressions of complaint in Chines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face-saving theory proposed by Brown 
& Levinson (1987). Data was gathered from both the learners and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hrough oral role play and an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 which analyzed 
their strategies and the social parameters that influence their expres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started the complaint from 
greeting and followed by asking questions, showing expression of disapproval, and 
then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quest for repair, then finally an expression of thanks. 
Japanese learner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native speakers in regards to choosing 
strategies. ‘Relative power’ and ‘mental distance’ may have bee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choices and strategies they made.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Chinese, ‘relative power’ had greater influence, while in Japanese, ‘mental dist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e result proves Brown and Levinson’s stance: Chinese society 
is a ‘high power value’ culture, and Japanese society is a ‘high distance value’ cultu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wer and distance are also related to their 
difficulties in expression. From a pragmalinguistics point of view,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earners are that they have not mastered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language form and 
context yet, especially in regards to question forms as well as the misuse of modal 
particles. From a sociopragmatics point of view, Chinese culture shows diversification, 
ambiguity, and involvement, while Japanese culture is unitary, precise, and 
independence.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a teaching plan based on the findings is provid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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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s the complaint schema as well as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to different contexts 
and present it with in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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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語言是思想的工具，我們用語言表示感謝、表達不滿，與人爭辯，交

換訊息；同時，語言也是一面鏡子，在每一次使用語言的時候，映照著每

個群體各自的文化。隨著全球交流日趨頻繁，我們看見了不同文化因為接

觸而帶來新的面貌，同時也看見了由於文化差異而帶來的衝突，全世界的

人都在學習跨越這道文化藩籬，增進彼此的了解，並且尊重彼此文化的特

殊性。而在這場跨文化交流中，語言往往扮演了最重要的媒介。 

跨文化交際對每個外語學習者來說都是無法避免的課題，即使是語言

水平高的學習者，在實際交際中也難免發生交際失敗的情形—包括無法達

成交際目的、破壞人際關係的和諧等。換句話說，這些問題比語法更難掌

握，也因此，不少學者開始針對外語學習者溝通能力以及跨語言跨文化交

際進行研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根據舒兆民(2004)針對在台灣的漢語學習者，調查他們認為最需要

的、不會的、模糊的、不知如何得體地表達內容的言談行為，其中「抱怨」

以 432 分得分最高。檢視目前的教材，根據陳薌宇(2005)對漢語教材中語

言功能出現數量統計結果，其中「不滿」排名第五。由上面兩份研究結果

可知，儘管表達「不滿」在教材中的出現頻率高，然而學習者卻認為仍然

無法將「抱怨言語行為」掌握得很好而需要學習，那麼，是教材教得不夠

多？或是對學習者表達上來說有什麼困難？而老師可以怎麼教？ 

若想針對抱怨言語行為進行教學，首先我們得先知道如何抱怨才合

宜。那麼什麼是「合宜」的抱怨？而學習者又有哪些「不合宜」的表現？

前一個問題涉及漢語中抱怨言語行為的研究，我們得找到一個合宜的抱怨

「典範」；後一個問題可以透過對比預測，或是藉由實際交際，從失敗中

歸納特點。若我們能提供「典範」與「界限」，那麼學習者就更能拿捏與

漢語母語者的「交際尺度」，能夠讓交際的另一方正確的接收自己的「意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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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範圍 

以下將說明本論文主要採用的理論基礎，並從「抱怨」的分類界定本

論文的研究範圍，再進而提出研究問題。 

一、 相關理論 

什麼是「合宜的」/「不合宜的」的抱怨，與該語言文化中對「禮貌」

的看法有關，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禮貌理論(politeness theory)為

人類語言交際中的禮貌現象，提出了一套解釋方式，並認為禮貌是為了維

持人際關係和諧所採取的策略，具有普遍性；他們進一步提出文化模式，

說明文化特殊性如何與禮貌的普遍原則共存。本論文的目的除了要知道何

謂「合宜/不合宜」的抱怨，更要將此結果與教學結合。Bardovi-Harlig(1996)

討論語用如何與教學結合時提到，言語行為理論(speech act theory)在描述

一般交際對話是具可親性(accessibility)且可得性的(availability)，因為對教

師及學習者來說，日常生活裡的各種言語行為都是熟悉的，而且關於言語

行為的研究，也已累積了不少成果(1996：28)。Bardovi-Harlig 所提示的這

個方向將有助於達到本論文的研究目的，另外，Brown & Levinson 的理論

同時涉及語言禮貌及文化差異的討論，因此本論文將以禮貌理論作為基

礎，並從言語行為理論出發，進行抱怨言語行為研究。有關言語行為理論

及禮貌理論，將於第二章進行更詳細的說明。 

學習者使用標的語時出現「不合宜」的用法時，是以反面的例子說明

標的語的禮貌遵守原則，這些「不合宜」的用法同時也反映了跨文化的差

異，以及學習者整體的溝通能力(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包括語法能

力、語用能力、策略能力。本論文的重點在語用能力上，對於這些「語用

失誤(pragmatic failure)」的情形，Thomas(1983)提供了一個可以分析的框

架。關於溝通能力與語用失誤的內容，同樣於第二章中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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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範圍 

「抱怨」是一個什麼樣的言語行為？研究者查閱了英漢、漢英、中日、

日中辭典，並將辭典中的解釋摘要如下： 

【表 1-1】辭典中的抱怨解釋 

抱怨 complain, grumble,  
文句/不満を言う。愚痴をこぼす。1 

文句/不満を言う 抱怨 

complain 1.抱怨某個狀況時,表示不滿足2 
2.抱怨疼痛3 

complainant 在法律上,開始控訴事件的人4 

complainer 一個常常抱怨他們的問題或他們不喜歡的事情的人5 

complaint 1.對特殊情形表達不滿的內容6 
2.抱怨的理由7 
3.不嚴重的疼痛8 

grumble 以某種壞情緒的方式抱怨9 

由【表 1-1】可知，漢語和日語在對應上相同，但和英語卻有些差異。

從「抱怨」可翻譯成「complain」和「grumble」，再加上「grumble」是「壞

情緒的方式」推測，「complain」應該也有「理性的方式」。字典並未說明

抱怨的「對象」及「內容」，且「complainant」又與「控訴」有關，因此我

們需要更多其他的資源來定義。 

為了深入了解「抱怨」，研究者選取語料庫中的語料作為分析對象。

在平衡語料庫中鍵入「抱怨」一詞後，共可獲得 190 筆語料，扣除因上下

文不足而無法判斷「表達抱怨」與「接收抱怨」雙方間的關係，以及「抱

怨內容」不明的語料，可供分析的語料共 85 筆。根據說話者和聽話者的

關係，共可分為以下「當面抱怨」、「向第三者抱怨」、「其他」三類，所得

                                                 
1 (筆者直譯)陳述不滿或意見。 
2 if you complain about a situation, you say that you a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3 if you complain of pain or illness, you say that you are feeling pain or felling ill. 
4 a complainant is a person who starts a court case in a court of law. 
5 a complainer is someone who  complains a lot about their problems or about things they do not like. 
6 a complaint is a statement in which you express your dissatisfaction with a particular situation. 
7 a complaint is a reason for complaining. 
8 you can refer to an illness as a complaint, especially if it is not very serious. 
9 if someone grumbles, they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in a bad-temper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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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數據呈現在【表 1-2】中： 

【表 1-2】平衡語料庫中各種抱怨類型的比例 

來源：平衡語料庫 語料數 比例 

當面抱怨 (聽話者=冒犯行為者) 5 5.88% 
向第三者抱怨  75 88.24% 
其他  5 5.88% 
總計  85 100% 

由【表 1-2】可知，屬於「當面抱怨」的情況僅佔 5.88%，而屬於「向

第三者抱怨」的情況為 88.24%，為三類中比例最高的一項。 

研究者訪問了 10 位大學中文系/國文系畢業、目前已就業或仍在學的

漢語母語者，請他們根據自己的語感，就研究者所設定的對話關係(如學生

對老師表達不滿叫做什麼)，以及特定的言語行為(如誰對誰表達不滿叫做

抗議)，提供對應的言語行為或對話關係。所得的結果如【圖 1-1】所示： 

0%

100%

0%

50%

50%

0%

94%

0%

6%

20%

40%

40%

31%

16%

53%

29%

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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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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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 申訴 抗議 批評 抱怨 指控

各言語行為與對話雙方關係

平

上-下

下-上

 

【圖 1-1】各言語行為與對話雙方的關係 

根據【圖 1-1】可知，在漢語中，某些言語行為內建對話者關係，例

如「責備」均為「上對下」關係(如父母對子女)、「平等」地位之間表達不

滿不會是「申訴」及「責備」，若為「下對上」的「指控」，該「上位者」

均為第三者(如法官)，若為「平等」關係的「指控」，受話一方均為「冒犯

事件的加害者」，而「上對下」表達不滿不會是「指控」，「抗議」除了 6%

為「平等」關係以外(向鄰居抗議)，其於 94%均為「下對上」表達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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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漢語中，這幾個與「表達不滿」有關的詞語除了「批評」和

「抱怨」以外，其餘四個詞語都隱含了權勢關係，由此觀察可推測，漢語

文化重視權勢關係的表達。 

另外，研究者也請母語者根據他們對「抱怨」一詞的語感，自由地定

義「抱怨」。他們認為： 

‧ 抱怨是一個人碎碎念，抱怨不會有結果，要求才會有結果； 

‧ 抱怨是程度較低的批評； 

‧ 抱怨的內容是私事，沒有具體建議； 

‧ 抱怨偏向自己受到不平等待遇，而批評跟指責是針對對方的疏失； 

‧ 對當事人不太可能用這種負面的詞表達，除非撕破臉； 

‧ 表達不滿和要求改善不同，如果我去跟對方說，那是要求改善，但

是我想不到(當面表達不滿叫什麼)。 

母語者對「抱怨」的語感多呈現「向第三者的抱怨」、「發牢騷」式的，與

語料庫統計結果一致。 

從上述字典、語料庫、母語者語感三方面得到的結果顯示，漢語的抱

怨與英語不同，漢語多為向第三者抱怨、發牢騷的，接近英語的「grumble」，

且從漢語「表達不滿」的詞彙可推測，漢語文化重視「權勢關係」。 

而英語的「complain」則有「非壞情緒的表達方式」的特性，且對照

歷來與抱怨有關的研究，這些「complain」研究大多為「對冒犯事件始作

俑者」的「直接行為」，內容不止表達負面情緒，還包括提出要求，讓聽

話者負起責任，提供補償。名詞「complaint」又可解釋為「抱怨的理由」，

因此研究者認為應將上述「complain」視為單一的言語行為或策略，而整

個包含「要求補償」的言語行為視為「抱怨言語行為組(speech act set)」，

而本論文所指的「抱怨言語行為」為大單位的「抱怨言語行為組」。 

進一步針對抱怨的「對象」以及「責任歸屬」限定研究範圍。一般來

說，依據對象的不同可將抱怨分成對始作俑者的「直接抱怨」(direct 

complain)，以及對第三者的「間接抱怨」(indirect complain)；但若從「責

任歸屬」方面來看，又可將「聽話者該負責」視為「抱怨」，將「聽話者

不需負責」的「間接抱怨行為」視為「發牢騷」(Boxer, 1993)。本論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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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第三者抱怨」可視為「敘述事件」的延伸，在語言學習和表達上

的難度並不高，讓學習者不知道該如何得體的表達的是「直接抱怨」，因

為直接抱怨涉及「面子」的處理。 

本論文目的在探討不同語境下漢語母語者對「冒犯事件的肇始者」「表

達不滿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及學習者的難點，屬於「抱怨言語行

為組」的討論，相當於英語「complain」中「direct complain」的範圍。儘

管「抱怨」一詞可能造成理解上的差異，然而由於漢語中沒有更合適的詞

語可替代，因此本論文還是以「抱怨」稱之。 

另外，由於使用「漢語」的範圍包括台灣及中國，然因地理環境與社

會發展各地不同，在詞彙、語音、語用各方面往往因地區而有所差異。本

論文使用「漢語」一詞，明確的範圍為台灣人民使用的標準語言，而「漢

語母語者」則指在台灣生活，並以漢語為第一語言，或是以漢語做為主要

溝通語言的台灣人10。 

 

三、 研究問題 

本論文的研究問題有二： 

(一) 作為教學的「典範」，漢語母語者在不同語境中如何抱怨？ 

(二) 作為「界限」，漢語學習者有哪些不合適的抱怨表達？而這些被判定

為「不合適」的表達所反映的學習「難點」為何？ 

 

                                                 
10 感謝口試委員鄭良偉教授的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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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論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及研究問題。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主要討論作為本論文理論基礎的「禮貌理論」，以及

回溯歷來與抱怨言語行為相關的研究，包括漢語本體研究以及中介語研

究，另外也討論溝通能力及語用失誤，作為實驗後語料分析的基礎。第三

節為研究方法的介紹，依序說明實驗對象、研究工具、語料分類依據、以

及研究過程等各步驟。第四章為抱怨言語行為之比較，以各情境為主軸，

比較學習者與母語者在策略選用、策略搭配等方面的異同，了解社會變項

對策略選擇的影響。第五章為難點分析，主要針對學習者可能發生交際失

敗的語料進行分析。第六張為教學應用，根據第四、五章的實驗結果為基

礎，提出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教學內容，同時檢視目前教學情況，並提出

教學設計。第七章為結論，總結前六章的研究結果及教學建議，並提出研

究限制及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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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從語用學出發，重點著重在 Brown & 

Levinson(1987)所提出的禮貌理論；第二節則從抱怨言語行為本身的相關理

論及研究，了解歷來對抱怨言語行為的研究成果；第三節則由溝通能力及

語用失誤方面，提出本論文的分析架構；第四節為小結，針對前三節的回

顧，提出本論文的具體研究問題。 

 

第一節 語用學理論回顧 
與語言交際功能教學討論得最多的是語用學中的禮貌理論，而 Brown 

& Levinson 的禮貌理論並非憑空創造提出，而是在 Grice 和 Leech 等人的

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來的。因此本節將循此脈絡，回顧與討論語用學

中的合作原則、禮貌原則、面子保全論等。 

一、 合作原則及禮貌原則 

Grice(1975)認為人際之間能夠順暢地以言語交流是因為交際雙方為了

達到交際的共同目的，共同遵守會話合作原則(cooperation principle)。合作

原則有四條準則：量準則(maxim of quantity)、質準則(maxim of quality)、關

聯準則(maxim of relation)、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合作原則被質疑及

批判的部份包括四條準則的普遍性以及所謂「合作」一詞的誤導，「我們

每天實行很多如爭執、說謊等「不合作」的行為，然而這些行為卻都符合

Grice 的準則」(Thomas, 1994；引自 Fukushima, 2000)，除了這些「不合作」

的言語行為以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出現暗示、諷刺、誇張等違反合作原

則的表達方式，於是有些學者開始針對合作原則的缺失提出補救的準則。 

對於這樣的情況，Leech(1983)認為過多的次準則反而使得原來的合作

原則顯得繁瑣，因為原則應是越少越好，越具有概括性越好。因此他提出

了禮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以更高的框架說明人際互動所依循的方

式，並且含括 Grice 的合作原則。以下【圖 2-1】說明 Leech 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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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Leech 的人際互動框架 

Leech 認為在他所提出的禮貌理論是具有普遍性的，而跨文化的差異

表現在各種文化對各項準則的重視程度不同。例如東方有些文化社團(如日

本和中國)比西方國家更重視謙虛準則，說英語的群體更重視策略準則和反

語準則，地中海國家更重視慷慨準則等(Leech, 1983)。 

雖然 Leech 以更大的框架概括了合作原則，補其不足，說明人們遵守

合作原則或是使用間接言語行為都是出於禮貌，但是他沒有很清楚的說明

為什麼人們交際時需要遵守這些原則以及「何謂禮貌」，另外，由於它的

理論無法驗證，因此我們無法確定禮貌理論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 

二、 面子保全論(face-saving theory) 

Brown & Levinson(1978, 1987)以「面子」(face)的角度重新詮釋「禮

貌」，他們認為「禮貌」是一種策略，是每個「典型人」(model person)為

了滿足自己或對方的面子需求所採取的各種理性行為。Brown & Levinson

將這項「典型人」所追求的「面子」分為「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 want)

和「消極面子」(negative face want)兩種，前者是一個社會成員希望得到的

形象，後者是不受他人干涉的希望。因此，如果某種言語行為將會威脅聽

人際修飾 

篇章修飾 

合作原則(CP) 

禮貌原則(PP) 

反語原則 

(irony principle)

策略準則(Maxim of Tact) 

寬宏準則(Maxim of Generosity) 

讚揚準則(Maxim of Approbation) 

謙虛準則(Maxim of Modesty) 

讚同準則(Maxim of Agreement) 

同情準則(Maxim of Sympathy) 

量準則(Maxim of Quantity) 

質準則(Maxim of Quality) 

關聯準則(Maxim of Relation) 

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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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任一種面子，那麼該行為即可稱為「面子威脅行為」(face threaten action, 

FTA)。而在維持社會和諧的前提下，每個有「理性」的典型人都會避免發

生面子威脅行為，或是使用某些策略，即禮貌，以縮小或減輕威脅程度，

因此，「禮貌」也可以定義為「用修飾言詞來補償面子威脅行為」(Grundy, 

2000)。 

在執行這類違反社會目標的面子威脅行為以前，說話者必定得在「維

持良好人際關係」和「達到自己的目的」兩者之間衡量得失，考量：1)自

己實行此行為的需求、2)情況的有效性及急迫性、3)在某些程度上維護聽

話者面子的需求，以決定使用哪些策略來補救面子威脅行為對良好人際關

係的潛在傷害(Brown & Levinson, 1987:68)。這番損益考量(payoff 

consideration)可用【圖 2-2】表示： 

 

 

 

 

 

 

【圖 2-2 】Brown & Levinson(1978, 1987)損益考量/修補策略 

【圖 2-2】所呈現的只是五種主要策略，而其中「消極禮貌策略」、「積

極禮貌策略」、「不公開」三項策略底下都還各包含許多次類，然而並非越

多修飾的策略及形式就是最得體的表達，說話者必須對語境進行估算，然

後決定選用的策略。Brown & Levinson 指出，影響策略選擇的語境因素有

三： 

1.社會距離(social distance) 

2.相對權勢(relative power) 

3.特定文化中強加力的絕對級別(absolute ranking of imposition)：此強

加力的級別還分兩種情況： 

執行 
Do FTA 

公開  
On record

不公開 Off record 

不執行 Opting out 

積極禮貌策略 
Positive politeness 

消極禮貌策略 
Negative politeness 

修飾  
With redress 

直接 
Without re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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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消極面子有關時，強加力的級別涉及權利與義務； 

  (2)與積極面子有關時，強加力的級別涉及對聽話者面子所造成的傷

害的情形評估。 

這三項因素的估算總和將決定實行面子威脅行為時的禮貌程度，說話者則

以此估算結果選擇合適的策略及語言形式。 

三、 禮貌理論的普遍性與文化差異 

Brown & Levinson(1987)認為禮貌現象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他們也意

識到在不同文化中禮貌的特殊性，他們認為他們所提出來的禮貌原則可以

作為說明文化差異的基礎。在交際中，對語境中的變項「相對權勢」、「心

理距離」、「強加力」等的估算是具有普遍性的，估算結果的差異正是文化

差異的表現。而策略的選擇和語境的估算有關，因此觀察策略選擇的分布

可以了解文化的特質，例如，若是ㄧ個群體常常使用消極面子策略，那麼

可以說這個群體的社會關係是「高心理距離關係」(High D relationship)的

文化，亦即該文化強調保持個體之間的距離。 

Brown & Levinson 依據策略選擇的分布，提出四種主要的類型： 

【表 2-1】文化類型與策略分布模式 

文化類型 主要策略分佈 例子 

A.高權勢價值，低心理距離價值 對下：直接 
對上：消極禮貌策略/非公開策略 

印度 

B.低權勢價值，高心理距離價值 消極禮貌策略/非公開策略 英國、日本 

C.低權勢價值，低心理距離價值 直接/積極禮貌策略 美國 

D.高權勢價值，高心理距離價值 對下/：直接(但比 A 更緩和) 
對上：消極禮貌策略/非公開策略 

(無) 

當一個社會屬於「高權勢價值」的社會時，該社會強調「保持社會中

的權勢差距」，如印度；而「高心理距離價值」的社會，則強調「保持人

際間的心理距離」，如日本。因此在策略分佈上，在高權勢價值社會中，

策略選用主要表現在對上與對下的不同，對上採消極禮貌策略或非公開策

略，對下採直接不修飾策略。在高心理距離價值社會中，對上與對下的策

略選用差異不大，人際間交際是以平行的消極、非公開策略，保持個體間

的獨立，或是積極、直接策略，主動參與關心對方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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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為例。在 Brown & Levinson 的文化模式中，日本人在選擇策略

時主要受到「高心理距離價值」因素影響，因此在策略選擇上主要為消級

禮貌策略或非公開策略。另外，由於每種文化對權勢、心理距離、加諸力

的重視程度不同，對其內容的看法也不同，因此雖然同屬同一種類型中，

也可能還是出現不同程度的差異。例如英國和日本雖然同屬「高心理距離

價值」的類型，但他們對心理距離的重視程度不同，而英國之所以屬於「高

心理距離價值」是從美國的眼光來看的。 

在第一章中，研究者曾針對「表達不滿」與交際對象的關係進行小訪

談，根據訪談結果，漢語詞彙的使用隱含了交際雙方間的權勢關係，推測

漢語表現出「重視權勢」的特色。若此推測為真，那麼屬於「高心理距離

價值」的日籍學習者在使用漢語進行抱怨時，是否會因為「權勢」和「心

理距離」影響程度的不同，而表現出不同的抱怨方式，或產生偏誤導致交

際失敗？本論文將就此點設計實驗，並在第四、五章中討論。 

四、 對禮貌理論的批判 

Brown & Levinson(1978, 1987)的禮貌理論提出以後，學者們陸陸續續

以此為理論框架，討論不同文化中的禮貌現象，檢驗禮貌理論中所謂的「普

遍性」，其中，以漢語、日語為研究對象的學者有 Gu(顧曰國, 1990)、

Matsumoto(1988)等。由於本論文涉及漢、日兩個文化，因此有必要針對

Brown & Levinson 的禮貌理論及其批判聲音進行討論。 

Gu 和 Matsumoto 主要從漢日文化中「禮貌」和「面子」的概念，批

判 Brown & Levinson 所主張的普遍性。Gu 認為，漢語中的「禮貌」是用

來約束個人言行舉止的標準，並非如 Brown & Levinson 所謂的用來縮小面

子威脅行為，滿足個體的面子想望。Matsumoto 則指出，日語中的「禮貌」

是用來識別個人在團體中的位置，並非為了「面子」，因為在日本社會中，

「面子」是團體給的，而非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是個人價值。 

對於與漢日兩個語言及文化相關的本論文而言，有必要先解決這個問

題，以利接下來的討論，而因為漢日學者的批判聲音相近，因此底下不特

別區分漢語和日語。 

本論文認為 Gu和 Matsumoto是從社會模式觀點來看禮貌，但是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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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inson 則是從面子保全觀點來看禮貌。因此，「為什麼要禮貌？」這

個問題，根據 Gu 和 Matsumoto 的論點，禮貌是為了約束個人的言行舉止，

要求個人的表現需要符合個人在團體中的位置，而 Brown & Levinson 則是

認為禮貌是一種策略，用來縮小面子威脅行為。由於出發觀點不同，因此

Gu 的「禮貌」包含了禮儀、行為、社會規範等，然而 Brown & Levinson

的「禮貌」則無。 

那麼究竟是 Brown & Levinson 的「禮貌」不具普遍性？還是 Gu 等人

的「禮貌」指的是另外一種概念？本論文認為是後者，而原因起於對「polite」

的理解不同。在漢語中一般將「polite」一詞翻譯成「禮貌」，而討論「polite」

的時候，便從漢語文化中孔子的「禮」談起，說明在漢語文化中這種「內

建式」、「不可選擇式」的「禮」的特殊性。然而在階級社會中產生的、「為

了重建社會秩序」的「禮」和在平等社會中產生的「polite」並不相同。在

Brown & Levinson 的觀念中，「polite」是一種「策略」(strategy)，是為了

讓交際更順利，同時維持人際間和諧關係的方法，例如更不傷害對方地拒

絕、更容易讓對方接受己方的要求等，其實行與否是「可選擇的」，亦即

Zamborlin(2007)所謂的「策略性」(strategic)和「自主性」(volitional nature)。 

雖然 Gu 認為新中國建立以後，階級不再如封建制度時代般嚴明，類

似「主子、拜讀」這類詞語也漸漸過時，然而在漢語文化、以及受漢語文

化影響的日語文化中，人們在進退應對之際，其言行舉止仍然受到禮教制

度的影響。同樣一個過於直接的表達「指責」的語句，權勢高的人對權勢

低的人說的時候，人們可能認為這樣的說法「太直接」、「不客氣」，但不

會有人說他「不禮貌」，相反的，若是權勢低的人對權勢高的人說，那麼

絕對會被認為是「不禮貌」，而非「不客氣」--因為前者並無違反「禮」的

制度而後者違反了。同樣在日語中，對地位高者使用敬語是「常規」，不

應用而用時則透過會話隱含會被認為帶有諷刺的言外之意，因此敬語的使

用與否在日語中也是「不可選擇的」。 

因此，日語中特殊的「敬語系統」並非一種「策略」，敬語系統的使

用是義務性的，是不可選擇的，即使不實行面子威脅行為，仍需使用敬語，

日語中用敬語表現交際雙方的差異，同時維持區別，但與面子無關；然而

Brown & Levinson 利用策略來表示區別，是一種「給面子」的手段。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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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Fukushima(2000)的看法，前者屬於社會語言學範疇，而後者屬於語用

學的研究內容，兩者範圍不同，但在漢日文化圈，是否具備此維持社會秩

序的「禮貌」也是影響交際成敗的關鍵之一，因此在本論文分析中亦須考

量此一東方文化特性。 

本論文的討論焦點為 Brown & Levinson 這種「工具型禮貌」的使用情

形。日語敬語系統儘管範疇不同，但由於其本身帶有說話者對交際雙方間

關係的判讀結果，當日籍學習者使用外語時，是否影響策略使用數量？本

論文將藉由實驗收集日籍漢語學習者的語料，以了解兩者間的影響關係。
11 

                                                 
11 感謝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的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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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抱怨言語行為研究 
前一節中我們回顧了語用研究中的幾個重要的理論和概念，我們知道

人際交流中不管中西都重視社會和諧。但是日常生活中並非所有的言語活

動都是「合作」的，爭執、說謊、抱怨也是言語行為，那麼在這些威脅面

子的行為，又有哪些特性、如何與禮貌維持平衡？以下我們以「抱怨言語

行為為例」，分別說明抱怨的定義、特性、影響因素的運作情形、以及歷

來對抱怨所做的研究，並從中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一、 抱怨言語行為 

人們使用語言不僅在傳遞訊息，更多時候人們透過語句實行某種行

為，以達到其目的。因此，Austin(1962, 1975)提出言語行為理論(speech act 

theory)，他認為在大多數情況下，一個語句(utterance)同時執行了三種行為： 

1. 言內行為(locutionary act)：傳遞說話者的字面意思； 

2. 言外行為((illocutionary act)：實行某種語言功能； 

3. 言後行為(perlocutionary act)：對聽話者產生影響，達到說話者的目

的。 

例如，「這個房間好悶啊」這句話傳達了「某個空間空氣不流通的狀態」，

同時說話者希望聽話者將窗戶打開，實行了「要求」功能；聽話者在聽了

這句話以後，將窗戶打開，執行了「言後行為」，或是聽話者不予理會，

則言後行為沒發生。 

(一) 抱怨言語行為的先決條件與定義 

Searle(1969)認為言語行為的發生要符合四個條件：命題行為

(propositional act)、準備條件(preparatory condition)、誠意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基本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 

研究抱怨言語行為的 Olshtain & Weinbach(1993)從說話者的角度說明

了抱怨言語行為發生的先決條件： 

1.命題行為：說話者相信有一個事件，被抱怨者做了一個違反社會行

為規範的行為，而說話者對被抱怨者所做的冒犯行為表

示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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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準備條件：說話者認為這個事件使說話者自己或大眾有損失； 

3.誠意條件：說話者感到不高興而以口語表達； 

4.基本條件：說話者指責聽話者做了該行為並要求修復。 

當這些條件具備的時候，說話者可以實行抱怨言語行為。因此，Olshtain 

& Weinbach 對抱怨的定義是說話者對某個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行為，以表

達不滿或惱怒的方式作為對此行為的回應，因為這個冒犯行為對說話者自

己造成不好的影響。 

由於抱怨言語行為發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是「說話者要求修復」(基本條

件)，因此 Olshtain & Weinbach 將這種「改變事情」(changing things)的抱

怨行為視為「工具型的抱怨」(instrumental complaint)，亦即說話者除了實

行「抱怨」功能以外(言外行為)，還希望透過「抱怨」對聽話者產生影響，

執行修補，達到「言後行為」。Trosborg(1995)研究抱怨言語行為時，同樣

也包括了要求修復；另外 Shea(2003)認為抱怨包含兩個基本功能，一個是

對冒犯者或某個有權力能影響情況的第三者指出一個有負面感覺的行為

或問題，一個是要求修復。雖然三位學者對抱怨言語行為的處理方式不

同，但從他們對抱怨言語行為特性的了解可知，他們所謂的「抱怨」都是

「工具型的抱怨」，包含了「表達不滿」和「要求補償」兩部份，因為如

果缺少了「要求補償」這個部份，那麼抱怨無異於「發牢騷」(griping)。 

儘管在漢語裡，「抱怨」這個詞較偏向向第三者抒發不滿情緒，類似

Boxer(1993)的「間接抱怨」或發牢騷，但由於沒找到更合適的詞，用來指

稱這種「工具型的抱怨」，因此暫且沿用「抱怨」一詞。 

另外值得提出來的是，這種「表達不滿+要求修復」的「工具型抱怨」

亦可被視為「要求言語行為」。在 Bulm-Kulka 等(1989)的 CCSARP12計畫

中，他們將「要求」部分作為「主要行為」，而「表達不滿」的部份則是

用來作為加重手段，屬於「要求言語行為」中的一種類型。由於此種「工

具型抱怨」同時包括「表達不滿」和「要求修復」兩部份。本論文中，採

取 Trosborg(1995)等人的角度，將「表達不滿」部分視為主行為，而當整

個行為中忽略主行為時，本論文認為，說話者的內心仍然不滿，只是為了

                                                 
12 全名為 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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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聽話者「留面子」(相當於 Brown & Levinson 的積極面子)因而採取「非

公開面子威脅行為」，而非「放棄抱怨」(opt out)，當聽話者無視說話者的

「保留動作」時，往往公開明白的「表達不滿」就會出現。不過也由於此

項特性，本論文認為「抱怨言語行為」的難度較一般言語行為高，因此研

究時參考「要求言語行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能幫助我們更接近「抱怨言

語行為」。 

(二) 抱怨言語行為的特性 

Leech(1983)根據語言的言外功能和「維持良好人際關係」這項社會目

標間的關係，將言外行為分為四類： 

【表 2-2】 Leech(1983)對言外行為的分類 

分類 與社會目標的關係 例子 

(1)競爭類(competivtive) 違反 命令、請求等 

(2)和諧類(convivial) 符合 提供、邀請、感謝等 

(3)合作類(collaborative) 無關 宣佈、報告等 

(4)衝突類(conflictive) 違反 威脅、指責等 

雖然競爭類和衝突類行為都屬於違反社會目標的行為，但兩者之間仍

有不同：在競爭類行為中，由於說話者想讓聽話者按照說話者的意志去做

某件事，使聽話者自身的意志受到干涉；在衝突類行為中，是說話者對聽

話者表達負面評價。Leech 的分類並非絕對，真實的語言交際中，也會出

現跨類的情形，另外，雖然 Leech 沒有明白說明「抱怨」屬於哪一類，但

從抱怨「表達對對方的負面評價」以及「要求對方改善」這兩項特點可知，

抱怨言語行為是衝突且競爭的言語行為。 

若從 Brown & Levinson(1987)兩種「面子」的角度來看，擁有「表達

負面評價」以及「要求對方改善」這兩項特性的抱怨言語行為是ㄧ種既威

脅消極面子，也威脅積極面子的言語行為(Brown & Levinson, 1987:67)。也

因為「抱怨」的面子威脅性太大，因此更需要各種策略來緩和威脅，補救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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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抱怨言語行為的策略及其影響變項 

在上一節中提過，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影響策略選擇的因素主

要有「社會距離」、「相對權勢」、「強加力的絕對級別」，而「強加力的絕

對級別」又根據與消極面子和積極面子的關係，分成兩種情況。由於抱怨

言語行為同時與消極面子和積極面子有關，因此Olshtain & Weinbach(1985)

在研究抱怨言語行為時，就認為設計情境應考慮以下四個社會語用因素： 

    1.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包括上對下、平等、下對上三種。 

    2.社會距離(social distance)：包括陌生人、認識的人、朋友、親戚。 

    3.社會契約(contract)：相當於與消極面子有關的「權利與義務」。當有

契約時，雙方的權利和義務是明顯被規範的，能影響抱怨的直接和

嚴厲程度。契約越清楚時，雙方間的權利義務也就越清楚，公然的

違反某項清楚的契約時(例如法律)，對方將有更大的權利採用較直接

的策略，要求冒犯者改善，而不需維護冒犯者的消極面子社會契約

包括沒有契約、暗含的契約、明白的契約。 

    4.期待或受挫程度(level of S’s expectations/frustration)：主要與積極面

子有關的「傷害評估」，冒犯事件越嚴重，傷害越大，對冒犯者的負

面評價也可能增強。分高低兩種。 

何兆熊(2000)也歸納了四種與策略選擇有關的影響因素：權力關係、

社會距離、要求大小、權利義務。下【表 2-3】呈現 Brown & Levinson(1987)、

Olshtain & Weinbach(1985)、何兆熊的分類，比較三種分類的異同： 

【表 2-3】影響策略選擇的變項分類比較 

本論文 Brown & Levinson 何兆熊 Olshtain & Weinbach 

相對權勢 相對權勢 權力關係 社會地位 

心理距離 社會距離 社會距離 社會距離 

事件大小 與積極面子有關 要求大小 說話者的期待值/受挫度 

契約有無 

強加力 

與消極面子有關 權利義務 雙方契約約束之有無 

由上【表 2-3】可知，三種分類雖然名稱不同，但實際上內容大同小

異，不管是「相對權勢」、「權力關係」還是「社會地位」，指的都是對話

雙方間在社會中的「垂直距離」，而「社會距離」指的是對話雙方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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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程度，為了避免「社會距離」一詞可能的混淆，因此在本論文中，以

「心理距離」指稱對話雙方熟悉程度；而「社會地位」的概括性並不如「權

勢」來得大，且在不同語境中「權勢大小」並非絕對，因此本文以「相對

權勢」指稱雙方間在語境中的垂直距離關係。又抱怨言語行為涉及積極和

消極兩種面子，因此在「強加力」的部份採取分成兩類的做法，把與積極

面子有關的因素稱為「事件大小」，把與消極面子有關的因素稱為「權利

義務」。 

說話者依據對這些因素的估算結果，選用不同的策略來實現抱怨。下

【圖 2-3】是以 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五種策略為綱，舉在「抱怨

音量太大」的情境下為例13，不同估算結果的策略選用情形： 

 

 

 

 

 

 

 

 

 

【圖 2-3】抱怨策略的選用 

對於實現語言行為所採用的策略向來是研究跨文化語用的學者們的

重點之ㄧ，策略的選擇能反映語言使用者對語境因素(相對權勢、心理距

離、契約有無、事件大小)的判斷情形，及其背後隱含的文化特殊性，而在

跨文化中介語語用研究中，更能了解學習者在交際中所面對的表層語言掌

握問題及深層文化掌握情形。 

                                                 
13 【圖 2-3】中的例子選自於劉怡君(2007)的研究。 

好啊，一塊兒吃啊 

執行 
Do FTA 

不執行 
Opting out 

我現在沒什麼胃口吃消夜耶，如果很吵或不舒

服，我都會吃不下東西。 

不公開 
Off record 

公開  
On record 

安靜點！吵死了！ 
直接 
Bald on 
record 

修飾 
Redress 

不好意思，我在準備

考試，可以請你稍微

小聲一點嗎？ 

欸…嗯…別間還有人，

那我們就小聲一點。 

積極禮貌策略 
Positive 
politeness

消極禮貌策略 
Negative  
polit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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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研究回顧 

在上一段中介紹了抱怨言語行為的定義、特性與策略影響因素。回顧

歷來對抱怨言語行為的研究可知，不管是本族語的抱怨研究，或是跨文化

的抱怨言語行為比較，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策略選用與影響因素建的關

係，以及從教學的角度出發，分析學習者中介語語用情形。以下我們就這

兩個主題，回顧並檢視這些研究的發現。 

(一) 抱怨的策略 

歷來相關研究中以「策略分類」的研究為最多，研究者們收集某一特

定語言母語者進行抱怨時所採用的策略，並加以分類。分類的結果因研究

者的標準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分類結果，例如 Olshtain & Weinbach(1993)

依嚴厲程度分為五類，Trosborg(1995)依直接度分為四大類，Shea(2003)分

為十一類等。以下歷來學者們的分類情形以【表 2-4】表示： 

【表 2-4】 抱怨言語行為之策略分類結果對照 

研究者 Abe(1982)14 Olshtain(1993) 
(嚴厲程度) 

Trosberg 
(1995) 
(直接度) 

Du(1995) Laforest 
(2002) 

Shea(2003)

語言 日語 希伯來語 英語 中文 法語 日語 

實驗方

式 

(未說明) 語篇完成測驗法

(DCT) 

角色扮演 (未說明) 日常生活對

話 

DCT 

開始 低於責怪的程度 非明顯指

責 

建議 暗示對方的

冒犯行為 

理由正當

化 

介紹(解釋

目的) 

表達不滿和惱怒 表達不滿 希望 陳述不滿的

理由 

提出問題 

行為的敘述 明確的抱怨 指控 協商 要求對方解

釋自己的冒

犯行為 

要求修復 

說話者的理

由正當化 

指責和警告 指責 讚美+建議 提及對方的

冒犯行為 

要求解釋 

策略 

受話者的理

由正當化 

直接威脅  報復 要求對方改

變行為或彌

補冒犯行為 

表達不滿 

 

 

 

                                                 
14 引自 She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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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1982) Olshtain(1993) Trosberg 
(1995) 

Du(1995) Laforest 
(2002) 

Shea(2003)

補救   試圖處理 直接批評對

方不提及冒

犯行為 

表達同情 

威脅   保持沉默  警告  

結束   向他人抱怨  要求訊息 

評價   等待然後抱

怨 

 提供修復 

   忍受或抱怨  道歉 

Trosborg 將抱怨言語行為分為「抱怨主行為(head act)」、「指示性行為

(directive acts)」兩種，並將其餘用來強化或弱化言語行為的策略分為「外

部修飾語(external modification)」、「內部修飾語(internal modification)」。上

【表 2-4】中 Trosborg、Olshtain & Weinbach、Laforest 所做的分類都屬於

「抱怨主行為」的策略分類。而 Abe、Shea 所做的分類中，部份屬於 Trosborg

的「指示性行為」(如要求修復)及「外部修飾語」(如提出問題、理由正當

化、介紹等)，Abe 的分類中更包含了會話結構中的「開始」和「結束」部

分。而 Du 所做的分類，本論文認為是屬於原則式的「處理方式」而非以

實際語言實現的「抱怨策略」。 

另外，像是「解釋目的」、「理由正當化」這些「策略」在 Murphy & Neu 

(1996)和 Tanck(2002)的研究中屬於抱怨言語行為組(speech act set)的成分

之ㄧ。Murphy & Neu 和 Tanck 雖然以「語篇完成測驗法15」收集語料，沒

有顧及實際會話中雙方互動的情形，但是他們將受試者的整段語篇視為一

體，以成分分析的角度，呈現出受試者在設計及實行抱怨言語行為時所使

用的整體模式。【表 2-5】為兩份研究的結果對照： 

【表 2-5】抱怨言語行為成分分類對照表 

 Murphy & Neu(口語 DCT) Tanck(紙筆 DCT) 

成份 解釋目的 
抱怨 
理由正當化 
建議解決方案 

解釋目的 
建立內容或支持

要求 
傳達緊急感覺 

                                                 
15 Murphy & Neu 所收集的雖為口語語料，但其方式與語篇完成測驗法相似，為口語的語言完成

測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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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份研究的結果呈現差異，其原因可能為實驗所使用的情境不同，但

從他們所分析出的「成分」對照學者們的「策略分類」可知，某些「成分」

/「策略」是相同的，亦即「策略分類」和「成分分析」是兩種不同的角度，

兩者混為一談時無法更清楚的看出抱怨言語行為的整體結構。 

所以何謂「策略」？是經過估算後所採取的方式？還是用來修飾主要

行為的手段？會話如何開始與結束的方式是否也是策略？本論文認為之

所以造成各種策略分析結果的原因在於學者們對於「策略」的認定不同，

而既然分析抱怨言語行為時不可忽視對話雙方的互動及協商情形，再加上

如何開始、如何引入主行為等都是「交際策略」的表現，因此儘管開啟或

結束會話並非本論文的研究重點，但在分析及設計教學應用時，將借用會

話分析(discourse analyze)及篇章語言學(text linguistics)中的「基模」(schema)

的概念，以「會話結構」入手，先依結構切分整段會話，再分析各結構中

不同情境下所使用的策略，包括抱怨主行為的策略、指示性行為的策略；

而外部修飾語(輔助性行為)在會話中的出現有不同的偏向，本身即為調節

言外之力的策略，再加上開始和結束對話，那麼將能更清楚的了解整個交

際過程的模式，並且避免造成混淆。 

關於言語行為的會話結構，在本論文中主要參考由 Blum-Kulka & 

Olshtain(1989)主持的研究跨文化言語行為計畫「CCSARP」的分析方式。

在他們的計畫中，分析語段(segment)時首先找出「主行為」(Head act)，主

行為是語段中的核心，是實現該行為的最小單位。其餘部分為「注意成分」

(Alerter)及「輔助性行為」(Supportive move)，「注意成分」出現在主行為

之前，常見的有「稱謂」及「吸引注意成分」；「附加行為」(輔助性行為)

則在主行為之外，可藉由增加或降低其力量來修飾，這兩個部份在語段中

不一定出現。以請求為例16： 

John, get me a beer, please. I’m terribly thirsty. 

在這個例子中，「John」是稱謂，用來喚起注意，「get me a beer, please」是

整個語段中的主行為；「I’m terribly thirsty.」是輔助性行為，用來加強其力

量，幫助說話者達到其「請求」的目的。 

                                                 
16 引自 Blum-Kulka & Olshtain(1989)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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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2-6】中比較 Blum-Kulka & Olshtain(1989)和 Trosborg(1995)

的分類結果，並對照 Murphy & Neu (1996)和 Tanck(2002)的成分分析： 

【表 2-6】抱怨言語行為語段與成分分析對照表 

Trosberg Blum-Kulka Murphy & 
Neu 

Tanck 

 注意成分   
 附加行為 

(輔助性行為)
解釋目的 解釋目的 

主行為 主行為 抱怨  主要行為 
外部修飾語 
(輔助性行為) 

附加行為 
(輔助性行為)

理由正當化 建立內容 

指示性行為   提供解決方案 要求 
外部修飾語 
(輔助性行為) 

   傳達緊急感覺 

     
   註：Blum-Kluka 認為附加行為可能出現在主行為的前或後。 

雖然 Blum-Kulka & Olshtain 的分析方式包含了會話中的開始部分，然

而此方式並非完整的會話。陳靜芬(2005)研究日語請求言語行為時，將會

話結構分成了「開始、展開、主要、補足、結束」五個階段，本論文亦以

這五個階段為會話分析主要結構，再搭配抱怨言語行為中各次行為的分布

情形，提出策略分析架構： 

【表 2-7】會話與策略分析架構 

本論文 Trosberg Blum-Kulka Murphy & 
Neu 

Tanck 

開始  注意成分   
展開  附加行為 

(輔助性行為)
解釋目的 解釋目的 

主行為 主行為 抱怨  主要行為 
外部修飾語 
(輔助性行

為) 

附加行為 
(輔助性行為)

理由正當化 建立內容 
主要 

指示性行為   提供解決方案 要求 
補足 外部修飾語 

(輔助性行為) 
   傳達緊急感覺

結束      

根據【表 2-7】，本論文對語料分析方式以會話結構為主，各結構有與

之相應的「行為」，而每一種「行為」底下再有不同的「策略」。詳細分類

結果請參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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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抱怨的策略選擇與影響因素的關係 

根據 Brown & Levinson(1987)的理論，抱怨策略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

有相對權勢、心理距離、契約有無、事件大小。而他們也提出，這些因素

在不同文化中有不同程度的影響力。若要了解漢語和日語的策略選擇因

素，那麼我們首先從與漢日有關的跨文化或中介語研究所得到的結果，了

解漢日進行抱怨時，各變項如何影響他們的策略選擇。 

1. 日語 

Shea(2003)從策略使用的頻率分析日語母語者、日籍英語學習者、英

語母語者三組的選用差異及影響因素，他得到的結果是三組面對熟悉的人

時使用較多的策略，對地位相等的人較不使用策略。但是在日語母語組

中，社會距離對他們的影響較其他兩組小，相對權勢對他們的影響較其他

兩組大。另外，只在日語母語組中，說話者的性別會影響策略選擇；聽話

者的性別對策略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整體來看，社會距離和相對地位在策略的選用頻率上影響最明顯，性

別的影響最小。然而日語母語者的結果卻又顯示社會距離和相對地位對他

們的影響很弱，而這項結果並不支持一般對「日本人對社會距離和相對地

位敏感」的印象，Shea 認為，此項結果是由於日語中會依據交際雙方的社

會關係而使用或不使用敬語系統，亦即在日語中是以敬語系統標示交際雙

方的關係。 

對照 Brown & Levinson 的文化模式分類，日語文化屬於「高心理距離

價值(high D value)」文化，那麼 Shea 的「對社會距離和相對地位不敏感」

的研究結果則反証了 Brown & Levinson 的主張。另外，Shea「敬語系統標

示交際雙方的關係」的說法，是否意味著日籍母語人士在面對不同對象的

策略選擇，有可能呈現一致無變化的情況？而日籍漢語學習者又會呈現什

麼樣的情形？本論文將透過實驗收集學習者策略選用情形，了解兩項社會

變項的影響情形，審視兩位學者的研究結果。 

2. 漢語 

魏妙純(2006)比較漢語及美籍漢語學習者的抱怨實行情形，他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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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際雙方間的親疏程度(心理距離)左右策略的選擇，另外，對話者的性

別也對策略選擇有所影響，同性時較直接。學習者則不論親疏，一律選用

直接策略。劉怡君(2007)研究「抱怨言語行為」的委婉表現時，分析漢語

母語者的工作經驗有無、性別、年齡、地位等社會變項對策略選用的影響，

在他的研究結果中顯示，上述幾項變項都不同程度及範圍地影響漢語母語

者的策略選擇。 

由於魏妙純(2006)的情境僅限於「平等，陌生」、「平等、熟悉」兩組，

劉怡君(2007)的情境則限於「下對上、普通關係」、「平等、普通關係」兩

組，因此無法如 Shea(2003)一般看出「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的影響

情形。而他們所討論的性別、年齡等變項事實上屬於社會語言學方面的討

論，與作為「策略」用的「禮貌」較無關係，因此在本論文中，僅針對「相

對權勢」和「心理距離」這兩項變項，進行情境設計，以了解這兩項變項

對策略選擇的影響情形。 

從上面提到的幾份研究結果來看，我們仍然無法確定究竟是哪一項社

會參數影響漢日文化，必須透過實驗才能了解。漢日兩種文化同在亞洲，

在歷史上幾次交流，互相影響，那麼在這兩個文化中，影響人際交際的因

素是否因地理歷史的接近而相同？倘若相同，在外語學習上，學習者和母

語者是否因為有相同的選擇偏向而較不容易發生交際失敗？這些問題，本

論文將利用實驗嘗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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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介語語用與溝通能力 
中介語(interlanguage)一詞最早由 Selinker(1972)提出，研究的是學習者

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語言系統，該系統介於其母語及標的語系統

之間，形成的過程中受到學習者的母語、標的語等知識的影響，不斷的重

整，是一個動態的、變動的語言系統。在相關研究中，學者們或是站在語

用研究中將觸角深入中介語系統，或是以中介語為主體，將研究範圍從中

介語語法擴大到語用，但不管是從哪個角度，他們在中介語語用研究上主

要都是針對語言學習者以標的語進行言語行為的中介語進行研究，而非單

純比較兩種語言間的跨文化差異。 

一、 中介語語用 

自 80 年代起的中介語語用研究，主要為針對不同言語行為、不同語

言所做的實證研究，在這些研究中，主要觀察學習者策略選擇與搭配的情

形、語言形式的使用情形、語句長度等項目與母語者間的差異。而其中對

抱怨言語行為所做的研究結果，我們可得到下列幾項中介語語用的特徵： 

【表 2-8】學習者中介語語用特徵 

項目 特徵 對象 研究者 

語句長度 使用字數、行為(move)數較母語者多 希伯來/英 Olshtain 

選擇單一 漢/英 魏 

選擇多變 希伯來/英 Olshtain 

使用數量較母語者少 英/丹麥語 Trosborg 

主行為策略 

選擇與分布與母語者類似，但用詞上有差異。 

正遷移策略，負遷移文化資訊 

英/漢 Chen 

缺乏結合多種輔助性行為的能力 

使用數量較母語者少 

漢/英 魏 輔助性行為 

缺乏結合獨立策略形成有效且連續的策略的能力。 

無法有說服力的支持他們的抱怨。 

英/丹麥語 Trosborg 

無法有效的使用加強詞或緩和語來強化或軟化抱怨。 漢/英 魏 內部修飾語 

缺乏加強詞、對禮貌標記的掌握有困難 英/丹麥語 Trosborg 

從【表 2-8】各抱怨研究的對照可知，不同研究結果間存在一些差異。

實驗進行方式、語種、學習者的個性、教學影響等都會影響結果。這些結

果或表現中介語的特徵，或提出學習者在抱怨時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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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述為經過實証研究所觀察到的中介語的特徵，不同語種及實驗

方式可能產生不同的結論，但從中我們能可歸納幾個重點：1)抱怨言語行

為實行不易；2)即使是高級學習者，其表現也和母語者不同；3)主策略的

實行並不難，難卻難在如何結合其他修飾手段，不管是內部修飾語(如禮貌

標記、加重詞、緩和詞)還是外部修飾語。另外，如果策略的選用來自對社

會變項的判斷，那麼兩種文化選擇接近時，文化差異又表現在哪裡？ 

回到語言使用的現實生活中來看，像是「使用數量較母語者少」或是

「缺乏結合多種輔助性行為的能力」等「中介語特點」，是否就一定造成

交際上的問題產生？如果學習者能以更簡潔的語句，合適的表達並完成他

的交際目的，也不失為一成功的交際。 

二、 溝通能力 

成功的交際與溝通能力有關，然而一般以語法為導向的水平測驗所評

量的是學習者的「語法能力」(grammatical competence)，並不代表這是學

習者能以外語進行交際溝通的能力。在交際時不只要能說出語法正確的句

子，還要知道「在什麼樣的情況下，面對什麼樣的說話者時，應該用什麼

樣的方式說什麼樣的話」(Hymes, 1972；引自 Canale & Swain, 1980)。

Hymes(1972)認為，如同兒童學習語言知識時，需要同時學習句子的「語

法」(grammatical)以及「合適性」(appropriate)一樣，在語言能力的研究、

教學中，也應重視「合適性」。一般研究中將這種能掌握語法正確性的能

力稱為「語法能力」(grammatical competence)，把能得體的使用語言的能

力稱為「語用能力」(pragmatic competence)，而整個使用語言進行交際的

能力成為「溝通能力」(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anale & Swain(1980)在對一群以法語為標的語，以沉浸式方式學習的

外語學習者進行測驗時發現，以往以語法為導向的測驗並不適用於他們的

學習對象，因此他們認為有必要提出一套新的測驗方式，以評量學習者的

溝通能力。他們將溝通能力(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細分成四項17： 

 

 
                                                 
17 Canale & Swain 在 1980 年時將溝通能力分為三項，隨後在 1983 年新增「篇章能力」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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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法能力(grammatical competence)：指如構詞、語音、句法、語義

等對語言系統掌握的能力。 

2 社會語言能力(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了解使用語言時的社會文

化規則，與語言使用18(rules of use)的規則。 
3 篇章能力(discourse competence)：在口語或書面中達到連詞成句、聯

句成篇的銜接能力(cohesion)，以及話語或語段中意義的連貫能

力(coherence)。 

4 策略能力(strategic competence)：指如何使用溝通策略(口語或非口語

策略)補救可能的交際失敗(例如由於語言水平不夠)，以及如何

有效的溝通等能力。 

在 Canale & Swain(1980, 1983)的框架中，「語用能力」在「社會文化

能力」之下，Canale 進一步提出「語用能力」包括「意義的合適性」和「形

式的合適性」。所謂「意義的合適性」指的是「根據語境因素所判斷的合

適的交際功能」，Leech 認為這是「社會語用學(sociopragmatics)」的範疇，

而「形式的合適性」指的是「由特定語言形式所承載的得體的態度」，相

當於「語用語言學(pragmalinguistics)」的領域。 

比較 Hymes 和 Canale & Swain 的分法，Hymes 的「語用能力」相當

於 Cananle & Swain「社會語言能力」、「篇章能力」、「策略能力」。其中，「策

略能力」與「能否得體表達」較無關係，而「篇章能力」中的「銜接」與

「語言能力」、「連貫」與「社會語言能力」間的差異，Canale & Swain 也

無法清楚區分(1980:30)，僅將焦點集中在語句與溝通功能結合上，不涉及

語言能力討論的「正確性」以及社會語言能力討論的「合適性」。因此，

本論文對語用能力的討論範圍為 Canale & Swain 的「社會語言能力」，但

未避免混淆，以「語用能力」稱之。 

三、 語用失誤及其類型 

在跨文化19的交際中，由於交際雙方沒有共享相同的知識背景(包括語

言知識和文化知識)，而導致說話者不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或是聽話

者不能正確的理解他人的意圖時，Shih(1986)認為這是「語用失誤」。「語

                                                 
18 有些學者稱此為「語用能力」，而他們所指的「語用」是較廣義的「語用」，即「語言使用」。

為避免模糊，以「語言使用」稱之。 
19 這裡的「跨文化」(cross-culture)是廣泛的「社群」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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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失誤」也可能發生在同一個文化群體中，而發生在跨語言中介語間的比

例更高，因為說話者需要同時面對語言和文化雙重藩籬。Thomas(1983)認

為，如果學習者以標的語進行交際發生失誤，而當錯誤在表層結構中顯現

出來時，交際的另一方多半認為這是由於學習者的語言水平不足所致；倘

若學習者說得很流利，但是由於缺乏語用能力而產生語用失誤時，由於此

時的錯誤較不容易被一般人指認出來，因此學習者可能會被認為「不禮

貌、不友善的人」，而不是一個「語言水平不高的學習者」(Thomas, 1983)。 

根據 Shih 的定義，「語用失誤」是說話者的「意圖」未能正確傳達或

解讀，然而意圖未被正確解讀或傳達並不一定導致 Thomas 所謂的「不禮

貌」，禮貌與否需由聽話者判定。亦即「語用失誤」有兩個層次，第一個

層次為訊息傳達或解讀正誤的「意圖誤判/誤傳」，第二個層次則在第一類

失誤情況下，導致聽話者感覺不合適、不禮貌的失誤。由於第二類「不禮

貌」的失誤可能引發交際雙方的衝突，因此本論文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這類

「不禮貌」的語用失誤上。 

在交際的過程中，說話者的「意圖」沒有正確或失誤之分，語用失誤

的發生是由於未掌握語用知識而造成反效果或誤會。例如，說話者想緩和

言外之力的力量，但是選用不合適的語言形式造成反效果，或忽略語境背

景對語言形式之語用意義的指派限制，因而誤會(或使聽話者誤會)對方意

圖，造成對方不愉快的觀感，由此可知，語用失誤的情形在產出或接收過

程中都可能發生。 

(一) 歷來研究中的語用失誤類型 

Thomas(1983)定義「語用失誤」的範圍時提出，人們進行交際時需要

語用原則(pragmatic principle)來達到：1)分派形式的意義及指稱對象；2)

分派言外行為力量。第一層的分派涉及指稱等語用學主題，相當於 Canale 

& Swain 的「篇章能力」，而第二層的分派相當於 Canale & Swain 的「社會

語言能力」，同時也是 Thomas「語用失誤」的主要討論範圍，他所謂的「語

用失誤」指的是「對言外行為力量的解讀錯誤」，包括在解讀上以為有言

外行為、解讀成另外一種言外行為、解讀出不同力量大小，以及在表達上

由於沒建立在雙方共享的知識上而以為對方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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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先將交際失敗的情況分為三種：1)語法上的錯誤(grammatical 

error)；2)語用上的失誤(pragmatic failure)；3)常識上的錯誤(social error)。

並站在教學的立場上，認為有需要再進一步將語用失誤分成「語用語言學

失誤」和「社會語用學失誤」兩類，以幫助學習者及教學者提高語用能力。

茲分述如下： 

A. 語用語言學失誤(pragmalingustic failure)： 

主要是由於對話語的語用力量認識錯誤所致，基本上這是對語用力量

解讀上與母語者有所不同而產生的「語言問題」。Thomas 認為，這類失誤

主要源自於教學所導致的錯誤，以及遷移自其他語言的不合適的策略、詞

彙、固定用語，例如：不說「How are you today?」而說「How do you feel 

today?」。這個句子語法正確，但英語母語者並不說(Shih, 1986:175)。 

Thomas 的興趣在找出失誤的原因，並未對語用語言學失誤的類型加

以分類。Shih((1986)研究英語關於「禮貌」的教學時，在學習者已掌握「社

會語用知識」的前提下，將學習者語用語言學方面的失誤情形分成三類：

1)風格的正式性；2)套語的準確性；3)會話技巧的缺乏。說明如下： 

1. 風格的正式性(formal vs. informal styles)： 

會話的風格藉由不同的內容、句式、詞彙等方式，承載了說話者對聽

話者的態度，同時也能指出說話者和聽話者間的親密程度和相對地位(Shih, 

1986:171)。根據 Shih 的說明和舉例，學習者在正式性上主要的偏誤情形可

大致分為兩類：1)只有一種風格；2)不知道語言形式和語境間的使用限制。

舉例如下： 

(1) 只有一種風格：受到教學的影響，會話中只有書面語，不能自由

變換風格，或是不知道標的語中的正確使用方式，而求助於母語

或中介語，因此給人太正式、太有距離的錯誤印象。例如美籍漢

語學習者在一般會話中說「你今兒有功夫嗎？」、「謝謝，別費事，

我麻煩太多了。」 

(2) 不知道使用限制：與第(1)類的學習者相反，這一類的學習者有很

多機會接觸母語者及口語形式，他們能區別正式和非正式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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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但是不知道使用限制。Shih 所舉的例子是在較輕鬆的會話

場合中(在餐桌上)，學生對老師說：「幹麻那麼客氣？」 

第(1)類的偏誤主要是時間、地點這類「情境」的正式性與語言形式之

間存在「風格空缺」的問題，來自於教材及教學的誤導。而由於 Shih 對「語

用語言失誤」提出的前提是「社會語用正確」，因此第(2)類不能視為學習

者誤判漢語中師生關係間的相對權勢，而應視為學習者不知道「幹麻」是

口語、多用在無權勢差距的語境中。 

若把問題放回日籍漢語學習者身上，他們可能會出現哪些情形呢？本

論文認為與母語者接觸較少的學習者發生第(1)類偏誤的比例會較高，另

外，又由於日語以句尾變化的方式，表達對不同人際關係的尊敬程度，但

當他們使用沒有型態變化的漢語時，推測學習者可能會產生第(2)類失誤的

比例更高。 

2. 慣用語的準確性(the accuracy of formulaic expressions)： 

這種失誤主要是學習者對語言形式的掌握問題。歸納 Shih(1986)所舉

的例子及說明，這一類的失誤可以細分成下面幾種情況： 

(1) 形式的語境限制：要搭配特殊的語調或是有某些特殊的前提下

使用才合適。例如用「What’s the matter?」回應「吸引注意表達」

只能在對方看/聽起來很生氣等非語言訊息一起出現時才合適。 

(2) 內容差異：例如在要求或讚美中，漢語多敘述細節(That’s a 

beautiful set of sofa.)，但是英語中多敘述較整體的概念(You have 

a beautiful living room.)。 

(3) 形式差異：兩種文化實行同一種語言功能時可能會以不同的形

式來執行，例如英語中的要求多半用附加問句，但漢語中則用

「麻煩」等禮貌詞彙或是情態詞。當此使用習慣遷移至標的語

中時，就會發生「太直接」的印象。 

(4) 形式掌握問題：例如對漢語中表達態度的情態詞「不會、不能」

或助詞「啦、啊、嘛」等之間的區別未掌握，以至於混用或泛

用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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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漢皮英骨」式的表達：主要遷移自母語而來的表達方式，例

如美籍漢語學習者常用的問候語「你好嗎？」、「很高興認識你」

在漢語中並不常用。但也如同 Shih 的觀察，漢語母語者慢慢接

受了這樣的用法。 

綜觀上述 Shih(1986)所提到的幾項失誤情況，這幾種失誤包含了語言

問題(如(4))、文化問題(如(3))、形式與語境的對應問題(如(1))、遷移導致

的問題(如(3)、(5))，和第一類「風格的正式性」也有重疊的部份(如(1)、(5))。

本論文認為，在談語用失誤時應該先排除「語法錯誤」，亦即這些失誤的

語句在抽出語境後基本上是「語法正確」的語句，母語者對這類語句的看

法常常是「他這樣說可以，但是我不會這麼說」。它的失誤是不知道使用

限制而發生「形式與言外之力」的對應失誤的情形，包括從母語遷移而來

的對應錯誤、中介語中對標的語形式的未掌握而發生的對應錯誤或空缺。

另外，Shih 第二類失誤的焦點在慣用表達(formulaic expression)的錯誤，但

在對話中，詞彙、句式選擇的錯誤、視角的不同、內容的差異等都影響語

言使用的正確性與正式性。 

3. 會話技巧的缺乏(the shortage of conversational gambits)： 

包括開啟、延續、結束話題等與會話有關的偏誤，以及缺乏引入意見、

表達轉折等各種「開頭語」(gambit)的緩和用法，而使得語句太過直接。例

如要結束話題以前沒有任何「前置結束系列」(preclosing sequence)，如「那

我們有空再聊」，而使會話結束得太倉促突兀(Shih,1986:199)。 

儘管 Shih(1986)主要根據 Thomas(1983)的分類而來，但由 Shih 的分類

可知，他所謂的「語用語言失誤」的範圍大於 Thomas 所界定的範圍，包

括會話技巧、語言形式的正確性等。本論文同意 Shih 跨大範圍的做法，將

交際失敗中與語言較有關的類型歸為一起，畢竟真實對話中大部分的言語

行為不能只靠一個語句、一個話輪就能完成的，而且形式的正確性通常影

響言語行為力量大小的解讀。但也如同 Thomas(1983)自己也承認的，發生

第二層語用原則指派錯誤的「語用失誤」多半牽涉第一層與語法掌握有關

的指派錯誤，因此在語用語言學失誤方面不應該排除「形式正確性」這一

類，但同時應限定為不包含語法偏誤的語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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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語用學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 

指語言使用時由於對社會參數的判斷、社會文化規則及概念等與母語

者不同，而產生對「合適的語言行為」理解及表達上的「跨文化差異」。

例如，台籍英語學習者把「Where are you going？」當作問候語即為一種不

合適的表達，因為學習者缺乏認識 L1 和 L2 社會中不同的社會文化規則(如

隱私)，因而在情境中選擇了母語的表達方式(Shih, 1986:154)。 

由於社會語用失誤涉及兩種文化差異的問題，因此失誤類型就無法像

語用語言學失誤一般清楚地分出類型，但歸納歷來的研究可知，社會語用

學的失誤主要關注以下幾個主題：1)對社會變項(相對權勢、心理距離)的

評估、2)對事件大小的判斷、3)文化概念(如隱私、禮貌、人際關係等)的重

視情形。 

(二) 本論文中的語用失誤分類 

Shih(1986)的分類是從實驗語料中歸納而來的，亦即這樣的分類結果

並不代表沒有其他的偏誤情形存在，而且不同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可能會產

生更多其他不同的次類，特別是在社會語用學方面，因此 Shih 以漢英為研

究對象的分類並不適合完全套用在本論文中。本論文的作法是藉由 Shih

的分類以及 Thomas 提出的幾種他所觀察到的例子為本，提出歸納語用偏

誤的類別。以下說明之。 

A. 語用語言學失誤 

1. 語言形式-言語行為力量有關：主要包括 Thomas 所提出的幾種狀

況，包括在解讀上以為有言外行為、解讀成另外一種言外行為、

解讀出不同力量大小，以及在表達上由於沒建立在雙方共享的知

識上而以為對方能明白。例如：對於「啊/吧/嗎」等形式的差異不

清楚，而產生不同預設程度，造成對言外行為力量大小的判斷有

所差異；或是由於標的語和母語在同一個言語行為中慣用的形式

不同，在使用上未分清楚兩種形式的差異，遷移使用形式而產生

不同力量的解讀，如前述中美要求的形式不同而使語句過於直

接。Shih(1986)的「慣用語的準確性」都屬於這一類，但在本論文

中，這一類並不只有慣用語，還包括詞彙、句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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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形式-語境有關：主要為 Shih 正式性與否的情況，包括不了解

標的語形式的使用限制，導致只有一種風格的表達，例如只用書

面語或文言形式而顯得太過正式客氣；或是不知道形式的色彩，

例如「幹嘛」不適用於對老師。 

3. 方式差異：主要牽涉兩種語言的表達習慣，包括視角的選擇、修

飾手段的選用差異、以及 Shih 的「內容差異」，例如漢語的要求和

讚美偏向敘述細節，但是英語則偏向概括的描述。但在本論文中，

不使用 Shih 的用語，因為在社會語用失誤中與「事件」有關的差

異更適合以「內容」稱呼。 

4. 會話技巧：主要為 Shih 的「會話技巧」類的失誤。 

B. 社會語用學失誤 

    在上文中，雖然以「失誤」稱呼這類交際失敗的情形，但實際上應

該以更中性的立場說明這僅是兩種文化間的差異，而「失誤」是以標的

語為基準的情形下所判斷的結果。 

1. 社會變項上的文化差異：主要集中在對「相對權勢」、「心理距離」、

「權利義務(契約有無)」、「事件大小」等四項的判斷在跨文化中

的差異。 

2. 整體的文化差異：這一類的差異主要是從上述的失誤情況歸納出

兩種文化的不同觀點、習慣、價值觀等，進而提出更上層的文化

差異。 

社會語用學的失誤需要透過語言的使用才能觀察得到，而此時的失

誤，究竟屬於語用語言學失誤？還是社會語用學失誤？以前面提到的例子

來看，一個美國學生在餐桌上對老師說「幹麻那麼客氣」，這個偏誤應該

屬於學習者對「老師」這個角色的權勢判斷錯誤，認為老師和自己的權勢

關係是平等的(社會語用失誤)？還是不知道「幹麻」是用在權勢平等、心

理距離接近的語境中用的(語用語言失誤)？除了如同 Thomas 和 Shih 的看

法，認為「語用語言失誤」和「社會語用失誤」之間存在灰色地帶，無法

清楚劃分，應將它們視為一個「連續體」以外，本論文認為在分析語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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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時，應該先確定學習者的「社會語用知識」，才能討論「語用失誤」的

情形，另外，確認的方法還須回到說話者身上，比較說話者和聽話者在語

言相關的判斷上是否一致，例如說話場合的正式性、對對話者權勢距離的

判斷、事件背景等，若一致，則失誤可能偏向語言限制搭配的問題，若不

一致，則可能是社會文化方面的差異20。 

四、 語用失誤的原因 

Thomas(1983)認為造成語用失誤的原因主要為遷移及教學所導致的

偏誤，Barron(2003)討論影響學習者中介語語用習得的因素時認為，除了遷

移與教學會造成偏誤以外，另一個可能的因素為「語用過度類化(pragmatic 

overgeneralization)」。「類化」是中介語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之ㄧ，許多實證

研究亦指出學習者在語法、語義的學習上均有類化現象，但過度類化可能

導致偏誤，而在語用上，「語用過度類化」指的是學習者把已經熟悉的功

能應用到新的語境裡。造成語用過度類化主要有三個來源： 

1.最小努力策略(strategy of least effort)：學習者使用標的語時，常選擇

已經高度自動的、容易產生的形式和功能，因此複雜但較合適的形式被簡

單的形式所取代。 

2.安全策略(Need for clarity and explicitness: “playing- it- safe”)：當有兩

個語言功能接近的形式存在時，例如「I’m sorry.」和「Excuse me.」，學習

者以前者能更清楚的傳達歉意為由，廣泛使用而不考慮語境。 

3.後設語言動機(matalinguistic motives)：學習者認為使用某些特定語

言形式聽起來會更像標的語，例如某些英語學習者會過度使用「well」。 

雖然本論文的目的不在討論語用習得或語用偏誤的因素，但分析語用

偏誤並運用於教學中時，若能對影響因素有所了解，將有助於教學設計。 

                                                 
20 感謝口試委員鄭良偉教授對語用失誤分類方面的討論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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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根據上述文獻的回顧，研究者將第一章的問題更具體化： 

1. 學習者實施抱怨言語行為時，在策略選擇及搭配上與母語者有

何差異？影響策略選擇的社會變項「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

又是如何影響學習者的決定？ 

2. 學習者進行抱怨時，可能出現哪些會造成交際失敗的情形？亦

即學習者對漢語文化中哪些「語用語言知識」和「社會語用知

識」尚未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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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根據文獻回顧所提出的問題，設計實驗。在第一節中，說明參與

實驗的受試對象之背景；第二節介紹研究工具，說明選擇該研究工具的原

因，以及研究工具之相關內容；第三節為實驗步驟及實測情形，包含準備

工作、前測及結果、正式施測情形、語料切分與分類方式、記分方式；第

四節為小結。 

第一節  實驗對象 
參與本次實驗的受試者共分兩組，一組為在台灣的日籍漢語學習者，

另一組為漢語母語者。 

一、日籍學習者背景 

在學習者的選擇上主要考量學習者的漢語水平，以及其使用漢語的頻

繁程度為主要考量，參與實驗的日籍受試者背景整理如【表 3-1】： 

【表 3-1】 日籍漢語學習者背景資料 

漢語水平 

Top-huayu MTC 分級 

學習者 學習中文時間/使用對象 

高 6 級 Level 6 J1 學習中文 4 年(日本) 

         (台灣男朋友) 
‧短期遊學 3 周(台北) 

中高 5 Level 5 J2 學習中文 3 年(日本) 

               (台灣先生) 

4 Level 4 
 

J3 學習中文 2 年(台灣) 
 

J4 學習中文 1 年(台灣) 

(台灣先生) 
‧曾任日語教師 

中 

3 Level 3 

J5 學習中文 3.5 年 

(日本 3 年，台灣 0.5 年) 
‧短期遊學 1 個月(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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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水平方面，受試者 J1、J2 皆為師大華研所新生，參加 Top-huayu

水平測試，成績分別達到 5、6 級；受試者 J3 為師大國華系新生，並未接

受過任何語言測驗，入學前為師大國語中心學生，使用教材為《中級閱

讀》，依據師大國語中心的分級，屬於第四級(Level 4)；受試者 J4、J5 為

師大國語中心同班同學，其中，受試者 J5 曾通過中國語檢定三級測驗，實

驗期間所使用的教材為《實用視聽華語二》下冊，依據師大國語中心的分

級，屬於第三級(Level 3)。 

在學習漢語的年數方面，受試者 J1~J4 分別學了四年、三年、兩年、

一年漢語，學習年數正好與其漢語水平成正比，其中，J1、J2 均在日本學

習，而 J3、J4 則在台灣學習；受試者 J5 在日本已學了三年漢語，約在半

年前到台灣學習，共計學習三年半。 

在使用漢語的頻繁程度方面，以受試者與母語者接觸時間為主要判斷

依據，以一般語言中心每週 10 小時課時計算，受試者 J1、J5 使用漢語的

時機主要為課堂上的漢語母語者教師，且使用的環境為非標的語區(日

本)；受試者 J2、J4 均為與台灣人結婚的日籍學習者，使用漢語的交際對

象以台灣家人為主，使用的環境亦在標的語區(台灣)。 

五位日籍學習者皆為女性，完整的背景資料問卷請參閱【附錄一】。 

二、母語者背景 

尋找「漢語母語者」之前，首先考慮「漢語」的使用區域，以及「母

語」的定義。本論文針對漢語抱怨言語行為進行討論，然而使用「漢語」

的區域包括台灣、中國等地，各區域之間在語言使用上亦存在發音、詞彙、

語法各方面差異。由於本論文的日籍漢語學習者目前均居住在台灣，因此

實驗中進行對比的漢語母語者均為台籍受試者，實驗結果所代表的也是台

灣的語言使用情況。 

「母語」可定義為民族語言、鄉土語言、最先學會的語言等，然而在

時空差異下，現在和過去對「母語」的定義已有所改變，「使用頻率」和

「嫺熟度」也都成為認定「何者為母語」的標準之ㄧ。且語言之間會相互

影響，同樣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其語言學習過程中可能因接觸其他不同語

言而彼此間有所不同，其語言表現是否「標準」？是否具代表性？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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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都有待商榷。研究上，本論文無法解決定義「母語」這項問題，因此採

取詳細交代受試者的語言背景，作為解決方式。這些「漢語母語者」均在

台灣接受正規「國語」教育，其生長過程及日常生活中以「國語21」作為

主要交際語言。22 

考慮受試者背景可能對實驗造成影響，因此母語者的選擇盡量以接近

學習者背景為優先，包括性別、年齡方面。另外，為了避免在判斷日籍學

習者語言合適情形時受到其他語言學習經驗的影響，因此選擇大學專業為

中文系(或國文系)、或未學習過日語的母語者參與實驗為主。參與本實驗

的漢語母語者共有十五名，詳細背景資料請參閱【附錄二】。 

由於研究者本身，以及參與本論文實驗的漢語母語者皆為中華民國國

籍，因此實驗所得語料及分析結果，代表台灣的語言現況。 

 

                                                 
21 此「國語」在台灣亦相當於漢語、華語。 
22 以上關於「漢語」及「母語」的討論，感謝口試委員鄭良偉教授及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的指

導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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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收集方式 
言語行為研究的實驗方法中，可採取田野調查、訪談、語篇完成測驗、

角色扮演、多重選擇問卷等。考量研究目的、人力、時間等多項因素，大

部分研究採取語篇完成測驗或角色扮演收集語料。研究言語行為的

Blum-Kulka、Olshtain、Takahashi、Beebe 等人，也都採取語篇完成測驗方

式，在短時間內取得大量、不同國籍、各種言語行為的語料。另外，Kasper、

Trosborg 採取角色扮演，研究要求、建議、邀請、抱怨等言語行為。兩種

研究方式各有優劣，因此 Beebe & Cummings(1985)和 Rintell & 

Mitchell(1989)分別針對「研究方法」進行研究，研究語篇完成測驗是否能

反應真實語料，以及比較語篇完成測驗和角色扮演所得的結果是否相同。 

但不管是語篇完成測驗或是角色扮演，都是以「產出」(production)的

角度，誘出受試者的語料(Olshtain & Blum-Kulka, 1985)。然而，語用失誤

的情形在產出或接受過程中都可能發生。Olshtain & Blum-Kulka(1985)研究

學習者在標的語區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過程與在標的語區居住時間的關

係時，嘗試以「接受」(reception)的角度，透過受試者對語句的合適度判斷

測驗(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s)，找出母語者對各種策略的「接受程

度」，同時對比學習者的測驗結果，研究學習者文化適應的程度，而從母

語者對各種語句「接受程度」中，亦可反推出母語者在表達時的策略選擇

偏向。另外，由於「不禮貌」所導致的交際失敗，是經過聽話者判斷而來，

因此在實驗中，聽話者需站在「接收」立場判斷說話者語句的合適程度23。 

倘若學習者所選用的表達方式並非母語者最常用的方式，但卻在母語

者的「接受」範圍內，能被理解，同時也是合適的表達，亦可視為成功的

交際。因此本論文採取 Olshtain & Blum-Kulka(1985)所提出的論點，從「接

受」的角度出發，研究抱怨言語行為。同時，由於與漢語有關的抱怨言語

行為的先行研究中，Chang(張惠美, 2001)的主要研究焦點為年齡、性別與

策略選擇的關係，魏妙純(2006)僅針對「心理距離」與「事件大小」兩項

設計情境，尚缺乏影響策略選擇的另一項更重要的社會因素「相對權勢」

所進行的研究，以至於目前尚無完整可對應、應用的漢語母語者抱怨言語

行為的表達模式。考量本論文時間、人力的限制，以及對漢語母語者抱怨

                                                 
23 感謝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的補充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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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行為的表達模式的迫切需求，因此本論文採取合適度判斷測驗，一方

面探求不同程度學習者的語用能力，一方面藉由母語者對語句的合適度判

斷，反推母語者的表達模式。 

Olshtain & Blum-Kulka(1985)的研究中採用語篇完成測驗的方式收集

母語者語料，作為合適度判斷測驗的題目，然而本論文將採用角色扮演來

收集語料。雖然語篇完成測驗有其優點，且誘出的語料中所反映的言語行

為的原型(stereotypical shape)與角色扮演所得的結果接近，但語用能力還包

括語篇方面的知識(Thomas,1983)，知道該如何回應、該如何開始及結束對

話，該如何引入主題、各策略間如何搭配等，另外，進行合適度判斷時，

口語表達中語速、語氣、停頓等各種幫助判斷的訊息，在語篇完成測驗中

無法呈現。 

基於上述理由，本研究將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拍攝一組由母語者扮演

在不同情境下的表達模式影片(以下稱為【native 影片】)，以進行合適度判

斷；另外，本研究也將以相同方式，與學習者進行角色扮演，拍攝學習者

在不同情境下的表達模式影片(以下稱為【nonnative 角色扮演影片】)，一

方面了解日語中抱怨言語行為的表達模式，一方面亦在整理後作為合適度

判斷測驗的材料。 

實驗所選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角色扮演及合適度判斷測驗(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s)，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角色扮演 

要進行角色扮演，首先得設計情境。第二章已比較過幾位學者對影響

策略選擇的變項之分類，並提出本論文的分類方式，在第三章中，將進一

步說明各變項的內容，同時提出在實驗中的設定情形。影響策略選擇的變

項有： 

1. 相對權勢： 

Scollon & Scollon(1995)將權勢(P)分為正權勢(+P)及負權勢(-P)，而正

權勢包含「上對下」及「下對上」兩種。為了實驗方便，本論文將相對權

勢關係定為「上對下」、「平等」、「下對上」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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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理距離： 

心裡距離的分類大抵可分為二到四項，依據認識程度可分「認識

(familiar)、不認識(unfamiliar)」(Shea,1003)，或分成「陌生人、認識的人、

朋友、親戚」(Olshtain & Weinbach, 1985)；針對日本社會人際關係的研究

一般分成「內、外、他」三類(陳靜芬，2005)，「內」指的是具有親密關係

的親戚及密友，「外」指的是因為工作或其他社會活動而產生的人際關係，

「他」指的是陌生人或初次見面的人。 

Wolfson(1981)所提出的「突出理論」(bulge theory)主張在與陌生人和

親近的人之間的言談中，可能呈現完全不修飾或極為禮貌的極端情況；而

言談中最需要修飾的是面對介於認識的人和朋友之間的對象時(Beebe, 

1985, 1996)。考量上述學者們的分類，本論文採用 Shea(2003)的二分法，

將社會距離分為「認識」和「不認識」。在「不認識」的情境中，對話雙

方為「第一次見面」的關係，相當於日本的「他」關係，同時屬於突出理

論中可能發生完全不修飾或極為禮貌的情況；而在「認識」的關係中只限

定彼此為「認識的人(acquaintances)」的關係，不涉及「朋友」和「親戚」

兩項，相當於日本的「外」關係，屬於突出理論中最需要修飾的情況。 

3. 事件大小 

由於抱怨言語行為發生的先決條件之ㄧ是「說話者相信該冒犯事件使

說話者受到損失」，而此冒犯事件的嚴重程度將影響說話者的策略選擇。

可分成大、小兩類。 

4. 契約有無 

指對話雙方之間權利和義務的關係。本論文沿用 Olshtain & 

Weinbach(1985)的分法，將「契約有無」分成明白的契約、暗含的契約、

沒有契約。 

在這四項因素中，前兩項屬於社會因素，後兩項屬於情境因素，Olshtain 

& Weinbach 認為在每一種語言行為中，社會因素影響了策略的選擇，且其

影響程度是「跨言語行為」的，亦即面對相同對象時，即使行使不同言語

行為，所採用的策略相似。為了更明白社會因素對策略選擇的影響，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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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在情境設計中控制「事件大小」及「契約有無」，將「契約」控制為「暗

含的契約」，同時，將「相對權勢」分為「上對下、平等、下對上」三種、

「心理距離」分為「認識、不認識」兩種，做為變項，同時參考先前抱怨

言語行為研究文獻中所使用的情境設計，設計了六個情境。本論文所設計

的情境及變項關係如【表 3-2】： 

【表 3-2】情境設計及變項關係 

 +d (不認識) -d (認識) 

P 說話者 受話者 事件 說話者 受話者 事件 

上-下 顧客 服務生 打翻飲料 上司 下屬 打錯資料 

平-平 學生 A 學生 B 插隊 室友 A 室友 B 房間太亂 

下-上 學生 圖書館員 借書紀錄錯誤 學生 老師 分數太低 

‧契約有無：暗含的契約 
‧事件大小：受試者主觀認定為冒犯情況嚴重。(期待值高/受挫度高) 

 

二、合適度判斷測驗(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s) 

合適度判斷測驗以問卷的方式呈現，內容為研究者轉寫影片對話、分

析語句策略的問卷，共有【native 影片】、【nonnative 角色扮演影片】兩份，

兩組受試者均要填寫。合適度判斷測驗均包括三個部份：語言表達合適

度、修正、策略分析合適度。分述如下： 

1.語言表達合適度： 

由受試者根據影片，配合轉寫而成的文字檔，逐句檢視該語句的合適

程度，亦即由受試者判斷「在這個情況下，你覺得這樣說合適不合適？」，

對該語句給予 1~4 分，4 分為非常合適，1 分為非常不合適。作答前提醒

受試者，「語言表達合適度」並不是語法正確與否的判斷，若語句合適但

有語法錯誤時，只要語法錯誤不導致讓接收的一方有負面的感覺時，即可

認定為「合適的表達」。 

2.修正： 

當受試者認為該語句為不合適的表達方式時，或是受試者認為有更好

的表達方式時，由受試者將該表達方式填入「修正」欄中。在作答前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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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受試者，填入「修正」一欄中的應為「實際說出來的句子」，而非「較

合適的『想法』」。另外，針對學習者表達合適但語法錯誤的句子，母語者

也可將正確的句子填入「修正」欄中，以作為實驗結束之後給學習者的反

饋。 

3.策略分析合適度： 

此部分僅由母語者進行評斷，學習者的合適度判斷測驗中不包括此

項。母語者根據研究者對語句所做的策略分析，同樣給予 1~4 分的分數，

當母語者認為該策略分析非常合適時，給予 4 分，非常不合適時給予 1 分。

作答前，母語者必須先了解由研究者提供的策略分析架構的內容，當母語

者認為研究者的分析不合適時，除了評分以外，同時提供母語者認為合適

的策略分析。 

由於合適度判斷測驗的資料過於龐大，因此全部內容並不以紙本輸出

填寫，而以電子檔呈現，由受試者直接在電腦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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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步驟及施測情形 
完整的實驗流程包含了前置準備工作、前測、修改、正式施測。以下

分別說明各階段的實施情形。 

一、 準備工作 

本實驗最重要的工具為影片，因此影片的拍攝成為實驗的準備工作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為了使影片所呈現的語言足以作為台灣地區一般漢語母

語者的典型模式，影片完成後，再由母語者針對影片語言內容給予 1-4 分

評分(非常符合為 4 分，非常不符合為 1 分)，同時提供合適的表達方式，

以及其他相關意見。詳細問卷內容請參見【附錄三】。 

參與影片審核的漢語母語者共計 18 名，年齡約為 20-30 歲，包括具有

華語教學背景的研究生 10 名(男性 3 名，女性 7 名)，以及不具有華語教學

相關背景的母語者 8 名(男性 4 名，女性 4 名)。整合審核者的意見，列於

下面【表 3-3】中： 

【表 3-3】【native 影片】審核意見 

分數 情

境 抱怨

者(A) 
被抱怨

者(B) 

意見 

一 2.89 3 1.語速太快、收音及說話均不太清楚、夾雜台語。 
2.只是打翻水而已，顧客反應太過激烈(叫經理、口氣不禮貌)。

二 3.28 2.67 1.語氣詞太多、太過口語。 
2.下屬與上司之間的份界不清楚。(應該為正經的對話，但影片

呈現的是下屬的態度太隨便，不符合一般狀況)。 
3.上司說話太直接，一般會較婉轉的說明需要下屬配合的地方。

三 3.39 2.5 1.演員較不自然(太在意鏡頭)。 
2.插隊者被糾正後一般會道歉並排隊，而非反駁或提出藉口。 

四 3.22 3.33 1.聲音太小，咬字不清楚、影片太長(約 1 分 30 秒)。 

五 3.11 3.94 1.講得太快，一直重複同樣的內容。 
2.抱怨者若確定已還書，立場應再堅定一點。 

六 2.83 3.5 1.影片太長(2 分鐘)，主題太多，可能模糊焦點。雙方的台詞重

疊出現(搶話)。 
2.學生說話太直接、態度有些隨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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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的「意見」一欄中僅列出審核者認為需要修改的地方。為

了避免學習者進行角色扮演時有因為事件太小、不值得抱怨而選擇不抱怨

的情形，因此在劇本設計之初，情境及角色表現方式容易偏離一般情況。

儘管審核者們可能受自身經驗的影響，而存在一些分歧的意見，例如有些

審核者認為情境二中「上司」的表現自然，也有些審核者認為「上司」太

過嚴厲，但是有些角色是大部分審核者都認為需要修改的，因此，我們特

別針對平均分數低於 3 分的角色(顧客 2.89、員工 2.67、插隊者 2.5、學生

2.83)以審核的意見為基礎進行修改，讓影片更能呈現出典型的抱怨方式。 

另外，審核者亦提出一些與演戲技巧相關的意見，例如演員發音應該

大且清楚、語速放慢、去掉贅詞等，都有助於之後學習者參與實驗時較不

易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而且在教學上，未經處理過的「真實影片」在使

用上有其難度，因此在第二次拍攝影片時，也針對這些部份修正，以期能

拍出「經過處理過後的『真實影片』」，並以此作為前測及正式施測時所使

用的實驗材料。 

二、 試測情形及結果 

試測主要有兩部份，一為針對學習者進行角色扮演的部份，一為針對

母語者進行影片判讀的部份，分述如下： 

(一) 學習者部份： 

參與試測部分的日籍學習者為來台進行短期遊學的大學生，兩位受試

者為同班同學，但其中一位程度較高，約為中上程度。學習者試測共分三

個部份，主要的目的為測試作答所需時間、影片難度、實驗成效，同時以

不同的方式進行實驗，以確定最佳實驗方式。 

列入考慮的實驗方式有「先看影片再角色扮演」、「先角色扮演再看影

片」、「看無聲影片再角色扮演」、「與影片對話」、「與研究者對話」、「兩位

受試者對話」。前三種方式主要是「角色扮演」和「看影片」的順序對語

料產出的影響；後三種方式主要與時間花費以及產出語料的難易度有關。 

為了能取得越接近真實的語料，且能有效地比較學習者與母語者的抱

怨方式，理想中的情況是由學習者與【native 影片】中的被抱怨者進行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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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扮演，但由於時間無法配合，因此想出「與影片對話」及「以研究者對

話」兩種可能的方式進行。考慮由研究者參與實驗的原因除了能克服時間

因素以外，也由於研究者參與【native 影片】拍攝，了解影片中被抱怨者

的說話內容，因此在實驗進行時能以相同的方式及理由，反駁或接受學習

者的抱怨，進而與母語者的抱怨對比。而試測階段主要測試哪一種方式能

得到最佳效果。 

試測的詳細流程及結果整理如下【表 3-4】： 

【表 3-4】試測結果 

受試者：來台短期遊學團日籍漢語學習者兩名(受試者 A、B)，程度中~中上。 
目的：測試作答所需時間、影片難度、實驗成效、確定實驗方式。 

影片 方式 結果 

影片 
一、二 

1.看完影片後，受試者 A 與影片對

話 
2.受試者 A 與研究者進行角色扮

演，受試者 A 擔任抱怨一方； 
3.受試者 A 與受試者 B 進行角色扮

演，受試者 A 擔任被抱怨一方，

受試者 B 擔任抱怨一方。 

1.與影片對話難進行。 
2.受試者認為「與研究者進行角

色扮演」和「與另一受試者進

行角色扮演」難度並無差異。

影片 
三、四、五 

看完影片後，受試者 A 與受試者 B
進行角色扮演，同一影片共扮演兩

次，兩次所扮演的角色不同。 

1.因為要同時處理「回應」，所

以須花費較長時間。 
2.看完影片立即進行角色扮演

時，受試者會直接引用影片中

的對白。因此無法確定受試者

是”背影片對白”還是呈現真

實反應。 

影片六 1. 看影片，但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2. 看完後，請受試者猜想可能情

況，並根據受試者所提出的情況

進行角色扮演。 
3. 告訴受試者影片設定的情境，由

受試者進行角色扮演。 

與受試者自身經驗有關，發揮較

容易。 

 

綜合上述學習者試測實行情形，針對舉行試測的各項目的，結果如下： 

a. 作答所需時間：兩人完成全部流程共花費一小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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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影片難度：根據事後訪談，兩位受試者均認為影片的內容不難懂。 

c. 實驗成效：由於採用先看完影片馬上進行角色扮演的方式，受試者

產出語料時會直接引用影片對白，無法區辨受試者產出的語言是來

自於模仿，或是來自於對標的語語言及文化的了解。 

d. 實驗方式：原來考慮以劇中人物對白作為控制項目，由受試者對著

影片，進行角色扮演，與劇中人物對話，以利於對比受試者們所產

出的語料。但是受試者反應這樣的方式較難作答，且劇中人物的回

答可能無法對上受試者的問題，因此實驗方式改由以研究者取代影

片人物的方式進行角色扮演，研究者所說的內容儘可能接近影片對

白，同時亦針對受試者的話語進行回應，可視情況修改語句。 

鑒於上述幾項結果，本論文實驗的步驟採取「先角色扮演，後看影片」

的方式，而角色扮演則由研究者與受試者進行，研究者擔任被抱怨者、受

試者擔任抱怨者。 

(二) 母語者部份： 

參與試測部分的漢語母語者為接受華語教學訓練一年、大學專業為中

文系的學生。此部分的試測主要的目的為測試作答所需時間、作答的困難

點，同時以不同的方式進行實驗(主要為「策略分析合適度」部分)，以確

定最佳實驗方式。受試者所進行的測試內容如下【表 3-5】： 

【表 3-5】母語者試測內容範例 

影片三 分析者： 

結構  語料 策略分析 

(研究者) 

語言表達

合適度 

修正 策略分析

合適度 

開始 A 先生， 吸引注意成分    

展開       

A 請你排隊好嗎？     主要 

B 我現在在排隊啊 反駁    

A 從後面排，謝謝。 直接要求    

B 不要這樣好不好，我趕時間，我書… 部分接受抱怨    

補足 

A 我也趕時間，我也很急。 理由正當化    

結束 A 不好意思喔，謝謝。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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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語言表達合適度」判斷 

看影片 

影片四、五、六： 

不提供研究者的

分析，受試者自行

判斷。 

影片一、二、三：

提供研究者的策

略分析，判斷策略

分析合適度 

看下一段影片

母語者在看完影片以後，首先判斷「語言表達合適度」一欄，並針對

被評為不合適的語句提出修正方式，接著，研究者提供策略分析架構，作

為判斷策略分析的標準。 

在策略判斷部份共分兩種進行方式，一為研究者提供自己做的策略分

析，由受試者以給分的方式，呈現策略分析的合適度；一為研究者不提供

策略分析，由受試者根據分析架構判斷，再由研究者比對雙方的判斷結

果。考慮第二種方式的原因在於受試者可能受到研究者的干擾。 

完整的母語者試測進行流程如下【圖 3-1】所示： 

 

 

 

 

 

 

 

 

 

 

          【圖 3-1】母語者試測流程 

母語者試測結果如下： 

a. 作答所需時間：六段影片的總作答時間約為兩小時，平均每段花

費 15-20 分鐘作答。另外，採用「不提供研究者的策略分析」比「提

供研究者的策略分析進行評分」花費更多時間。 

b. 作答困難點：並無太大困難。 

c. 實驗方式：在策略分析部分，前三段影片中(提供研究者的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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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受試者幾乎完全同意研究者的分析，但在後三段影片中(僅提

供研究者所使用的分析架構)，則有不同的分析結果。 

鑒於上述幾項結果，本論文母語者部分的實驗流程不改變，但在「策

略分析合適度」的判斷方式上，考量時間的因素，以及統計上的技術問題，

因此採取「由研究者提供策略、母語受試者進行評分」的判斷方式。 

三、 正式施測情形及結果 

(一) 日籍受試者部份 

1. 尋找受試者 

研究者找到合適的受試者後，首先告知本論文的研究主題、實驗目

的、實驗流程、大約所需時間，同時說明角色扮演過程中全程錄影的理由，

以取得受試者的理解，並在實驗進行以前能做好心理準備。在受試者完全

了解實驗內容，取得受試者的同意後，與受試者約定實驗進行的時間。 

2. 基本資料問卷 

正式施測之前，先請受試者填寫基本資料問卷。問卷的內容主要針對

「學習漢語的時間及地點」、「漢語水平」、「使用漢語的頻率及對象」三項

進行更進一步的了解。問卷題目以日語呈現。完整基本資料問卷請參見【附

錄四】。 

3. 角色扮演 

正式施測開始，首先請受試者閱讀一段角色扮演的題目內容，由於受

試者的角色扮演將與【native 影片】進行對比，因此學習者所閱讀的角色

扮演題目與母語者相同。為求讓受試者充分了解情境，且避免受試者受到

題目的影響，直接使用題目中的語句，因此題目內容以日語呈現。完整題

目內容請參見【附錄五】。 

角色扮演進行時，由研究者擔任「被抱怨者」的角色，由學習者擔任

「抱怨者」的角色，針對設定的情境進行對話。研究者的說話內容及反應

大致模仿【native 影片】中被抱怨者的內容及反應，但當學習者的表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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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native 影片】中抱怨者的方式不同時，研究者改以回應學習者的內

容為主。 

4. 分析【native 影片】 

學習者完成一段角色扮演後，隨即請學習者看相同情境下，由母語者

演出的【native 影片】。考量學習者對中文輸入法可能不如母語者認識，因

此看完該段影片後，給學習者該段影片的文字檔，由學習者口述，研究者

打字輸入的方式，進行「語言合適度」、「修正」的判斷。在判斷過程中，

學習者若有遺忘或不確定的情形時，可重複觀看影片，以利學習者做出正

確的判斷。 

在「語言合適度」的判斷中，為求統計方便，採取給分的方式進行；

分數範圍從 1 分到 4 分，「非常不合適」的語句給 1 分，「非常合適」的語

句給 4 分。 

5. 訪談 

若僅以量化方式給分，只能了解學習者的判斷結果，無法深入了解學

習者的判斷過程，而此過程最能反映學習者社會語用能力的習得情形，為

了彌補此缺點，當學習者分析【native 影片】中的語句時，研究者同時進

行訪談。訪談的內容主要了解學習者認為語句不合適的理由，以及如何修

正才合適。 

完成訪談後，進行下一個情境(下一段影片)的角色扮演、影片分析及

訪談，直至六個情境全部完成。 

6. 確認策略分析24 

    為了避免研究者與母語者組對日籍學習者的策略認定過於主觀，本論

文採取研究者、母語者組、日籍學習者組三方檢視的方式認定策略。在研

究者分析完學習者的策略後，將分析結果提供給學習者組，以學習者自我

認定的方式，確認策略使用。若其中學習者自我審視的結果與研究者、母

語者組有所差異，此情形亦可作為學習者「語用失誤」的線索。 

                                                 
24 感謝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口試委員謝佳玲教授的指正與補充。然因為事後補充，部分日籍

受試者已失去聯絡，無法順利完成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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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語母語者部份 

1. 尋找受試者 

研究者找到合適的受試者後，首先告知本論文的研究主題、實驗目

的、實驗流程、大約所需時間。由於實驗內容份量極大，所需時間極長，

且某些部份無法一次完成，再加上實驗進行時間正值暑假期間，受試者的

時間較難配合，因此採由研究者與受試者一對一個別進行；測試過程中研

究者並不干擾受試者的分析，僅在一旁隨時解答受試者提出的問題。 

2. 分析【native 影片】 

看影片之前，研究者再次說明實驗進行的方式、分析的項目、評分方

式及評分標準。完整的實驗作答說明請參見【附錄六】。確定受試者沒有

問題以後，讓受試者觀看一段影片，隨後立即分析該段影片。分析過程中，

母語者有遺忘或不確定的情形時，可重複觀看影片，以利母語者進行分析。 

評分的方式與學習者的實驗相同，母語者針對影片中語句「語言合適

度」給予 1~4 四個等級的分數。與學習者不同的是，母語者尚需針對研究

者對語句所做的策略分析進行「策略分析合適度」的判斷；研究者提供策

略分析架構，由母語者根據架構判斷該策略分析是否合適，同樣以 1~4 分

進行判斷，1 分代表研究者的分析「非常不合適」，4 分代表研究者的分析

「非常合適」。 

做完一段影片的分析以後，由研究者針對母語者認為「表達不合適」

的語句進行簡單的訪談，訪談內容主要了解母語者的判斷依據及修改語句

的理由，訪談結束以後再看下一段影片，並重覆相同的分析工作，直至六

段影片全部完成。 

除了分析影片中語句的策略外，研究者尚需針對母語者修改後的語句

進行策略分析，分析完成以後再交由母語者判斷其合適程度，判斷的方式

與「影片語句的策略分析合適度」相同。 

3. 分析【nonnative 角色扮演影片】 

待學習者【nonnative 角色扮演影片】的內容轉寫完成並分析完語句的

策略後，研究者將檔案交予母語者，進行相同的分析。但由於學習者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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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角色扮演時，常有笑場、在意鏡頭等情形，且不像拍攝【native 影片】

時，可要求重新拍攝，去除干擾判斷的因素，因此分析【nonnative 角色扮

演影片】時，以文字檔的語料為主，影片為輔。 

與分析【native 影片】的過程相同，研究者分析完母語者修改後的語

句的策略以後，再將此部分的分析結果交由母語者，判斷修正後語句的策

略分析合適度。 

以下將以【native 影片】、【nonnative 影片】為軸，以圖示方式呈現實

驗流程，見【圖 3-2】： 

 
【圖 3-2】實驗流程 

拍攝影片 

轉寫內容及 
策略分析 

學習者組 
審看內容 

(合適度分析) 

母語者組審看

內容及策略 
(合適度分析) 

審看差異比較 

拍攝影片(角色扮演) 

轉寫內容及 
策略分析 

母語者組審看 
內容及策略 

(合適度分析) 

偏誤分析 

策略比較 

【native 影片】 【nonnative 影片】 

難點分析 

審核及試測 

說話者確認策

略分析 
說話者確認策

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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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3-2】中，藍色部分代表日籍學習者組、黃色部份代表漢語母

語者組，紅色為另一組拍攝影片的漢語母語者，白色部分為研究者，箭號

方向表示資料流向。兩份影片皆經過相同的處理及審看過程。需要分析的

資料共有三類，分別為【圖 3-2】中「策略比較」、「審看結果比較」、「偏

誤分析」，這三份資料將在第四、五兩章中分析及討論。 

四、 語料策略分類 

為了分析所得到的三類資料，首先須先對所收集到的語料進行切分及

分類。在第二章中回顧歷來對抱怨言語行為研究時已討論過策略分類不一

的問題，而本論文對此情況所採取的方式是以會話分析為切分語料的第一

層方式，下表為五個會話結構： 

本論文 Trosberg Blum-Kulka Murphy & 
Neu 

Tanck 

開始  注意成分   
展開  附加行為 

(輔助性行為)
解釋目的 解釋目的 

主行為 主行為 抱怨  主要行為 
外部修飾語 
(輔助性行

為) 

附加行為 
(輔助性行為)

理由正當化 建立內容/支持

主要 

指示性行為   提供解決方

案 
要求 

補足 外部修飾語 
(輔助性行為) 

   傳達緊急感覺 

結束      

註：本表與第二章【表 2-7】相同。 

除了主行為以外，分析時從會話結構入手，將「外部修飾語」/「附加

行為」依出現的位置分成「展開」和「補足」兩部分，並加上「開始」、「結

束」兩部份，使整個架構符合一個完整的會話流程。 

整段會話的結構分析完後，依據說話者所使用的策略為單位，進行第

二次劃分。不以單獨句子作為劃分的標準，其原因為當實行一種策略時，

可能使用了兩個以上的句子，或是說話者的內容包含了上一個語對的回

應，同時開啟了下一個語對。例如在【native 影片】中情境一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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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抱怨者(B)：很抱歉，馬上幫你換一杯新的飲料。 

抱怨者(A)：換飲料？這邊先弄乾淨再說。但是你看我的衣服、褲子，

都讓你弄濕了，該怎麼辦？你說。 

針對抱怨者(A)的語句，本論文將它劃分為三個部份： 

 語料 策略 

換飲料？這邊先弄乾淨再說。 要求補償 

但是你看我的衣服、褲子，都讓你弄濕了， 直接指控 

 

該怎麼辦？你說。 要求補償 

在建立整段會話的五個結構以後，如何確定各結構內部常出現的策

略？本論文所採取的方式是依據先前學者們的例句重新訂定分類，並以會

話結構為綱，將分類結果以會話五個結構為主軸呈現，同時輔以例句及例

句出處加以說明： 

(一) 開始階段 

Blum-Kulka 認為在會話開始階段會先出現「注意成分」(alerter)，在

通常為頭銜、或是吸引對方注意的詞句，但在本論文實驗中還看見以問候

語開啟話題的方式。因此，開始階段的策略分為兩種： 

1. 吸引注意成分：在會話開始的時候吸引聽話者注意。例如：不好

意思、對不起、稱謂。 

2. 招呼語：例如「早、回來啦」等情境式問候語。 

(二) 展開階段 

「展開」指的是出現在「主要」部分前，用來為展開下一階段前的鋪

墊或引入主題。因此，Trosborg 一部分的「外部修飾語」屬於此類，有預

備詞(preparators)、消除敵意成分(disarmers)、提供證據(providing evidence)

等；Murphy & Neu 和 Tanke 的「解釋目的」也屬於「展開」階段。參考例

來對策略的分類，以及學者們所使用的實際語料，歸納出以下幾種： 

1. 解釋目的 

說明自己的目的，以避免太快進入主題中而使聽話者覺得突兀，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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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聽話者一些心理準備。例如： 

“就是在造句部份，想請問老師扣分的標準。” 

2. 提出問題(要求解釋) 

說話者在實際進入抱怨前，先提出問題確認抱怨言語行為實行的條

件，例如聽話者與冒犯事件的關係、有無特殊理由等。說話者可利用此策

略為接下來更強的面子威脅行為做有力的準備。實際的例子如： 

“就是鞋子啊，我們不是說好要放在那個鞋櫃上？” 

3. 建立內容 

此策略也是說話者用來確認抱怨言語行為實行的條件，為針對冒犯事

件內容的陳述。例如： 

“老師，那個第二次的那個考試的結果我已經拿到了，但是我…我以為

是我考得很好，但是呢，結果成績單，看成績單不太好 ne，可是…” 

4. 表達理解 

說話者在抱怨或提出要求前，用來表現自己對聽話者或情況的理解，

可以消除對方的敵意，以預防面子威脅行為可能帶來的傷害。 

“我知道你花了很多時間，可是再做一次，再寫一次，好不好？” 

(三) 主要階段 

本論文對抱怨言語行為所採取的立場是「期待改善、有意義的」，若

無指示性行為(directive act)而僅有抱怨，那無異於單純發洩挫折，不期待

聽話者補救的「發牢騷」，因此，筆者同意 Trosborg 的分類，在「主要」

部分再細分成「主行為(head act)」和「指示性行為(directive act)」兩個部

份： 

1. 抱怨主行為 

指的是狹義的抱怨言語行為，而抱怨主行為的策略分類一直都是抱怨

研究的重點之ㄧ，整理歷來的研究可知，分類策略的方式主要有兩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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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Olshtain & Weinbach(1993)的分類，他們是依據抱怨的嚴重程度進行分

類，共可分為五種，在漢語的研究中，Chang(2003)也是承襲他們的做法；

一是 House & Kasper(1981)依據抱怨內容的所涉及事件與人的直接程度為

分類標準，Trosborg(1995)再以此為基礎，提出共八種抱怨主行為的策略，

魏妙純(2006)的英漢抱怨研究主要也以 Trosborg 的分類為基礎再加以調

整。比較兩種分類： 

【表 3-6】兩種策略分類方式比較 

Olshtain & Weinbach House & Kasper Trosborg 

 事件 肇事者  

低於程度的抱怨 暗示 暗示 暗示 

困擾或不同意的表達 明說事件內容 暗示 惱怒 

明白抱怨 明說事件對自己的不良結果 暗示 不良結果 

指控和警告 明說/問事件與肇事者的關係 暗示 間接指控 

威脅 明說事件內容 明說 直接指控 

 明說負面觀感，肇事者應負責 暗示對肇事者

的負面觀感 
修飾後的歸咎

 明說肇事者作了該行為是不好的 對事件的譴責

  明說對肇事者

的負面觀感 
對人身的譴責

由比較可知，直接度和嚴厲程度並不完全對等，例如「修飾後的歸咎」

的直接度比「直接指控」來的高，但是「修飾後的歸咎」的嚴厲程度卻比

「直接指控」低，另外，「威脅」在 Trosborg 的分類中不屬於抱怨主行為，

而是在「指示性行為」中。 

本論文以 House & Kasper(1981)的主張為基礎，依據抱怨內容的所涉

及事件與人的直接程度為分類標準，即 Trosborg(1995)及魏妙純(2006)的分

類，同時考慮各種策略的嚴厲度，並觀察研究者們所使用的語料，調整歷

來的分法，分出七種策略。下【表 3-7】為本論文分類與 House & Kasper、

Trosborg、Brown & Levinson 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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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本論文抱怨主行為策略 

House & Kasper Trosborg 本論文 Brown & 
Levinson 

事件 肇事者    

暗示 暗示 暗示 暗示 非公開 

明說事件內容 暗示 惱怒 

明說事件對自

己的不良結果 
暗示 不良結果 

陳述不滿理由 公開-修飾 

明說/問事件與

肇事者的關係 
暗示 間接指控 修飾後的指控 公開-修飾 

明說事件內容 明說 直接指控 修飾後的指責 公開-修飾 

明說負面觀感

肇事者應負責 
暗示對肇事者

的負面觀感 
修飾後的歸咎 直接指控 公開-不修飾 

明說肇事者做了該行為是不好的 對事件的譴責 直接指責 公開-不修飾 

 明說對肇事者

的負面觀感 
對人身的譴責 批評 公開-不修飾 

以下一一說明各項策略： 

(1) 暗示： 

說話者暗示知道冒犯行為的發生，暗示是聽話者做的。雖然違反會話

的關聯原則，但是不提及人和事件，以不公開明白的方式陳述，維護了聽

話者的消極面子，但使用此策略時，說話者也須承擔無法達到目的的風

險。相當於 Trosborg 的「暗示」、Olshtain & Weinbach 的「低於程度的表

達」。例如： 

“東西太多了。(邊打掃邊說)” 

(2) 陳述不滿理由： 

說話者明白提及冒犯事件，但不明白提及是聽話者做的。說話者主要

透過描述現狀或未來災害來表達對冒犯行為的不滿，由於均不提及聽話

者，因此維護了聽話者的面子。相當於 Torsborg 的「惱怒」與「不良結果」。

例如： 

“唉呦，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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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飾後的指控： 

說話者明白提及冒犯事件，且以較緩和方式說明聽話者與冒犯事件的

關係。此時說話者已是公開明白的進行抱怨，但是抱怨時採取修飾手段，

相當於 Trosborg 的「間接指控」，但筆者不使用「間接」一詞而以「修飾

後」代替，以避免與另一種「指桑罵槐」式的指控混淆。例如： 

“我每個禮拜一次打掃，可是我不覺得你那麼常打掃。25” 

(4) 修飾後的指責： 

說話者明白提及冒犯事件，但以較緩和方式陳述對事件及聽話者的負

面觀感。說話者雖然認為聽話者做了該行為是不好的，但是修飾言詞以避

免造成過大的面子威脅。相當於 Trosborg 的「修飾後的指責」。例如： 

“你應該排在後面啊。26” 

(5) 直接指控： 

說話者明白提及冒犯事件與聽話者，並且明白表示是聽話者做了該冒

犯行為。直接指控已屬於 Brown & Levinson 的「公開不修飾」的策略，

Trosborg 的分類中也有「直接指控」一類。例如： 

“你看我的衣服、褲子，都讓你弄濕了！” 

(6) 直接指責： 

說話者明白提及冒犯事件與聽話者，並且明白表達了自己對於冒犯事

件的負面觀感。雖然表達了負面觀感，但是著重在對事件的譴責。這個策

略同樣也屬於 Brown & Levinson 的「公開不修飾」策略，Trosbrog 同樣也

有「明白的指責」策略。例如： 

“你怎麼搞的啊？” 

 

                                                 
25 此句為原來「我每個禮拜一次打掃，可是我不太覺得你那麼常打掃」的修正句。由於此處主

要討論策略而非語法，因此說明時仍使用此句，但以修正後的正確句呈現。 
26 原句為「你應該排隊在後面啊」。由於此處主要討論策略而非語法，因此仍將此偏誤句納入，

但以修正後的正確句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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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批評：S 明白陳述對 H 的負面觀感。 

    說話者明白陳述對聽話者的負面觀感，對聽話者進行人身譴責。例如： 

“ You are inconsiderate.”(Olshtain & Weinbach) 

“ You never think about others!”(Laforest) 

“ You really are thoughtless.”(Trosberg) 

使用「批評」一詞的為 Laforest，Olshtain & Weinbach 將此類歸於「明白

的抱怨」(explicit complaint)，Trosberg 則將它歸於「指責」的次類「明白

的人身譴責」(explicit blame-perpon)之中。為了避免混淆，同時兼顧架構

的完整，本論文使用 Laforest 的用語，稱之為「批評」。 

2. 指示性行為 

根據 Trosborg(1995)的研究結果，指示性行為可以是要求補償(request 

for repair)、威脅(threat)、要求克制改善(request for forbearance)。Murphy & 

Neu(1996)的提供解決方案(a candidate solution) 、Tanck 的要求(a request)

都屬於者一類。 

歷來研究多以英語為研究對象，而在要求言語行為上，可從主語的使

用情形分成「以我為主語的」期望式要求，以及「以你為主語的」命令式

要求。然而在漢語中，主語是可省略或以零代詞表現的，因此在形式上無

法如英語一般分類。本論文認為，要區分如上述「期望式的」以及「命令

式的」要求，可從聽話者有無選擇空間區分，亦即說話者是否為聽話者維

護了消極面子。指示性行為的分類如下： 

(1) 修飾後的要求 

說話者希望聽話者對冒犯行為做出補償或修復所提出的要求，這類要

求中，聽話者仍保持不執行的自由，顧及聽話者的消極面子。因此筆者稱

之為「修飾後的要求」。例如： 

“那請跟他連絡，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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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要求 

執行「要求」時，不顧及聽話者的面子，是「公開不修飾的」。例如： 

“從後面排，謝謝。” 

在其他學者的分類中，尚有一項「威脅」，Olshtain & Weinbach 將「威

脅」視為抱怨主行為的一種策略，Trosborg 則將之視為指示性行為的一種。

本論文贊成 Trosborg 的分法，因為「威脅」涉及未來的不良結果，促使聽

話者執行眼前的補償行為，然而實驗結果中由於未出現「威脅」的用法，

因此不將它列入。 

(四) 補足階段 

Trosborg(1995)以及 Blum-Kulka & Olshtain(1984)認為「外部修飾語」/

「附加行為」是用來幫助主行為(head act)的實現，用來增加或降低言外行

為的力道。但是筆者認為，不僅主行為，「補足」階段亦能幫助指示性行

為的實現。Trosborg(1995)分類中的加強手段(substantiation)、Murphy & 

Neu(1996)所分析的抱怨成分中的理由正當化(justification)，Tanck(2002)的

傳達緊急感覺(conveying sense of urgency)，都屬於這一項。本論文將這類

出現在主行為之後的附加行為劃入「補足階段」，並分為以下兩類策略： 

1. 理由正當化 

主要提出具體事證或說明，補充或強化抱怨有理。例如： 

“我排隊(排了)很久耶，已經三十分鐘了！” 

2. 傳達緊急感覺 

主要加強事件的緊迫性，加速指示性行的發生。例如： 

“給你兩天的時間可以嗎？因為我這個資料是趕時間的。” 

(五) 結束階段 

指在會話中做為結束對話的言詞。Abe(1982)27將「結束」(closing)視

為抱怨的策略之ㄧ，但本論文認為，Abe 所觀察到的語句應屬會話中必備

                                                 
27 引自 She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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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束話語的成分，而非實行抱怨言語行為的策略，然而顧及語篇的完

整性，分析時亦須將此階段劃分出來。結束階段的用語可分成三類： 

1. 道謝：說話者以「謝謝」等感謝詞結束會話。 

2. 請託：說話者以「麻煩你了」等詞語，表達對聽話者執行修復行

為的期待，作為會話結束。 

3. 其他：說話者以其他各種方式結束會話。例如：「那先這樣喔」。 

    將上述策略分類內容結合會話階段，整理成【表 3-8】： 

【表 3-8】本論文策略分類架構 

  策略 例句 
吸引注意成分 不好意思，…. 開

始 
 

招呼語 回來啦！ 
解釋目的 就是在造句的部份，想請問老師扣分的標準。 
提出問題/要求解釋 我們不是說好要放在那個鞋櫃上？ 
建立內容或支持 
(事實陳述) 

老師，那個第二次考試的結果已經拿到了，但是我

以為我考得很好，結果成績單，看成績單不太好

ne…… 

展

開 
輔

助

性

行

為 

表達同情 
 

我知道你花了很多時間，可是再做一次，再寫一次，

好不好？
暗示 東西太多了。(邊掃邊說) 
陳述不滿理由 唉呦，好燙喔 
修飾後的指控 我每個禮拜打掃一次，可是我不覺得你那麼常打掃。

修飾後的指責  你應該排在後面啊 
(不修飾)直接指控 你看我的衣服、褲子，都讓你弄濕了 
(不修飾)直接指責 你怎麼搞的啊？  

主

行

為 

(不修飾)批評 You are inconsiderate. 
修飾後的要求 那請你跟他連絡，可以嗎？ 

主

要 

指

示 直接要求 從後面排，謝謝。 
理由正當化 我排隊(排了)很久了，已經三十分鐘了 補

足 
輔

助

行

為 

傳達緊急感覺 給你兩天的時間可以嗎？因為我這個資料是趕時間

的 

道謝 謝謝 
請託 麻煩你囉 

結

束 
 

其他 那先這樣喔 

母語者判斷研究者的策略合適度時，提供【表 3-7】供母語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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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記分方式 

兩組受試者對影片語料的分析主要以「語言合適度」、「嚴厲程度」為

主，另外，母語者尚需判斷研究者的策略分析「策略分析合適度」，這三

項都是由受試者給予 1~4 分不同等級的分數，因此以下個別說明各項的記

分方式： 

1. 語言合適度 

分別計算兩組受試者針對同一影片對白合適度的平均分數，並比較兩

組平均分數，分數相差 1 分以上者，表示兩組受試者對該語句的合適度有

不同的接受結果，即母語者認為合適/不合適，但學習者認為不合適/合適；

分數相差 1 分以內者，表示兩組受試者都認為該語句的合適程度有相同的

意見，即兩組均認為該語句是合適/不合適的。 

2. 策略分析合適度 

此部份是為了避免分析結果過於武斷而採取共同審核的方式，以期在

與策略相關的討論中能更接近真實情況。審核的方式以多數決定，母語者

中(五人)超過三人同意研究者的分析，即通過審核，超過三人不同意時，

研究者根據母語者所提供的參考策略，進行修改，必要時與母語者討論。

判定策略後，再將判定結果交予原說話者自我審核，以確定研究者與母語

者組的分析符合真實情況28。 

 

                                                 
28 感謝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口試委員謝佳玲教授的修正與補充。 



 66

第四節 小結 
本論文的實驗方式為針對「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兩項社會變項

設計六個情境，透過角色扮演了解社會變項對策略選擇的影響，同時收集

學習者在主動產出語料時的偏誤情形。另外，透過兩組受試者對同一份語

料進行合適度分析後的差異比較，了解漢日兩種文化的異同，並收集學習

者被動接收語料時的理解情形。 

參與本實驗的受試者共分兩組，分別為日籍漢語學習者五人，及漢語

母語者十人。兩組受試者均進行角色扮演、合適度判斷測驗，實驗進行中

並輔以訪談，以補量化研究之不足。 

另外，在本章中延續第二章對歷來抱怨言語行為策略分類的討論，結

合會話分析與基模概念，重新整理出適用於本論文的語料分析框架，包括

五個會話階段、共二十項策略分類。以此框架切分語料，將可統計受試者

各種策略的使用情形，觀察選擇偏向，了解社會變項的影響結果。而合適

度分析方面，主要採取量化記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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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論：策略選擇 
本章將呈現實驗中兩組受試者影片對白的策略使用結果，將焦點集中

在討論社會變項對策略選用、搭配的影響，以及漢日兩種文化對相對權勢

及心理距離的判斷差異。第一節呈現並比較學習者與母語者策略使用的整

體情形，以及各語境中策略的選用及分佈；第二節則分析社會參數對兩組

受試者在策略選擇上的影響情形；第三節則將實驗結果對照先前研究結

果，解釋差異；第四節為小結。 

 

第一節 策略使用情形 

語料進行切分以後，便能統計每種策略的使用數量，同時我們也能觀

察，在不同的語境中，策略使用情形是否有所改變。以下分別從整體選用

情形及各語境選用情形兩方面，說明並比較漢日兩組受試者的表現。 

一、 整體策略選用情形 

策略選用的情形及數量一直都是言語行為研究中的重點，因為策略選

用的差異能反映文化間對語境的判斷情形。以下就日籍學習者及漢語母語

者兩組的實驗結果，分別說明兩組受試者的策略使用情形。 

(一) 日籍學習者 

    儘管每個人在實際交際時會有策略選擇的個別偏向，但是同樣文化背

景的群體會有相近的選擇偏向。將日籍學習者視為整體，合計各受試者每

項策略的選用次數，其結果可表示日籍學習者以漢語抱怨時所呈現的漢語

中介語情形。【圖 4-1】表示日籍漢語學習者以漢語抱怨時，各個策略的選

用次數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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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日籍學習者策略使用整體情形 

由【圖 4-1】中可看到，日籍學習者的漢語中介語表現出偏向使用「建

立內容」、「陳述不滿理由」、「修飾後的要求」這三項策略。由於本論文在

策略分類上已將會話階段列入考慮，根據【圖 4-1】，日籍學習者在「展開」

階段偏向使用「建立內容」，在「主行為階段」偏向使用「陳述不滿理由」，

並以「修飾後的要求」進行「指示性行為」，在輔助階段方面，學習者以

「傳達緊急感覺」為主，以促使聽話者對冒犯行為進行修補。上述情形說

明了日籍學習者所表現出的漢語中介語情形。 

(二) 漢語母語者 

日籍學習者實行抱怨的漢語中介語是否與漢語母語者的表現一致？

以相同的計算方式統計漢語母語者的策略使用情形，並將日籍學習者視為

一組，與五位漢語母語者的策略使用情形對照，可得到【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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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母語者與學習者策略使用比較 

【圖 4-2】說明母語者和學習者的整體策略使用情形。從圖中可知，

在會話的各個階段中，母語者和學習者所使用的策略偏向並不相同。在「開

啟」階段，母語者偏向使用「招呼語」，而學習者偏向使用「吸引注意成

分」；在「展開」階段，母語者多以「提出問題/要求解釋」方式，但學習

者偏向以「建立內容」方式；在「主行為」部分，雖然兩組都偏向選用「陳

述不滿理由」來表達不滿，但是在和其他策略的使用情形比較，除了「暗

示」和「修飾後的指控」以外，母語者使用其他策略的次數較學習者多；

在「指示性行為」部分，母語者傾向以直接的方式要求對方修補/改善冒犯

行為，而學習者則多以較委婉的修飾後的要求進行；而在「補足」階段，

母語者多選用「理由正當化」來強化自己的抱怨有理，但學習者則以「傳

達緊急感覺」促使修補發生。最後「結束」部分，母語者傾向使用「道謝」

作結，但學習者傾向以其他方式，例如會話結束標記「好」、「嗯」、要求、

放棄抱怨等。兩組受試者的策略選用偏向差異整理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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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學習者與母語者策略選用差異 

  學習者 母語者 

吸引注意成分 吸引注意成分 10(55.56%) 4 開啟 

招呼語 8 招呼語 20(83.33%) 

解釋目的 6 5 

提出問題 14 提出問題 27(54%) 

建立內容 建立內容 41(61.19%) 18 
表達理解 6 0 

展開 

合計 67 50 

暗示 6 0 

陳述不滿理由 陳述不滿理由 28(47.46%) 陳述不滿理由 32(37.65%) 

修飾後的指控 5 1 

修飾後的指責 4 修飾後的指責 25(29.41%) 

直接指控 7 9 

直接指責 直接指責 9(15.25%) 15 

批評 0 3 

主行為 

合計 59 85 

修飾後的要求 修飾後的要求 32(69.57%) 13 

直接要求 14 直接要求 47(78.33%) 

指示性行為 

合計 46 60 

理由正當化 11 理由正當化 16(69.57%) 

傳達緊急感覺 傳達緊急感覺 17(60.71%) 7 

補足 

合計 28 23 

道謝 10 道謝 14(63.64%) 

請託 3 0 

結束 

其他 其他 11(45.83%) 8 

註：表中數字代表所使用次數總計，括弧內代表該項策略在該會話階段中策略使用次數的百分比。 

    從【表 4-1】中我們可以更清楚地看到，儘管漢日語言與文化接近且

互相影響，但在兩組受試者進行抱怨時的整體策略偏向仍呈現差異情形。

關於漢語母語者最常使用的抱怨策略，本論文的實驗結果為「陳述不滿理

由」，與歷來的結果稍有出入，Chen(2006)認為漢語母語者最常使用的策略

是「間接抱怨」，魏(2006)則認為最常使用的是「間接歸咎」。本論文認為

這個結果差異與策略分類與實驗語境設定有關。Chen 的「間接抱怨」為「不

明指聽話者，冒犯事件可說可不說」，相當於 Brown & Levinson 的「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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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面子行為」，因此 Chen 的「間接抱怨」相當於本論文的「暗示」或「陳

述不滿理由」；而魏的實驗語境設定僅限定在「無權勢差距關係」中，且

從魏的舉例中可知，他所謂的「間接歸咎」部分屬於本論文中展開階段的

「要求解釋」，且「間接歸咎」相當於本論文的「修飾後的指控」，因此在

分類和實驗設定不同的情況下，不容易進行比較29。 

另外，從【表 4-1】所得到的漢語「招呼語-提出問題-陳述不滿理由-

直接要求-理由正當化-道謝」的抱怨模式在不同語境中的表現如何？是否

會有所省略？以下一一說明。 

二、 各語境中策略選用情形 

上一段歸納出學習者和母語者在實施言語行為時的策略選擇偏向，以

及如何將單一策略結合起來，在實際交流中達到交際目的。由於策略的選

擇、搭配往往與說話者對語境中與交際對象間關係的判斷有關，因此以下

以各語境為主軸，呈現學習者在六個語境中選擇搭配情形，同時比較母語

者的策略搭配模式，了解在各語境中，中日兩組對社會參數的判斷及相應

的表達模式。 

(一). 語境一(上對下、陌生關係) 

語境一的說話對象設定為「顧客-服務生」，雙方間的關係是具有權勢

差距、初次見面(陌生)的情形，冒犯事件為服務生打翻飲料，弄髒了顧客

的新衣服。在此語境中，受試者所呈現的策略搭配情形以【表 4-2】所示： 

                                                 
29 魏(2006)在「間接歸咎」所舉的例子如：「我想問你，這浴室跟客廳是怎麼回事？」、「你能證

明這不是你做的嗎？」筆者認為，前者應屬於會話中的展開階段，而後者已進入主行為階段，因

此在統計及結果上無法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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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語境一策略搭配比較 

主要  展開 

主行為 指示性 

補足 

J1 X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要求 

(上司) 

理由正當化 

J2 X 陳述不滿理由 要求補償 理由正當化 

J3 X 陳述不滿理由 要求補償 

(上司) 

X 

J4 X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要求 X 

J5 X 陳述不滿理由 「怎麼辦」 理由正當化 

T30 X 修飾後指責 要求補償 X 

註：自【表 4-2】至【表 4-7】中，「X」表示未出現任何策略的使用。 

由於情節設計的關係，語境一是突發狀況，因此所有受試者均無「展

開」階段，而在主要階段，雖然日籍學習者均提到「衣服很貴/新買的」，

語句中並無指出冒犯行為(打翻飲料)以及肇事者(服務生)，但是這兩項事實

在語境中是能被確定的，因此本論文將它們歸類為「陳述不滿理由」而非

「暗示」。在指示性行為中，大部分學習者以「怎麼辦」提問，等待被抱

怨者主動提出補償辦法，但由於對補償不滿意，J1 和 J4 使用了「能不能

幫我…」以及「可不可以…」進一步委婉提出明確的補償，而 J2、J3 則是

直接提出要求，J3 和 J1 更是因為不接受對方的回應，進而要求向聽話者

的上級申訴。 

【native 影片】中所使用的策略為「直接指責」(你會不會服務啊？)，

但多數母語者認為「在公共場合講話會比較委婉」，而影片中的說法「聽

起來很不舒服，攻擊意味太重」，因此將直接指責改為「修飾後的指責」(下

次小心一點)，然而內容仍以指責服務生為主，與學習者並不相同。另外亦

有母語者認為，【natvie 影片】中抱怨者的反應過於激烈，「一般都會默默

的等服務生送上飲料或擦桌子」，「不會說的那麼直接，…會顧及對方的面

子」，否則太直接的話自己的也會丟失面子」。而【native 影片】中直接的

用語也讓學習者認為「地位高的人說的感覺，對服務員真的不好(J4)」，「(客

人)可以說，可是我覺得不好(J3)」。 

                                                 
30 此處「T」所呈現的是母語者的策略搭配模式，但內容以審看【native 影片】後的結果為主，

包括母語者對影片的修正，而非影片原始語料所反映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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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漢日兩組的表現情況可知，雖然在兩個社會中都強調「顧客至

上」，但從實際語言表現上來看，兩組對於「顧客-服務生」間權勢差距的

認知接近，即兩組都認為雖然「顧客」的權勢看似高於「服務生」，但實

際上差距並不大，因此實行面子威脅行為時，都會顧及被抱怨者的感受，

而不採取直接不修飾的方式進行抱怨。 

(二). 語境二 (上對下，認識關係) 

語境二所設定的情形是「上司-員工」，他們彼此間有權勢差距，但並

非陌生關係，冒犯事件設定為員工粗心，交代的工作常常出錯。在此語境

中，受試者的抱怨模式如【表 4-3】所示： 

【表 4-3】語境二策略搭配比較 

主要  展開 

主行為 指示性 

補足 

J1 X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要求 X 

J2 建立內容 直接指責 X 傳達緊急感覺 

J3 建立內容 直接指責 X 傳達緊急感覺 

J4 建立內容 X 修飾後的要求 X 

J5 建立內容 修飾後的指責 要求改正 X 

T X 修飾後的指責 要求修補 X 

五位受試者在抱怨主行為的策略選用的範圍上很大，從略過到直接指

責都有，但在使用「直接指責」時，語句中加入緩和成分，降低強度；在

指示性行為方面，只有 J5 以命令句的方式要求(改了以後拿給我)，J1 儘管

語意直接，但在形式上仍使用問句形式(再去做一下好嗎？)，J4 則在指示

性行為前大量使用「表達同情/理解」的手段來修飾，並以問句提出要求，

而 J2、J3 則是讓聽話者自己主動提出修復。對比語境一「上對下、陌生」

的情況可發現，雖然所使用的策略的直接程度增加，但都透過一些修飾的

手段緩和。 

【native 影片】原始對白所使用的策略為「直接指責」，但多數母語者

都認為抱怨者(上司)太過嚴厲，而修正的方式仍以「你下次還要再注意一

點」這類「修飾後的指責」為主，或是刪去原來對話中的加重成分、加入

緩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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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來，漢日兩組在判斷「上對下、認識」時差異似乎不大，都認

為雖是「上對下」，但是仍然不可過於嚴厲，因而使用一些緩和手段緩和

語力。然而實際上，母語者對學習者在角色扮演中加入緩和手段的表達方

式卻認為「太低聲下氣」、「不像上對下」，例如「內容跟我告訴你的完全

不一樣，我覺得你應該聽錯了或了解錯了」(J4)。而由這些結果可知，即

使兩組對「上對下、認識」的判斷接近，策略選用原則接近，但語言表現

仍存在差異。此差異來自於語言形式的語力有關，亦可能與對權勢差距判

斷的大小不同有關。 

(三). 語境三 (平等，陌生關係) 

語境三設定的情形是交際雙方彼此間沒有權勢差距、初次見面的陌生

關係，而冒犯事件設定為插隊。受試者實行抱怨的模式如【表 4-4】所示： 

【表 4-4】語境三策略搭配 

主要  展開 

主行為 指示性 

補足 

J1 X 暗示+修飾後的指責 要求改正 理由正當化 

J2 建立內容 直接指控/指責 要求停止 理由正當化 

J3 X 修飾後的指責 要求改正 理由正當化 

J4 建立內容 修飾後的指責 X 理由正當化 

J5 建立內容 X 要求改善 理由正當化 

T X 修飾後的指責 要求改善 理由正當化 

在語境三中，學習者主要以「建立內容/暗示：我/很多人在排隊」、「修

飾後的指責/要求：你應該到後面去」為主31，反而是母語者略過「展開」

階段，直接進入主要階段，並僅以「請你到後面排隊好嗎？」，同時完成

表達不滿以及要求改善的交際目的。從表現上來看，雖然學習者需要較多

語句和字數來完成，不如母語者的簡潔有力，但母語者基本上都認為他們

的語句是合適的；而從判斷上來看，兩組結果僅有一處不同32。由此可知，

漢日兩組在面對「權勢相等、陌生」的對象時，判斷及表現可謂一致。 

                                                 
31 學習者的內容其實大同小異，然而由於筆者首先從會話結構角度切分，同時考慮前後策略使

用情形，因此在分類上呈現不同類別的情形。例如「我在這裡排隊」在 J1 的語料中屬於「暗示」

是由於他在被反駁抱怨以後說的是「你應該去後面排隊」(修飾後的指責+要求改正)，而 J2「我

在排隊喔」屬於「建立內容」是因為他下一句緊接著說「你插隊了喔」(直接指控)。 
32 此處不同為「不好意思」的使用時機，但屬於被抱怨者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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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語境四 (平等，認識關係) 

語境四所設定的角色關係是「室友 A-室友 B」，雙方沒有權勢差距，

但卻是彼此認識的關係，冒犯事件為室友 B 沒打掃環境或把環境弄髒弄

亂。受試者在此語境下實行抱怨的模式如【表 4-5】所示： 

【表 4-5】語境四策略搭配 

主要  展開 

主行為 指示性 

補足 

J1 X 陳述不滿理由 

直接指控 

修飾後的要求 理由正當化 

J2 提出問題 陳述不滿理由 

直接指責 

要求改善 傳達緊急感覺 

J3 建立內容 (行動)暗示 修飾後的要求 理由正當化 

J4 提出問題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控 

修飾後的要求 表達理解 

J5 X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要求 X 

T 提出問題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 

直接指控 

要求改善 理由正當化 

在開啟對話後，除了 J1 和 J5 略過展開階段，立即進入抱怨主行為(「這

裡很臭/很髒」)以外，J2、J4、母語者則是先對聽話者提出較多的問題(「你

有沒有聞到~」)，一方面確認抱怨言語行為發生的條件，一方面給予聽話

者機會，避免直接進入威脅面子的危機；而 J3 則是一開始便用行動「暗

示」，然而「暗示」未達到預期效果時，學習者轉而重新建立內容，並提

出要求。 

而在主行為中，除了 J3 以行為和語句「暗示」外，其餘受試者均使用

「陳述不滿理由」作為抱怨主行為的策略，其中 J1、J2、J4 因為在「陳述

不滿理由」後卻得到「反駁抱怨」的回應，因此再進一步使用更明顯的策

略「直接指控」、「直接指責」、「修飾後的指控」，策略選用情形與母語者

接近。 

在語境四中，受試者都針對「臭」和「髒亂」進行抱怨，且所選用的

策略接近，然而在實際表現上卻有所不同。在反應「臭」方面，母語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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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利用「你幾天沒開冰箱」、「好像有東西壞了」、「我看是菜放到爛掉」循

序漸進的指責，而學習者則多以「我覺得有臭臭的味道，你不覺得嗎/你沒

聞到嗎？」疑問形式表達；在反應「髒亂」方面，母語者以「我們不是說

好……」來表達不滿，而學習者則是以「都是你害的」、「你弄得亂七八糟」、

「你不太常打掃，不是嗎」等方式指控聽話者。這些疑問形式的使用以及

指控方式在母語者聽起來都是太過直接而不合適的。 

在「指示性行為」中，大部分學習者顧及聽話者的消極面子，以「好

不好/好嗎/可以嗎」提出要求，而母語者要求改善時則較直接，如「垃圾

至少清一下」、「食物不可以放太久」等明確的改善內容。 

在「補足」階段，雖然 J1、J3 和母語者一樣都使用理由正當化來加強

抱怨之力，但是內容不同。J1、J3 以「我愛乾淨耶」、「你知道嗎？在日本

每天要打掃的」期待聽話者理解，然而母語者則是以「公共區域嘛~」要

求對方改善。另外，J4 則以「你的房間是你的房間，所以可以，可是…」

傳達對聽話者的理解，表現對對方消極面子的維護，同時期望對方也能理

解自己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策略接近，學習者此處的表達方式在

母語者聽起來是不合適的。關於上述母語者認為不合適的語句，詳細分析

參看第五章。 

從上述比較可知，在面對「權勢平等、認識」的對象時，學習者和母

語者都希望先以提問、緩和手段維持與被抱怨者間的和諧關係，當目標無

法達到時，才改用較直接的方式表達不滿；儘管雙方的策略選擇接近，但

是兩組受試者在語言形式上的直接度立場選擇的不同，產生不同的效果。

母語者多使用群體認同標記(use in-group identity markers)如「我們」確認

雙方的共同立場，拉近與對方的距離，表現積極禮貌，而學習者則傾向區

別對方與自己的觀點(point-of–view distancing)33，維護對方「避免他人干擾」

的消極面子。 

 

 

                                                 
33 此為 Brown & Levinson(1987)消極面子策略中，「去除針對性」(impersonalize speaker and hearer)
策略的其中一個次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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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語境五 (下對上，陌生關係) 

語境五為「學生-圖書館員(行政人員)」的情境，他們具有權勢差距，

同時是初次見面的陌生關係，冒犯行為為由於圖書館員的疏失而使學生的

權益受損。受試者的抱怨情形如【表 4-6】所示： 

【表 4-6】語境五策略搭配 

主要  展開 

主行為 指示性 

補足 

J1 提出問題 陳述不滿理由 X X 

J2 提出問題 / 建立內容 陳述不滿理由 X X 

J3 提出問題 / 建立內容 X X X 

J4 提出問題 / 建立內容 X X X 

J5 提出問題 / 建立內容 X X X 

T 提出問題 修飾後的指責 要求補償 X 

在語境五中，J1、J2 執行了抱怨言語行為，但在得到對方的反駁並未

繼續執行「指示性行為」部分；J3、J4、J5 則未實行抱怨言語行為。

Bonikowska(1988)歸納學習者放棄抱怨的理由可以分成「與抱怨行為的條

件有關」、「與是否能達到目的有關」、「與社會目標有關」、「與相對權勢和

心理距離有關」。在語境五中，我們無法看出學習者對相對權勢和心理距

離的判斷，學習者表示，「如果是自己的錯，不會對對方表達不滿；如果

是對方的錯，就會對對方反應」(J2)，他們放棄的原因不在於對相對權勢、

心理距離的考量，而是對責任歸屬的考量。他們在與交際對象在展開階段

中的提問和說明後，認為該事件的責任歸屬並不明確，因此並沒有展開實

際的抱怨和要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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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語境六(下對上，認識關係) 

語境六為「學生-老師」的情境，交際雙方間的關係是具有權勢差距(下

對上)，且為認識的關係，引發抱怨的冒犯事件為由於教師的測驗及評分方

式而使學生的權益受損。受試者的抱怨模式如【表 4-7】所示： 

【表 4-7】語境六策略搭配 

主要  展開 

主行為 指示性 

補足 

J1 建立內容 陳述不滿理由 請求 傳達緊急感覺 

J2 建立內容 X 請求 傳達緊急感覺 

J3 建立內容 X 修飾後的要求 

請求 

傳達緊急感覺 

J4 建立內容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 

X 理由正當化 

傳達緊急感覺 

J5 建立內容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 

(放棄) (放棄) 

T 建立內容 陳述不滿理由 

(X) 

修飾後的要求 

 

X 

在語境六中，受試者均使用「建立內容」，喚起聽話者對事件的記憶

以利於抱怨言語行為的進行，而在主行為上，J2、J3 略過抱怨主行為，直

接以指示性行為請求，而 J4、J5 則是「陳述不滿理由」以及「修飾後的指

責」表達不滿，J4 並以理由正當化補足內容。另外，J5 在實行完主行為，

得到反駁的回應後即放棄實行抱怨言語行為。 

與母語者不同的是，大部分學習者對被抱怨者(老師)傳達緊急感覺，

希望對方能給予所請求的內容，然而他們所使用的「緊急感覺」在這個情

境中並非如 Tanck(2003)的「期限的緊迫性」，而是類似「威脅34」的方式，

以未來可能發生在抱怨者身上的不好結果(不能申請獎學金、生活很辛

苦)，博取聽話者理解或同情，進而獲得所請求的內容。然而此「低姿態」

的方式母語者卻反而認為「不禮貌」，詳細內容請看第五章。 

                                                 
34 在 Trosborg 的分類中，「威脅」屬於指示性行為的一個次類，然而該「威脅」是「以一個未來

可能發生在聽話者身上的不良結果，促使聽話者實行修補」，與此處「發生在說話者身上的不良

結果」的「威脅」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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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補足階段的差異外，兩組受試者在策略選用上沒有太大差

異，然而細究其內容，卻可看出不同。在語境六中主要針對「扣分太多」

以及「聽寫只聽一次」兩部份進行抱怨，學習者組在表現上主要強調「多」

以及「只聽一次」，例如：「只有寫錯那麼多扣分嗎？」、「我覺得十分是太

多」、「(重複扣分)讓我們的分數低很多」、「講一次怎麼可以聽得懂？」、「只

能聽一次而已」，而母語者則是在展開階段時候提出「分數很快就會扣

完」、「聽不清楚」、「會被其他聲音影響」等方式將抱怨的焦點模糊，降低

對上位聽話者的面子威脅。 

雖然實驗中【native 影片】對上位者的抱怨進入主行為階段，且母語

者對其表達方式尚能接受，但根據母語者的意見，更好的方式是略過抱怨

主行為，在展開階段建立內容後進入要求階段，例如「分數很快就會扣完，

能不能扣少一點？」，而上述學習者對「扣分太多」、「只聽一次」的抱怨

語句，母語者都認為是不合適的35。 

由上述可看出，漢、日兩組均視「師生關係」為「上下關係」，然而

從所使用的策略及內容來看，日籍學習者以更直接的方式抱怨，但更低姿

態方式進行要求。 

上面針對兩組受試者在六個語境中的表現進行對比，結果可以發現，

兩組受試者對語境中交際雙方關係的認定相同，但在語言表現上卻有不

同。另外，從整體策略選用情形與個別語境中的策略選用情形來看，兩組

受試者都會因為「相對權勢」、「心理距離」的不同，在語言上有不同的表

現。

                                                 
35 然而根據母語者審看的意見，其不合適之處並非在「扣分多」、「只講一次」上，而是在表現

手段上的不合適，例如疑問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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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參數的影響 

交際時在策略的選用上主要受到「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影響，

然而受試者主要是受哪項參數影響，又如何影響？下面我們將統整受試者

在不同語境下的策略使用情形，討論社會參數的影響。 

一、 日籍學習者 

下【表 4-8】所呈現的是學習者對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的判斷及所選

用策略之間的關係： 

【表 4-8】學習者對社會變項的判斷及相應策略 

陌生關係(+D) 認識關係(-D)  

上對下↘ 

(+P) 

(語境一) 

平等 → 

(-P) 

(語境三) 

下對上↗

(+P) 

(語境五) 

上對下↘ 

(+P) 

(語境二) 

平等 → 

(-P) 

(語境四) 

下對上↗ 

(+P) 

(語境六) 

展開 X 建立內容 建立內容

提出問題

建立內容 建立內容 建立內容 

主行

為 

陳述不滿 

理由 

修飾後的 

指責 

X 

陳述不滿

理由 

X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控

直接指控 

暗示 

陳述不滿理由 

指控 

X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

指示 “怎麼辦” 直接要求 (放棄) 修飾後的要求 修飾後的要求 請求 

補足 理由正當化 理由正當化 (放棄) X 

傳達緊急感覺

理由正當化 

傳達緊急感覺 

傳達緊急感覺

在展開階段，除了「上對下、陌生」情況外，學習者主要以「建立內

容」來開展抱怨，策略選用上不受權勢及心理距離影響。 

在抱怨主行為方面，面對陌生關係時(語境一、三、五)，當雙方具有

權勢差距的情況下(語境一、五)，選用較緩和的策略「陳述不滿理由」，而

在不具權勢差距中(語境三)，策略為「修飾後的指責」。在面對認識關係時

(語境二、四、六)，在不具權勢差距的情況中(語境四)，反而是策略選用最

緩和的，從暗示到陳述不滿理由、進而到修飾後的指控、直接指控/指責，

視被抱怨者的反應而越趨強烈。整體來看，抱怨主行為的策略選用較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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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要僅受「權勢」或「心理距離」單方面影響，從最直接到最緩和依序

為「上對下、認識(語境二)」、「平等、陌生(語境三)」、「下對上、認識(語

境六)」、「上對下/下對上、陌生(語境一、五)」、「平等、認識(語境四)」。 

在「平等、陌生」和「平等、認識」兩個語境中，策略選擇的情形反

映了「突出理論」：面對認識的人需要較多的修飾策略，然而這是在無權

勢差距的情況下。當有權勢差距時，如上對下，面對認識的人所用的策略

較陌生關係直接。 

在指示性行為方面，面對陌生關係時(語境一、三)所選用的策略較面

對認識關係時(語境二、四、六)直接。語境一(上對下、陌生)中，雖然學習

者多以「怎麼辦」讓被抱怨者主動提出補償辦法，然而並不表示被抱怨者

具有完全選擇自由，當補償辦法不能滿足抱怨者時，要求即會以「直接要

求」方式出現，例如「那先借你們的衣服，然後你幫我洗一洗，送洗，然

後洗好之後再通知我」。而在認識關係中，學習者使用「好不好」、「可以

嗎」等修飾後的方式要求補償，其中，當面對權勢較高的聽話者時(語境

六)，學習者以更低姿態的「請求」進行。因此在指示性行為方面，相對權

勢和心理距離同時影響策略選擇。 

在補足階段，面對陌生關係時(語境一、三)主要以「理由正當化」強

化抱怨的正當性，面對認識關係時(語境二、四、六)主要以「傳達緊急感

覺」加速補償發生。因此在補足階段策略的使用主要受「心理距離」影響。 

綜合上述學習者的策略選用情形，並與社會參數「相對權勢」、「心理

距離」的影響情形呈現在下表中： 

【表 4-9】社會變項對各階段的影響：漢語中介語 

 相對權勢 心理距離 

展開階段 無影響 無影響 

抱怨主行為  影響 影響 

指示性行為    影響 影響 

補足階段 無影響 影響 

因此，相對權勢、心理距離同時影響日籍漢語學習者的漢語中介語抱怨言

語行為，其中，心理距離的影響大於相對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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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語母語者 

社會參數又是如何影響漢語母語者的策略選擇呢？以同樣的方式，在

【表 4-10】中呈現母語者對社會變項的判斷及相應策略，再從中觀察母語

者的情形。 

【表 4-10】母語者對社會變項的判斷及相應策略 

陌生關係 認識關係  

上對下↘ 

(語境一) 

平等 → 

(語境三) 

下對上↗ 

(語境五) 

上對下↘ 

(語境二) 

平等 → 

(語境四) 

下對上↗ 

(語境六) 

展開 X 建立內容 

提出問題 

X 提出問題 建立內容 

主行

為 

修飾的指責 (修飾的指責) 修飾的指控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 

直接指控 

(陳述不滿理

由) 

指示 直接要求 直接要求 修飾的要求 直接要求 直接要求 修飾後的要求

補足 X 理由正當化 X X 理由正當化 

傳達緊急感覺 

X 

在展開階段，母語者在「下對上」的語境中主要以「建立內容」的方

式展開對話(語境五、六)，而在沒有權勢差距時，面對認識關係的聽話者

則以「提出問題」作為抱怨言語行為的鋪墊。心理距離和相對權勢影響展

開階段的有無，而其中，相對權勢的影響大於心理距離。 

在抱怨主行為方面，母語者主要選用「修飾後的指責」表達，但是面

對認識關係的聽話者時，先以抱怨力道較小的「陳述不滿理由」表達，若

遭遇反駁時才選用力道較大的「修飾後的指責」。而在「下對上、認識」

關係中，心理距離的影響加上權勢差距的影響，母語者可能略過主行為。

因此，抱怨主行為方面同樣受到權勢和心理距離影響，但心理距離影響大

於權勢差距的影響。 

在指示性行為方面，只有在「下對上」的語境中，母語者改用「修飾

後的要求」進行，而不管在陌生或認識關係，「上對下」、「平等」語境中

策略選用並不因此改變，因此指示性行為方面的策略選用主要受到相對權

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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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足階段，由【表 4-10】可知，只有在無權勢差距中才以「理由正

當化」強化抱怨的合理性，其餘語境中皆無補足手段，因此權勢影響補足

階段的有無。 

綜合上述母語者的策略選用情形，並與社會參數「相對權勢」、「心理

距離」的影響情形呈現在【表 4-11】中： 

【表 4-11】社會變項的影響情形：漢語 

 相對權勢 心理距離 

展開階段 影響大 影響小 

抱怨主行為  影響小 影響大 

指示性行為 影響 無影響 

補足階段 影響 無影響 

比較學習者和母語者在不同語境中的策略選擇可知，兩組受試者的策

略選擇情形同樣都受權勢和心理距離影響，但是影響情形不同。在漢語母

語者方面，主行為主要受到心理距離影響，而權勢差異則影響母語者在展

開、補足等階段修飾手段的選用；而日籍學習者方面，主行為同時受到心

理距離和權勢影響，而其他部分則主要因心理距離的不同而改變。換句話

說，在漢語中，心理距離只影響了主行為的選擇，相對權勢的影響大於心

理距離；而在學習者所表現出的中介語情形中，相對權勢只在認識關係中

發揮作用，心理距離的影響相對的大於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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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理論反饋 

本節主要根據前兩節實驗結果，提出漢語抱怨模式，並回顧 Brown & 

Levinson(1987)的理論以及 Shea(2003)的研究結果，說明並討論實驗與先前

研究間的差異，進而確定漢語、日語的文化類型。 

一、 漢語抱怨模式 

儘管在本論文的實驗中並未大量收集漢語母語者的抱怨語料，但是根

據第一節的研究結果，可得到漢語母語者抱怨的基本模式：  

 

 

 

 

 

 

 

                  【圖 4-3】漢語抱怨基本模式 

而從前面的分析可知，此一基本模式並非在每個語境中都完整出現，

而是根據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的不同而有所增減或改變。歸納其變化情

形，以下【圖 4-4】表示： 

 

 

 

 

【圖 4-4】漢語抱怨模式 

 
 
 
1.+D 時或遭遇反駁時，以「修飾後的指責/指控」加強抱怨強度。 
2.-P 時，要加上「理由正當化」來加強抱怨強度。 
3.+P 對上時，以「建立內容/要求解釋」展開抱怨行為，並以「修 
  飾後的要求」要求補償。 

抱怨主行為：陳述不滿理由 
指示性行為：直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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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4-5】中可以更清楚的看到受到權勢差距和心理距離影響的模

式變化情形： 

 +D -D 
 

+P 
(上對下) 

 

 

 
修飾後的指責/指控 

直接指控/指責 

直接要求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指控 
直接指控/指責 

直接要求 

 

  
 

-P 
(平等) 

 

 

 
修飾後的指責/指控 

 
直接要求 

理由正當化  

 

建立內容/要求解釋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指責/指控 
直接指控/指責 

直接要求 

理由正當化 

  
 

+P 
(下對上) 

 

建立內容/要求解釋 

(修飾後的指責/指控) 

 
修飾後的要求 

  

 

建立內容/要求解釋 

(陳述不滿理由) 

 
修飾後的要求 

 

  

【圖 4-5】不同語境下的漢語抱怨模式 

上【圖 4-5】所呈現的是漢語中在面對不同權勢和心理距離時策略選用及

組合的情形。本論文將以此結果作為教學應用的基礎，實際設計請參見第

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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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類型 

(一)日語 

根據本論文的實驗結果，日籍漢語學習者反映了受到「心理距離」的

影響較大，接近 Brown & Levinson(1987)的主張：日語文化屬於「高心理

距離價值」文化。但其中還有需要討論的部份。本論文實驗的對象是日籍

漢語學習者，而非日語母語者，因此結果是否可等同於日語母語者尚須考

慮，另外 Shea(2003)的對日語母語者進行的抱怨研究中，實驗結果是日語

母語者對「權勢」和「心理距離」不敏感，該如何解釋？以下對這三者之

間的差異加以說明。 

整理 Shea(2003)針對日籍日語母語者所表現出的抱怨特色有： 

1. 對「心理距離」、「相對權勢」的敏感度不高。即從陌生到認識、

權力差距從無到有，策略使用的次數沒有顯著差異。 

2. 對認識的人策略使用頻率高，符合 Wolfson(1988)的「突出理論

(Bulge Theory)」；對無權勢差距的人策略使用頻率最低，不符合

「突出理論」。 

3. 下對上時，策略選用情形呈現「廣泛且重複」使用策略；平等關

係中，策略數最少；上對下時，選用較緩和的策略，出現「施恩」

表現。 

關於第一點，表面上與 Brown & Levinson 的主張不同，也與一般預期

「日本人重視權勢和心理距離」的印象不同，Shea 從日語特殊的敬語系統

解釋。她認為，在日語中，並不以策略的改變做為對社會參數的反應，而

是以語言內部的敬語系統傳達說話者對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的判斷(Shea, 

2003: 106)，但並不代表日語表達時不考慮權勢和心理距離。而在本實驗

中，學習者以相較之下沒有豐富敬語系統的漢語進行交際時，六個語境使

用中有四個語境(一、四、五、六)使用相同抱怨主行為的情形，可見在漢

語中介語中，原來敬語系統的功能慢慢轉移到其他成分。另外，由於日語

中，對陌生關係與對認識關係不以改變策略為手段，而漢語在認識關係中

策略較緩和，那麼日籍學習者以漢語抱怨時，預期在「認識」語境中可能

發生「過於直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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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二點，不管在母語者組或是學習者組，本論文也出現和 Shea

相同的實驗結果。Shea 的解釋是 Wolfson(1988)所調查的言語行為都是促

進人際關係緊密的行為，如讚美、邀請等，但抱怨言語行為的內容充滿面

子威脅，因此突出理論無法適用於所有言語行為。本論文認為，除了不同

言語行為這項差異以外，突出理論是對「權勢」和「心理距離」分別討論，

並未同時考慮兩個變項，因此「無權勢差距時需要較多策略修飾」在「認

識關係」中成立，但在「陌生關係」中不符。 

關於第三點，在本實驗中，學習者組出現相同的情形，而母語者無。

學習者在對上時以「陳述不滿理由」、「修飾後的指責」反覆說明「扣分太

多」或反覆請求，充滿協商過程；而對下時，不管是問「怎麼辦」或是以

「好不好」要求補償，都較顧及聽話者的面子。母語者在對上時若遭遇反

駁，即停止抱怨主行為，而對下時，多以命令句指示聽話者的補償行為。

本論文認為，此結果顯示了日籍漢語母語者在判斷權勢差距時，可能發生

母語(日語)文化資訊負遷移的情形，若以漢語作為基準比較兩組，日籍漢

語學習者表現出「對下較緩和、對上較直接」。而關於這項負遷移文化訊

息的中介語特徵，Chen(2006)也有類似的描述。 

本論文的學習者組所反映出的抱怨行為與 Shea 的第二、三項觀察相

同，而第一項則有慢慢遷移的情形，因此本論文認為實驗中日籍學習者的

表現與日籍日語母語者表現接近，而從第一點中 Shea 的解釋可知，Shea

與 Brown & Levinson 兩項研究結果實際上並未互相牴觸，日語表達中的確

仍受心理距離影響，而根據本論文實驗中，學習者的漢語中介語策略選擇

受「心理距離」影響大的這項結果來看，可以支持 Brown & Levinson 的主

張：日本是高心理距離價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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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漢語 

Brown & Levinson 將文化分成以下四種類型： 

文化類型 主要策略分佈 

A.高權勢價值，低心理距離價值 對下：直接 
對上：消極禮貌策略/非公開策略 

B.高心理距離價值，低權勢價值 消極禮貌策略/非公開策略 

C.低權勢價值，低心理距離價值 直接/積極禮貌策略 

D.高權勢價值，高心理距離價值 對下：直接(但比 A 更緩和) 
對上：消極禮貌策略/非公開策略 

註：本表與第二章【表 2-1】相同 

然而他們並未詳述每種文化的歸屬。漢語屬於哪一種類型？以下以漢語母

語者的策略選擇結果做為檢驗方式。本章第二節中得出漢語母語者執行抱

怨時受「權勢差距」的影響大，對上與對下使用不同的策略，例如： 

【表 4-12】具權勢差異語境下的策略 

對象 語料 策略 

老師的方式是說一次，然後讓我們寫，可是…… 建立內容 

可是有時候會不小心沒聽到，或是其他同學翻紙

啊，聲音很大，就…沒聽到就只能亂猜。 
消極禮貌策略 

對上 

可以請老師多講幾遍嗎？ 消極禮貌策略 

(無) (無) 

開會的時候你在聽嗎？ 
開會的時候你是不是沒注意我說什麼 

直接指責 
修飾後的指責 

對下 

你先拿回去改吧 直接 

從上面的例子來看漢語母語者在「對上」時使用消極禮貌策略，以「建

立內容」鋪墊，避免直接進入抱怨主行為，而執行抱怨時並不把焦點放在

聽話者身上，並以「可以…嗎」提出要求，維持聽話者的消極面子。而在

「對下」時，無展開階段，直接進行抱怨及要求補償，但亦有母語者認為

太直接並不合適，應加入修飾成分緩和，如「吧」或使用疑問句式。 

由上述例子可知，漢語文化「對上」偏向採取消極禮貌策略，而「對

下」則以直接方式抱怨，屬於「高權勢價值」文化。然而對「直接」的接

受程度因人而異，語料收集中發現也並非完全不修飾，不管在抱怨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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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指示性行為中，常加入修飾成分緩和，因此是否同時為「高心理距離

價值」，需要進一步檢驗。 

在第一節中我們看到，漢語母語者在抱怨主行為部分採取直接抱怨(包

括直接指責、直接指控、批評)的數量共為 27 句，佔 31.88%，而要求部分

採直接方式的為 47 句，佔 78.33%；但在面子修飾上，主行為部分除了在

「平等、認識」的語境中以「我們」表現積極禮貌策略以外，大部分均為

消極禮貌策略，而要求部份雖然是直接要求居多，但是說話者會因心理距

離以及權勢的不同，與予不同程度的消極面子修飾。以兩個不具權勢差距

的語境為例： 

【表 4-13】具心理距離差異語境下的策略 

對象 語料 策略 

就是鞋子啊，我們不是說好要放…放在那個…鞋櫃上？ 消極禮貌 

那裏面好像有東西壞掉了 消極禮貌 

認識 

S:都會有味道 ne，等一下… 
H:              等一下把它清出來好了 

消極禮貌 

陌生 請你排隊好嗎？ 直接 

在「認識」的語境中，說話者雖以「我們」展現積極禮貌，但是主要

的抱怨行為還是避免直指聽話者的冒犯行為，或給予聽話者解釋的空間，

在要求上也期待由聽話者主動提出，表現出尊重對方的意願。而在「陌生」

的語境中，說話者同樣避免直指冒犯行為，但在要求上，即使意圖明顯，

但在形式上仍使用疑問形式，表現出「高心理距離價值」。 

從上面兩個部份的討論來看，漢語雖然既是「高權勢價值」，亦呈現

「高心理距離價值」，但由於漢語受「相對權勢」影響大於「心理距離」，

且是否同時為「高心理距離價值」仍待更多探討，因此無法判定漢語屬於

Brown & Levinson 文化類型中的哪一類。本論文採取較保守的立場，認為

漢語屬於「高權勢價值」文化。 

上述漢日這些潛在的差異(對上/平/下的不同策略、交際關係的標示方

式、文化類型不同等)是否造成交際失敗？第五章中我們將討論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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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就漢語母語者和日籍學習者透過實驗所收集到的語料，針對

策略選用的情形加以分析並討論。結果顯示，在會話的各個階段中，除了

抱怨主行為外，其餘都顯示有不同的使用偏向，以此策略選擇偏向可得到

漢語抱怨基本模式為「建立內容/提出問題 陳述不滿理由 直接要求 理

由正當化」。另外，心理距離和相對權勢都不同程度的影響了兩組受試者

的策略選擇，在漢語方面，心理距離主要影響主行為的選用，而相對權勢

則反映在其他部分的策略選用上；在日籍學習者的漢語中介語方面，相對

權勢只在認識關係中發生作用，而心理距離則影響了會話的其他部分。以

此結果對照 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文化模式，以及 Shea(2003)的

實驗結果可知，Shea 的結果與本論文都支持 Brown & Levinson「日本屬於

高心理距離價值文化」的主張，而根據本論文實驗結果，漢語應屬於「高

權勢價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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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難點分析 
本章將針對實驗中所收集到被評為不合適以及兩組意見存在差異的

部份加以分析及討論。第一節中主要為日籍學習者在角色扮演中偏誤語料

的分布及情形；第二節為兩組受試者評同一份語料時，審看結果出現差異

的情形；第三節為針對日籍漢語學習者的難點分析以及理論回饋；第四節

為小結。 

 

第一節 偏誤語句情形 

在本論文實驗中，由日籍學習者經過角色扮演，漢語母語者審看後評

為不合適(平均為 3.6 分以下)的偏誤句共有 57 句。這些偏誤句主要分布在

哪些語境中？而其偏誤的情形又是如何？以下分別說明。 

一、 偏誤語句的分布 

依據失誤發生的語境，偏誤語句的分布可以下【表 5-1】說明： 

【表 5-1】偏誤句在各語境的分佈情形 

 語境一 語境二 語境三 語境四 語境五 語境六 
<3 0 4 0 0 0 6 

3~3.6 1 12 3 15 2 14 
合計 1 16 3 15 2 20 

由【表 5-1】可知，在偏誤句方面，分數低於 3 分(大部分母語者不接

受)的語句共有 10 句，只發生在語境二、六；而分數介於 3~3.6 之間(部分

母語者接受，部分不接受)的語句共有 47 句，主要集中於語境二、四、六，

即這些偏誤都出現在面對認識的人的語境中。 

再依照偏誤出現的策略來看，由下【圖 5-1】可知，在主行為部份出現

的偏誤語句為最多，共有 30 句，約佔偏誤句的 52.63%，其次依序為指示

性行為(21.05%)、展開階段(14.04%)、補足階段(10.53%)、結束(1.77%)、

開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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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偏誤句在各策略的分布情形 

由上述幾項統計資料可知，對日籍漢語學習者來說，面對認識的人時

容易發生偏誤，而這些偏誤主要出現在抱怨主行為上。為什麼這些語料會

被判定為「不合適的表達」？而這些語料又是如何的「不合適」？以下深

入分析偏誤類型，並將結果運用於第六章的教學設計中。 

二、 偏誤類型 

本論文在第二章中整理了 Thomas(1983)和 Shih(1986)對語用偏誤的分

類，將語用分成語用語言學失誤及社會語用學失誤，前者可再細分成語言

正確性、正式性、方式差異、會話技巧四類(詳細內容參見第二章)。以下

分析這些被母語者審評為不合適的語句，根據其偏誤情形，歸入上述分類

中。 

(一) 形式-語力(正確性) 

錯估語力大小是對近似的語言形式間所隱含的語力大小判斷有誤所

致，而這些失誤大部分為所表現的語力超過母語者能接受的範圍，進而產

生出「太直接、不禮貌」的結果。在實驗中收集到的主要為句末助詞及疑

問句的使用失誤。舉例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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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抱怨者：因為你有很多錯的地方啊！ 

  抱怨者：可是錯的地方都是同一個字吧，所以…可不可以加分一點？(J1)36 

因為錯的都是同一個字，可不可以加一點分數/只扣一次分數？

(T11、T7) 

(2) 被抱怨者：有的時候我也會打掃啊… 

   抱怨者：真的嗎？沒有吧…(J1) 

         真的嗎？是喔(T3) 

由上述兩例可推測學習者已掌握了「吧」的提問功能，並將它視為緩

和語氣的功能使用，然而學習者尚未掌握(或忽略)使用「吧」時所隱含的

預設程度。因此在例(1)中，母語者認為「如果是外籍學生可以說他比較不

容易掌握和與下對上的說法，如果是母語學生就真得很沒禮貌(T6)」。這種

不禮貌的語感來自於說話者使用「可是」反駁被抱怨者(H)的回應，用「吧」

表達確信其預設(同一個字錯不應扣很多分)是對的，而語句內容僅在尋求

被抱怨者的確認。而在例(2)中，學習者以「真的嗎？沒有吧」回應對方的

辯解，「吧」的使用表達了說話者的預設是「沒有」，尋求聽話者對沒有把

握的 1/4 的疑惑37進行確認。母語者認為這樣的說法太過直接，因此將否定

問句「沒有吧」改為肯定疑問「是喔」表達部分接受、輕微的懷疑。 

除了句末語助詞以外，由語料來看，學習者尚未掌握完全的還有反問

句和直述句的語力差異。由於「反問句」同時兼具「反諷」及「緩和」兩

種相反功能，其語力可能比直述句大，也可能小。而在實驗中發現，學習

者原來可能想使用其緩和功能，但在上下文中卻都被判讀成「太直接」而

改成直述句。 

(3) 那我們應該先多練習不是嗎？(J4) 

我想我們應該多多練習。(T7) 

如果可以先練習的話會更好。(T11) 

因為我們之前沒做過這樣的練習，所以聽得不太習慣(T8) 

(4) 你不太常打掃客廳，不是嗎？(J4) 

   你不太常打掃客廳吧。(T7) 
                                                 
36 每個例句後表示語料來源，「J」代表學習者的語句，「T」代表母語者的語句。 
37 邵敬敏(1996)提出，在疑問句中使用「吧」表示對預設有 3/4 的把握，有 1/4 的疑惑，因此希

望對方認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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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是，寫字的問題那麼嚴重嗎？(J4) 

寫字的問題應該不是那麼嚴重。(T8、T11) 

寫字跟文法的問題比起來較輕，分數卻比文法重，有點奇怪。(T7) 

(6) 所以，我覺得…不太可能啊，…講一次怎麼可以聽得懂？(J1) 

…要聽懂好像有點困難。(T4) 

…我覺得聽一次可能聽不懂。(T8) 

根據陳懷萱(2003)對否定是非問句38「嗎」的音調高低而分，例(3)、(4)

屬於反詰語氣，在語意上表達了「我們應該多練習」、「你不常打掃客廳」

的強烈預設。因此在「對上」時，例(3)指責對方並不合適，母語者則改以

主觀詞(我想)、條件句、因果句等策略，降低武斷性、正面建議、歸因於

己，減少對對方的衝擊。例(4)面對認識無權勢差距的一方時，以預設強度

較弱的「吧問句」取代預設程度較強的附加問句39，可降低語句的武斷性。

例(5)中除了以「那麼」加強「嚴重」程度之高以外，加上疑問詞「嗎」使

句子變成反問句，而例(6)中的「怎麼」搭配情態動詞「可以」並不在問方

式或原因，而是否定原來命題，表達「應該」的意思。這兩個句子都是「對

上」的反問句，表示「寫(錯)字的問題並不嚴重」、「(聽寫只)聽一次不可能

聽得懂」。母語者認為，在下對上的情況中，學習者的說法太過直接，語

氣太強烈，因此以直述句、緩調詞「比較、好像、有點」緩和原來語句。 

除了上述正反問句、反問句的偏誤以外，疑問詞問句也有不合適的使

用情形，其中，最多的為「為什麼」的使用： 

(7) 為什麼你來這裡？(J5) 

為什麼你排在這裡？你應該排在我後面喔！(T8、T11) 

(8) 請問一下我的成績…為什麼這麼不好？(J1) 

這次的成績不太好，可以請問老師為什麼嗎？(T4) 

(9) 所以對我來說很難，那個為什麼只可以聽一次呢？到第…上一次的考試可以

聽兩次，可是…(J4) 

   不知道為什麼只有一次。(T11) 

 
                                                 
38 陳懷萱(2003)認為否定是非疑問句「不是~~嗎」的形式相當於附加問句「~~，不是嗎」。 
39屈承熹(1998)認為各類問句的預設強度由弱到強為：「V 不 V」正反問句(沒有預設)、嗎問句(不
含反問句，預設微弱)、吧問句(預設較強)、附加問句(預設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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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為什麼每次這麼亂啊？(J1) 

    可是每次感覺都很亂耶，怎麼會這樣？(T3、T1) 

(11) 這個是什麼東西？我這是你來打工，可是我們付錢 ne，不應該是這樣子

吧。(J3) 

   這個不太好 / 這個不太清楚。(T8、T11) 

例(7)到例(10)中，學習者用「為什麼」問句要求對方解釋，但母語者

認為這樣的詢問方式「太嚴厲、太直接」。在本論文中，「要求對方解釋」

屬於抱怨言語行為在展開階段中「鋪墊」的策略，一般採取較緩和、不威

脅對方面子的方式，而以「為什麼」要求解釋時，其命題內容並非在確認

抱怨言語行為的先決條件，而是詢問原因，因此直接使用「為什麼」時，

該問句相當於「質問」，在對沒有權勢差距或是權勢較高的一方時，太過

直接，而使用「不知道/可不可以」等用語作為「要求」的輔助，可弱化語

句的威脅程度。 

根據學習者的第二個語句，例(11)的「這個是什麼東西」非一般疑問

句，而是直接指責的語句。說話者使用「什麼」模糊內容，但透過推論卻

引出貶抑性語意，另外，以問句形式進行責罵，是反問句功能的使用，兩

者合而為一，使得該句的指責力量極強40。而儘管這是在上對下的語境中，

母語者仍認為「沒有明確指出錯誤，直接罵人，即使是上對下也不合適

(T6)」，在修改句中，母語者以「這個」指出明確錯誤，並以緩和詞「不太」

加以修飾。 

(12) 你覺得可以改嗎？ 

所以老師，這個方式可不可以稍微改變一下呢？(T4) 

不知道老師下次考試時能不能說兩次？(T8) 

學習者不只在「要求解釋」中太過直接，在「要求補償」中也是。雖然學

習者以疑問句的形式提出「要求」，但是母語者認為應該用更委婉的方式，

如「不知道能不能」、「不知道為什麼」、「可以請問為什麼嗎」等句法緩和

手段來協商要求行為發生的預備條件。 

                                                 
40呂彥菁認為，「什麼」在語用層次上的用法包括規避(hedge)和反問。一般的指稱性規避用法透過

推論會產生貶抑性用法，進而將原來因模糊而造成的緩和轉而成為加強，另外，反問句用法包括

「反駁」(refutation)和「責問」(reprimand)兩種概念，是以問句的方式表達說話者的意圖(責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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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失誤語句可知，問句的使用可能緩和語氣，也可能增強語氣，

各種疑問句式也有不同程度的緩和或增強功能，若無掌握這些差別，則仍

可能出現偏誤，使語句太過直接、不禮貌，導致交際失敗。 

由上述的討論也可看出，雖然這一類的失誤著重在形式與語力上的關

係，與語句的直接程度有關，但事實上，學習者在面對有權勢差距或心理

距離接近的對象過於直接表達時，除了「太直接」的問題以外，還會給人

「不禮貌」的印象，而這牽涉到語言形式與語境間的使用限制問題。 

(二) 形式-語境(正式性)： 

語句的「正式性」反映出說話者和聽話者的關係，包括雙方的親密程

度及相對地位。從語料的判讀結果及上面的失誤整理可知，學習者多半因

為多餘或缺少加重詞或緩和詞的使用，而使語句變得太過直接或太禮貌，

不符合漢語文化的使用方式。 

1. 太不正式 

在上一段中提到因為疑問句的使用失誤，使語句過於直接而不禮貌以

外，這一段中主要是包括句末助詞的過度使用、詞彙色彩選擇錯誤，造成

語氣過於隨便，例如： 

(13) 你怎麼搞的 ne？(J2) 

學習者 J2 在句尾大量使用「ne」，推測此為受到學習者母語的說話習

慣影響所致，「ne」的使用在母語者的判斷中並非完全不能接受，而是在某

些情境中(例如上對下)特別不合適。同樣在上對下的情況中，出現在主行

為中的「ne」比在展開階段中的的「ne」更不被接受。母語者認為「上司

使用『ne』很不恰當」，因此含有「ne」的句子都被修正。 

(14) 然後那個那個，我的錯誤，那個寫錯的那個，反正是一個錯誤嘛，可不可

以扣一分？(J3) 

那寫錯的這個部份，只是一個字錯。(T4) 

(15) 可是我們的成績那麼、那麼爛的話，我們沒辦法申請獎學金(J4) 

可是我們成績太低的話，就沒辦法…(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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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是，一個字，對不對，那個「重」有很多重重重重都錯了，那你扣五分

對不對？(J3) 

   我寫錯了一個字，每一次都寫錯了，所以老師扣了五分。(T11) 

(17) 可是，文法沒有問題，只有寫錯字，我覺得十分是太多(J4) 

文法錯扣分是應該的，但是只是寫錯字，不知道能不能扣少一點，十分有

點太多了。(T8、T11) 

(18) ei？這個客廳很髒耶！(J5) 

這個客廳感覺有點髒耶。(T7) 

詞語選用錯誤主要發生在語境四、六中，而錯誤主要為副詞「反正」、

「那麼」、「是」、「很」的使用。這四個詞都屬於「加強詞」，在該語境中

使用「反正」、「爛」，語句「不符合師生關係」；「那麼」強調程度之高，

傳達冒犯行為所造成的後果嚴重；使用「是」具有申辯意味；使用「很」

強化言談的陳述部份，因此母語者認為，改用「緩和詞」，如「只是」、「有

點」，較合適。附加問句「對不對」用來尋求確認，所包含的預設強度在

屈承熹(1998)的看法裡是最強的41，是用來尋求聽話者的同意，加強命題的

真實性，因此在對上的語境中使用「對不對」等於逼迫權勢高的一方「承

認」自己為冒犯行為的「肇事者」，嚴重威脅其面子，「不禮貌」。 

2. 太委婉 

(19) 可是再做一次，再寫一次，好不好？ (J4) 

(20) 這個是這樣的，我不能用，不能那個…開會的時候我不能給別人看，所以

你應該再看一次，然後寫錯、犯錯的地方改一改，好不好？(J4) 

附加問句「好不好」用來尋求同意，在對下的語境中，母語者認為不

需尋求權勢較低一方的同意，因此上司使用「好不好」時，「太客氣了，

還拜託他(T4)」。 

從各別學習者的語料中也能看出 Shih(1986)提到「風格單一」的情況。

然而與 Shih 的結果不一樣的是，在本論文中學習者並無出現在使用書面語

或文言用法的情形，而僅出現了類似 Shih 在正式性中提到的另一種「因為

                                                 
41 屈承熹(1998)認為各類問句的預設強度由弱到強為：「V 不 V」正反問句(沒有預設)、嗎問句(不
含反問句，預設微弱)、吧問句(預設較強)、附加問句(預設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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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與母語者接觸而過於不正式」的情形，此種失誤是由於忽略了詞彙、

句式的使用限制所致。 

(三) 方式差異 

1. 抱怨焦點 

在某些偏誤句中，被認為不合適、太直接的來源不在於策略或形式上

的選擇錯誤，而是內容上的不合適。以下例說明： 

(21) 都是你害的吧(J1) 

是不是你都沒打掃啊？(T4) 

會不會是你的東西啊？(T3) 

(22) 你聽我的話嗎？(J5) 

你是不是聽錯了？(T8) 

你聽懂我的話了嗎？(T11) 

在抱怨主行為中，例(21)及例(22)都被認為太直接，是不合適表達，因

此除了句式上選用較緩和的「是不是」、「會不會」等問句手段以外，在內

容上也改變抱怨的內容。例(21)的修改中以對實際的「打掃」、「你的東西」

的要求解釋取代原句模糊的整體指控；例(22)以結果補語修改，使原來語

句中直接指責聽話者「沒專心聽」改為「聽了但聽錯」、「聽了但沒聽懂」，

降低事件的嚴重程度，使該過失成為「可以原諒」的過失，為聽話者開脫。 

由上述例子可以看出學習者和母語者對抱怨內容所採取的手段不

同：學習者常以較概括、模糊的方式，如「很亂」、「聽了嗎」、「很多地方

錯了」來表達不滿，避免直接指控；而母語者則聚焦在更實際的點上，如

「是你的東西嗎」、「是不是聽錯了」，一方面表達不滿，一方面以同類事

件中的另一個明確焦點讓被抱怨者有機會反駁、降低冒犯事件的嚴重程

度。例如以詢問「是否聽懂/聽錯」的方式。 

2. 策略 

這部分主要是母語者認為學習者的語句太過直接，缺少修飾手段，例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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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是，文法沒有問題，只有寫錯字，我覺得十分是太多(J4) 

文法扣分是應該的，但是只是寫錯字，不知道能不能扣少一點，十分有點

太多了。(T8) 

(24) 喔…可是我這樣子很難申請獎學金耶(J1) 

因為我想申請獎學金，這樣有點困難…(T8) 

(25) 考試的時候只可以聽一次是讓我們的分數變低的多(J4) 

考試只聽一次的話，我們不習慣，分數就會比較低。(T8) 

在例(23)中，母語者在語句中加入間接問句「不知道能不能~」提出請

求，使原來的抱怨主行為「我覺得十分是太多」(陳述不滿理由)轉而成為

表示理由正當化的輔助性行為。而事實上經過修正後，例(23)變成一個實

行「請求」的語句。同樣的，例(24)促使聽話者實現說話者的要求，而這

樣的策略母語者認為在面對權勢高的一方時「有點像在指責，聽起來口氣

不好(T9)」，因此改為以陳述自己的願望的方式，正當化其要求，同時使用

緩和詞「有點」取代加強詞「很」，弱化整個語句的嚴厲程度。 

例(24)說明學習者在「對上」進行請求時，並不直接說出「請求的內

容」，而是以個人的感覺或情況出發，希望對方理解並給予所要求的內容，

而例(24)的修正中則是以「願望」方式表達。例(25)加入「我們不習慣」將

「分數低」的責任從「考試方式/老師」轉到「不習慣考試方式/我們」上，

大大降低對權勢較高一方的威脅。 

(26) 很亂，你不要把鞋子這麼亂放啦(J1) 

這是你的鞋子嗎？不要亂放啦(T3) 

在例(26)中，母語者認為這樣說「太過直接，就算明明知道，先用問

句假裝問一下比較好(T6)」，在要求修復以前提出問題，表面上在確定冒犯

行為的肇事者，實際上也給聽話者機會，如果能在第一時間能道歉並主動

修補，較強烈的面子威脅行為就不會發生；而即使是在「明明知道」的情

況下，提出問題亦可以讓接下來抱怨主行為有更正當的理由。 

輔助性行為能正當化，但並不表示非得使用不可。如下例(27)： 

 



 100

(27) 對，內容跟我告訴你的完全不一樣，我覺得你應該聽錯或是了解錯了。(J4) 

內容跟我說的完全不一樣。(T4) 

學習者加上「我覺得你應該聽錯或是了解錯了」為聽話者開脫，保留了聽

話者的面子，但母語者認為並不需要這麼做，「不像主管(T4)」，應該刪去。 

由上述例子可知，在修飾方面，實驗結果呼應 Trosborg(1996)的實驗

結果，亦即學習者在進行抱怨時缺乏使用輔助性行為來緩和語力，而使語

句聽起來過於魯莽直接；但相反的，從實驗中也發現學習者有過度使用輔

助性行為的情形，使得學習者的語句聽起來過於禮貌、不符身分。而由上

例也可看出，輔助性行為的使用與否，也與語境有關，並不一定是「越多

輔助性行為或修飾就越有禮貌」。 

(28) 可是這樣的話真的沒有辦法申請獎學金，這樣的話我很…很辛苦。(J2) 

(29) 啊，老師，我想這一次，想申請獎學金喔(J2) 

    第四章曾經提到，學習者在對上、認識關係中以更低姿態的威脅迫使

對方執行要求言語行為，如例(28)、(29)。母語者認為這樣的方式「過於積

極對老師，所以不太有禮貌，像是逼老師一定要答應自己的請求(T10)」。 

3. 視角 

在被判斷為不合適的表達中，有一類與說話者的視角有關。在語境四

中，學習者常以「我」的感受為主，期望對方理解；或傳達對「你」的情

況的理解，期望對方也能同樣理解自己，進而達到要求修補的目的。例如： 

(30) 我愛乾淨耶！(J1) 

我們要愛乾淨啦(T7) 

反正我們多掃幾回，不然我怕會有蟑螂老鼠(T3) 

(31) 可是對我來說很髒！(J4) 

(應該具體說明哪裡髒)(T7) 

(32) 你的房間是你的房間，所以可以，可是我不太喜歡那個客廳…那麼髒髒的，

所以，你…(J4) 
   我不太喜歡那個客廳…那麼髒。(T7) 

學習者常將「我」獨立出來，強調個人的感覺或情況，然而母語者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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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認為有「絃外之音」，例如，上例(30)中「好像對方不愛乾淨的感覺

(T1)」，例(31)中，「暗示對方房間很髒很臭(T4)」。另外，強調個人感覺以

期待對方理解對母語者來說是「以自己的意見為唯一意見，無法說服對方

(T6)」。因此在修正上主要以使用同黨標記「我們」將聽話者納入行為中，

或是避免提到對方的情況，維持雙方「模糊的距離」。 

由上述的例子可知，雖然台日文化都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但在漢語

文化中的人際和諧強調團體的概念，是互相為對方著想而達成和諧關係，

日語文化中的人際和諧強調維持各自獨立，是每個個體約束自己、做好自

己的部份來完成整體的和諧，其所表現出的這項特點，正好呼應 Brown & 

Levinson(1987)文化模式中對日本的歸類：「高心理距離價值」文化。 

(四) 會話技巧 

學習者在這一項的失誤主要發生在中級學習者身上。學習者在對話開

啟後躍過展開階段，直指冒犯事件而使得語句太過直接。例如： 

(33) 抱怨者：我回來了 

被抱怨者：回來了！旅行怎麼樣？ 

  抱怨者：很好。ei？這個客廳很髒耶。(J5) 

在結束會話方面，從語料中也可以發現，學習者大部分使用「好」來

作為結束標記，相較於母語者，他們對於結束話題的方式並不那麼多元，

例如母語者使用命令或提醒，道謝、道歉等作為結束對話的方式，但學習

者對於一些會話結束前置系列的固定表達如「那先這樣子喔」也不熟悉，

不了解母語者「為什麼說這句？」(J4)。另外，學習者也有不知道如何結

束而用填充詞來維持會話的繼續的情形： 

(34) 被抱怨者：那請問應該要做哪一個？ 
    抱怨者：應該要做上次我說的那個啊。 
  被抱怨者：喔。  
    抱怨者：忘記了喔？ 
  被抱怨者：好，那我回去再做一次。 
    抱怨者：對啊。(J1) 
  被抱怨者：好，那我現在回去改。 

「對啊」在規範的用法中應為對對方陳述表達同意，但在例(3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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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在此對話的話題界線系列中突然冒出表示贊同的「對啊」，並不符

合「對啊」的原始功能。本論文認為這是「對啊」在台灣國語中非規範性

的用法，存在在年輕人的用語中，類似自我肯定，或結束對話冷場的發語

詞，本身沒有意義。而當「對阿」出現在「上對下」的情境中，便顯得不

符合說話者「權勢高」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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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差異語句情形 

在本論文實驗中，由日籍漢語學習者和漢語母語者審評同一份語料的

結果，得到兩組分數差異大於 0.6 分的差異句共有 26 句。和偏誤句一樣，

以下我們先從差異句的分布情況看起，再深入分析差異句，討論這些語句

所呈現的漢日文化差異。 

一、 差異語句的分布 

差異句的最低標準為 0.6 分，在相差大於 0.6 分的情況中，還有兩種

情況，一種是雖然相差大於 0.6 分，但是是「非常合適」和「還算合適」

間的差異，另一種是「還算合適」和「不太合適」間的差異，筆者將前面

這類同屬「(不)合適」的情形歸為「小差異」，而將後者歸為「大差異」。

這些差異句主要分布的情況，以下【表 5-2】表示： 

【表 5-2】差異句在各語境中的分布情形 

句數 語境一 語境二 語境三 語境四 語境五 語境六 
大差異 2 1 2 8 0 0 
小差異 0 5 0 6 1 1 
合計 2 6 2 14 1 1 

由【表 5-2】可以看出，不同於偏誤句的分布，差異句的分布並沒有

受到權勢或心理距離影響的情形。另外，在這 26 句差異句中，只有 6 句

出現在抱怨者方面，其餘 20 句出現在被抱怨者的部份，但此結果並非表

示漢日間存在差異的情形主要出現在抱怨回應上，此乃實驗設計的結果—

故意設定被抱怨者要反駁，以確保抱怨行為的發生，或引出更強烈的抱怨

行為。 

差異句是學習者和母語者對同一份語料判讀結果相差較大者，換句話

說，這個部份並不是對錯的問題，是兩種文化對同一個語言形式、事件、

概念有所不同。那麼，漢日文化有哪些差異？這些差異是否會造成交際失

敗？這些差異與權勢和心理距離有無關聯？在下一段中，主要針對這些差

異句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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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差異語句分析 

由於差異句涉及兩種文化對同一概念事物的差異，因此透過評分及修

正，可以將這些概念具象的呈現。以下依語境為綱，分別討論。 

(一) 語境一：服務生翻倒飲料 

【表 5-3】語境一差異句情形 

 語句 理由 日 漢 

(1) A：你怎麼搞的啊？ 

  你怎麼做的啊？你小心一點(J2) 

  你在幹什麼啊？(J4) 

語氣太重 2.4 3 

(2) B：很抱歉，馬上幫你換一杯新的飲料 

  對不起，把您的衣服弄濕了，真是不好意思(T3) 

  很抱歉，馬上幫您清理桌面(T4) 

應該說擦水, 

但是說換飲料的事 

2.6 3.4

在例(1)中，學習者認為不合適的原因在於「搞」的使用。雖然他們沒

有正式學習過這個詞的用法，但是從生活中接觸到的語料讓他們對「搞」

的判斷是「比較重、很生氣的感覺(J2、J4)」，他們認為不需要這麼生氣，

因此減緩原句的語氣，例如「你在幹什麼啊？(J2)」、「你小心一點(J4)」。 

在例(2)中，當飲料打翻以後，服務員立即道歉，並且表示換一杯新的

飲料。學習者認為奇怪的部份是「補償內容」，「應該先擦水，但是他說換

水的事，該說的不對的感覺(J2)」，被抱怨者並沒有針對「弄濕衣服」提出

補償。有部份母語者也持有相同看法，認為應該改成「馬上清理桌面」或

更清楚的對事件表達歉意，如「把尋的衣服弄濕了，真的很不好意思(T3)」、

「抱歉弄髒了你的衣服(T2)」，但是從分數上來看，母語者普遍認為原句「還

算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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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境二：粗心的員工 

【表 5-4】語境二差異句情形 

編

號 

語句 理由 日 漢

 

 

(3) 

A：我隨便看就看到三個錯字，你做事到底認不認真？ 

B：呃…我覺得我很認真。 

  (靜默)(T3) 

  對不起(T4,J2) 

  奇怪，我有檢查過啦(T5) 

 

不應該說,要承認 

 

2.6 

 

2 

 

 

 

 

(4) 

A：我開會的時候你在聽嗎？ 

B：我聽了而且我還做… 

  有啊，聽了(T2,T3,T4) 

  不好意思，下次一定要更專心聽，對不起。(J1) 

 

 

說”聽了”就夠了(N) 

這是藉口,要道歉(J) 

 

2.4 

 

3 

 

 

 

(5) 

A：你聽了還會做錯？ 

B：呃…好，不好意思。 

  對不起  / 很抱歉  (T1,T4,T2,J2) 

 

有點敷衍 

 

3.6 

 

3 

 

 

(6) 

 

 

(7) 

B：那經理您要的是什麼東西？ 

A：我要的是上一季的報表。回去趕快做。 

  我要的是上一季的報表，好嗎？(J1) 

  我要的不是這一份，麻煩你儘快交給我(J2) 

B：好，不好意思。 

  真的很抱歉(T1,T2) 

 

太兇 

 

 

有點敷衍 

 

3.2 

 

 

4 

 

4 

 

 

3.4

 

(8) B：那還有沒有什麼… 

  (不說話)(J5) 

A：沒有，你就趕快做。 

應該趕快做，不需 

要做別的事情 

3 3.8

在語境二中被認為不合適的語句都出現在回應抱怨的情況中。語境中

被抱怨者(B)執行了兩次反駁抱怨，對於這個情況，學習者都認為「不應找

藉口、應該道歉」，有些母語者也認為這樣的反駁沒有禮貌。但不同的是，

在例(4)中，母語者認為「老闆已經生氣了，但也不能說沒聽(T4、T2)」。 

在例(3)中，被抱怨者的遲疑「呃…」讓母語者覺得不合適，「好像勉

強接受(T4)，應該直接道歉(T1)」，且「不好意思」的道歉強度不夠，應使

用「對不起」。例(5)、例(7)也是同樣的情形。 

而在抱怨者(A)的語料中，學習者認為例(6)的「回去趕快做」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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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聽起來很強(J4)，太兇(J1)，太不客氣(J2)。相較於母語者幾乎一致認

為直接命令是合適的，學習者則改用「好嗎」，「麻煩你儘快交給我」，給

予聽話者選擇的空間，並緩和語氣。由此處可見漢日語在「對下」語境中

的直接程度是不同的。 

最後例(8)中，被抱怨者的「那還有沒有什麼…」應該視為會話結束階

段中的前置結束系列(preclosing sequence)，但學習者認為「應該趕快做，

不應該做別的事情」。 

(三) 語境三：插隊 

【表 5-5】語境三差異句情形 

 語句 理由 日 漢 

 

(9) 

A：先生，請你排隊好嗎？ 

B：我現在在排隊啊 

  要排隊這裡是不是？(J2) 

  (我不知道要說什麼，因為動作已經不對)(J4) 

 

說的跟做的不一樣 

 

1.4 

 

3.4

 

 

 

(10) 

A：從後面排，謝謝。 

B：不要這樣好不好，我趕時間，我書很多 

  不好意思，我趕時間(J4) 

  ”hai”。(然後到後面排隊，不說理由)(J5) 

 

應該道歉 

不應該有理由 

 

1.6 

 

3 

 

 

在例(9)中，母語者和學習者的接受程度差異大，學習者表示： 

很奇怪，應該從後面排(J1)，不應該這麼說，排隊的地方不對，沒有不好意思

的態度，聽起來讓人生氣(J2)。他知道自己插隊，可是卻說他在排隊(J5)。 

母語者也認為不合適，但是他們接受 B 裝蒜、不說話，只有一位母語者認

為應該直接道歉。 

然而日本文化並非那麼不通情理，客氣的請求是允許的，「先說不好

意思，再說我趕時間(J4)」，像例(10)的語句學習者認為客氣程度不夠。同

樣的看法也存在在母語者中，例如母語者將例(10)改成「對不起，因為我

趕時間，可不可以讓我先(T9)」，但從分數上來看可知，雖然漢日的處理方

式大同小異，但接受的程度有明顯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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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三除了可看出日本對「插隊」的接受度小於漢語以外，在學習者

的意見中也可看出他們「言」(我在排隊啊)、「行」(從後面排)合一的態度。 

(四) 語境四：不愛乾淨的室友 

【表 5-6】語境四差異句情形 

 語句 理由 日 漢

 

(11) 

A：回來了 

B：你怎麼這麼早回來？ 

  你早點回來喔！(J2) 

 

絃外之音 

 

 

3.3 

 

4 

 

 

(12) 

A：你可以出來一下嗎？我想問你那個… 

B：嗯，哪個？ 

  嗯。(J!) 

 

態度不好 

 

 

3.3 

 

4 

 

 

(13) 

A：就是鞋子啊，我們不是說好要放…放在那個…鞋櫃上 

B：喔~~唉呦，我以為你會晚兩天才回來，所以就先放一下…

  對不起，我沒想到你今天回來(J2) 

 

藉口 

 

 

2 

 

4 

 

 

(14) 

A：那你去開一下冰箱 

B：冰箱怎麼了？ 

  好(J1) 

 

不應懷疑 

 

3.3 
 

4 

 

(15) 

A：好，那你…那裏面好像有東西壞掉了 

B：是嗎？ 

  對不起(J1) 

  真的！(J2) 

 

不應否認 

 

3 

 

4 

 

 

 

(16) 

A：那旁邊還放了垃圾，我不知道為什麼 

B：啊，這本來昨天要倒的啦。我聞聞看…嗯，可能是那個…

榴槤啦 

  對不起，我忘記了(J4) 

 

藉口,不認真 

 

 

2 

 

3.7

 

 

 

(17) 

A：我看是菜放到爛掉了，沒有拿去丟 

B：有嗎有嗎？我看… 

  好，我看一下(J1) 

 

不應懷疑別人 

 

2.5 

 

3.8

 

(18) B：啊，菠菜好像爛爛的 

  菠菜已經爛掉了(J2) 

不要好像 2.5 3.8

 

(19) A：對阿，都會有味道 ne，等一下… 

  都爛掉了，趕快把他清掉好嗎？(J1) 

  聞得到怪味啊(J2) 

希望對方馬上

處理但卻說「等

一下」 

3.2 3.8

 

 

(20) B：等一下把它清出來好了 

  好，我馬上把他清出來(J1) 

A：對，清掉好了 

不要「等一下」 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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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那很亂耶，我才一個禮拜沒有回來 

B：你也知道我比較隨性嘛~~好啦，我改天再收… 

                        我今天一定會處理。(J4) 

 

「改天」是不想

做 

 

2.3 

 

 

3.2

 

 

(22) 

A：公共空間嘛….. 

B：好啦好啦，改天再收嘛 

  真不好意思，我馬上收好(J1) 

 

要立刻做 

 

2 

 

3 

 

 

(23) 

A：那這兩天找一天收好了，垃圾至少要先清一下 

B：喔，那是我剛剛吃早餐的，等一下就…還沒吃完… 

  那是我的早餐，吃完以後會整理(J2) 

 

藉口 

 

2.8 

 

3.4

 

 

(24) 

A：反正食物不可以…就是放太久 

B：喔，好啦好啦好啦 

  好，對不起(J1) 

 

不耐煩 

 

1.8 

 

3.6

 

在語境三中我們看到日本文化對「言」「行」要求一致的態度，而在

語境四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例(19)中，「A 要 B 趕快整裡，

但是又說等一下，很模糊的感覺」(J1)。 

與語境二類似，當面對抱怨者的指控時，日籍學習者認為應該誠心地

表達歉意，而不能找藉口。例(12)到(16)都是類似的情形： 

‧ 他自己沒有錯的樣子，不想承認自己的錯的樣子，很令人覺得可惡(J1) 

‧ 不太認真的感覺(J1)，應該先道歉(J2) 

‧ 不應該懷疑別人，應該先道歉(J2) 

例(21)、(24)不被學習者接受的原因都在於「好啦」的連續使用以及「改

天」。學習者認為「好啦」一次就夠了，「多說多不好」(J4)，給人「很煩

的感覺」(J1)。另外，學習者對於提出補償的方式都是明確立即的改善，「應

該馬上開始，或是給把握的答案」(J2)，而不可以表現出「根本不想做，

想混過去的感覺」(J1)，這種強調明確及立即性的補償在語境二中我們也

能看到。  

從這一段語料裡能發現，母語者能接受「改天、等一下、好像」等不

精確的詞語來縮小冒犯事件的嚴重程度，緩和語氣，但是這樣不精確的詞

語卻讓學習者認為在拖延、沒有誠意補償、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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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語境五：借書 

【表 5-7】語境五差異句情形 

 語句 理由 日 漢 

 

 

 

(25) 

B：呃，不好意思，先生，要不然就是我們這幾天找找看，

找到了再通知你。如果不可以的話，要麻煩你，如果

我們找不到的話，就要麻煩你再把那本書…..找出來。

A：麻煩你把書找出來 

  →麻煩你再做確認囉(T5) 

  麻煩妳們盡量找到那本書(T10) 

 

 

 

命令 

 

 

 

4 

 

 

 

3.2 

 

 

語境五只有一個差異句，而這個語句基本上兩組受試者都是接受的，

只是程度上的不同。母語者認為例(25)太過直接，像在命令對方，加入緩

和詞「囉、儘量、麻煩等」減緩語力，顧及聽話者的消極面子。 

 

(六) 語境六：老師的評分方式 

【表 5-8】語境六差異句情形 

 語句 理由 日 漢

(26) 

 

   

A：老師那第一部份聽寫的部份，就是老師在說都只說一次，

然後就要叫我們寫，可是有時候就會不小心沒聽到，或

者是別人…其他同學翻紙啊，聲音很大，就…沒聽到就

只能亂猜 

   有時候可能聽不清楚，旁邊同學的聲音也會影響。

(T4,T9) 

藉口 3 

 

3.6

 

 

 

 

 

在例(26)中，學習者認為「不小心沒聽到」是學生的問題，「有藉口的

感覺」(J5、J2)，應該刪掉或改成「沒聽清楚」；而母語者認為這是不禮貌

的說法，可以解釋原因，但不能「千錯萬錯都是別人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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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綜合比較 

我們再將焦點縮小到「大差異」句，將這些分數差異大於 0.6 的語句，

依照母語者組的分數由低至高排列，可發現只有例(3)是母語者認為不合適

的，換句話說，這些有差異的情況幾乎都是母語者認為合適但學習者認為

不合適的語句。 

若依照學習者的分數由低至高排列，則可以【表 5-9】表示： 

【表 5-9】學習者認為不合適的情況 

語境 語句 理由 日-分數

3 B：我現在在排隊啊 插隊、言行不一 1.4
3 B：不要這樣好不好，我趕時間，我書很多 插隊、不夠客氣 1.6
4 喔，好啦好啦好啦 不耐煩 1.8
4 好啦好啦，改天再收嘛 不耐煩、拖延 2
4 啊，這本來昨天要倒的啦。我聞聞看…嗯，可能是那個…榴槤啦 藉口 2
4 喔~~唉呦，我以為你會晚兩天才回來，所以就先放一下… 不認真(應認錯) 2
4 你也知道我比較隨性嘛~~好啦，我改天再收… 拖延 2.3
2 B：我聽了而且我還做… 不要反駁(道歉) 2.4
1 A：你怎麼搞的啊？ 太強 2.4
4 啊，菠菜好像爛爛的 不認真(道歉) 2.5
4 有嗎有嗎？我看… 懷疑別人 2.5
1 B：很抱歉，馬上幫你換一杯新的飲料 內容不對 2.6
4 喔，那是我剛剛吃早餐的，等一下就…還沒吃完… 拖延 2.8

由上表可知，讓學習者不能接受的包括插隊、言行不一、不耐煩、拖

延、藉口(應道歉)、反駁。 

這些情況又有程度上的不同。下表中顯示的是依據兩組受試者審評分

數的相差值排序： 



 111

【表 5-10】漢日文化差異情況 

語境 語句 原因 日 漢 差

3 B：我現在在排隊啊 
插隊 

言行不一 
1.4 3.4 2

4 喔~~唉呦，我以為你會晚兩天才回來，所以就先放一下… 不認真 2 4 2
4 喔，好啦好啦好啦 不耐煩 1.8 3.6 1.8

4 
啊，這本來昨天要倒的啦。我聞聞看…嗯，可能是那個…

榴槤啦 

藉口, 

不認真 
2 3.7 1.7

3 B：不要這樣好不好，我趕時間，我書很多 
要客氣 

不能插隊 
1.6 3 1.4

4 啊，菠菜好像爛爛的 要道歉 2.5 3.8 1.3
4 有嗎有嗎？我看… 懷疑別人 2.5 3.8 1.3

4 好啦好啦，改天再收嘛 
立即, 

不認真 
2 3 1

4 你也知道我比較隨性嘛~~好啦，我改天再收… 立即 2.3 3.2 0.9
1 B：很抱歉，馬上幫你換一杯新的飲料 內容錯誤 2.6 3.4 0.8
2 B：我聽了而且我還做… 反駁 2.4 3 0.6
1 A：你怎麼搞的啊？ 太強 2.4 3 0.6
4 喔，那是我剛剛吃早餐的，等一下就…還沒吃完… 立即 2.8 3.4 0.6

由上表可知，漢日不僅對某些概念具有差異，且此差異由大到小為插

隊、言行不一、態度不認真或不耐煩、找藉口(應立即道歉)、補償模糊且

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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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難點討論 

在上兩節中我們說明了偏誤句和差異句的情形，本節則將針對這些語

料收集結果進一步討論，從難點的分布及難點分析兩部分分別說明。 

一、 難點分布 

由第一節對偏誤句的分布情形可知，學習者在面對認識的人(-D)的語

境下容易發生偏誤。如何解釋此情況？本論文認為可以下述三個方面說

明： 

1. Wolfson(1988)的突出理論(bulge model of interaction)提到，一般言

語行為在介於認識的人和朋友之間最需要修飾。越需要修飾表示

需要越多的語言成份來完成，因此在語境二、四、六中發生偏誤

的機率相對提高。 

2. 根據本論文第四章的分析結果，在漢語中，面對認識的人時，主

行為策略相較於面對陌生人來得緩和，然而在日語中，由於不以

策略改變作為標示交際關係的手段，使用漢語進行抱怨時，面對

陌生及認識的對方並不改變策略，因此在語境二、四、六中出現

偏誤的機會大。 

3. 根據第四章的討論結果，漢語屬於「高權勢價值」文化，強調保

持雙方的權勢差距，「對上」與「對下」使用不同策略，而屬於

「高心理距離價值」文化的日語雖然也有「對上」與「對下」的

差別，但是由互相審看的結果可知，在「對上」中，母語者認為

學習者太過直接，在「對下」中，學習者認為母語者語氣太過強

烈。語境二、六的偏誤較多。 

 

 

 

 



 113

二、 難點分析 

(一) 語用語言學 

從上兩節的語料分析可看到，在抱怨言語行為中，學習者在語用語言

學方面的偏誤主要有下面幾項： 

1. 修飾功能與預設程度的搭配 

大多數華語教材視「吧」為一緩調詞，表示懷疑的語用功能，但卻忽

略了「吧」問句與其他問句中隱含的信疑程度的差異，從學習者對「吧」

的使用推測，學習者的目的原來在弱化語氣，但若在特定語境中，其本身

所隱含的「3/4 相信命題」的預設仍舊因為表現出說話者的態度，而顯得

太過直接。 

2. 疑問句的語用功能 

疑問句式的使用可以避免直接陳述或命令的肯定性與強迫性(劉怡

君，2007)，達到委婉表達的功能，但由於疑問句式常具有反問功能，例如

特指問句、嗎問句，反問功能同時包含加強或減弱，而是否帶有反問功能

則較難從形式上判斷，因此使用上和判斷上的難度較大。 

根據本實驗所收集到的偏誤推測，學習者可能想利用疑問句達到委婉

表達，但是在語境中卻被解讀為具有反問而產生帶有質問的加強語氣，產

生「為自己辯護」的語用功能。例如「寫字的問題那麼嚴重嗎？」、「我們

應該先練習，不是嗎？」、「我的成績為什麼這麼不好？」。由於使用疑問

句式增強了語氣，因此這些語句在經過母語者審看後都以改為直述句的方

式弱化。 

根據 Barron(2003)的主張，造成語用習得過程中偏誤產生的因素主要

為負遷移、語用過度類化、教學誤導。從上述學習者漢語中介語的表現可

推測，學習者所表現出的偏誤可能來自過度類化及教學誤導。由於教學上

未強調疑問形式的預設，或是由於「最小努力策略」將疑問形式的功能過

度類化，忽略其他質疑、反駁等功能，使得學習者在語用上產生不合宜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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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不在焦點上的精確抱怨 

    在冒犯行為的內容陳述上，為了聽話者的面子，漢語的方式是「精確

的」分散抱怨的焦點，例如說明會被其他聲音影響而不說評分方式不好、

自己聽不懂等。反映在對學習者的審看結果，則為母語者將「沒專心聽」

改成「聽了但聽錯」、「聽了但沒聽懂」。因此從母語者主動產出與被動審

看的結果可看到，母語者在抱怨時避免直指冒犯事件焦點、直接傷害聽話

者的面子，達到「聲東擊西」的柔焦效果。而同樣是「模糊」，學習者可

能受限於語言能力，或是為了緩和威脅程度，於是在冒犯事件上柔焦，結

果看似緩和了語句，但在母語者看來則為失去抱怨的正當性。 

4. 與會話技巧有關的慣用表達 

語言中有許多慣用表達形式，是需要透過多次接觸才能完全掌握的。

在實驗中，學習者對「不好意思」、「謝謝」、「那就這樣喔」等慣用表達的

使用場合及時機僅掌握了基礎用法部份，對於在不同語境中的其他語用功

能，如開啟、結束話題，則尚未嫺熟。另外，從偏誤句中也觀察到，學習

者在如何接續、如何展開話題上也不熟練，而這些部份在一般華語教材中

並未出現專門的解釋或教學。 

(二) 社會語用學 

社會語用學偏誤方面主要收集到的是社會文化知識上的差異，包括插

隊、言行不一、態度不認真或不耐煩、不找藉口(立即道歉)、補償模糊且

拖延、金錢、人我關係。我們不妨用更高的角度來看漢日文化的差異。 

1. 精確和模糊 

從第二節的差異句例子中我們能看到日語文化強調「精確」的一面。

日籍學習者不接受「等一下」、「改天」這樣的說法，而是要「立刻、馬上」

或是給一個明確的時間。在漢語裡，「等一下、改天」屬於緩和詞，不管

在承諾時，使用緩和詞能為自己留有緩衝的餘地，因此對母語者來說「等

一下、改天」都是能接受的。然而這樣的緩和用法卻讓學習者由字面意思

推導成「他根本不想做」的意圖，因此對話中必須不斷協商，不是抱怨者

放棄得到明確的時間，就是被抱怨者被逼著說出一個明確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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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收集到的語料之所以都與時間詞有關，推測這是由於日語中

有時態變化，而當使用無時態變化的漢語交際時，學習者會對漢語中的時

間詞較敏感，而更要求精確。 

此特點似乎與「不在焦點上的精確抱怨」結果抵觸，但實際不然。漢

語母語者雖然表現「精確」，但並未聚焦在最主要的冒犯事件上，屬於「模

糊」；而日語聚焦在冒犯行為上，「模糊」只是修飾的手段。 

2. 一致和多元 

當同樣的「等一下」出現在抱怨者的要求補償的語料中時，學習者認

為這種「要對方趕快整理，但是又說『等一下』」的態度很模糊。字面意

與話意不一致的情形母語者能接受，是因為母語者能理解緩和詞「等一下」

的使用能為聽話者保留緩衝餘地，不咄咄逼人，部份維持聽話者的消極面

子。但學習者認為說話者的言、思應該一致，才能根據字意反推說話者的

意圖。 

再從「排隊」這件事來看，從學習者對語句的判斷可知，不是排在隊

伍的最後就不是「排隊」，所「言」(排隊)和所「為」(插隊)必須一致。由

此可知，日語文化中，說話者的言、行、思是一致的，然而漢語文化中呈

現的是多元的情形。 

3. 獨立和關聯 

獨立和關聯的差異除了在策略選擇上能表現出來以外，從「視角」的

差異也能看到兩種文化在獨立和關聯的差別。在偏誤句中，我們看到「我

覺得」、「對我來說」的使用，或是表達個人喜好、尊重對方喜好的方式。

在日語文化中，這類提出「我」的說法與「高心理距離價值」有關，在人

際互動過程中，即使面對認識的人，也要保持彼此互不干涉的距離，即使

在表達主觀情感或意見時，也要強調是「自己」而非其他人的單一意見。

然而這樣的用法讓母語者感到有「絃外之音」、「反諷」的意思，在同樣的

語境下，不同於學習所使用的消極面子策略，漢語文化中常使用同黨標

記，如「我們」，利用積極面子行為表現自己對他人的關心，拉近雙方的

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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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雖然漢日文化都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但在漢語文化中的

人際和諧強調團體的概念，是互相為對方著想而達成和諧關係，日語文化

中的人際和諧強調維持各自獨立，是每個個體約束自己、做好自己的部份

來完成整體的和諧。 

 

第四節 小結 

透過實驗我們收集到一些學習者表現出偏誤以及差異的語句，而第五

章的重點則在針對這些偏誤句及差異句，了解分布情況以及與社會參數變

項的影響是否有關聯。經過統計可知，這些偏誤和差異主要分布在對「認

識」關係的語境中，究其原因，則與漢日分屬「高權勢價值」與「高心理

距離價值」的不同有關，因此學習者在判斷上出現「對上太直接、對下太

緩和」的情形，而此情形可在學習者不合適的疑問句式使用、句末助詞使

用、加重詞的使用等語言表現中反映出來。 

除了因為社會參數不同而影響以外，偏誤亦有可能與學習者本身的語

言能力有關，而藉由對這些語句進行的語料分析，可以歸納出日籍漢語學

習者在語用語言學方面的難點主要為未能掌握好語言形式和語境的使用

限制，造成語句過於直接無禮，這些形式以疑問句及句尾助詞的誤用為最

多。而在社會語用學方面，從漢日兩組學習者對同一語料的審看結果比

較，可以看到漢日文化的一些差異，例如對言行合一或分離的看法、對時

間的精確要求、對態度的要求、對錯誤的反應等，表現出漢日「多元-一元」、

「模糊-精確」、「關聯-獨立」的文化差異。這些分析結果將有助於漢語抱

怨言語行為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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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教學啟示及應用 
本章將以第四章、第五章的實驗分析結果為基礎，將實驗結果應用到

實際華語教學上。第一節主要從語用教學出發，說明與語用教學相關的教

學觀，同時檢視現行教材對語用教學的呈現方式及內容，並提出本論文對

語用教學的構想；第二節主要為實際運用，以本論文的實驗結果為基礎，

提出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教學設計；第三節為小結。 

 

第一節 語用教學 
完整的溝通能力(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包括語法能力、社會語用

能力、篇章能力、策略能力。在語言教學中，一般以語法(grammar)為主要

教學重點，包含發音、詞彙、句法等，而對「語用」方面的著墨較少。語

用究竟應該怎麼教？目前現有的教材又是如何呈現語用知識？以下說明。 

一、 理論文獻回顧 

對溝通能力的重視始於 Hymes(1972)對語言表達中「合適性」的主張。

在此主張的影響下，語言教學界開始著重學習者的溝通能力，主張語言教學的內

容應以學習者所需的溝通需求及能力為主，因而產生了「溝通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溝通式教學法的教學目標在培養學生運用語

言表情達意，完成溝通、評論等任務，它主要通過使用語言交際來學習語言，而

非透過語言技巧機械式的練習。 

而從學習者的角度來看，Schmidt(1995)在他所提出的「注意假說

(noticing hypothesis)」中提到，當學習者在注意的情況下，輸入(input)才會

被吸收(intack)(引自陳媛珊，2006)。一般語用教學主要分顯性(explicit)和隱

性(implicit)兩種，前者在學習規則上的效率較佳，而後者則是從實例中無

意識的學習固定用法方面有較大的效率；而歷來對語用教學法的研究顯

示，在這兩種方法的教學下，接受顯性指導的學習者，其表現優於接受隱

性教學的學習者。 

McCathy(1998)提出，語用規則的顯性教學可遵循「三 P 方法(Three P’s 

methodology)」：呈現(presentation)、練習(practice)、產出(product)。即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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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教師應以各種方式或材料，明白提示語用規則，並激起學習者有意

識的注意輸入內容，還應讓學習者有充分的練習這些語用規則，並提供活

動讓學習者有更多機會綜合所學知識靈活運用，從活用中獲得回饋，加強

或鞏固語用知識。 

Thomas(1983)討論語用失誤時提出，教學時只是簡單地清楚介紹語用

選擇的因素是不夠的，必須喚醒學習者對跨語言文化差異的注意力。而

Thomas 所區分的「社會語用失誤」和「語用語言失誤」兩種類型中，他

認為「語用語言失誤」是可以由教師直接糾正，但是「社會語用失誤」牽

涉學習者的價值系統，不應「糾正」而是透過「指出」並「討論」，引導

學習者建立標的語的語用系統(Thomas, 1983:109)。 

綜合上述理論主張及研究結果，本論文在教學應用上將採取溝通式教

學法，並以顯性教學的方式，結合 McCathy 和 Thomas 的看法，以「呈現-

練習-產出-討論」四個步驟為主，設計一課漢語抱怨教學的內容。而在設

計之前，以下先回顧現有教材，分析目前漢語教材在語言功能上(以抱怨為

主)的教學情形，同時借鏡其他語言教材，以期能設計出以功能為主的漢語

教學教材。 

二、 現行教材檢視 

並非現行的教材都不注重語言功能，目前海內外的漢語教材中，如《遠

東生活華語》第二冊第二課〈你不要轉台〉、《華夏行-現代漢語中級讀本》

第九課〈要求太高了〉、《新的中國》第五課〈拉肚子，睡不好〉等，都出

現了以對話或短文表達不滿的內容，然而這些教材都將教學重點放在語法

練習，並沒有針對言語功能的使用情境、使用方式加以說明，相關言語功

能的練習活動也很少。因此，除非教師補充相關知識，一般學生可能難以

在實際生活中得體的運用。 

大多數的漢語教材仍以語法的難易為編寫主軸，或將語言功能散佈於

課文中並加以提示，如《新實用漢語課本》，以語言功能為主軸的教材並

不多見。以下選擇以語言功能編寫而成的英語、漢語教材各一，做為分析

對象，以了解言語行為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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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路》 

以功能為綱所編寫的漢語教材並不多見。由北京語言大學所編寫的教

材《路》則是這類少數的教材，在這套針對外國人短期速成的會話教材中，

每一課以一種語言功能進行展示及練習，例如：「比較」、「讚揚」、「邀請」、

「拒絕」、「抱怨」等。以下冊第 32 課〈抱怨：真不像話〉為例，每一課

的內容如下： 

1. 典型句：例如：真不像話、這是什麼…(旅館)，…(要什麼沒什麼)！ 

2. 課文：包括會話及短文。 

3. 生詞：出現在課文中詞彙的解釋。 

4. 注釋：主要為固定用語的解釋，例如：要什麼沒什麼、真是的。 

5. 語言點：為課文中出現的重要句式、語法說明。例如：複合趨向

補語、「連…也…」、「…之一」。 

6. 語言點練習 

7. 綜合練習：「看圖說話，練習典型句」、「替換練習」、「怎麼說」 

8. 補充句子：這叫什麼筆呀、我真是受不了了。 

教材中展示了一些常見的用語並以英語解釋，同時也針對執行該言語

功能時常用的句式進行說明及練習，對學習者有很大的幫助，然而教材中

並沒有針對情境、文化給予明白的提醒，很有可能使學習者錯用策略或形

式，導致不得體的表達，更甚者產生交際雙方的誤解，而這個部份可能就

得依賴授課教師補充或引導。 

(二)《new interchange》 

漢語教材中大多還是以結構為導向編寫而成，若要以功能為導向的教

學，不妨參考英語教材。以下舉以溝通式教學法編寫而成的英語教材《new 

interchange》為例，參考第三冊的第六單元「What’s wrong with it？」的編

寫內容，借鏡英語教學以溝通能力為導向的教材編寫原則。 

【圖 6-1】為該課的教學流程與教學重點的搭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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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一 

會話一 
語法一 
聽力一 

‧抱怨主行為： 
    描述問題 
‧形式：分詞/名詞 
‧回應 

階

段

二 

會話二 
語法二 
詞彙擴展 
語音練習 

‧抱怨主行為+指示性行為： 
    描述問題+要求補償 
‧形式：「need + to be pp.」、「need 
+ gerund(V-ing)」 

‧ 單句→語段 

‧ 對比重音 

階

段

三 

聽力練習 
寫作練習 
閱讀練習 

‧ 母語者常抱怨的事情 
‧ 寫抱怨信(書面/成段) 
‧ 抱怨失敗的可能原因 

語言知

識為主 

語言知

識為主 

文化知

識為主 

 

 

 

 

【圖 6-1】《New Interchange》第六單元「抱怨」之教學內容 

由【圖 6-1】可看到，抱怨言語行為的教學重點是循序漸進的，從階

段一著重主行為，階段二配上指示性行為，讓學習者經過兩輪「應用型技

能」(productive skills)的練習，以掌握抱怨言語行為的基本模式。階段三則

是在提升其他語言技能能力的同時，提供學習者「認知型技能」(receptive 

skills)，帶入實行抱怨言語行為時需要的文化訊息。 

交際時強調對社會參數的判斷，該課所設定的交際角色以陌生關係、

有權勢差距為主(顧客-服務員)，僅有一種交際關係作為典範，看不到其他

權勢關係及心理距離。根據從歷來言語行為研究以及本論文的實驗結果可

知，社會參數在不同文化間有不同的影響力；從本論文的實驗結果也可看

到，社會參數的不同判斷也可能造成交際失敗，因此在教材或教學中，不

能省略這部份不談。然但現實中，另闢學習項目教授文化規則可能增加學

習者的負擔，亦可能模糊學習焦點，再者，對社會參數的考量是普遍的情

形，因此本論文採取將此重點與其他練習結合，例如不僅做單句語法練

習，而是結合不同說話對象進行練習，一方面收到精熟語言形式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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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給予社會參數的刺激。 

比較兩種教材的差異，《路》的教學重點在抱怨主行為的表達，學習

者透過練習的確可以精熟抱怨的語言形式，包括固定片語，但此教材對於

整個抱怨過程中的其他部份並未著墨太多；《new interchange》雖然也以抱

怨主行為的練習為主，但抱怨行為其他部份的練習則以不同方式出現，例

如展開或補足階段出現在寫作練習中，並不偏廢。另外，對於文化差異部

份，《new interchange》則是利用聽力、閱讀等練習，訓練語言技巧的同時

也傳遞文化訊息。因此，本論文的教學應用部分將以《new interchange》

作為主要參考對象，設計以溝通式教學法進行的報怨言語行為教學材料。 

三、 本研究的構想 

在語法的教學上，考慮語法點的使用頻率高低、結構難易、習得順序

等安排教學順序(鄧守信, 2004)，而在語用的教學上，不同的語言水平也應

有不同的教學重點。曾金金(2002)主張語言與文化的教學中，初級著重基

本溝通功能，中級主要為兩種語言文化的系統對比，高級的教學目標為了

解標的語文化的價值觀、思考及行為模式、風俗習慣。考量本論文的實驗

對象為中到高級，且目前漢語教學主流仍以語法為主軸，因此教學設計將

定位在針對日籍學習者中到高級的補充教材，重點不在語法能力的精熟，

而是活用學習者已學習的知識，得體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同時養成注意文

化差異的習慣，進而能理解標的語文化的深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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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設計 
一、 教學內容 

在第一章裡就已經提到，對於言語行為的教學之構想是提供一個典範

及界線，而第四章中，透過比較得出了漢語母語者的抱怨模式，包括面對

不同交際關係的對象時，模式的變化情形；在第五章中，雖然未從錯誤之

處提出「界線」，但是從這些錯誤中可提供我們一些「注意事項」。以下條

列內容： 

典範：漢語母語者的抱怨基本模式 

偏誤：疑問句、句尾助詞、外部修飾手段、形式和語境的搭配 

差異：插隊、言行不一、態度不認真或不耐煩、不找藉口(立即道歉)、

補償模糊且拖延。(多元和一致，模糊和精確，關聯和獨立) 

二、 教學流程及建議 

本論文主要參考《new interchange》的編排方式，同時以研究結果做

為教學內容，設計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教學流程。由於本論文實驗的受試

對象為日籍中高級、高級漢語學習者，他們在語法能力上已有一定的水

平，因此不同於《new interchange》的設計須兼顧語法能力的教學，此次

教學設計上將針對學習者的弱點，著重抱怨與整體語篇模式的學習、語言

形式和語境之間的配對關係、文化差異的理解及關注等。 

流程主要分四個部份：引起興趣、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以下分

別詳述： 

(一) 引起興趣 

在抱怨教學的初始階段裡，首先要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同時連結

教學主題與學習者自身的經驗，使學習者能有切身感，增加學習動機。教

師可使用真實材料，如報章雜誌的統計資料，或是一個小題目，如「一次

不愉快的旅行」，帶入學習主題。 

當學生互相分享時，教師可以就學生的經驗提出與抱怨言語行為實施

所需的先決條件有關的問題，例如：「為什麼這件事讓你覺得不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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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他怎麼做？」，或是由訪問學生放棄抱怨的原因，統整學生的理

由，提示「權勢」、「加諸力」、「可補救性」等與抱怨言語行為相關的概念。 

(二) 階段一 

階段一的目標為了解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模式，以及主行為的表達練

習。以下分為「呈現」、「練習」、「產出」三個部份分別說明進行方式。 

1. 呈現 

在「呈現」部份，主要以一段完整的對話為主。可以影片或錄音帶做

為媒介。由於語用教學無法脫離語境資訊，因此一個包含上下文的完整語

境有助於學習者掌握整個會話資訊，了解說話者的意圖及與形式間的關

係。另外，真實的交際中不可能出現如語篇完成測試法(DCT42)般的「擷取

的對話」，而是一個包含會話開始、結束的完整單位，若要學習者掌握此

完整語篇模式，那麼我們就應該先給學習者一個模仿的典範。 

由於教學上的種種限制(如人數、時間等)，現實中不可能針對每一個

語境進行教學，同樣的，我們也無法為學習者預測所有他可能遭遇的情

況，因此在教學上勢必要有所取捨。在階段一中，可先選擇「不乾淨的旅

館」為主題，交際雙方關係為「+P(上對下)，+D(陌生)」，因為相較於需要

更多修飾手段的「-D」關係，「+D」關係較簡單，而由學習者的表現來看，

「-P,+D」是最容易，不須修飾，難度不高的，「+P(上對下)，+D」則可用

修飾手段，亦可不用，以此做為示範的對話難度不高，又可在修飾語方面

呈現兩種不同方式。 

在呈現階段可搭配的活動包括聽力訓練、詞彙理解及擴充等。 

2. 練習 

雖然抱怨行為的策略有選擇偏向，但教學上應該有各種不同策略的表

現方式。例如如何直接抱怨、如何以積極面子行為抱怨、如何以消極面子

行為抱怨、如何不公開抱怨、以及當放棄抱怨時的表達方式。例如「抱怨

對方太吵43」時： 

                                                 
42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43 圖中例句取自劉怡君(200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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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一塊兒吃啊 

執行 
Do FTA 

不執行 
Opting out 

我現在沒什麼胃口吃消夜耶，如果很吵或不舒

服，我都會吃不下東西。 

不公開 
Off record 

公開  
On record 

安靜點！吵死了！ 
直接 
Bald on 
record 

修飾 
Redress 

不好意思，我在準備

考試，可以請你稍微

小聲一點嗎？ 

欸…嗯…別間還有人，

那我們就小聲一點。 

積極禮貌策略 
Positive 
politeness

消極禮貌策略 
Negative  
politeness

【圖 6-2】不同策略的抱怨言語行為 

由於本論文的實驗並未針對漢語母語者進行大規模的語料收集，無法

針對每一項策略提出實現該策略時所使用的語言形式。但透過本論文的實

驗結果可知，日籍漢語學習者主要未能掌握的是在不同語境中，語言使用

的合適性。因此，雖然階段一的語法點練習以主行為策略的實現為主，但

亦可應用研究結果，針對「形式-語境」間的配對，以及各種內部修飾語的

使用，融入練習中。這個部份能運用的教學活動，可以進行「完成句子」、

「語句-語境」配對、不同內部修飾語的語力等級排序等。 

3. 產出 

在「產出」部分，主要讓學習者根據對語境的判斷，選定合適的策略，

以及實現該策略的形式，同時考慮修飾手段。由於階段一個重點為針對主

行為的訓練，社會參數的判斷，以及形式和語境的搭配，整個會話的完整

產出、策略的搭配等將於階段二中練習，階段一僅出現做為典範，因此，

這裡「產出」的教學活動可用語篇完成測驗法(DCT)進行。 

使用語篇完成測驗法進行的好處是能針對不同語境設計，但練習所花

費的時間較角色扮演短，且能集中在主行為的練習上，同時能示範會話中

的其他階段。學習者「產出」抱怨語句後，可進行討論，引導學習者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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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漢語使用的規則，讓學習者更能掌握「形式-語境」間的關係，另一方

面，學習者也能從回饋中了解，哪些是不合適的說法，以及學習更多種說

法，了解語言形式的實現「不是只有一個答案」。 

在語境設計時，除了考量社會變項以外，本論文第五章第二節對差異

句的研究結果所得到的文化概念差異，亦可巧妙安排於語境設計中，以隨

時提醒學習者注意社會變項以及兩種文化對同一事物的概念差異。 

(三) 階段二 

基於語言使用的頻率、言語行為的難度來看，要求言語行為較抱怨言

語行為「常用且容易」，因此教抱怨言語行為時，不需要像《new interchange》

一樣，將要求(補償)言語行為單獨教授。且從本論文的實驗結果看，階段

二主要的教學目標應為完整的語篇表達，再加上對語境的判斷，相當於本

論文第四章中分析歸納後所得到的「漢語抱怨模式」。以下同樣分「呈現」、

「練習」、「產出」三個步驟加以說明。 

1. 呈現 

除了重現階段一中的教學重點外，階段二中的呈現部份主要為外部修

飾語使用，或者會話階段其他部分的組合。為了能充分展現這些部份，筆

者將作為範例用的會話主題定為「很吵的鄰居」，因為鄰居屬於「-P,-D」

關係，是六種關係中需要最多修飾手段的語境。 

2. 練習 

階段二的練習主要是外部修飾語的搭配練習，因此還是可以進行完成

句子。另外，可以改變鄰居的身分，如鄰居是你的老師、你的學弟/妹、陌

生人等，讓學習者可以在各種不同交際關係中，充分練習各種修飾手段。 

3. 產出 

階段二的「產出」活動可延續主題「噪音」進行，例如讓學習者閱讀

抱怨信、留言。一方面因為書面形式不包含會話回應部份，能幫助學習者

鞏固完整的抱怨表達模式，另一方面也能比較口語和書面語的異同。44 

                                                 
44 感謝口試委員謝佳玲教授的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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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也是適合此階段的產出活動，因為它能夠綜合運用前述幾項

練習及教學重點。由於階段三主要討論抱怨言語行為中的社會語用問題，

在教學進行時可以利用類似本研究的實驗方式，讓學習者進行比較，從中

發現兩種文化的差異。因此建議，學習者進行角色扮演時，教師可以錄影，

或讓學生寫成逐字稿，或編寫劇本，作為之後漢日文化比較的材料。 

(四) 階段三 

階段三以回饋及文化討論為主。參考本論文的實驗方式，教師可播放

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影片片段，讓學生指出他們認為奇怪或不合適的地

方，或是讓學生比較母語者與自己(來自於角色扮演的錄影或劇本編寫)的

表達方式，從中修正或擴大自己的語言表達方式；同時，從課室裡的練習

出發，將學習者對語言及文化的觀察習慣推出課室之外。 

將上述教學流程各階段以【表 6-1】呈現： 

【表 6-1】漢語抱怨言語行為教學設計流程。 

 流程 教學方式 備註 

引起興趣 暖身：一次不愉快的旅

行 

‧訪談 

‧學生分享 

‧實施抱怨的先決條件 

‧放棄抱怨的原因 

呈現(一) 會話： 

不乾淨的旅館(+p,+d) 

‧聽力練習 

‧詞彙 

‧漢語模式 

 

練習(一) 語言點練習： 

1.疑問句 

2.內部修飾語 

‧句型練習(完成句子…) 

‧配對(語句-語境) 

‧排出等級 

‧各種策略練習 

‧直接度與客氣程度的搭配

‧針對語用語言偏誤設計 

產出(一) 活動 DCT‧ 劇本填寫 

‧討論/分享 

‧各種交際關係 

‧示範會話其他階段 

‧怎樣說不好 

呈現(二) 會話： 

很吵的鄰居(+p,-d) 

‧聽力練習 ‧重點:外部修飾語的使用 

‧重現階段(一)內容 

練習(二) 外部修飾語搭配練習 ‧完成句子 

‧搭配(語句-語境) 

‧各種交際關係 

產出(二) 活動(一)： 

噪音抱怨信.留言 

‧仿做 ‧成段表達 

 活動(二)：角色扮演  (錄影或寫成劇本/逐字稿) 

回饋與討

論 

看影片(母語者) 比較母語者和學習者的影

片 

‧文化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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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第四、第五章的中我們已經找出漢語抱怨模式以及日籍學習者抱怨

時的難點，在第六章中，我們嘗試著將這些成果應用到教學上。而為了能

讓語用研究與教學更完美的結合以發揮最大的教學效果，本論文選擇了溝

通式教學法做進行教學，同時檢視兩份以溝通為主的教材，取其優點，去

其不足，同時根據研究結果安排教學流程，並對每個流程的教學活動提出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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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本章基於前六章的結果與分析討論，說明本論文之研究結果。第一節

為研究結果的總結，第二節說明研究限制，第三節為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經過前面幾章的討論、實驗、結果分析，底下回答在第一章中提出的

研究問題： 

(一) 作為教學的「典範」，漢語母語者在不同語境中如何抱怨？ 

經過實驗所收集到的語料提供了漢語抱怨的模式，而此模式會隨著語

境的不同而有所改變。典型的漢語抱怨模式是在開啟對話後，提出問題或

建立內容，以確定抱怨言語行為發生的先決條件是否存在；緊接著以陳述

不滿理由作為主要的抱怨手段，並直接要求聽話者進行補償，然後，以理

由正當化補足，讓補償或陳述不滿言之有理，最後以道謝的方式結束會話。 

在實驗中，本論文將影響抱怨的變項設定在「相對權勢」和「心理距

離」兩項上，藉由各語境中抱怨策略選用的不同，得到漢語的抱怨受到相

對權勢的影響較大，當權勢改變時，說話者也隨著改變自己的說話策略，

包括對上時，展開階段加入「建立內容」或「要求解釋」，對平等關係時，

補足階段加上「理由正當化」，都能看到權勢的影響。「心理距離」的影響

雖不如「相對權勢」，但由實驗可知，當心理距離改變，從陌生變成親近

關係時，抱怨主行為的策略明顯的隨之更改。 

(二) 作為「界限」，漢語學習者有哪些不合適的抱怨表達？而這些被判定

為「不合適」的表達所反映的學習「難點」為何？ 

在第五章中，我們從學習者的偏誤語句，以及與漢語母語者的差異句

看到，即使是高級漢語學習者，在語用語言學、社會語用學方面都還有未

能完全掌握的地方。在語用語言學方面，偏誤多發生在疑問句及句尾助

詞，而深入分析並對照母語受試者提供的修正語句可知，這些偏誤語句反

映了學習者未能掌握疑問句隱含的預設，以及這些形式和語境的使用限制

等。除此之外，語用語言學法方面的問題還有語言形式風格正式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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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社會語用學方面，透過和母語受試者測驗結果的比較，我們看到

了漢日文化的差異，在言行合一與否、被指正後的態度、對金錢的看法、

對時間的態度等都存在不同的看法，以更高的角度來看，漢日文化呈現出

「多元/一元」、「模糊/精確」、「獨立/關聯」的文化特性。 

本論文的實驗除了回答上述兩個問題以外，也有其他收穫。透過實

驗，我們看到「相對權勢」和「心理距離」對漢語、漢語中介語有不同程

度的影響，其中，日籍學習者的漢語中介語表現出與日語文化接近的「高

心理距離價值」的文化，而漢語文化為「高權勢價值」的文化，證明了 Brown 

& Levinson(1987)所提出的文化模式乃具有真實性，同時也有須補強之處。

另外，除了用 Wolfson(1988)的突出理論解釋偏誤分布情形以外，從社會參

數「權勢」和「心理距離」亦能提供解釋：由於影響程度不同，因此在漢

日跨文化交際中，日籍學習者「對下太溫和，對上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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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由於時間與人力有限，因此本論文仍有研究上的限制與未盡之處： 

本論文為了解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模式以及學習者的難點，在實驗中

使用了影片、角色扮演、訪談等方式，試圖從不同角度以求能做出更細緻

的討論，但由於時間及人力限制，加上沒有相關研究結果可供利用，因此

無法同時進行更大規模的實驗，甚為可惜。也由於受試者數量少且性別單

一，不免產生受試者的代表性的問題，針對此點，本論文採取以詳細交代

受試者背景資料的方式處理45。 

而在受試對象上，受限於研究者的能力以及空間限制，本論文並未收

集日籍日語母語者的抱怨表現，僅能擷取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對照，

以至於在討論上留有不可確定的因素。另外，參與實驗的日籍受試者，其

學習背景各不相同，實驗進行中有時能看到此個別差異，然而這些差異是

否能代表這一類學習背景學習者的難點？受限於篇幅，在本論文中並未加

以探討。 

在實驗方法上，雖然為了取得完整的抱怨模式而採取角色扮演的方式

進行，然而研究還是必須承擔實際使用情形不符合的風險。另外，母語者

並未如同學習者般進行角色扮演，而是僅由審看方式判斷，再加上由於實

驗時間太長，母語者審看時可能有前後標準嚴寬不同的情形，這些都是本

論文需要承擔此「失真」的結果。 

在分析中，「策略」的認定偏向主觀心証，雖然本論文採取研究者與

母語者共同審看，但是否為說話者在話語產生當下所使用的策略？仍然需

要說話者本身自我審視。為使分析客觀，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者、母語者、

說話者三方確認46。本論文在事後補做「說話者自我審視」部分，部分受

試者因聯繫問題未能完成，甚為可惜。 

在教學應用方面，雖然我們根據研究結果設計了漢語抱怨言語行為的

教學方式，但未能實際運用，了解教學設計內容的實用性及教學成效，以

及教學對提升溝通能力的影響，這是不足之處，因此僅提供參考。 

                                                 
45 感謝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以及口試委員謝佳玲教授的修正與建議。 
46 感謝指導教授曾金金教授以及口試委員謝佳玲教授的修正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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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論文除了得到抱怨模式、學習難點，並看到社會參數對策略選擇及

難點分布的影響外，在實驗中也看到其他可再深入討論的主題，例如學習

者對語言形式的語力的掌握情形。另外，參與本實驗的日籍受試者的學習

及生活背景並不一致，而關於學習者的背景與難點間的關係也是值得了解

的問題，因為運用在教學上，將能針對學習者的情形給予更有效的教學。 

另外,在第一章限定研究範圍時發現，英語中的「complain」並不等同

於漢語的「抱怨」，若無附加說明或範圍限定，可能造成各研究結果的差

異或出入。作為後續其他研究的參考來源，詞彙的對譯必須更謹慎。在對

譯過程中，應從多方來源交叉分析，考量語言心理現實性、社會現實性、

語文工作需要性、學術研究需要性，選擇最合適的用語47。 

本論文透過實驗得到漢語母語者的抱怨模式，並列出漢日文化差異以

及學習者的難點分析。但是在目標上，本次實驗並未如預期般找到所謂的

「界線」，而僅由偏誤句和差異句找到幾個分散的「點」，在教學應用上僅

能以條列式方式出現，未能提出更有「規則性」的原則，以利學習者更容

易的掌握這些語用知識。若能擴大實驗內容，或針對某項特定主題(例如各

種疑問句式、同一語境不同程度的抱怨表達方式)進行研究，將更有助於以

溝通為主的華語文教學。

                                                 
47 感謝口試委員鄭良偉教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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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受試者背景資料：日籍漢語學習者組 
 
代號 J1 J2 J3 J4 J5 

性別 女 女 女 女 女 

年齡 20-25 30-35 25-30 35 以上 20-35 

最高學歷 大學 大學 高中 大學 大學 

日本：4 年 日本：44 個月

台灣：4 個月 

 

台灣：2 年 

 

台灣：10 個月 

日本：3 年 

台灣：7 個月 

中國：1 個月 

漢語學習

年數 

 

 

   (合計) 

4 年 4 年 2 年 10 個月 3 年 8 個月 

漢語能力

檢定 

HSK 

高等 6 級 

無 TOP-huayu 

4 級 

無 中國語檢定 

3 級 

目前使用

教材 

無 無 中級閱讀 實用視聽華語 

二下 

實用視聽華語

二下 

漢語區居

住時間 

台灣：1 個月 台灣：3 年 台灣：2 年 台灣：11 個月 台灣：7 個月 

中國：1 個月 

每週使用

漢語時數 

10-20 小時 30 小時以上 10-20 小時 30 小時以上 10-20 小時 

漢語使用

對象 

漢語教師 

台灣朋友 

男朋友 

家人 漢語教師 

台灣同學 

漢語教師 

台灣的家人 

漢語教師 

台灣朋友 

備註  先生為台灣人 高中畢業以後

工作，曾到過

加拿大一年 

先生為台灣

人。在日本時

曾經教中國留

學生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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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受試者背景資料：漢語母語者 
 
(頁一：實驗母語者組) 
代號 T1 T2 T3 T4 T5 

性別 女 女 女 女 女 

年齡 24 25 24   

最高學歷 學士(畢) 研究所(肄) 研究所(肄)   

大學主修 國文 中國文學 中文   

英文:台灣 6 年 英語:台灣 7 年 英文:台灣 15

年 

  

 日語:台灣 4 年 法文:台灣 2 個

月 

  

外語學習

經歷(語

種、學習

地、年數) 

     

  外國居住

經驗 

(地區、年

數) 

無 無 美國:LA2 個月

  

母語 漢語 漢語、閩南語 中文   

使用漢語

主要交際

對象 

家人朋友 家人、朋友、

師長等 

中文母語者   

使用台語

主要交際

對象 

家人朋友 家人 父母   

語言使用

頻率排序 

漢語 

台語 

英語 

漢語 

閩南語 

中文:99% 

台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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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二：實驗母語者組) 
代號 T6 T7 T8 T9 T10 

性別 女 女 女 女 女 

年齡 25 27 26 26 29 

最高學歷 研究所(肄) 研究所(肄) 研究所(肄) 大學(畢) 碩士(畢) 

大學主修 國文系 中文 英文 德語 英語 

英語:台灣 10

年 

英文 英文:台灣 10

年 

德語:台灣 3 年 

    德國 1 年 

英語: 16 年 

日語:日本 10

個月 

台灣 西文:台灣 2 年 英語:台灣 6 年 日語: 台灣 1

年 

外語學習

經歷(語

種、學習

地、年數) 

西語:台灣 6 個

月 

15    

外國居住

經驗 

(地區、年

數) 

日本:十個月 無 日本:半年 德國:2 年 美國: 2 年 

母語 中文 華語 中文 漢語 國語 

使用漢語

主要交際

對象 

全部的人 母語者 家人、朋友 朋友、學生、

家人 

家人、朋友 

學校 

使用台語

主要交際

對象 

無 少部分朋友 家人 奶奶 祖母 

語言使用

頻率排序 

漢語 華語 

客語 

台語 

漢語 

台語 

漢語 

德語 

台語 

英語 

國語 

台語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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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三：【native 影片】演員) 
代號 T11 T12 T13 T14 

性別 男 女 女 女 

年齡 27 28 24 28 

最高學歷 研究所(肄) 碩士(畢) 大學(畢) 大學(畢) 

大學主修 中國文學 中文 外文 中文 

英語 台灣 12

年 

法文:台灣兩

年 

英語:台灣 12

年 

 

日語 台灣1年 日文:台灣 1 年 日文:台灣 1 年 法語:台灣 1.5

年 

外語學習

經歷(語

種、學習

地、年數) 

 英文:台灣 6 年 西文:台灣 2 年  

外國居住

經驗 

(地區、年

數) 

美國 三個月 美國:1 年 無 法國:7 個月 

母語 國語 閩南語 中文 漢語,台語 中文 

使用漢語

主要交際

對象 

同學 

我的學生 

朋友,學生 父母,朋友 所有人 

使用台語

主要交際

對象 

父母 親戚 親戚 父母,祖父母 無 

語言使用

頻率排序 

國語 

閩南語 

英語  

中文 

英文 

法文 

台語 

漢語 

台語 

英語 

中文 

台語 

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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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native 影片】觀看問卷 
 

姓名： 
性別： 
華研所學生/華語教師： □ 是    □ 否 

 

這是針對日籍漢語學習者表達不滿的難點分析的研究所設計的問卷，接下來，

您將看到六段表達不滿的影片，在每一段影片結束以後，請根據影片內容回答

以下問題： 
 

1. 在【影片一】中， 
(1)您覺得影片中客人(表達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顧客，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覺得影片中服務生(接收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回應方式

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服務生，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若此影片作為教材所用，您認為有無不合適之處？若有，請提出您的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影片二】中， 
   (1)您覺得影片中主管(表達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主管，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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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覺得影片中工讀生(接收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回應方式

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該工讀生，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若此影片作為教材所用，您認為有無不合適之處？若有，請提出您的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影片三】中， 

(1)您覺得影片中女學生(表達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

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被插隊的人，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覺得影片中男學生(接收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回應方式

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插隊的人，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3)若此影片作為教材所用，您認為有無不合適之處？若有，請提出您的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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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影片四】中， 
(1)您覺得影片中第一位學生(表達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

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第一位學生，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您覺得影片中室友(接收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回應方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室友，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若此影片作為教材所用，您認為有無不合適之處？若有，請提出您的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在【影片五】中，  

(1)您覺得影片中借書的學生(表達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

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借書的學生，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覺得影片中圖書館員(接收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回應方式

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圖書館員，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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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此影片作為教材所用，您認為有無不合適之處？若有，請提出您的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在【影片六】中，  

(1)您覺得影片中學生(表達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學生，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覺得影片中老師(接收者)的說話方式是一般台灣人典型的回應方式嗎？ 

   □ 非常符合    □ 還算符合    □ 不太符合    □ 不符合 

‧若不符合，您認為一般台灣人典型的表達方式為何？ 

(請把自己當成老師，直接寫下你會說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若此影片作為教材所用，您認為有無不合適之處？若有，請提出您的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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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學習者問卷 
(日文版) 
学習者の個人データアンケート：(日本国籍の中国語学習者，母語は日本語。) 
1.性別： □ 男     □女 

2.年齡： □ 20 歲以下   □20-25 歲    □25-30 歲   □30-35 歲   □35 歲以上 

3.最高學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中国語の学習時間：  

               □ 日本( 都市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ヶ月 

□ 台灣( 都市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ヶ月 

□ 中國( 都市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ヶ月 
□ その他の地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ヶ月 

 
5.中国語の語学試験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 いいえ 

□ はい、参加したことのある試験は…： 

   □漢語水平考試（HSK），スコア(級)：_________________ 

   □TOP-huayu / CPT（台湾師範大学で受験可能なテスト），スコ

ア（級）：____________________ 

        □その他：__________________ 

6.今、授業で使用している教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中国語圏に滞在していた時間： 
               □ 台灣( 都市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ヶ月 

□ 中國( 都市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ヶ月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ヶ月 

8.現在、中国語のネイティブスピーカーと過ごす時間は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一

週間を基準としてお答えください。) 
  □ 10 時間に満たない    □ 10～20 時間     □ 20～30 時間    □ 30 時間以上

9.現在、接する機会のある中国語ネイティブスピーカーの相手は…？：(複数選択可

能) 
  □ 中国語の先生    □ 台湾人のルームメイト    □ 台湾人のクラスメート   

  □ 台湾人の友達    □ 台湾人の同僚   □ 言語交換の相手    

  □ 台湾人の大家さん   □ 彼氏/彼女   □ 家族     □ その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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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基本資料問卷：(日籍漢語學習者) 
1.性別： □ 男     □女 

2.年齡： □ 20 歲以下   □20-25 歲    □25-30 歲   □30-35 歲   □35 歲以上 

3.最高學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學習漢語年數：  

                □ 日本(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 台灣(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 中國(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5.參加過漢語考試嗎？   

                □ 否 

□ 是，參加過的考試是： 

        □漢語水平考試(HSK)，成績：_________________ 

        □TOP-huayu / CPT，成績：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目前使用的漢語教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在華語區居住時間： 
                □ 台灣(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 中國(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________月 

8.目前與母語者接觸的頻繁程度： (以每周計算) 
  □ 10 小時以下    □ 10-20 小時     □ 20-30 小時      □ 30 小時以上 
9.所接觸的母語者對象：(可複選) 
  □ 老師    □ 台灣室友    □ 台灣同學   □ 台灣朋友    □ 台灣同事 

  □ 語言交換對象    □ 台灣房東   □ 男/女朋友   □ 家人  

  □ 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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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角色扮演題目 
(日語版) 
1. A：あなたはあるコーヒーショップで、一杯の飲み物を注文しました。ウェィト

レスがあなたの注文した飲み物を持ってくる時、つい飲み物をひっくり返し

てしまい、あなたの新しい洋服の上にこぼ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B：あなたはこのコーヒーショップの店員，あなたがお客様の飲み物を持ていく

とき、ついその飲み物をこぼ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お客様の洋服を汚してしま

ったのです。 
2. A：先週、学校で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る学生に先月の資料を作成するようにお願

いしました。その学生が持ってきた、完成した資料にはたくさんの間違いが

あり、もう片方の資料は完全に作成し間違えていました。 
B：あなたは一週間の時間をかけて先月の資料を仕上げ、上司に渡しました。 

3. A：あなたは図書館で本を借りようとしています。既に 30 分以上も並んでいま

す。ある人があなたの前に割り込んできました。 
B：あなた本を借りようとしています。しかし、沢山の人が並んでいます。時間

に急いでいるあなたは前の方に割り込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4. A：あなたは一人の台湾人と一緒に住んでいます。あなたはよく部屋を掃除し、

整理整頓もするのですが、客間はどうにも片付きません。部屋の中も異様な

においが漂っています。 
B：あなたには一人のルームメイトがいます。彼はきれい好きで、どんなに忙し

くとも、毎月少なくとも二回は掃除します。 
5. A：あなたは図書館で本を借りようとしています。アルバイトの学生が、あなた

が今借りている本の中で、貸し出し期間が過ぎているが、まだ返却していな

い本がある、今他の本を借り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伝えました。しかも、800
元の罰金を払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しかしあなたはその本を既に返却しま

した。800 元の罰金は払う必要がないとあなたは考えています。 
B：あなたは図書館でアルバイトしている係員です。ある一人の学生が本を借り

に来ました。あなたはコンピューターでその学生の貸し出し記録を調べたと

ころ、何冊の本かまだ未返却のものがあります。しかもその本はすでに貸し

出し期間を過ぎているため、先に罰金を支払った後、その本を返却ないと、

他の本を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6. A：第二回目のテスト用紙が返却されました。あなたが書いた句は長くちゃんと

したもので、ただ、何度か同じ文字を間違えてしまった所為で、点数を大分

引かれていました。聞き取りテストも一度しか聞けないので、あなたの成績

はとても低いです。奨学金を申請することかなり難しいでしょう。 
B：あなたは大学の教授です。あるクラスで第二回目の試験がちょうど終了しま

した。その時、ある一人の学生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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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版) 
1. A：在咖啡店裡，你點了一杯飲料，服務員送來飲料的時候，把飲料翻倒了，

弄濕了你新買的衣服。 
B：你是咖啡店的服務員，你在送飲料的時候，不小心把飲料打翻了，弄髒

了客人的衣服。 
2. A：上個星期你交代一個工讀生做好上個月的報表，當他把資料送來以後，

你發現其中一份有很多錯字，另外一份完全做錯了。 
B：你花了一個星期做好資料，交給你的上司。 

3. A：你排隊借書已經排了半個小時了，有一個人從你前面插隊。 
B：你需要借很多書，但是你發現排隊的人很多因為時間很緊急，所以你插

隊了。 
4. A：你和一個台灣人一起住在公寓裡，你發現雖然你常常整哩，但是你們的

客廳還是常常很亂，屋子裡有一些臭味，讓你很不舒服。你不喜歡這麼髒

的環境。 
B：你有一個室友，他很愛乾淨，雖然你很忙，但是你每個月還是會打掃房

子兩次。 
5. A：你到圖書館借書，工讀生告訴你，因為你有逾期的書沒還，所以不能再

借書，而且還需要付 800 元的罰金。你確定那本書你已經還了，不應該由

你賠償這本書。 
B：你是圖書館員，有一個學生他要借書，你用電腦查了他的資料，發現他

有未歸還的書，他必須還書並且付了罰款以後才能再借書。 
6. A：你拿到第二次考試的考卷，你覺得你寫的句子又長又好，只因為錯同樣

的字而被扣了很多分，而且考聽寫的時候也都只唸一次，所以你的成績很

低，可能申請不到獎學金。 
B：你是大學的老師，你的班級剛考完第二次考試。這時候，有一個學生來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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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作答說明(母語者用) 
 
問卷說明： 
一共有兩份，一份是母語者的語料(【native 影片語料】)，一份是學習者的語料

(【nonnative 角色扮演語料】)。兩份的作法一樣。 
以【natvie 影片語料】為例： 
共有七段影片，Excel 檔中為影片對白的逐字稿， 
請在不同欄位中填入意見： 
1) 「語言接受度」欄：即在那個情境下這樣說合適嗎？請在「語言合適度」

一欄中給 1-4 分。(4 分：非常合適；1 分非常不合適) 
★不是合理不合理的問題，也不是文法對不對的問題，是「合適不合適」

的問題。 
★請不要管語法錯誤的問題，除非該語法錯誤已經造成理解錯誤或可能

產生誤會的情況。(因此，你覺得這麼說很合適，只是語法錯的話，請給 4

分，並在修正欄中修正其語句) 
2) 「理由」欄：說明給分的理由(例如：為什麼只給 3 分,不到 4 分的原因是什

麼？為什麼不合適？)特別是給 2、1 分的，請盡量說明原因。 
3) 「修正」欄：特別是針對只給 2、1 分的句子，請填入你覺得「怎嚜說才合

適」 
    ★是「實際上妳說出來的句子」，而不是「想法」！！ 
4) 「策略合適度」：策略合適度是研究者對語句的策略分析結果，但是為免太

過獨斷，請判斷研究者的分析是否合適。一樣給 1-4 分。(4 分：非常合適；

非常不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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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用語英漢對照表 
 
英文 中文 來源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 合適度判斷測驗 M&N48(1996) 
alerter 注意成分 B&O49(1989) 
bulge theory 突出理論 Wolfson(1981) 
coherence (意義)連貫 C&S50(1980) 
cohesion (形式)銜接 C&S(1980) 
contract 社會契約 O&W51(1985)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溝通能力、交際能力 Canale(1983) 
complain 抱怨  
cooperation principle 合作原則 Grice(1975) 
cross-culture pragmatics 跨文化語用學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DCT) 

語篇完成測驗法 
 

Blum-Kulka(1989) 

disarmer 消除敵意成分 Trosborg(1995) 
discourse competence 篇章能力 C&S(1983) 
(social) distance 心理距離 B&L52(1987) 
direct complain 直接抱怨 Boxer(1993) 
directive act 指示性行為 Trosborg(1995) 
essential condition 基本條件 Searle(1969) 
external modification 外部修飾語 Trosborg(1995) 
face-saving theory 面子保全論 B&L(1987) 
face threaten action(FTA) 面子威脅行為 B&L(1987) 
formality (風格的)正式性 Shih(1986) 
gambit 開頭語 Shih(1986) 
grammatical competence 語法能力 C&S(1980) 
griping 發牢騷 Shea(2003) 
grumble 發牢騷  
heat act 主行為 B&O(1989) 
high-D value 高心理距離價值 B&L(1987) 
high-P value 高權勢價值 B&L(1987) 
illocutionary act 言外行為 Austin(1975) 

                                                 
48 Murphy & Neu(1996) 
49 Blum-Kulka & Olshtain(1989) 
50 Canale & Swain(1983) 
51 Olshtain & Weinbach(1985) 
52 Brown & Levinson(1987) 



 152

imposition 強加力,加諸力 B&L(1987) 
indirect complain 間接抱怨 Boxer(1993) 
interlanguage 中介語 Selinker(1972) 
internal modification 內部修飾語 Trosborg(1995) 
irony principle 反語原則 Leech(1983) 
level of S’s expectation/ frustration 期待或受挫程度 O&W(1985) 
locutionary act 言內行為 Austin(1975) 
maxim of agreement 贊同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approbation 讚揚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generosity 寬宏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manner 方式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modesty 謙虛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quality 質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quantity 量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relation 關聯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sympathy 同情準則 Leech(1983) 
maxim of tact 策略準則 Leech(1983) 
model person 典型人 B&L(1987) 
negative face 消極面子 B&L(1987) 
negative politeness 消極禮貌策略 B&L(1987) 
off record 非公開策略 B&L(1987) 
on record 公開策略 B&L(1987) 
payoff consideration 損益考量 B&L(1987) 
perlocutionary act 言後行為 Austin(1975) 
politeness principle 禮貌原則 Grice(1975) 

Leech(1983) 
politeness theory 禮貌理論 B&L(1987) 
positive face 積極面子 B&L(1987) 
positive politeness 積極禮貌策略 B&L(1987) 
(relative) power 相對權勢 B&L(1987) 
pragmalinguistics 語用語言學 Leech(1983) 
pragmatic competence 語用能力 C&S(1980) 
pragmatic failure 語用失誤 Thomas(1983) 
preparators 預備詞 Trosborg(1995) 
preparatory condition 準備條件 Searle(1969) 
propositional act 命題行為 Searle(1969) 
relative power 相對權勢 B&L(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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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ity condition 誠意條件 Searle(1969) 
social distance 社會距離 B&L(1987) 
social status 社會地位 O&W(1985) 
sociopragmatics 社會語用學 Leech(1983) 
speech act 言語行為 Austin(1962) 
speech act set 言語行為組 C&O53(1981) 
speech act theory 言語行為理論 Austin(1962) 
strategic competence 策略能力 C&S(1980) 
supportive move 輔助性行為 B&O(1989) 
 

 

 
 

                                                 
53 Cohen & Olshtain(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