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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禮貌原則與「這麼、那麼」的 

       選用 

第一節 禮貌與面子 

根據 Tao（1999）的討論，說話者對近指詞及遠指詞的選擇已超出了

空間概念，Xu（1987）也曾指出「漢語指示詞表達的遠近距離中含有一個

較強的心理成分」。我們認為 Tao（1999）與 Xu（1987）的看法與「禮貌

原則」的使用有關。 

Brown ＆ Levinson（1978）指出每個典型人（model person）在使用

語言交際時具有兩種特質，分別是「理性（rationality）」和「面子（face）」。

「理性」指的是交際雙方在固有的溝通模式下達成交際的最終目的，並且

有利於交際雙方。「面子」則表每個典型人交際時的兩種需求，分別是「不

受別人干涉、阻礙」及「受別人贊同」的兩種需求，前者又可稱為「消極

的面子（negative face）」，後者則為「積極的面子（positive face）」。 

不過 Brown ＆ Levinson（1978）也認為有些語言行為或者非語言行

為是威脅交際雙方面子的行為（Face-Threatening Act / FTA），因此他們提

出了一些禮貌原則來維護交際雙方積極的或消極的面子，請見下圖。 

 

圖五-1 禮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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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原則中，「這麼、那麼」的選用與「積極和消極的禮貌策略」

最為相關。Brown ＆ Levinson（1978）曾在積極的禮貌策略中提出十五個

具體的策略，其中策略七為「建立共同的背景（presuppose/raise/assert 

common ground）」。他們在說明策略七時曾指出說話者可透過「觀點的轉

移（point-of-view operations）」來縮小與聽話者之間的差異，也就是加強兩

者之間的一致性，以建立共同的背景。 

一般而言「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通常是「說話者」、「言談發生

的空間」或「時間」，且當「指涉對象（referent）」距離指示中心較近時，

說話者傾向使用「近指詞（proximal demonstrative）」，反之則用「遠指詞

（distal demonstrative）」，不過，說話者卻常基於「禮貌原則」而不根據原

來的「指示中心」選用「指示詞」，這種因「指示中心」改變而不遵守「指

示詞」選用規則的情形其實就是「觀點的轉移」。因此本章將藉由「觀點

的轉移」來探討說話者選用「這麼、那麼」時所採用的「禮貌原則」。 

 

第二節 觀點的轉移（Point-of-view operations） 

在上一章中，我們觀察到「物理距離」的遠近與「近指詞—這麼」和

「遠指詞—那麼」的選用幾乎是一致的，相對地，「觀點的轉移」則主要

在探討說話者不根據「物理距離」的遠近來選用「這麼、那麼」的情況，

因此「這麼、那麼」的「文外照應用法（exophoric use）」與此一課題格外

密切，本節將延續第四章「文外照應用法」的討論，進一歩探討說話者選

用「這麼、那麼」時是如何受到心理因素的影響。 

 

一、說話者立場的轉移（personal-centre shift：S to H） 

說話者在選用指示詞時大多都以自己為「指示中心」，但說話者在實

際的對話中，卻不總是根據自己的立場發言，我們可發現許多「說話者以

聽話者為指示中心」的例子，而這些例子都顯示說話者盡力縮小與聽話者

之間的差距，以便提高兩者之間的一致性，請見以下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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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甲：基督城真的好冷，一下飛機就感到寒意，現在初春的日均溫 

約 5~15 ℃，根本就是台灣寒流來時的溫度，有夠要命！ 

乙：原來現在你那裡那麼冷啊！衣服有沒有帶夠啊？好好照顧自己 

喔！ 

     b.甲：基督城真的好冷，一下飛機就感到寒意，現在初春的日均溫 

          約 5~15 ℃，根本就是台灣寒流來時的溫度，有夠要命！ 

      乙：原來現在你那裡這麼冷啊！衣服有沒有帶夠啊？好好照顧自 

          己喔！                                      （網路語料） 

(2) a.「雨莘，事情不是妳想的那麼難，妳只要點頭就行了。」趙昀昕 

小心地拭著黃雨莘的淚水。                            

b.「雨莘，事情不是妳想的這麼難，妳只要點頭就行了。」趙昀昕小心

地拭著黃雨莘的淚水。                       （網路語料） 

(3) a.師父，您的責任擔子那麼重，會不會累啊？ 

    b.師父，您的責任擔子這麼重，會不會累啊？         （平衡語料庫） 

 

上面各例句的（a）、（b）句，其語境都相同，不過例句（1a）、（2a）、

（3a）都是根據「物理距離」選用「那麼」的例子，是基本的用法。而（1b）、

（2b）、（3b）的例子則是突破物理距離，使用禮貌原則後產生的句子。 

（1a）的「乙」和「甲」不在同一個現場，因此「乙」說「你那裡那

麼冷啊！」。（2a）的說話者無法具體看見聽話者假想的情境，且假想的情

境並不在「物理空間」裡，而是存在「抽象空間」裡，所以（2a）的說話

者說「事情不是妳想的那麼難」。（3a）所說的「責任擔子」是一種抽象的心

理感受，說話者當然無法真正了解「師父」所擔負的責任有多麼沉重，因

而選用「那麼」。但在相同的語境下，若說話者欲縮小與對方的差異，製

造「感同身受」的氛圍，則通常會站在對方的立場發言，Brown ＆ Lev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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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即指出「站在對方立場發言」是一種在交際中普遍使用的禮貌原

則，如例句（1b）、（2b）、（3b）。 

（1b）的「你那裡這麼冷」可表示「乙」認為儘管他和「甲」相處兩

地，但他依然能根據「甲」提供的訊息，站在「甲」的立場體會「甲」所

處環境的氣候，經由「乙」在下文對「甲」的問候及叮嚀更可看出「乙」

所展露的同理心。而（2b）的「事情不是你想的這麼難」則表示說話者雖

不贊同聽話者的看法，但卻能站在「聽話者」的立場去理解對方的感受，

同時委婉地告訴聽話者不同的意見。同理，儘管（3b）的「責任擔子」是

一種存在抽象空間的心理感受，但當說話者說「您的責任擔子這麼重」卻

能讓人感受他對「師父」投入的關懷，就好像說話者已站在「師父」的立

場親身體驗過其所擔負的重責大任了。 

在這三個例子中，發話者的立場都由自身轉移到聽話者，換言之，「指

示中心（deictic centre）」由說話者轉移至聽話者，充分展現說話者的「同

理心（sympathy）」，我們認為這類移情的情況不僅表現出說話者情感涉入

的程度，同時也是「禮貌原則」體現的結果。 

 

二、空間轉移（Place shift） 

說話者所處的現場大多都是言談發生的地點，同時也是選用指示詞時

的「指示中心」。Brown ＆ Levinson（1978）指出在英語裡，說話者若改

變空間上的指示中心，通常與其涉入的感情有關，請見例句（3）。 

 

(4) a.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to the movies？ 

    b.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to the movies？       

                                  （Brown ＆ Levinson. 1978：122） 

 

在例句（4）裡，說話者想邀請聽話者一起去電影院，但既然兩人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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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電影院，按理應使用”go”，不過由於 “come”的語義表示「靠近說話

者」，因此當說話者使用（4a）的句子時，更能讓聽話者感受說話者正在盛

情邀約，相對地，由於”go”的語義表示「遠離聽話者」，因此當說話者使用

（4b）的句子時，其所涉入的主觀感情也較少。 

在漢語裡，當說話者改變空間上的指示中心時，他對談話內容投入的

參與度也有所不同，請見以下例句。 

 

(5) a.兒子：我好想出去玩喔！待在家裡真無聊！ 

爸爸：不行！外面那麼冷！出去你會被凍死的！  

b.兒子：我好想出去玩喔！待在家裡真無聊！ 

     爸爸：不行！外面這麼冷！出去你會被凍死的！  

 

例句（5）的言談現場是在「家裡」，不是在「外面」，因此（5a）的

爸爸說「外面那麼冷」來表示「外面」距離言談現場較遠，是符合「物理

距離」的基本用法。而（5b）的爸爸則改變了空間上的指示中心，將指示

中心由言談現場，也就是「家裡」轉移到「外面」，換句話說爸爸先假想

自己人正在外面，然後再藉此推想外出的情景，透過這種類似親身體驗的

實際經驗來提高說服力，並勸兒子不要外出玩耍，所以（5b）的爸爸才會

說「外面這麼冷」。因此，我們認為（5b）的句子顯示「爸爸」所涉入的

感情較（5a）來得多。 

改變空間上的指示中心除了能表示說話者涉入的情感較多以外，我們

也可找到許多例子顯示說話者意圖表現較「疏離」的態度，而這些句子幾

乎都是指示中心遠離言談現場的例子。Brown ＆ Levinson（1978）認為這

種「觀點的遠離（point-of-view distancing）」屬於「消極的禮貌策略（negative 

politeness）」，通常能間接揭示交際雙方的社會距離、心理距離或說話者的

負面情緒，請見以下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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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你們看！前面是什麼？」禪師忽然出聲問道。「好漂亮的鴨子追來

追去！」眾答。「什麼！眼前這麼大的一棵松樹，不動地站在那裡，

你們都沒看到？」禪師反問。   

b.「你們看！前面是什麼？」禪師忽然出聲問道。「好漂亮的鴨子在追

來追去！」眾答。「什麼！眼前那麼大的一棵松樹，不動地站在那

裡，你們都沒看到？」禪師反問。                  （網路語料） 

(7) a.亞丁摸了摸自己的頭,「沒想到我這麼笨,竟然會掉進眼前這麼大的坑,」 

b.亞丁摸了摸自己的頭,「沒想到我那麼笨,竟然會掉進眼前那麼大的坑,」              

（網路語料） 

(8) a.怎麼這裡這麼冷，沒有暖氣也沒有電毯，只有棉被…. 

b.怎麼這裡那麼冷，沒有暖氣也沒有電毯，只有棉被…. 

  （網路語料） 

(9) a.老陶：買個藥買一天買哪兒去了，問你半天你怎麼不回話兒啊你？  

      春花：說話這麼大聲幹什麼，你不會溫柔一點？  

b.老陶：買個藥買一天買哪兒去了，問你半天你怎麼不回話兒啊你？  

      春花：說話那麼大聲幹什麼，你不會溫柔一點？ 

（劇本：暗戀桃花源）  

 

例句（6）到（9）的（a）句都是符合「物理距離」的基本用法，說話

者皆選用「這麼」來修飾、說明位在言談現場的事物，而例句（6）到（9）

的（b）句則不以言談現場為指示中心，反而將指示中心轉移到較遠處，

使自己和言談現場中的事物保持一段距離，來顯示事情與自己預設的結果

差距甚遠。如例句（6b）的禪師對眾人忽略眼前的大樹感到驚訝，例（7b）

的亞丁對自己的行為感到出乎意外，例（8b）的說話者對言談現場的天氣

感到意外，（9b）的春花則對老陶大聲說話的行為感到不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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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句（6）到（9）的「這麼、那麼」皆在句中作副詞，其指涉對象為

「性狀程度」。透過以上各例句中（a）、（b）句的比較，我們發現「這麼」

的使用大多是根據「物理距離」而來的，是較為「客觀」的用法，相反地，

說話者選用「那麼」時所涉入的心理因素較多，是較為「主觀」的用法。

除此，說話者選用「那麼」還能強調談論對象的性狀程度，使聽話者更注

意其所指涉的性狀程度。以例句（6b）為例，禪師藉著強調「樹之大」來

加深「眾人忽略大樹」的反差，與（6a）相比，（6b）深具說話者主觀判斷

的色彩，我們認為這種用法與漢語中的副詞「好」有相似之處，請見下方

例句。 

 

(10) a.天氣很熱 →客觀 

b.天氣好熱 →主觀 

(11) a.天氣這麼熱 →客觀 

b.天氣那麼熱 →主觀 

 

由此可知，指示中心由言談現場轉移至遠處時，「這麼熱」與「那麼

熱」並無程度上的差異，只有「客觀」與「主觀」之別。 

 

三、時間轉移（Time shift） 

Xu（1987）指出說話者或作者若要描述一個過去事件，常常會藉著使

用「近指詞」使聽話者及讀者有身歷其境的感覺。換句話說，用近指詞讓

聽話者、讀者產生時間的錯覺，覺得目前談論的對象或指涉對象並不是存

在於過去時間裡，而是近在眼前，就如同電視劇的重播影片一般，可參考

例句（12）到（15）。 

 

 



「這麼、那麼」的句法及語用分析 

 84

(12) a.從小看爸爸跟媽媽一直都那麼辛苦，以前那麼窮的日子跟生活，爸媽 

都還是扶養著我們七個孩子，現在好不容易能享享清福，卻又… 

b.從小看爸爸跟媽媽一直都那麼辛苦，以前這麼窮的日子跟生活，爸媽 

還是扶養著我們七個孩子，現在好不容易能享享清福，卻又… 

                                                      （網路語料） 

(13) a.這次公婆做了全身檢查，婆婆依然是老毛病——高血壓加脂肪肝，以 

前勸她吃藥就和打仗一樣，她不但不理解你的好意，還得全力攻擊你

一番。再就是公公，竟然查出來有心埂，這讓人吃驚！並且說他以前

肯定也發作過，只是沒有發覺。如今有革命老幹部的命令，公婆終於

肯吃藥了，不像以前那麼頑固，以為自己練了幾年什麼功，就愚昧的

以為自己不是平常人，無需吃藥病自會痊癒！ 

b.這次公婆做了全身檢查，婆婆依然是老毛病——高血壓加脂肪肝，以 

前勸她吃藥就和打仗一樣，她不但不理解你的好意，還得全力攻擊你 

一番。再就是公公，竟然查出來有心埂，這讓人吃驚！並且說他以前 

肯定也發作過，只是沒有發覺。如今有革命老幹部的命令，公婆終於 

肯吃藥了，不像以前這麼頑固，以為自己練了幾年什麼功，就愚昧的 

以為自己不是平常人，無需吃藥病自會痊癒！           

                      （網路語料） 

(14) a.他的聲音已經不像剛才那麼興奮。 

 b.他的聲音已經不像剛才這麼興奮。                   （網路語料） 

(15) a.像剛剛那麼大聲，一般人都會被吵醒的。   

b.像剛剛這麼大聲，一般人都會被吵醒的。             （網路語料） 

 

如果根據「物理距離」選用「這麼、那麼」的話，當談論對象存在於

過去的時間裡，則說話者通常傾向使用「那麼」，如上述各例句中的（a）

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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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例句（12b）裡，說話者先使用「遠指詞」來告訴聽者他小時候父

母很辛苦，隨即就用「近指詞」來描述過去的生活，就像我們常在電影中

常看到的橋段，主角先口述一小段過去的經歷，隨後就播放一段回顧影

片，將觀眾拉回事發現場，而例（13b）也使用「這麼」重現談論對象過

去頑固的景象，使得過去的景象歷歷在目。同理，在例句（14b）、（15b）

裡，說話者使用「這麼」就像是把發生過的情景再重現一次，使聽話者身

歷其境，並使聽話者對發生過的事件投注更多的注意力，因此，我們認為

以上這些例子的「指示中心」皆由「言談發生的當時」轉移至「過去時間」，

以使得說話者在描述過去的事件時更加栩栩如生。 

不過在討論「觀點轉移」這項課題前，本節已言明「觀點轉移」與「文

外照應用法（exophoric use）」密切相關，但我們卻發現本節例句裡的「這

麼、那麼」幾乎都指涉「性狀程度」，儘管指涉「動作方式」的「這麼、

那麼」也具有「文外照應用法」，但在我們所收集到的語料裡並未發現「說

話者立場轉移」以及「空間轉移」的例子，僅發現少數幾個「時間轉移」

的例子。筆者認為由於「性狀程度」會因個別感受不同而有強弱之別，因

此說話者較容易受心理因素影響，反觀「動作方式」通常已有既定的基本

模式，較不會因個別感受不同而有差別，因為聽話者總是必須透過「語境」

或「共知」找到該動作方式的示範者才能了解所指涉的動作方式，否則將

會導致交際中斷，因此施行「禮貌原則」的例子微乎其微。以下為在句中

指涉「動作方式」，並以「過去時間」為指示中心的例子，請見例句（16）。 

 

(16) a.他再也不能像以前一樣那麼陪著我，天天在一起了。 

b.他再也不能像以前一樣這麼陪著我，天天在一起了。  （網路語料） 

 

（16a）為「文內照應用法 endophoric use」裡的「認同（recognitional）」

用法，聽話者必須透過他與說話者共有的經驗才能得知「如何陪伴」，但

（16b）的說話者則以過去時間為指示中心，企圖使過去的情景歷歷在目，

由此可察覺說話者留戀過去的生活，有回味無窮之感。 



「這麼、那麼」的句法及語用分析 

 86

第三節 使聽話者受益（give “gift” to H） 

Brown ＆ Levinson（1978）爲積極的禮貌策略（positive politeness）

所提出的十五個具體策略中，其中策略 15 就是「使聽話者受益（give gift to 

H）」，除了給予聽話者具體的實物當作禮物之外，舉凡說話者對聽話者

表示「同理心（sympathy）、理解（understanding）、合作（cooperation）」

等行為，都可視為「使聽話者受益」的舉動，當然也包括提供聽話者所需

的訊息，以滿足聽話者的需求。 

在上一節中我們曾提到說話者不一定以自身為指示中心來發言，而可

能站在對方的立場說話，對於這種可展現說話者「同理心（sympathy）」

的語言現象，其實也屬「使聽話者受益」的情形，因為說話者往往可藉由

自身發言立場的改變，進而表達自己對聽話者的認同。 

除此，在第三章中我們曾指出作限定詞的「這麼、那麼」，其指涉對

象為「符合某特定條件的名詞」，且聽話者通常可在上下文找到此一條件

的相關訊息，不過說話者為了更利於聽話者了解該條件，也可在名詞前加

入「描寫性定語」作為提示，因此我們認為說話者的這項舉動可節省聽話

者找尋相關訊息的時間，進而滿足聽話者的需求。請見以下例句。 

 

(17) a.她就是這麼一個女人。 

b.她就是這麼一個被宜昌市婦聯授予“巾幗建功標兵”稱號的女人。 

                                                    （北大語料庫） 

(18) a.在這麼一個大城市中，竟然…                         

b.在這麼一個擁擠而缺乏秩序、污染充斥、到處在施工、塞車的大城市

中，竟然…                                 （平衡語料庫） 

(19) a.地處海澱區東升鄉的臥虎橋有這麼一個舊貨市場。 

b.地處海澱區東升鄉的臥虎橋有這麼一個目前京城最大的舊貨市場。 

                                                （北京大學語料庫） 

(20) a.栗曉峰辭職之後，眾人拭目以待：望有那麼一位人物出現，來力挽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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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重整乾坤。 

b.栗曉峰辭職之後，眾人拭目以待：望有那麼一位“救世主”式的人物出

現，來力挽狂瀾、重整乾坤。                 （北大語料庫） 

(21) a.他終於見識到媒體炒作的威力，那麼一篇問卷調查被炒得像權威一樣 

b.他終於見識到媒體炒作的威力，那麼一篇粗略的問卷調查被炒得像權 

威一樣                                        （平衡語料庫） 

 

上述各例句中，（a）句的「這麼、那麼」和其後的名詞之間除了數詞

和分類詞以外，並沒有修飾名詞的「描寫性定語」，但由於「這麼、那麼」

的指涉對象為「符合特定條件的人、事、物」，且句中又無「描寫性定語」

作為提示，因此上述各例句裡，（a）句的聽話者必須分別自上下文去了解

說話者說的是「什麼樣的女人」、「什麼樣的城市」、「什麼樣的舊貨市場」、

「什麼樣的人物」和「什麼樣的問卷調查」。相較之下，由於（b）句的「這

麼、那麼」和其後的名詞之間多了「描寫性定語」，所以聽話者可立即了

解指涉對象所具備的特色以及條件，自然找尋相關訊息的時間也會縮短許

多。 

由此可知，當「這麼、那麼」在句中作限定詞時，說話者可藉著在名

詞前插入「描寫性定語」的手段，進一步滿足聽話者找尋相關訊息的需求，

所以我們認為這種手段也是施行禮貌原則的結果。 

 

第四節 章結論 

本章的研究結果顯示說話者選用「這麼、那麼」時，不光僅僅由「物

理距離」的遠近來制約，「禮貌原則」的使用往往打破「物理距離」的限

制影響說話者的決定，下表則為說話者施行「禮貌原則」時選用「這麼、

那麼」的情況，請見表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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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這麼、那麼」與禮貌原則的關係 

副詞（文外照應使用（exophoric use）） 

觀點轉移 

的類型 

符合物理 

距離 

使用禮貌 

原則 
例句 

這麼 否 

是 

(以聽話者為指

示中心，展現說

話者的同理心) 

你那裡這麼冷啊！衣服有

沒有帶夠啊？好好照顧自

己喔！ 說話者

立場 

那麼 是 否 

你那裡那麼冷啊！衣服有

沒有帶夠啊？好好照顧自

己喔！ 

否 

是 

(以距離言談發

生地點較遠的

地方為指示中

心及談論對

象，製造感同身

受的氛圍) 

外面這麼冷！出去你會被

凍死的！ 

這麼 

是 否 

眼前這麼大的一棵松樹，不

動地站在那裡，你們都沒看

到？ 

是 否 
外面那麼冷！出去你會被

凍死的！ 

空間 

那麼 

否 

是 

(以距離言談發

生地點較遠的

地方為指示中

心，顯示說話者

較疏離的態度) 

眼前那麼大的一棵松樹，不

動地站在那裡，你們都沒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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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 否 

是 

(以過去時間為

指示中心，使說

話者在描述過

去發生的事件

時能更為生動) 

他的聲音已經不像剛才這

麼興奮。 
時間 

那麼 是 否 
他的聲音已經不像剛才那

麼興奮。 

限定詞（文內照應使用（endophoric use）） 

否 否 
在這麼一個大城市中，竟

然… 

這麼 

否 

是 

(說話者在「這 

麼」與名詞之間

插入「描寫性定

語」，提供聽話

者相關訊息) 

在這麼一個擁擠而缺乏秩

序、污染充斥、到處在施

工、塞車的大城市中，竟

然… 

否 否 

栗曉峰辭職之後，眾人拭目

以待：望有那麼一位人物出

現，來力挽狂瀾、重整乾

坤。 

那麼 

否 

是 

(說話者在「那

麼」與名詞之間

插入「描寫性定

語」，提供聽話

者相關訊息) 

栗曉峰辭職之後，眾人拭目

以待：望有那麼一位“救世

主＂式的人物出現，來力挽

狂瀾、重整乾坤。 

 

根據上表所列的結果，我們可發現在句中做副詞且具有「文外照應用

法」的「這麼、那麼」通常可使用「禮貌原則」突破「物理距離」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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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說話者立場來看，大部分的例子幾乎都是說話者以聽話者為指示中心

（deictic centre），以便縮短兩者間心理距離的情況，因此說話者選用「這

麼」的頻率較高。在空間轉移（place switch）和時間轉移（time switch）

方面，如果談論對象不存在於言談發生的時空環境裡，而說話者卻選用「這

麼」時，則會使人覺得說話者所描述的事件栩栩如生，並且讓人感同身受。

相對地，當談論對象存在於言談發生的現場，但說話者卻選用「那麼」時，

則能表說話者對所談論的事物抱持著疏離的態度，且在相同語境下與選用

「這麼」的情形相比，選用「那麼」的例子通常能顯示說話者所涉入的主

觀意識較強烈，如「天氣這麼熱」、「天氣那麼熱」。 

除了「文外照應用法」以外，在「文內照應用法」方面，由於做限定

詞的「這麼、那麼」並無「文外照應」的用法，以至於與「物理距離」並

無關聯，所以其「禮貌原則」的體現應從篇章角度去思考。做限定詞的「這

麼、那麼」，其指涉對象為符合某條件的人、事、物，因此當說話者在「這

麼、那麼」和後接名詞之間插入「描寫性定語」時，可節省聽話者透過上

下文尋找相關訊息的時間，進一步滿足聽話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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