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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委婉言語教學啟示與應用 

筆者根據第一至第五章得出的研究發現與分析，試著從對外漢語教學

的角度出發，將分析的結果應用於實際的教學。第一節舉一現行教材為

例，檢視其內部的委婉語用策略及語言形式；第二節透過教學設計，提出

教學建議；第三節為小結。 

 

第一節 現行教材檢視 
筆者以正中書局出版之教材《實用視聽華語 2上》第一課〈新室友〉

為例，舉其中一小段進行委婉語用策略及語言形式之分析。課文對話以新

細明體呈現，具委婉成分的語言形式以粗體新細明體加上底線標示，並於

後面加上括號（）說明，委婉語用策略的部分則以【】加標楷體粗體字標

註。 

媽媽：（對偉立）以後要麻煩（禮貌標記）你照顧他了。這是他第一

次離開家。【給予理由】 

建國：媽！我不是小孩子了。 

媽媽：好，好，我知道。可是（對比標記）他是二年級，知道的總是

多一點兒（規避詞）。 

（……略……） 

建國：你的中文說得不錯，口音不太（否定句式「不 X」）重。你們

中文課都學些什麼？有沒有意思？【提問與規避】 

偉立：說話跟寫字。我覺得（主觀詞）很有意思。可是（對比標記）

寫字比較（規避詞）難。 

建國：我也不太（否定句式「不 X」）會寫。那我也去選你們的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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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簡短的課文節錄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隱藏著不少委婉語用策

略及語言形式。語用策略包含積極禮貌策略的「給予理由」及消極禮貌策

略的「提問與規避」，建國的媽媽向偉立提出多照顧建國的請求時，運用

了給予理由策略，讓偉立了解她提出請求的背後原因，從而使得偉立較能

接受這個請求；建國在與偉立討論時，先以提問與規避策略問偉立：「中

文課都學些什麼？有沒有意思？」，最後再提出跟偉立選同一堂課的提議。 

語言形式方面，詞語的部分運用禮貌標記「麻煩」表示請求，以對比

標記「可是」來婉轉表達自己的看法，用規避詞「一點兒」、「比較」等降

低程度，以及主觀詞「我覺得」來限制陳述的範圍；句式上則運用了「不

X」的否定句式降低否定的斷言性。 

經由以上的教材檢視，筆者發現，許多委婉成分其實就隱藏在人們日

常交際的話語當中，只是常被說話者忽略。以漢語為母語的說話者，常常

在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在話語中使用了某些委婉成分；而教材編寫

者在編寫的過程中，也並非刻意在課文中加入委婉成分，而是自然而然地

將之運用在課文對話當中。歸根到底，這就是中華文化對中國人語言習慣

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以漢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卻正是因為言語中少了某些

委婉成分，而使得產出的句子聽起來有點不順暢，卻又很難具體地找出其

偏誤所在，如：「你可以幫我寫問卷吧？」1筆者認為，這就是華語教學可

以著力的地方。教師應指導學習者特別留意這些細節，才能讓學習者在生

活中正確地掌握漢語中的委婉言語。 

由於「委婉」是一種手段，目的為維持交際雙方的面子，因此委婉言

語是一種表達方式，並不是單一的言語行為，運用的層面很廣，可能出現

於任何言語行為之中，比如委婉地批評、委婉地建議、委婉地反對、委婉

地拒絕……等。由於委婉言語是一種概念，並不像言語行為如「抱怨」、「批

評」等，有較清楚的界定與特有的模式，因此不宜在教學課程中進行獨立

的主題式教學，而應該配合某些言語行為，來進行輔助教學。 

                                                
1 此為筆者從外籍學生口中聽到的語料。以漢語為母語的說話者，在請求對方幫忙的情境中，多
半會使用「可不可以麻煩／請你……？」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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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建議 
筆者建議，教師們應該在平常的課程中適時地提醒學生「委婉」的概

念，在課程進行的適當時機，引導學生在話語中加入「委婉」的成分，比

如課程進行到邀請與拒絕的相關課文，教師便可以引導學生如何「委婉地」

拒絕他人。下面筆者以一教學設計為例，提出教學建議，教師可根據實際

課程與學生狀況進行調整與改寫。舉例如下： 

一、 教材（自編會話） 
表 0-1 自編會話情境與課文 

淑嫻和班上同學一起負責籌備一個活動，但是淑嫻在開會的時候常常遲

到，因此影響了籌備的進度。佳茵覺得這樣的情形不應該繼續下去，於是決

定跟淑嫻談一談。 

淑嫻：哎呀！不好意思，我來晚了！ 

佳茵：呃……可是我們的會已經開完了耶！ 

淑嫻：怎麼這麼快？ 

佳茵：已經一個鐘頭囉！對了，你最近是不是比較忙啊？ 

淑嫻：對啊！最近好多事情要處理，怎麼了？ 

佳茵：因為開會時，你好像都比較晚到。 

淑嫻：真是抱歉，有時候一忙就忘了時間。 

佳茵：沒關係啦！不過活動的時間就快到了，我們的進度有點落後。你偶

爾遲到一兩次無所謂，如果常常這樣，很多重要的東西你都沒聽

到，我覺得這樣不大好。 

淑嫻：我可以再問你們開會的內容。 

佳茵：可是其他人不見得有時間，可不可以麻煩你注意一下？活動是大家

一起辦的，我們都應該共同負起責任。 

淑嫻：我知道，只是最近實在太忙了！ 

佳茵：如果你不方便的話，我們可以改一下開會的時間。要不然我們下次

約晚一點好嗎？ 

淑嫻：沒關係，下次開會的時間我應該可以配合。 

佳茵：好，既然這樣的話，下次再遲到，就要請客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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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流程 

筆者設計的教學流程，主要分為課堂問答操練與課後練習活動兩部

分，茲說明如下： 

（一） 課堂問答操練 

教師可以先將課文中的語言定式2找出，在課堂進行問答式的操練。以

下筆者列舉了一些定式與可用的問題及例句，以供教師教學參考。 

1. 是不是（+ 可以／應該）……？ 

（課文句子：你最近是不是比較累？） 

【說明】 

讓學生知道「是不是」的功能除了簡單的詢問，以確認自己的預設之

外，還可以表達提醒、請求或建議。教師的問題宜由易到難，引導學

生運用消極禮貌策略中的提問與規避策略，透過問句的使用，讓請求

或建議變得較為委婉。 

【課堂問答舉例】 

[功能：一般詢問] 

TQ31：他看起來很累。你可以怎麼問他？ 

SA1：你是不是很累？ 

TQ2：你覺得今天比較冷。問問你同學的感覺。 

SA2：今天是不是比較冷？ 

TQ3：你覺得你朋友不常運動，怎麼問他比較好？ 

SA3：你是不是不常運動？／你是不是比較少運動？ 

[功能：請求／建議] 

                                                
2 語言定式的概念主要參考靳洪剛（2004）〈語言定式教學法在中文習得和中文教學中的作用〉。 
3 以下“TQ”（teacher’s question）表示教師提問或引導的句子，“SA”（student’s answer）為可能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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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5：你室友太吵了，你怎麼跟他說？ 

SA5：你是不是可以小聲一點？ 

TQ6：八點上課太早了，你可以怎麼跟我說？ 

SA6：上課時間是不是可以晚一點？／是不是可以晚一點上課？ 

TQ7：我的課怎麼樣？請給我一些建議。 

SA7：作業是不是可以少一點？／考試題目是不是應該簡單一點？ 

TQ8：你室友每天熬夜打電腦，變得很不健康。請你們給他一些建議。 

SA8：你是不是應該早點睡？／你是不是應該注意身體？／ 

你是不是應該多休息？ 

[功能：暗示／提醒] 

TQ9：你覺得朋友應該少吃一點蛋糕。可以怎麼提醒他？ 

SA9：蛋糕的熱量是不是很高？／吃太多是不是對身體不好？ 

TQ10：你朋友跟你出去，常常遲到。你怎麼跟他討論這件事？ 

SA10：我們約的時間是不是太早了？／你是不是記錯時間了？ 

2. 可不可以／能不能 + 麻煩／請 + 你（們）……？（+ 理由） 

可以 + 麻煩／請 + 你（們）……嗎？（+ 理由） 

（課文句子：可不可以麻煩你注意一下？） 

【說明】 

教師應讓學生習慣透過提問的方式表達請求或建議，前後可以運用積

極禮貌策略中的給予理由策略，加上理由使話語合理化。引導學生透

過問句的使用及理由的呈現，避免直接請求或建議造成對方的負擔，

讓言語更加委婉。 

【課堂問答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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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4：今天很熱。（問一位學生）可不可以麻煩你把窗戶打開？我覺得

好熱。 

TQ1：你忘了帶錢，請你跟同學借。 

SA1：可不可以麻煩你借我一些錢？ 

TQ2：你的室友在外面看電視，電視好大聲！怎麼辦？ 

SA2：我可以跟他說：「可不可以請你小聲／安靜一點？」 

TQ3：很好，你還可以告訴他為什麼。 

SA3：可不可以請你小聲一點？我在寫作業。 

TQ4：你的朋友跟你去看電影，常常遲到，怎麼辦？ 

SA4：我可以說：「可不可以麻煩你不要遲到／早一點來？」 

TQ5：告訴他為什麼。 

TQ6：可不可以麻煩你早一點來？我們得先去買票。 

3. acceptance/agreement + 不過／可是／但是 + advice/disagreement 

（課文句子：沒關係啦！不過活動的時間就快到了，我們的進度有點

落後。） 

【說明】 

教師引導學生在與他人對話時，先接受他人的說法與意見，再利用「不

過」、「可是」、「但是」等副詞委婉表達自己的想法，或給予對方提醒

與建議。 

                                                
4 此處“TM”（teacher’s model）指教師示範；“TQ”（teacher’s question）表示教師提問或引導的句
子；“SA”（student’s answer）為可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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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問答舉例】 

TQ1：你覺得中文難不難？ 

SA1：中文非常難！ 

TM：中文很難，但是漢字很有意思。 

TQ2：你覺得臺灣夏天的天氣怎麼樣？ 

SA2：我覺得臺灣夏天的天氣很好。 

TQ3：你覺得呢？ 

SA3：嗯……臺灣夏天的天氣好是好，不過太熱了。 

TQ4：臭豆腐真好吃。 

SA4：臭豆腐很好吃，可是太臭了。 

TQ5：你喜歡吃什麼？為什麼？ 

SA6：我喜歡喝珍珠奶茶，因為珍珠很好吃。 

TQ7：你覺得呢？常常喝好嗎？ 

SA7：珍珠奶茶好喝是好喝，可是喝太多對身體不好。 

4. 我覺得 + topic + 不大／不是很 + stative verb （+ 你覺得呢？） 

（課文句子：我覺得這樣不大好。） 

【說明】 

教師引導學生利用「我覺得」來表達想法或提醒對方。還可以加上「你

覺得呢？」表示對對方的尊重。在表達意見時，可以運用非公開面子

威脅行為策略的含蓄陳述，透過「不大」、「不太」、「不是很」等詞與

狀態動詞的搭配，降低判斷或評論的武斷性。 

【課堂問答舉例】 

TQ1：你看起來很累，昨天幾點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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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我昨天夜裡三點睡。 

TM：我覺得每天都熬夜不大好。 

TQ52：我每天都吃三個蛋糕。 

SA2：我覺得吃太多蛋糕不是很好。 

TQ3：你知道班上同學有什麼壞習慣嗎？你覺得怎麼樣？ 

SA3：他很喜歡喝酒，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 

   他不喜歡運動，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健康。 

5. 如果……的話，……就／可以…… 

如果……的話， ＋ 可以……嗎？／能不能……？ 

（課文句子：如果你不方便的話，我們可以改一下開會時間。） 

【說明】 

教師指導學生利用條件句式來表達對未來的假設；此外，還可以搭配

上文定式 2「可不可以」、「能不能」變成請求的問句。 

【課堂問答舉例】 

TQ1：我想去日本，可是我的錢不夠。怎麼辦？ 

SA1：如果錢不夠的話，可以跟別人借錢。 

TM：那……如果方便的話，能不能麻煩你借我一些錢？ 

SA：我也沒有錢。 

TQ2：好，你們也想去日本旅行，需要一些幫忙。請你的朋友幫幫忙

吧！ 

SA2：我想去日本玩。如果你有時間的話，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我打算去日本，如果方便的話，可不可以幫我訂機票？ 
                                                
5 “TQ”（teacher’s question）表示教師提問或引導的句子，“SA”（student’s answer）為可能的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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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後練習活動 

教師可以語言形式為基礎，設計情境引導學生練習，讓學生從詞語及

句式兩個角度來產出句子，試著在句子中添加具有委婉意義的成分，使話

語變得更為婉轉。舉例如下： 

※ 課後練習：請把下面的句子改成更有禮貌的句子。 

1. 你考試的時候忘了帶筆，打算跟同學借。 

2. 你的朋友最近跟你出去，常常遲到。 

3. 你的阿姨每天都要吃三個蛋糕，你想提醒她注意熱量。 

4. 你發現你的朋友每天都吃得太多了。 

5. 你室友每天都把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大。 

6. 你的同學買了一件衣服，可是你覺得那件衣服不好看。 

【說明】 

教師可先引導全班同學一起做第一個情境，如可以跟同學說：「可不可

以請你把筆借給我？」或是加上理由：「我忘了帶筆，可以請你把筆借

給我嗎？」等，鼓勵學生運用上課所學的策略、詞語或句式，將話語

修飾得更為委婉有禮。若當做回家作業，教師可從學生繳交的作業單

中，挑選佳句並加以整理，張貼在教室公佈欄，或印成講義發給同學

作為參考。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以真實語料為基礎，研究結果為根據，首先檢視現行教材，接著

實際設計教材、介紹教學流程，並提醒在教學中應留意的事項。希望學生

在經過課堂的操練與課後練習之後，能夠將知識內化為能力，在生活中實

際運用，提高對委婉言語的掌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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