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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第三人稱回指分析--以母語者與 

英、日語背景學習者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第三人稱回指、話題鏈、母語遷移、語言類型、寫作教學 

 

華語話題鏈以主題之連貫作為銜接手段，主題延續性之強弱將影響第三人稱

回指詞於篇章中之選用。然而從教學出發之研究尚且不足，使華語教師經常發現

中級學習者雖已有足夠的詞彙量，但組織篇章時常有「代詞過多」、「零代詞不足」

的問題。有鑑於此，本文從語言類型出發，探討語言以零代詞回指為主的華語、

日語者，及代詞為主的英語者，其第三人稱回指詞於華語話題鏈中之表現為何。 

本研究的受詴對象共有 60 位，分為華語母語組、英語背景學習者、日語背

景學習者組三組。學習者組中，包含中、高級學習者各 10 位。日語組是英語母

語者的控制組，而華語母語組則是分析華語回指的基準組。研究流程包括(i)請 60

位受詴者看影片後寫 500 字摘要，接著(ii)計算第三人稱回指詞使用的比例，最

後(iii)分析話題鏈和第三人稱回指詞之關係，從而探討華語第三人稱回指詞於不

同母語組間的差異。 

由第三人稱回指比例及話題鏈組織方式發現，中級學習者有代詞過多、零代

詞不足的問題，其原因為話題鏈長度過短為 1-2 小句，因而需要不斷重提代詞而

減弱話題延續性。高級學習者之代詞及零代詞比例較接近母語者，其話題鏈長度

多為 2-3 小句，但因話題鏈主題延續性不穩定，使零代詞比例仍低於母語者。 

本研究根據上述學習者之話題鏈組織問題，搭配華語母語者話題鏈中第三人

稱回指詞之使用原則，根據不同程度之學習者設計話題鏈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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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tive Study on the Use of Third Person 

Anaphora in Chinese among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English and Japanese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Third-person anaphora, Topic chain, Language transfer, Language 

typology, Writing pedagogy 

 

Coherence in Chinese topic chain depends on topic continuity, and the level of 

continuity affects the types of third-person anaphora in topic chain. However, lack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makes teaching Chinese writing difficult. Chinese teachers often 

find intermediate level students having difficulty in organizing Chinese discourse, as 

they tend to overuse pronominal anaphora while lacking in zero anaphora. In this 

study, I will investigate third-person anaphora in Chinese topic chain by examining 

discourse written by English and Japanese learners of Chinese to see what form of 

pro-drop language transfer occurs in their language acquisition. 

A total of 60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namely, 20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20 English learners of Chinese, and 

20 Japaneselearners of Chinese. Each group of learners comprised of 10 intermediate 

level and 10 advanced level learners.The Japanese group was the control group to the 

English group, while the native Chinese group was the standard reference group. Data 

collection required participants to watch a 15-minute video and summarize it into 500- 

to 600-character compositions. The compositions were first examined for the 

percentage use of third-person anaphora and were then analyzed for topic continuity in 

topic chain to compare the anaphora performa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overused pronominal anaphora and 

missing zero anaphora in intermediate learners’ discourse. This is because the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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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of their output is too short, which requires pronominal anaphora to maintain 

coherence. Advanced learners’ use of pronominal and zero anaphora is closer to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because their length of topic chain is longer.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n language transfer of topic chain, I  suggest three 

model teaching plans that aim at the learner’s language level using third-person 

anaphora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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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華語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指表現以及和母語者之差異，

目的為了改善華語學習者之第三人稱代詞、零代詞於話題鏈中之使用。因此

本章首先從研究動機與目的出發，說明本文欲研究之現象，其後針對相關研

究領域進行說明以確認本文之研究範圍，最後列出具體化之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篇章教學之重要性並不亞於語音、辭彙、語法教學，但因篇章研究起步

晚，再加上篇章教學並未在初級教學時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華語教師經常發

現中級學習者雖然擁有足夠的辭彙量，但是他們的作文卻經常出現單句語法

結構正確、通篇閱讀卻不連貫所造成的語篇問題（邢志群，2004；羅青松，

2002），有些問題即使是學習華語好幾年的高級學習者也很難克服。 

華語篇章有兩類研究方向，一類為語言本體研究，以華語母語者之口語

語料或報章小說為主，第二類為中介語研究，以華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在

華語寫作中介語研究方面，研究篇章的學者關注學習者寫作中銜接連貫之表

現，他們多以 Halliday & Hasan（1976）對英語提出之五項銜接手段，分別

為指稱、替代、省略、連接及詞彙銜接作為分類依據，從而探討學習者寫作

之問題（章欣，2008；范雅婷，2012）。在寫作的篇章偏誤方面，章欣（2008）

提到學習者和母語者最常使用的篇章手段為指稱詞中的人稱指稱，但學習者

使用比例遠高於母語者，尤其是初級學生。范雅婷（2012）也指出，學習者

40.56%的偏誤出現於指稱類別，其中尤以零代詞及代詞的誤用為主。 

Tsao（1979）定義華語為主題語言，並提出話題鏈（Topic Chain）概念，

認為談論同一主題之小句群即為話題鏈，這些小句之主語若語意清楚則可省

略不提，是為指稱系統之回指。他的研究帶領華語回指研究從句法層面延伸

至篇章層面。其中，第三人稱零代詞之回指機制為許多人研究（Chen，1986；

Chu，1998；Li，1985；Li&Thompson，1979、1981；Xu，1995；徐赳赳，

1990、2003；廖秋忠，1984）。近年來，不只零代詞之現象受學者注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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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回指在話題鏈之隱現也有不少研究（Li& Thompson，1979；王燦龍，2000；

徐赳赳，1990、2003；陳俊光，2008；許餘龍，2004；曾竹青，2000）。陳

俊光（2008）綜合前人研究，從結構、語義、語用功能角度分析華語篇章中

的代詞，結果發現，轉折詞、時間詞及新話題產生時，話題鏈之小句主語必

頇以代詞重提，為篇章主語省略的條件又做了更詳細的說明。 

然而，學習者在初級階段只學習組織單句或兩小句之複句，加上教材也

未對華語回指詞之省略進行說明（張黛琪，2004），多項研究曾發現華語學

習者的寫作中，經常出現「代詞多用」及「零代詞不足」的問題（Jin，1994；

Xiao，2010；井茁，2011；肖奚強，2001；周曉芳，2011；高寧慧，1996）。

上述研究雖然發現學習者表現隨著華語程度提升而進步，但高級學習者之回

指表現仍遠不及華語母語者，說明華語的主題語言、話題鏈組織特色及第三

人稱回指研究尚未真正落實在教學層面或教材上（Li，2006），但華語篇章

之特色對學習者組織文章時卻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顯示話題鏈、第三人稱

回指教學亟需投入更多研究。 

影響學習者寫作表現之原因複雜，在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學習者之背

景、母語，或是寫作的文體等都可能影響寫作研究結果。Jin（1994）和 Xiao

（2010）從中英語言對比出發，探討是否因華語句的 topic-oriented 特性和

英語的 subject-oriented 差異，影響英語母語者在華語零代詞的學習。井茁

（2011）則研究不同背景的華裔美籍學習者，是否因小時候接觸華語時間之

長短影響華語零代詞之表現。上述研究都指出英語背景學習者於零代詞的表

現是受母語負遷移影響，但因實驗欠缺跨語言中介語對比，研究結果缺少與

其他母語學習者之比對，限制了華語第三人稱回指之研究成果。為彌補文獻

之闕漏，本研究將進行跨語言中介語對比研究，對比英語、日語背景學習者

寫作之第三人稱回指表現，並以華語母語者作為基準，觀察不同母語、不同

華語程度之學習者在華語話題鏈之第三人稱回指表現有何異同，希冀藉由研

究結果為華語教學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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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向與範圍 

一、 研究範圍與問題 

上述相關研究可知，本文研究範圍為影響華語第三人稱回指習得之因素，

探討不同母語、不同華語程度變項對第二語言習得之影響。研究將透過量化

的實驗，加上中介語的語境分析，對比學習者和華語母語者之語言表現，以

釐清學習者華語篇章中代詞回指過多、零代詞回指不足的原因為何。以下將

本文於動機與目的、理論與範圍探討中所描述的研究問題條列而出，具體化

如下所示： 

本研究假設因為華語和英語在篇章回指詞使用上的差異，可能使英語背

景的華語學習者學習回指時受英語母語負遷移的影響。 

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1. 英語及日語背景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指使用比例為何？和華語母語者

之使用比例有何差異？ 

2. 中、高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使用比例為何？和華語母語者之使用比

例有何差異？ 

3. 華語母語者之話題鏈特色為何？其話題鏈之第三人稱回指使用的分佈

為何？ 

4. 華語母語者和華語學習者之話題鏈有何差異？ 

二、 術語釋義 

為了避免讀者混淆，在進行話題鏈的第三人稱回指分析之前，本文先行

定義在語言學中經常使用之名詞，如下所示： 

（一） 話題鏈 

Tsao（1979）認為華語是語段取向的語言，同一主題之小句可組織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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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鏈（topic chain）。本研究分析話題鏈時以受詴者篇章之句號作為界定話

題鏈的依據，而話題鏈小句之分隔則以逗號為準。 

（二） 第三人稱回指 

一般而言，第三人稱回指詞包含名詞回指（nominal anaphora）、代詞回

指（pronominal anaphora）及零代詞（zero anaphora）回指三種形式（陳平，

1987）。本文之第三人稱回指詞研究對象皆為同一人，即為「賈伯斯」，其回

指形式分別為名詞回指「賈伯斯」、代詞「他」及零代詞「ψ」，不過名詞回

指之使用在篇章中較自由，因此本文較研究著重於代詞「他」及零代詞「ψ」

在話題鏈中之表現。其中第三人稱回指之研究範圍只以主題主語的回指詞為

主，非主題位置的回指詞不納入此次研究中。詳細說明請參照本文第三章。 

（三） 華語 vs. 漢語 

本文中提及之「華語」及「漢語」皆為廣泛通行於中國漢族地區與全球

華人社會的語言，但因地域及領域不同各有其用法。為了避免交錯使用詞彙

造成閱讀困難，本文描述時皆使用「華語」一詞，但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因相

關文獻涉及語言學專業用語之習慣，此部分仍沿用「漢語」一詞作為描述。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論文共有六章。其中包括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

研究與範圍和研究問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首先探討和話題鏈第三人稱回

指研究及中英篇章及中日篇章回指之對比文獻，最後說明第三人稱回指之相

關中介語研究，並評析前人分析之異同處，再結合上述理論探討作為本研究

之文獻架構。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依序說明本文的語料來源、研究流程及分

類方法。第四章為結果分析與討論，首先呈現各組之第三人稱回指詞比例，

並比較中、高級學習者和母語者之差異，接著指出第三人稱回指在段落、新

話題鏈及小句中之比例，以了解各組回指詞語之分布情形，最後提出華語母

語者第三人稱回指詞使用之原則，藉此分析華語母語者和學習者在敘述段落

中回指詞表現之異同。第五章為教學應用與活動設計，首先檢視話題鏈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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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稱回指教學於現行教材中之編排，接著應用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設計話題

鏈第三人稱回指詞的教學活動。第六章為結論，總結本文研究結果、研究限

制和未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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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從文獻敘述本文回指的定義，並介紹其他與本文相關的理論，

接著介紹跟華語代詞、零代詞回指有關的中介語研究後，進一步說明漢英和

漢日回指對比的研究，最後再探討華語回指之相關文獻，整理前人提出之華

語回指的特色。 

第一節 華語話題鏈之第三人稱回指研究 

上文中提到華語的篇章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本章第一節也提到學習者

有代詞過多零代詞過少的問題，因此接下來本節將探討從篇章角度出發研究

華語回指詞的相關研究。但由於每位學者探究華語回指的重點各有不同，因

此以下首先介紹研究華語第三人稱回指的文獻，接著分別針對話題鏈代詞重

現的研究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一、 話題鏈之相關研究 

Li&Thompson（1976）研究主題主語語言，並提出漢語為主題語言。Tsao

（1979）延續 Li&Thompson 之研究結果，進一步提出漢語的主題可以將其

語義擴展至好幾個小句中，並且主題可以控制這些小句中的名詞組進行刪略，

此即為漢語話題鏈（topic chain）之組成。 

Tsao（1979）提出漢語話題鏈有六項特色，一、主題總是佔據話題鏈首

位。二、主題可以由停頓語氣如啊、呢、嘛、吧將其和其餘部分隔開。三、

主題總是有定的。四、主題是語段概念，常可將語義範圍擴展至好幾個句子。

五、主題在話題鏈中控制同指名詞組之代名化或省略。六、主題在反身、被

動、同等名詞組刪略，系列動詞、祈使化中不起作用，除非其本身也是主語。

由 Tsao（1979）提出之話題鏈特色可知，漢語之話題鏈主題和小句中其他

成分相互作用，小句若脫離上下文便容易使語義不詳，因此分析漢語篇章時

必頇以話題鏈做為單位進行考察，才能清楚知道主題在小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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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人稱回指研究 

許多學者從篇章話題鏈角度探討漢語的回指（Chen，1986；Chu，1998；

Li，1985；Li&Thompson，1979、1981；Xu，1995；王燦龍，2000；徐赳

赳，1990、2003；陳俊光，2008；陳平，1987；許餘龍，2004；曾竹青，2000；

廖秋忠，1984）。以下將以時間為序，首先介紹將話題鏈帶入回指研究的

Li&Thompson（1979）的研究，接下來再說明廖秋忠（1984）分析實際語料

的研究結果。其後 Li（1985）以結構分析法提出新段落以名詞回指為主，

新話題鏈則傾向使用代詞回指，而話題鏈小句內則以零代詞為主要回指。之

後 Chen（1986）研究回指軌跡，並結合信息結構理論，提出回指詞在話題

鏈中選用的機制。另一方面 Xu（1995）從心理認知角度出發，提出以可及

性（accessibility）和主題性（topicality）為基礎的回指機制，再經過大量書

面語料的實證分析研究，來檢驗和修正他的回指模式。最後，Chu（1998）

綜合上述結構、話語分析及心理認知在漢語回指的研究結果，並在此結果之

上提出他的補充。 

最早對漢語的代詞零代詞現象進行研究的為 Li&Thompson（1979），他

們曾經分析代詞在句中的環境，並以實驗方式得出漢語連接詞後傾向使用代

詞做為回指的結果，雖然他們的研究目的旨在了解漢語回指的機制，但尚未

對漢語名詞、代詞、零代詞回指提出主要看法。不過後來 Li &Thompson（1981）

將篇章話題鏈（topic chain）概念帶入回指分析中，他們指出零代詞為漢語

篇章的特色，如果上下文義清楚的名詞便可以省略，並且強調這樣的句子沒

有違反句法規則。他們的研究將回指的範圍從句法擴大至篇章中。 

廖秋忠（1984）則實際分析語料，開啟在篇章中對漢語零代詞省略機制

的研究。他以句中的動詞做為重點，指出動詞所支配的成分由名詞充當，在

背景知識、說話現場、上下文清楚的情況下之配成分可以省略，他並強調省

略的是語義認知成分，並非語法結構。這些可省略不說的部分在漢語中若補

回反而使篇章顯得鬆散，而可省略的多為主語，因為常表舊信息，直接賓語

的省略次之。在話題鏈的研究中，廖秋忠（1984）認為敘述體裁的話題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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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最常見，因為敘述篇章常圍繞在同一話題中，或是有先後過程鏈的結構，

即為上句賓語為下句主語的現象，因為回指的位置接近，因此主語省略也不

會造成聽話者的負擔。 

其後 Li（1985）以篇章結構分析法分析書面敘述體語料後，指出新段落

以名詞回指引進新主題，接下來話題鏈間則以代詞回指作為區隔，而話題鏈

小句內的則以零代詞為主要回指。請看以下例句（1）： 

（1）（A）劉鄉長沒有很高的學歷，（B）ψ學識也不淵博。（C）他在當選

鄉長以前，（D）ψ是一個篤實的農夫，（E）ψ在鄉裡是一個名不見經

傳的人物。（F）大概是他做人太過於忠厚老實，（G）所以ψ競選期間，

（H）ψ不必花費金錢，（I）ψ終能高票當選。 

（Li，1985：164-165） 

上例（1）共有三個話題鏈，其中（A）到（B）為第一個話題鏈，主要功能

為首次引進「劉鄉長」這位人物，因此以名詞表示。接著（C）到（E）為

第二個話題鏈，（F）到（I）為第三個話題鏈，在新話題鏈首的句（C）和

句（F）中，可以看到都是以代詞「他」做為回指，而其餘小句的部分則使

用零代詞回指。 

Chen（1986）觀察口語敘述體中話題鏈的回指軌跡，以連續性、篇章

顯著性和停頓、值得注意度，對漢語名詞、代詞、零代詞回指提出看法。連

續性和篇章顯著性主要和零代詞的選用有關，他提到主題的連續性較強時，

則可使用零代詞，相反地，若因為話題中斷導致話題連續性較低時，則需要

以名詞作為回指，否則將使主題語義不清，造成理解困難。此外，使用零代

詞的原因也跟篇章低顯著性有關，意指因為描述的內容不是主要成分，可忽

略性高，因而可以使用零代詞回指以降低篇章顯著性。其次若從停頓角度來

看，Chen（1986）提到代詞的出現是因為前一小句有次要停頓，而名詞回

指則是因出現主要停頓造成語義不連貫，所以需要再次重提名詞。他提到在

話題、事件、時間、空間的轉換時，因為話題改變因此造成主要停頓而需要

使用名詞回指。不過因為 Chen（1986）的研究語料為口語體，因此和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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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代詞回指研究結果產生出入，下文中將更仔細說明書面體代詞回指在話

題鏈中的復現機制為何。 

Xu（1995）以理論假設和實證分析作為研究回指的方式。首先他提出

以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主題性（topicality）為基礎的回指機制，再經過

大量書面語料的實證分析研究，來檢驗和修正他的回指模式。Xu 所提出的

可及性是承接 Ariel（1990）對回指提出的可及性標準，將回指分為三類，

分別為：「高可及性標示語」、「中可及性標示語」和「低可及性標示語」。在

主題性方面，Xu 定義其主題為聽話者或讀者在處理篇章時所感知的主題

（topic），他從聽話者的角度出發研究篇章中回指的問題。他提出「高可及

性標示語」為目前所談論的主題，而「中可及性標示語」為最近被取代的主

題，「低可及性標示語」則為早先被取代的主題。結果發現名詞為「低可及

性標示語」，表示將談論的主題雖然在前文已提過，但因為距離或種種因素

使聽話者無法快速提取大腦中的記憶。代詞為「高可及性標示語」或「中可

及性標示語」，一般來說擔任小句中主語的成份、和先行詞中間又沒有其他

回指詞隔斷的話為高可及性標示語，中可及性標示語出現的原因可能為最近

取代的話題、或心中預期的副主題。零代詞為「高可及性標示語」，意指使

用零代詞回指位置的主語，是對聽話者很容易獲取語義的成分，語義上因為

擁有很高的可及性，因此可以省略不說。 

 Chu（1998）則綜合 Li（1985）、Chen（1986）、Xu（1995）的研究，經

過書面語料分析後再針對前人的研究提出補充。如 Chu（1998）提到若通篇

故事的主角為同一人的話，則代詞可以出現在篇章中任何位置，這是其所享

有的特權。此外，他還提到若篇章中涉及多位人物時，則位於非話題位置的

人物多用名詞回指作為指稱，若人物作為談論主題時，則使用代詞或零代詞

作為話題的銜接。最後 Chu（1998）從說話人的視角出發，說明若一段篇章

中同時具有兩位說話人的視角的話，必要時則需要以名詞作為回指以區別視

角的差異。上文 Chu（1998）在前人對回指提出的大原則之下，再提出話題

鏈中特殊的回指情形，這對本研究的話題鏈分析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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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文獻，以話題鏈為研究主體之結果為：「名詞」多用於新段落

中，因為主題連續性較低，容易增加聽話者的理解困難，因此以信息量最大

的名詞作為回指。「代詞」則常出現在新話題鏈首，若作為「次要停頓」或

「值得注意」的主題時，為了喚起聽話人對前文主題的印象，因而使用代詞

回指。「零代詞」在篇章結構中，主要使用於話題鏈的小句中，因為話題鏈

小句內的主題連續性強，尌算省略也不會使語義混淆，且在漢語篇章中，若

使用了代詞或名詞回指將使篇章結構鬆散，不符合母語者語感。 

三、 話題鏈之代詞回指研究 

由上文我們已得知漢語篇章中，當話題鏈討論同一主題時，小句主語便

可以省略。Li（1985）的研究也提到話題鏈小句中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然

而當我們觀察實際語料時，卻發現話題鏈有些小句主語即使為相同主題卻不

是用零代詞作為回指，而是使用了代詞回指。 

許多學者便針對話題鏈何時要使用代詞回指做了研究（Li &Thompson，

1979；王燦龍，2000；徐赳赳，1990、2003；陳俊光，2008；許餘龍，2004；

曾竹青，2000）。前人從連接詞類角度分析，發現連詞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

（Li&Thompson，1979；王燦龍，2000；徐赳赳，1990、2003），也有學者

提到時間詞後或敘述時間轉變時傾向使用代詞回指（王燦龍，2000；徐赳赳，

1990、2003；曾竹青，2000）。 

Li&Thompson（1979）以實驗性的方式發現漢語篇章和英語不同，其零

代詞的使用不受句法限制。他們將文章中的指稱詞全部刪除，然後請漢語母

語者補上指稱詞。結果段落中共有 38 個地方可能使用代詞，不過只有 3 個

地方是 50%的母語者認為應該使用代詞，此外，多達 28 個地方只有 10%的

人認為要使用代詞。 

從王燦龍（2000）跟徐赳赳（1990）的研究可知，連詞及時間詞後的小

句趨向使用代詞，這是因為連詞表示語氣的轉折，同時也是新主題的帶入，

這一點和高寧慧（1996）認為新主題鏈的首句要用「代詞」的看法相符。同

樣地，時間詞後往往是敘述一個新的事件，因此趨向使用代詞（徐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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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曾竹青（2000）、王燦龍（2000）及陳俊光（2008）也提出因敘述情節

改變而在篇章中需要使用代詞回指。上述前人對代詞回指的研究和上述學者

對漢語回指的研究結果相符。若和 Li（1985）的研究相比，則會發現上述

新事件、新主題的產生，和 Li（1985）提到新話題鏈要使用代詞回指的概

念相同，若從聽話者角度出發的話，因為語義產生中斷且主題改變，所以也

符合 Chen（1986）及 Xu（1995）的代詞研究結果。陳俊光（2008）則綜合

前人的研究，從語義、篇章功能角度，將代詞複現之情形共分為六種，分別

為：遞進關係、部分-整體關係、轉折關係、敘述時間改變、內外在轉變、

對比焦點。 

第二節 第三人稱回指對比研究 

一、 漢英回指對比研究 

學者發現漢語和英語對回指的選擇性並不同（許餘龍，2000；曾竹青，

2000；趙宏、邵志洪，2002）。許餘龍（2000）對比英語及漢語篇章後，發

現漢語篇章中傾向使用零代詞的部份在英語都是以代詞作為回指形式。 

柯靈，生於 1909 年，浙江省紹興縣人。Ø 中國現代作家，1926 年 Ø 發表第

一篇作品敘事詵《織布的婦人》。1930 年 Ø 任《兒童時代》編輯，1949 年

以前《織布的婦人》一直在上海從事報紙編輯工作，並積極投入電影、話劇

活動。解放後，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Ø 現任上海電影局顧問。 

Ke Ling was born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in 1909. He is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His first writing, a narrative poem The Woman Weaver appeared 

in 1926. He was one of the editors of Children’s Times from 1930 onwards. 

Before 1949 he was all along engaged in editorial work in newspaper offices and 

took an active part in activities of film and modern drama in Shanghai. After 

liberation he filled the post of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Wenhui Bao for a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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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at present adviser to the Shanghai film Bureau. 

（許餘龍，2000：324）。 

上面的漢語短文共用了六個零代詞（Ø ）來回指第一句話中所指的柯靈，然

而這些使用省略的地方，在英文對應翻譯文中全以「he」來作為指稱，所以

漢語一般使用零代詞省略的部份，在英語的篇章中會以代詞的形式作為指稱。

同樣以漢英翻譯作為觀察語料的研究除了許餘龍（2000）還有趙宏、邵志洪

（2002）。 

趙宏、邵志洪（2002）計算英語文學的中譯本和英語原文後，發現英語

篇章中使用代詞的頻率高於漢語，而相對於英語，漢語省略代詞的情況有以

下幾種。其中有物主代詞的省略，在英語文本中共出現了 51 次，然而在漢

語篇章中只出現了 21 次，這個現象在 Chao（1968）的研究中也曾提到過，

他指出當漢語使用物主代詞時往往隱含特殊含義，可以表示不耐煩、不滿等

情緒。此外，趙宏、邵志洪（2002）也提到漢語常省略主語，不過在英語中

若省略主語則不符合語法規則。 

上述的研究中，指出漢語多用零代詞而英語多用代詞作為回指的形式，

也尌是說漢語回指的「無標」用法為「零代詞」，而英語回指較「無標」的

用法為「代詞」。 

二、 漢日回指對比研究 

漢語和日語同屬於代詞脫落語言，也尌是說和非代詞脫落語言比起來，

使用零代詞的比例較高。Ono & Thompson（1997）推翻前人以動詞論元省

略來探討日語零代詞，提出從語義、語用角度分析零代詞回指。劉麗華（2001，

2003）沿用陳平（1987）分析話語的方式，從篇章結構面探討話題的延續性，

發現日語篇章主題性強、延續性高，因此零代詞回指比例高。方經民（2004）

站在信息結構、語用的角度對比中日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他指出日語因禮

貌原則、共同知識等因素使代詞回指性較弱，因而偏向使用零代詞。 

Ono & Thompson（1997）從句法角度分析日語的零代詞現象，首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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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的論元（argument）角度提出日語的某些動詞只要情境完整，便可省略

主語不提。然而在他們分析的口語語料中，有許多不符合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的句子，而較符合詞彙化表達（lexicalized expression），因此他們

提出日語零代詞現象主要並非由於動詞論元的省略，而是因語義和語用功能

形成篇章中的零代詞。 

劉麗華（2001，2003）對比日語及漢語的篇章後發現，日語篇章裡使用

零代詞作為回指的比例高於漢語，其原因是日語有其特殊的話語結構以及語

義功能。劉（2003）提出日語的「立場志向」、「敬語」及「具有覆蓋功能的

ハ」對日語零代詞起了制約作用。 

「立場志向」指的是說話人在敘述一件事情的時候，經常將視點固定在

一個主要的人或事物上，也尌是站在某一個主要的人或事物的立場上描述事

情。在日語中能夠表現「立場志向」的語言有「やりもらい」及「受身」形

式。「やりもらい」是日語中「A 接受 B 給予這件事情」的關係，而「受身」

則是被動的意思。我們看看以下劉（2003）提出的例子： 

（2）田中君 i はいつ退院できるかとお医者さんに尋ねたら、まだまだだ

と Ø i(に)言われた。〔直譯：田中君問醫生什麼時候能出院，被醫生

說還早呢。〕 

（3）田中問醫生什麼時候能出院，醫生說還早著呢。 

（4）きょう課長 i がお嬢さんの結婚式の写真を持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

たよ。Ø i(に)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か。〔直譯：今天課長帶他女兒結

婚的照片來了，你看了嗎？〕 

（5）今天課長把他女兒結婚的照片帶來了，他給你看過了嗎？ 

從視角的觀點切入的話，句（2）裡說話人的視點一直在「田中君」的

身上，同時也是站在他的立場敘述整個事件，如果將這句話和句（3）對比，

即可發現漢語中說話人的視角在第二小句中從「田中君」轉移到「醫生」身

上。從語言形式的表現上來看的話，句（2）中最後小句使用「受身」也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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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動的形式使主語與前一小句的「田中君」相同，因此可以使用零代詞回

指。句（4）中的「課長」作為回指的先行詞，在下一小句中因為使用「や

りもらい」的形式，「に」助詞之前的名詞為「課長」，所以也可以使用零代

詞回指。 

日文的「敬語」中有尊敬和謙卑之分，對話時交際雙方可以藉由動詞後

的變化了解對話內容，因此日文在某些情況下，雙方不需要提到人稱也不會

對對話產生誤解。 

（6）社長 i には、この件、早速ご報告いたしましたが、Ø i(は)すでにご存知およ

うでした。 

（7）這件事（我）趕緊報告了社長，但他似乎已經知道了。 

句（6）中的第一小句主語是「社長」，而最後一小句的「ご存知」在日文裡

是尊敬的用法，因此其主語一定尌是社長，由於主語相同所以以零代詞作為

回指的形式。但漢語中並沒有類似的結構，因此在句（7）的翻譯中，第二

小句必頇要以「他」作為回指形式使兩小句語義可以緊密相接。 

日語和漢語同屬主題顯著的語言，不過日語在凸顯主題的語言形式上比

漢語更多，其中「具有覆蓋功能的ハ」尌是一個使話語主題化的一個標記。

劉（2003）透過分析一篇週刊報導後發現，「ハ」不僅有超句功能，甚至還

可以超段使用，具有覆蓋全篇章的功能。由於日語篇章主題的延續性強，儘

管話語中間插入了若干小句，只要這些內容具有連貫性，「ハ」的功能便一

直存在在篇章中，因此使用零代詞的機率也大幅提升。 

方經民（2004）從話語信息的角度分析漢語和日語，他發現漢語第三人

稱代詞的回指性比日語強。這是由於日語第三人稱回指受到「禮貌原則」及

「共有知識」的制約，以下分述說明之。 

為了符合日語篇章中的「禮貌原則」，當日語說話者提及第三人物時，

而這位人物的關係是聽話及說話人的上位者的話，則日語篇章中不可使用代

詞作為回指，然而漢語中只要第三人物不在現場、不管這位人物與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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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皆可以使用代詞回指。 

（8）a. 照片中間的是王校長，他是國際上著名的語言學家。 

b. ？照片中間的是王校長，是國際上著名的語言學家。 

（9）a. 写真の真ん中の方は王校長です。世界で有名な言語学者です。 

   b. ？写真の真ん中の方は王校長です。彼は世界で有名な言語学者です。 

日語例（9b）因為使用「彼」作為代詞回指前一小句的「王校長」，違反了

日語中對上位者不可使用第三人稱代詞的原則，這項原則不管第三人物在不

在現場都不可違反。相反的，漢語句（8a）因為「王校長」並不在現場，所

以可以使用代詞「他」作為回指而不違反禮貌原則。不過像上述情景對上位

者的描述，在漢語裡並不是總是使用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木村（1990）指出

當回指的位置在話語中的焦點或主句話題中時，因為其位於突出度（saliency）

較高的位置，所以要使用敬語性較高的人稱稱謂如名詞回指等，而在非主題

位置時可以使用「他」作為回指。 

除了「禮貌原則」之外，「共有知識」原則也是造成漢日代詞回指差異

的一項因素。在日語篇章中，要求第三人稱代詞所指的對象必頇是說話者和

聽話者在先前尌共同擁有的知識，而漢語篇章裡，只要其對象是說話者和聽

話者的已知信息即可。我們可以從方經民（2004）提出的例句觀察其差異。 

（10）甲 1：我在找一個懂德語的人。 

乙 1：我們班有個懂德語的男生，下次我給你介紹一下。 

甲 2：a: 他做過翻譯嗎？ 

b:〔?彼/ その人/ Ø 〕通訳したことありますか。 

乙 2：a: 做過。他當翻譯沒問題。 

b: ええ、ありますよ。彼は、通訳は大丈夫で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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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3：a: 星期天他有空嗎？ 

b: 日曜日、彼は空いていますか。 

句（10）中，乙 1引進新話題「有個懂德語的男生」，此時對甲來說這個主

題是已知信息，所以在甲 2 a 中可以使用「他」回指這個男生，但是在甲 2 b

的日語篇章中則不能用「彼」作為代詞回指，而是要使用指示詞「その人」

或是零代詞回指。直到經過乙 2再次提到這位男生並更深入介紹他之後，甲

因為和乙對這個男生有了共同知識，所以甲 3b 在日語篇章中才能使用「彼」

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回指。 

總結本節對回指的文獻探討，推論零代詞的使用比例是日語篇章多於華

語，華語篇章多於英語，而代詞的使用則相反是英語篇章多於華語，而華語

篇章多於日語。以下從第二語言習得的角度切入，探究母語差異是否影響第

二語言的學習。 

第三節 中介語相關研究 

本節首先說明中介語和目的語之關係，接著探討母語遷移在外語學習中

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回顧國內外學者對學習者篇章所進行的中介語研究，並

總結學習者在華語回指學習上可能面臨的困難。 

一、 中介語 

學習者的語言表現向來為語言教師、學者所關心的焦點，尤其在 70 年

代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有學者從偏誤的角度出發，著重學習者的語言輸出

和母語者的差異，其中最出名的為 Corder（1967），也有學者將學習者語言

視為獨立的語言系統，當中尤以 Selinker（1972）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

一詞最多人熟知。 

Corder（1967）提出類似中介語的理論，但他稱其為「過渡能力」

（transitional competence）或「過渡方言」（transitional dialect）。過渡的意思

是說學習者的語言是處於逐漸變化中的，藉由假設檢驗語言規則的過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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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輸出的語言形式會漸漸靠近目標語。其變化的過程，可以藉由觀察學習

者在習得過程中的「系統偏誤」（systematic error）來推測學習者內在的心理

規則系統。Corder 的理論是建立於偏誤分析的理論基礎上的，然而，如果我

們按照 Selinker（1972）的看法把學習者的語言視為一個獨立的語言系統的

話，那尌沒有偏誤這個說法了，因此 Corder 的研究尚未將學習者的語言真

正看作一個獨立的系統。 

Selinker（1972）認為中介語是一個獨立於「母語」（native language）

及「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的語言系統，且其語言系統為高度結構化、

可觀察性高的。 Selinker 所提出的中介語理論和假設，認為中介語

（interlanguage）是指學習者學習目標語的過程時所輸出的語言形式，其語

言形式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系統，這個系統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或目標語。和

Corder 的想法不同，Selinker 認為中介語是一個獨立的語言系統而非孤立的

錯誤，這個概念顛覆了學習者的語言為偏誤的看法，對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奠

定研究基礎。 

Selinker（1972）認為學習者的言語輸出是高度結構化的，所謂的結構

化是指中介語內在結構的系統性，這個系統是學習者在建立目標語規則的過

程中所形成的，因此是可以分析和預測的。至於中介語產生的心理過程，

Selinker 提出「潛在的心理結構」（latent psychological structure）一詞。他認

為，95%的成人在學習外語時是運用一種普遍的認知結構來學習，只有少部

份 5%的人可以透過刺激「潛在的語言結構」（latent language structure）來獲

得語言能力。如果如上述所說，成人可以透過潛在的語言結構，將普遍語法

轉換成目標語語法，那麼學習外語尌可以如兒童學習母語一樣，進而達到母

語者的水平。然而，大部分的人還是透過潛在的心理結構學習，這解釋了為

什麼大部分第二語言的學習是不成功的。既然只有少部份人能激發其潛在語

言結構並成功習得第二外語，也尌是說大部分的人是透過潛在的心理結構來

學習，因此探討學習的心理過程有助於了解中介語形成的原因。 

Selinker 認為中介語是一個可觀察的語言系統，但是 90 年代後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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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介語的學者們則不認同此觀點，他們認為中介語的形成和複雜的心理過

程有關係，是一個抽象的語言規則，而非一個可藉由學習者語言輸出而觀察

到的語言系統。筆者同意後期學者的看法，但是作為第二外語教學的領域，

從學習者的輸出來判斷其學習成效比其他複雜的心理研究更簡便及快速。

Selinker 也提到可以從產出推測學習過程，證明他並沒有忽略此部份的重要

性。Selinker（1972）用「五個中心過程」（five central processes）描述學習

外語受到什麼因素影響，分別是語言遷移、由訓練造成的遷移、第二語言學

習策略、第二語言交際策略、目標語語言材料的泛化。 

二、 語言遷移 

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中，影響學習者習得目標語之原因不少，現今的第

二語言習得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為對學習者本身的研究，包括對學習

者的年齡、個性、動機等進行探討，二是對語言學本身的研究，觀察母語對

目標語的影響、第二語言的輸入和輸出及關注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等。 

儘管語言遷移（language transfer）在第二語言教學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地

位，但隨著語言理論從對比分析進而到偏誤分析、中介語分析，以及第二語

言習得理論等發展，語言遷移所佔據的重要性也經歷多次演變。 

對比分析的基本假設是語言遷移，當時的研究，以母語作為語言學習時

的干擾（interference）。語言學家 Lado（1957）認為母語和目的語若差異越

小則學起來越容易，反之，差異越大學習時困難度越高，此時的學者將母語

視為第二語言習得的主要障礙，認為語言間的差異決定了學習的難度，因此

以對比母語和目的語的相關研究隨之而來。 

然而60年代末的學者更加關注學習者本身的情況，因此對比分析衰落，

著重學習者語言的偏誤分析成為當時的研究核心。而且當時的學者認為語言

學習涉及複雜的心理過程，學習時的策略、環境等等都可能成為學習的阻礙，

並非行為主義學派認為母語是最大的問題，因為語言差異是形式上的，而學

習難度是涉及複雜的心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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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70 年代末，語言遷移又再次被語言學家看重。此時學者將 50 年代

的對比分析做了修正，認為母語並非機械性的在學習過程中遷移，而是結合

社會、心理、語言發展等因素互動影響習得過程。此時 Selinker（1972）在

中介語研究中也提到母語是學習目的語時的干擾源之一。不過現今學者更加

關注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母語語言規則都會影響目的語的學習，我們必頇找

出造成母語遷移的原因。 

其中，Ellis（1994）認為現今的研究著重於「為什麼跨語言的差異有時

會造成母語遷移而有時不會」，因此提出六個可能會影響母語遷移的原因，

分別為「語言層級」（Language level）、「社會語言因素」（Sociolinguistic 

factors）、「有標性」（Markedness）、「語言原形」（Prototypicality）、「語言距

離及心理因素」（Language distance and psychotypology）及「發展性因素」

（ Developmental factors ）。和本研究最相關的是「語言的有標性」

（markedness）。Ellis 提出從語言類型學（typology）的角度來看，若母語的

無標形式（unmarked forms）如果為目標語的有標形式（marked forms），則

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產生母語負遷移的可能性高。 

三、 第三人稱回指之中介語相關研究 

有關華語回指的中介語研究分成三種，一種從代詞偏誤的角度出發（高

寧慧，1996），第二種觀察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情形（Jin，1994；Xiao，2010；

井茁，2011），第三種則為綜合代詞和零代詞的研究（肖奚強，2001；周曉

芳，2011）。上述研究指出，學習者的篇章普遍有「代詞多用」、「零代詞不

足」的問題，且回指表現隨著學習者華語程度提高而進步。以下分別敘述前

人的研究方法及結果。 

高寧慧（1996）從代詞角度觀察學習者的誤用情形，受詴者為在北京大

學華語中心或北京語言學院學習的中高級學生，詞彙量約為 2000-5000。她

隨機抽取 30 篇作文，將文章依照「代詞偏誤」作為分類依據，分成「不該

用代詞而用了」、「該用代詞而沒用」、「錯用代詞」三類。研究結果為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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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用代詞而用了」佔比例最高，為 48.8%（64/131）。此外，她還設計

了一份代詞填空問卷，結果也是第一類的錯誤比例最高，為 55.8%（215/412）。

在這類偏誤中比例最高的現象為「主語多餘」，佔總偏誤 20.6%（27/131），

意指學習者在主語部分常用代詞，導致文章產生偏誤。 

肖奚強（2001）和周曉芳（2011）則綜合代詞和零代詞對學習者語料進

行分析。肖奚強（2001）根據照應系統理論，初步分析外國學生的寫作，將

學生的照應偏誤分成六類，分別為「名詞照應誤為代詞照應」、「名詞照應誤

為零形式照應」、「代詞照應誤為名詞照應」、「代詞照應誤為零形式照應」、「零

形式照應誤為名詞照應」、「零形式照應誤為代詞照應」。結果發現，初級學

生為了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常將零形式照應誤用為名詞或代詞，而高級學

生為了追求語言經濟，卻經常將該使用名詞或代詞的地方誤用零形照應。 

周曉芳（2011）從北京語言大學「中介語語料庫」中蒐集初、中、高學

生作文共三萬字進行分析。她針對回指比例、回指距離、回指偏誤進行探討。

首先她指出學生的回指比例順序由高到低都是代詞回指>名詞回指>零代詞

回指，雖然代詞比例隨著華語程度提高下降，而零代詞隨著華語進步而使用

增加，但總體而言代詞仍過度使用、零代詞嚴重不足。另外她使用和肖奚強

（2001）相似的分類，將偏誤分為「名詞誤用為代詞」、「名詞誤用為零回指」、

「代詞誤用為名詞」、「代詞誤用為零回指」、「零回指誤用為名詞」、「零回指

誤用為代詞」六種。結果發現「零回指誤用為代詞」在初、中、高三個階段

都是偏誤比例最高的類別，不過她也發現隨著華語程度提升，學生的零代詞

偏誤比例下降，不過「代詞誤用為零回指」則隨著程度上升而比例增加，此

結果和肖奚強（2001）的研究相同，他指出高級學習者有零代詞比例上升的

現象。此外，從回指距離的分析中，她發現學生在不同階段皆有代詞回指距

離過小、使用頻繁的情況，而對於華語最常使用的零代詞掌握度仍然不佳。

以下我們將回顧研究學習者零代詞回指的文獻。 

Jin（1994）根據華語和英語分別屬於「主題顯著」（Topic-Prominence）

和「主語顯著」（Subject-Prominence）語言，推測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學習

華語過程中會因為母語中缺乏零代詞的運用而造成學習困難。她請 46 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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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四種不同程度的受詴者完成「面談」（oral interview）、「說故事」（story 

retelling）及「作文」（free composition）三項篇章任務，結果發現學習者的

篇章呈現系統性的遷移，隨著學習者華語程度升高，其英語「主語顯著」的

特色逐漸降低，而標的語「主題顯著」之特色隨之增高。研究結果中，主語

省略的比例和華語程度呈現正比，意指華語程度越高，省略比例也預期隨之

提高。 

Xiao（2010）和 Jin（1994）相同，也從「主題顯著」（Topic-Prominence）

和「主語顯著」（Subject-Prominence）角度出發，檢視華裔及非華裔之學生

在華語學習上是否有差異。結果顯示，儘管華裔學生的口語表達優於非華裔

的學習者，但是在零代詞的使用上，華裔和非華裔學習者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不過學習者和母語者的回指都達到顯著差異。然而井茁（2011）的研究結果

和 Xiao（2010）不同，她將華裔受詴者進一步分成早年移民（CCHL, Chinese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和在美國出生的華裔（ACHL,American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 ） 兩 類 ， 另 外 再 加 上 沒 有 華 語 背 景 的 美 國 學 生

（NHL,Non-Heritage Learner）一共三組對象。他分析 53 篇論說文文章後，

發現在零代詞的使用上，CCHL 的表現較好，和 ACHL 及 NHL 達到顯著差

異，不過在代詞的表現上，CCHL 和 ACHL 不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和 NHL

的結果有顯著差別，結果顯示零代詞回指表現受不同語言經驗的影響。 

從上述文獻得知，每位研究者所挑選的受詴者來源都不相同，雖然他們

的研究結果都認同零代詞回指為華語篇章特色且初級學習者較難習得，但是

Ellis（1994）提到在蒐集語料的過程中，必頇減低語料的差異性才能得到最

正確的結果，因此提出六項在蒐集語料時要注意的因素，分別為「語料輸出

方式」（medium）、「語體」（genre）、「內容」（content）、「語言程度」（level）、

「母語」（mother tongue）、「語言學習經驗」（language learing experience）。

以下便針對上述六項因素對上述研究進行檢視。 

在語料媒介（medium）方面，上文所有的研究都使用的書面語料，唯

有 Jin（1994）的研究中綜合了口語語體和書面語體的比較。「語體」（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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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別有學者選擇敘述體和論說體，也有人並沒有多加限制。周曉芳

（2011）將語體限制為敘述體，Jin（1994）更進一步將寫作任務限定為描述

自己的家庭，限定受詴者的詞彙使用，Xiao（2010）則觀察學生之週記，但

井茁（2011）則採用論說文語料，而高寧慧（1996）、肖奚強（2001）的文

章中沒有提到語體的部分。 

在學習者「語言程度」方面，除了高寧慧（1996）只研究一個語言成度

的受詴者以外，其他研究者都同時比對了不同程度學習者的回指，多從初級、

中級和高級。學習者的「母語」部分，有學者的研究對象皆為英語母語者（Jin，

1994；Xiao，2010；井茁，2011），周曉芳（2011）則限定為歐美地區的學

生，不過也有些研究中並沒有對學習者的語言背景進行限制（肖奚強，2001；

高寧慧，1996）。檢視受詴者的「語言學習經驗」，結果發現除了肖奚強（2001）

未提到學習者背景外，大多學者都從同一個語言教學機構中找尋研究的受詴

者，不過因為 Xiao，（2010）和井茁（2011）的想了解不同語言背景是否影

響零代詞學習，因此特地找了華裔及非華裔進行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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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第一節將介紹研究語料來源，說明研究對象之背景及研究材料選用

之過程，接著第二節敘述研究流程，首先說明蒐集語料的過程，其後在詳細

說明語料編碼、分析方式，最後第三節從受詴者母語背景和華語程度說明語

料的控制變因。 

第一節 語料來源 

本節第一部份說明研究對象的組別，並針對每組受詴者的背景進行說明，

第二部分說明本研究用以蒐集語料的材料，包括選取原因、實驗材料內容及

材料呈現。 

一、 研究對象 

本文之研究對象有兩類，分別為「華語學習者」及「華語母語者」，希

望藉由探究學習者的中介語、加上對比華語母語者的語料進行分析研究。「華

語學習者」又分為「英語組」和「日語組」，並且再分為高級和中級兩組，

因此本研究共有五小組分別為「英語高級組」10 人、「英語中級組」10 人、

「日語高級組」10 人、「日語中級組」10 人及「華語母語組」20 人，一共

60 人。以下分別說明受詴者的母語、國籍、教育程度及中文水平。 

（一） 華語學習者組—英語母語組 

華語學習者分成「英語母語者」以及「日語母語者」兩組，其中再各自

分成「中級組」和「高級組」。「中級」受詴者以師大及台大的語言中心學生

為主，中文程度大約在《新實用視聽華語四》的程度。「高級」受詴者以師

大、台大的大學生及研究生為主，他們平時使用中文作為上課、日常溝通的

語言。下表分別說明受詴者的國籍、母語、中文水平及在台灣居住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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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語中級組 

 10 位英語中級學習者中有 8 位為師大或台大國語中心的學生、1 位是英

研所的學生、1 位畢業於美國大學中文系但目前沒上語言課程。他們使用的

教材為《新實用視聽華語三、四》、讀報學中文一，和日語中級組接近。他

們學習中文的時間從 1 年到 6、7 年不等，在台灣居住的時間約為半年到 1

年。詳細資料如下表三-1 所示： 

表三-1 英語中級者背景資料 

編號 母語 國籍 目前使用教材 學習中文時間 居住台灣時間 

EI-01 英文 南非 新視聽華語四 4 年 1 個月 

EI-02 英文 美國 新視聽華語四 2 年 6 個月 6-7 個月 

EI-03 英文 美國 英語所一年級 2 年 1 年 

EI-04 英文 美國 讀報學中文一 4 年 4 個月 

EI-05 英文 美國 無(中文系畢) 6 年 6 個月 6 個月 

EI-06 英文 加拿大 新視聽華語四 7 年 2 個月 8 個月 

EI-07 英文 瑞士 新視聽華語四 1 年 5 個月 5 個月 

EI-08 英文 美國 新視聽華語三 1 年 3 個月 5 個月 

EI-09 英文 美國 讀報學中文一 2 年 6 個月 6 個月 

EI-10 英文 美國 遠東生活華語三 8 個月 8 個月 

 

 

2. 英語高級組 

 10 位英語高級學習者皆為師大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他們學習中文的時

間從 3 年到 9 年不等，在台灣居住的時間從 1 年半到 5 年不等。詳細資料如

下表三-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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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英語高級者背景資料 

編號 母語 國籍 尌讀系級 學習中文時間 居住台灣時間 

EA-01 英文 美國 華研所碩一 4 年 6 個月 1 年 6 個月 

EA-02 英文 美國 國華系一年級 3 年 1 年 6 個月 

EA-03 英文 美國 華研所碩二 4 年 6 個月 2 年多 

EA-04 英文 美國 國華系三年級 4 年 2 年 

EA-05 英文 美國 心輔所碩一 3 年 3 年多 

EA-06 英文 美國 華研所碩四 9 年 4 年 6 個月 

EA-07 英文 美國 國華系三年級 4 年 6 個月 3 年 6 個月 

EA-08 英文 加拿大 特教系碩一 3 年 3 個月 4 年 2 個月 

EA-09 英文 美國 
全球經營與策

略所碩一 
3 年 5 年 

EA-10 英文 美國 競技系一年級 10 年 10 年 

（二） 華語學習者組—日語母語組 

1. 日語中級組 

    10 位日語中級學習者皆為師大國語中心的學生，使用教材為新視聽華

語三四、遠東三、讀報學中文一、迷你廣播劇。學習中文的時間從 1 年到 3

年不等，在台灣居住的時間約為 1 年左右。詳細資料如下表三-3 所示： 

表三-3 日語中級者背景資料 

編號 母語 國籍 目前使用教材 學習中文時間 居住台灣時間 

JI-01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四 2 年 11 個月 

JI-02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四 2 年 1 個月 9 個月 

JI-03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四 9 個月 9 個月 

JI-04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四 10 個月 10 個月 

JI-05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四 1 年 3 個月 1 年 3 個月 

JI-06 日語 日本 遠東生活華語三 3 年 1 年 6 個月 

JI-07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四 1 年 4 個月 1 年 4 個月 

JI-08 日語 日本 讀報學中文一 2 年 1 年 

JI-09 日語 日本 迷你廣播劇 1 年 4 個月 1 年 4 個月 

JI-010 日語 日本 新視聽華語三 1 年 6 個月 9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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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語高級組 

    10 位日語高級學習者皆為師大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他們學習中文的時

間從 3年半到 8年不等，在台灣居住的時間最長者有 6 年，最短者為 1年半。

詳細資料如下表三-4 所示： 

表三-4 日語高級者背景資料 

編號 母語 國籍 尌讀系級 學習中文時間 居住台灣時間 

JA-01 日語 日本 華研所碩三 8 年 5 個月 4 年 6 個月 

JA-02 日語 日本 華研所碩四 8 年 6 個月 5 年 

JA-03 日語 日本 華研所碩一 6 年 4 個月 6 年 4 個月 

JA-04 日語 日本 美術系碩四 6 年 6 個月 6 年多 

JA-05 日語 日本 台史所碩一 6 年 8 個月 1 年 4 個月 

JA-06 日語 日本 國華系四年級 4 年 4 年 

JA-07 日語 日本 國企所博一 2 年 5 個月 1 年 7 個月 

JA-08 日語 日本 華研所碩一 3 年 6 個月 3 年 6 個月 

JA-09 日語 日本 華研所博一 7 年 6 個月 3 年 6 個月 

JA-10 日語 日本 台史所碩一 3 年 1 個月 3 年 1 個月 

（三） 華語母語組 

華語母語組共有 20 人，以大學主修中文系的母語者為受詴對象。共有

18 位在台灣接受教育，另有 1 位來自新加坡。詳細資料如下表三-5 所示： 

表三-5 華語母語者背景資料 

編號 母語 國籍 大學尌讀科系 最高學歷 

NA-01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2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3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4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5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6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7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08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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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09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10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11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NA-12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NA-13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14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NA-15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NA-16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 -17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NA -18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NA -19 華語 新加坡 中國文學系 研究所 

NA-20 華語 台灣 中國文學系 大學院校 

二、 研究材料 

本研究以受詴對象所撰寫的中文文章作為語料。不過陳俊光（2008）提

到，不同的體裁（genre）、語域皆會影響篇章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對此部

份進行限制。由於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學習者在華語回指上的表現，因此若

受詴者撰寫的文章中有過多角色，在回指上的分析上則變因更多，因此希望

受詴者產出的語料中只有一位人物。在基於希望角色單一、篇章性統一的條

件下，筆者將本研究的篇章設定為「敘事性摘要」。受詴者將從第三人稱的

角度撰寫同一段影片的摘要，使之達到提高語料一致性的效果。 

給受詴者觀看的影片1為創立蘋果電腦的賈伯斯在 2005 年於美國史丹

佛大學所做的演講，演講長度約 15 分鐘，內容是賈伯斯為了鼓勵畢業生而

分享的三個小故事，分別和「點滴的串連」、「愛與失敗」及「死亡」有關係。 

為了不影響實驗結果，五組受詴者所觀看的影片皆沒有字幕，影片發音

則依照語言分為英語、日語及華語三種版本。由於原影片為英語發音，因此

                                            

1影片來源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8uR6Z6K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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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及日文翻譯的版本由筆者先在網路上找尋具有公信力的翻譯文章2後，

再請 2 位母語者檢視其適切性，最後由筆者找尋日語及華語母語者為演講重

新錄製音檔。 

第二節 研究流程 

一、 語料蒐集流程 

華語母語者及華語學習者的語料蒐集時間為 2011 年 12 月底持續到

2012 年 3 月初3。正式施測前，筆者再次說明本研究目的，以及說明實驗過

程分為兩個部份，首先觀看 2005 年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所做的演講，約 15

分鐘，接著再以手寫或打字的方式撰寫影片中文摘要約 600 字、需要分段。

筆者為每位受詴者準備一張 A4 白紙作為筆記用，觀看影片時若有任何問題

則可以再看一遍。受詴者撰寫摘要時沒有時間限制、但不可使用任何辭典。

完成摘要後，請受詴者填寫問卷以調查其學習背景。完成上述的實驗流程後

筆者當場給予實驗報酬。 

二、 語料編碼與分析 

本研究共蒐集 60 篇文章，每篇文章長度約 500-600 字，並將語料依照

受詴者編號、篇章故事、話題鏈及小句進行編碼，以下為編碼之說明： 

                                            

2中文翻譯來源為 Cheers 雜誌，編譯者為盧智芳。日文翻譯來源網址為

http://sago.livedoor.biz/archives/50251034.html，譯者為小野晃司。 

3找尋華語母語者的部份，筆者透過友人向師大國文系的學生宣傳此實驗，以及詢問本所中文系畢

業的同學、學弟妹是否對此實驗感興趣。尋找華語學習者則有幾個管道，一個是筆者直接至師大

國語中心張貼實驗廣告，以及請國際事務處專員轉寄實驗廣告給師大的外籍學生，另外，也拜託

在北部語言中心任教的學長姐協助找尋合適的受詴者。若有對本研究感興趣的人，在告知實驗的

目的及流程並得到受詴者的同意之後，再和他們約定實驗時間於師大華研所的空教室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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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料編碼 

1. 受詴者編號 

在語料編碼方面，華語母語組共有 20 位，編號從 NA01 到 NA20。華

語學習者每組共有 10 位，其中日語中級者編號從 JI01 至 JI10，日語高級者

編號為 JA01 到 JA10，英語中級者編號從 EI01 到 EI10，英語高級者為 EA01

至 EA10。 

2. 篇章故事 

60 位受詴者的文章，先依照上述的組別分類之後，再依據敘述篇章的

模式分成五個部份，分別為開頭（編號 OP）、主要故事一（編號 MS1）、主

要故事二（編號 MS2）、主要故事三（編號 MS3）及結束語（編號 FP）。 

3. 話題鏈及小句 

完成篇章編碼後，再按照華語話題鏈的概念，將語料分成若干個話題鏈

並進行編號。話題鏈編碼時，是以受詴者文章中的句號作為切分話題鏈的依

據。最後，再以逗號將每個話題鏈分成若干個小句並進行編號。有關本研究

的語料編碼請參照下圖三-1 說明： 

受詴者編號 篇章故事 話題鏈 小句 內文 回指形式 主題非主題 

NA-07 MS2 2 1 

賈伯斯和朋友在車庫成立了蘋果

公司，時至今日，過往的小公司

已發展為營收豐厚的大公司。 

1 1 

NA-07 MS2 3 1 在他三十歲時 2 1 

NA-07 MS2 3 2 ，ψ因與合夥人理念不合 3 1 

NA-07 MS2 3 3 ，賈伯斯黯然退場 1 1 

NA-07 MS2 3 4 ，ψ離開他一手創立的蘋果。 3 1 

NA-07 MS2 3 4 ，ψ離開他一手創立的蘋果。 2 0 

圖三-1 本研究語料編碼 

 上圖三-1 為本研究的語料編碼截圖，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最左欄為受詴

者編號，往右依序為篇章故事、話題鏈及小句的編碼，最後為語料內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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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第一行的「NA-03」表示母語者第三位受詴者，「MS2」表示篇章中

第二個主要的故事段落，「2」表示為第二個故事的第二個話題鏈，「1」則表

示第二個話題鏈的第一小句。 

（二） 語料分類 

本文編碼完成之後，再對每小句進行三種分類。首先將回指形式依照名

詞回指、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回指分成三類，再依照這些回指在句中的角色分

為主題及非主題，最後針對位於主題位置之回指詞進行分析，最後選取之母

語者及學習者語料共有 1550 筆，其中，名詞回指為 271 筆、代詞回指有 746

筆、零代詞為 533 筆4。以下說明語料分類之過程： 

1. 回指形式 

篇章中的回指形式共有三種，分別為名詞回指（noun anaphora）、代詞

回指（pronoun anaphora）及零代詞（zero anaphora）。本研究依照上述回指

形式將語料依照「賈伯斯」、「他」及「ψ」進行初步分類，並計算這三種回

指的使用比例。有關零代詞「ψ」的認定，其原則是以句子的完整性為主，

也尌是指句子必頇具備主語及謂語的成分，如一句子中若有兩個動詞，則理

應有兩個主語，若只出現了一個，則另外一個為零代詞（張黛琪，；周曉芳，）。 

2. 小句主題 

篇章回指形式可出現在主語、賓語及定語中（徐赳赳，1990），本研究

想要探討的回指屬於話題鏈主題的回指分析，因此若將三種回指視為相同的

回指而進行分析的話，則無法確認回指隱現之真正原因，因此本文在名詞回

指、代詞回指及零代詞回指的選擇上，只挑選了主題主語部分的回指作為本

文的分析語料。 

3. 小句分類 

                                            

4原始語料中共有 2273 筆回指詞，名詞回指共有 378 筆、代詞回指有 1362 筆、零代詞有 53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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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上述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前人對華語代詞回指在話題鏈中使用的原

則，本研究首先觀察整體的回指比例，接著從連接詞語中觀察代詞、零代詞

的消長關係，最後再從話題鏈的結構當中進一步分析回指的分布。因此本文

將蒐集到的語料分成四類，分別為「連接關係詞語」、「時間詞語」、「話題鏈

首」和「小句首」。以下將根據不同類別舉例說明，請看下表三-6： 

表三-6 小句分類範例 

分類 語料範例 

連接關係詞

語5
 

（11）但
‧

他還是很喜歡ψ自己做過的事。（JI-08-02-4） 

（12）然而
‧‧

他沒有放棄自己，ψ反而重頭開始努力，ψ並進入人生

中最有創意的階段。（NA-01-02-4） 

（13）所以
‧‧

ψ決心重新開始。（JI-08-02-5） 

（14）ψ念完一個學期後，賈伯斯發現沒有獲得實質收穫，因此
‧‧

ψ

決定休學。（NA-18-01-3） 

時間詞語6
 （15）除了事業得意，這時

‧‧
他也遇見了現在的老婆，ψ並和她互許

終生。（NA-07-02-5） 

（16）最後
‧‧

他將影響他的人生很大的一句話―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送給所有在場的畢業生。（NA-10-03-4） 

（17）他上大學後
‧‧‧‧

ψ尌離開，然後十八個月之間
‧‧‧‧‧‧

ψ偷偷聽大學的演

講。（JA-04-01-2） 

話題鏈首 （18）賈伯斯很早尌發現了自己的興趣，ψ二十歲即成立了蘋果公

司，然而ψ十歲時ψ卻因為和合作夥伴願景分歧，ψ被踢出

公司。（NA-04-02-1~2） 

（19）他創辦蘋果之後，ψ有幾年沒有問題，但他跟另外管理的人

吵架了之後，蘋果叫賈伯斯走路。（EI-10-02-3） 

（20）ψ剛開蘋果公司時
‧‧‧‧‧‧‧

他愛上了做電腦的工作。（EA-05-02-2） 

小句首 （21）賈伯斯 20 歲時ψ和朋友成立蘋果，（B）ψ30 歲時ψ卻被自

己的公司開除，（C）他成為一個公開的失敗例子，（D）在

這段期間他幾乎被擊倒，（E）但ψ仍保持熱情，（F）ψ成

                                            

5本文之「連接關係詞語」以功能取向，凡可連接上下兩小句的詞語皆可算是「連接關係詞語」。 

6本文之時間詞語基於語料分為「起始類」、「結尾類」及「承接類」，第四章結果中有更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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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兩家新公司，（G）ψ並談了戀愛，（H）ψ遇見未來的

結婚對象。（NA-08-02-2） 

上表三-6 的例（11）到（14）為「連接關係詞語」類別中的語料，例（11）

中的「但」和例（12）的「然而」為「連接關係詞語」中的「轉折連詞」，

這兩個轉折連詞後都使用代詞回指「他」。再看例（13）句中的「所以」和

例（14）的「因此」皆為「連接關係詞語」的「因果連詞」，在例（13）及

例（14）的後接回指詞是零代詞「ψ」。例（15）到（17）為時間詞語類別

的範例，例（15）的「這時」為本文時間詞語的「起始類」，後接代詞回指，

例（16）「最後」為時間詞語的「結尾類」並後接代詞回指。例（17）句中

「上大學後」「十八個月之間」為時間詞的「承接類」，我們看到此類時間詞

後接零代詞回指。例（18）到（20）為「話題鏈首」的例子，這三句分別以

名詞、代詞、零代詞作為回指形式。例（18）中，以名詞回指「賈伯斯」作

為話題鏈首的主語，例（19）則以代詞回指「他」，例（20）以零代詞回指

「ψ」作為話題鏈首的主語。最後以例（21）作為「小句首」分類的說明，

「小句首」為話題鏈中第一小句以外的小句首，如句（B）、（F）、（G）和（H）

小句首為零代詞回指，而句（C）首為代詞回指。 

4. 不列入研究之回指詞 

 在本研究的語料中，有許多名詞「賈伯斯」或代詞「他」，但非主題類

並不屬於本文的研究範疇，請看下表三-7 之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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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7 非主題類之回指詞 

類別 語料範例 

定語 （22）而這時期是他最有創意的
‧‧‧‧‧‧

時期（NA-14-2-5-1） 

（23）這段錄影為賈伯斯在史丹福大學的
‧‧‧‧‧‧‧‧‧‧

畢業典禮演講。（EA-6-4-1-1） 

領屬 （24），賈伯斯的
‧‧‧‧

生母是一位未婚媽媽，...（NA-18-1-1-2） 

（25）第二個重點在談他的
‧‧

生活中巨大的損失。（EA-3-2-1-1） 

語法

制約 

（26）最終由賈伯斯的現任養父母收養了他
‧
。（NT-7-1-3-2） 

（27）這個挑戰讓他
‧
找到生涯配偶，... （JA-2-2-3-1） 

（28），他發現他
‧

最喜歡的還是這一塊。（NA-10-2-3-3） 

（29），蘋果叫賈伯斯
‧‧‧

走路。（EI-10-2-3-3） 

本文非主題類的語料約有以上三種類別，分別為「定語」類，如例句（22）

及（23）、「領屬格」類，如例（24）及（25），第三類為「其他語法制約」類，

如例（26）到（29），皆不列入分析中。 

第三節 語料的控制變因 

中介語研究應該奠基於縝密的研究方法，以下便說明筆者為了控制研究

變因而設定的研究條件。 

一、 受詴者語言 

若欲研究中介語，則必頇關注學習者語言的差異，因此本研究設定主要

的受詴者為「英語母語者」。為了比照不同語言類型在同一個情況下產出的

語料，本研究的第二類受詴者為「日語母語者」，用來作為「英語母語組」

的參照比較。此外，為了研究上述兩種中介語和母語之間的差異，本研究蒐

集「華語母語組」語料，以作為分析比較時的基準點。 

二、 學習者華語程度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學習者產出中文篇章的能力，考慮到初級學生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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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篇章能力的不足，因此研究對象設定為「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 

「中級學習者」為語言中心學生，一週上課時數約 15-20 小時，他們所

學習的課程是專為外國人設計的語言課7，因此語言形式固定、且較無跟母

語者接觸的機會，再加上目前的語言課為綜合課形式，除了學生自行選讀寫

作課以外，一般的語言課程並沒有針對學生的寫作能力進行特別的訓練。 

「高級學習者」是在大學院校尌讀的學習者，他們和母語者一起上課8，

無論上課使用的語言還是課本都不是專為外國人所設計的，因此他們所能接

觸的華語變化性較高，除此之外，藉由寫報告的形式，高級學習者有更多練

習中文書面寫作的機會，以此提升寫作能力。上述「中級學習者」及「高級

學習者」差異整理如下表三-8： 

表三-8 中、高級學習者的比較 

比較點
程度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尌讀單位 語言中心的學生 攻讀大學或碩士學位的學生 

課程所使

用的語言 

專門為外國人設計的語言

課：教師發音標準、辭彙不多

元、語法結構完整 

和母語者學習一樣的內容：教

師口音多元、辭彙多元 

、語法結構不完整 

與母語者

接觸的機

會 

上課和老師的接觸、下課後生

活所需會話、有些人有語言交

換 

課堂討論、分組報告 

寫作訓練 除了另外選讀，平時無特殊的

寫作訓練課 
藉由作業、報告練習書面寫作 

本實驗之「中級學習者」裡，有 5 位通過華語語言檢定，這 5 位中分別

有 2 位通過國家國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TOCFL）之進階級，3 位通過高

階級。「高級學習者」中，共有 12 位擁有語言證照，其中有 9 位通過 TOCFL

                                            

7以師大國語中心為例，依照課程容易到難的教材安排以《新實用視聽華語一》做為零起點學生的

課本，接著依序從《二》上到《四》，銜接的教材為《遠東三》、《迷你廣播劇》或《讀報學中文》。 

8查詢師大選課系統後發現，英語授課之系所多為英語系或人資所(有英語學程班)，本實驗受詴者

就讀之系所中，99 到 101 上下學期中只有華研所、全球經營與策略所、美術碩有英語授課的課程，

但一學期皆只有一到兩門課可選，由此可推斷高級學習者上課語言以中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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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級、3 位通過流利級。比較中級和高級學習者後發現，中級學習者擁有

語言證照者較少，尤其以英語中級學習者最少，只有一位達到進階級的程度，

而高級學習者通過並擁有語言證照者較多，共有 12 位，且英語和日語背景

學習者各半。若將上述語言證照通過情形和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

對照來看，中級學習者有 2 位達到 B1、3 位達到 B2 程度，而高級學習者有

9 位達到 B2、3 位達到 C1 程度。由上可知，本實驗之中級學習者華語程度

約落在 CEFR 語言架構之 B1~B2，而高級學習者為 B2~C1。 

下表三-9 為國家國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TOCFL）、中國漢語水平考

詴（HSK）及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之語言程度對照表。 

表三-9 語言證照之程度對照表 

證照種類   

TOCFL 

對應等級 

進階高階級 

(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

360-960 小時，或是在其他國

家、地區學習 720-1920 小時。

具備 2500-5000 個詞彙量) 

流利精通級 

(在台灣學習華語的時數達

960 小時以上，或是在其他國

家、地區學習 1920 小時以

上。具備 8000 個詞彙量。) 

HSK 

對應等級 

初、中等 

(400—2000 學時) 

高等 

(3000 學時以上) 

CEFR 

對應等級 
B1、B2 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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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9為第三人稱回指分析的量化結果，首先呈現不

同母語組別之回指比例，接著再從不同華語程度觀察第三人稱回指數量。第

二節則先依照篇章結構的段落、新話題鏈到小句觀察回指詞之分佈，再從不

同篇章故事中觀察第三人稱回指數量。第三節進一步探討母語者的話題鏈，

從語料質化分析中觀察母語者使用第三人稱回指詞的情形。第四節則從話題

鏈的主題延續性及小句長度出發，比較華語學習者和華語母語者話題鏈差異，

最後於第五節針對研究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節 第三人稱回指詞之比例 

本節首先觀察英語、日語背景學習者和華語母語者之第三人稱回指比例，

接著再進一步分析英語組組內和日語組組內之中、高級學習者的回指比例，

並和華語母語者進行對照，以觀察影響華語回指之原因。接著觀察第三人稱

回指於段落、新話題鏈、小句中的分佈差異，最後再從不同故事之語篇考察

第三人稱回指比例有何差異。 

一、 英語、日語背景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指比例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我們已知英文篇章傾向使用「代詞」作為主要回

指，而日語、華語篇章則以「零代詞」為主。因此本文假設英語背景學習者

學習華語回指時，可能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在組織華語篇章時出現「代

詞過多」或「零代詞過少」的問題。以下將分別說明各組在名詞回指「賈伯

斯」、代詞回指「他」及零代詞回指「ψ」的比例，並探討英語背景學習者

的母語是否影響華語回指的學習。 

（一） 英語組、日語組學習者 vs. 華語母語者 

此部分旨在解釋第一個研究問題：英語及日語背景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

                                            

9感謝口詴委員陳俊光教授對研究結果第一節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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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用比例為何？和華語母語者之使用比例有何差異？以下從第三人稱回

指比例數據中說明。 

1. 數據結果 

 

圖四-1 英語、日語背景學習者之回指比例 

觀察上圖四-1 英語、日語學習者及華語組的《名詞回指》比例，英語組

為 25.41%（123/484），日語組為 9.57%（53/554），華語組為 18.34%（95/518），

日語組與華語組的名詞回指 P 值 0.033，小於 0.05，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英語組與華語組的名詞回指 P 值 0.207，大於 0.05，表示兩組的名詞回指無

顯著差異。 

再觀察上圖四-1 英語、日語學習者的《代詞回指》比例，英語組的代詞

比例為 49.79%（241/484），日語組為 55.78%（309/554），日語學習者的代

詞比例比英語組略高，但在統計上 P 值為 0.472，大於 0.05，因此並未達到

名詞回指 代詞回指 零代詞回指

英語組 25.41% 49.79% 24.79%

日語組 9.57% 55.78% 34.66%

華語組 18.34% 39.00% 42.6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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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10。若比較學習者和華語組的代詞比例，可發現華語組的代詞只有

39%（202/518），和英語學習者組的統計 P 值為 0.004，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和日語學習者組的統計 P 值為 0.01，也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

示英語、日語背景學習者有代詞使用過多的問題。 

若檢視上圖四-1 英語、日語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可知英語組的零

代詞比例為 24.79%（120/484），日語組為 34.66%（192/554），日語組的零

代詞比例比英語組稍高，統計上 P 值為 0.011，小於 0.05，表示兩組比例有

顯著差異。若比較兩組學習者和華語組的零代詞比例，可發現華語組的零代

詞高達 42.66%（221/518），和英語學習者組的統計 P 值為 0.0002，小於 0.05，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華語組和日語學習者組的統計 P 值為 0.191，大於

0.05，表示兩組未達顯著差異。 

由上可知，在名詞回指部分，英語組名詞回指比例較高，但未和母語者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日語組和母語者達到顯著差異，表示日語組有名

詞回指少用的情形。在代詞回指中，兩組華語學習者的代詞皆高於華語母語

者，且達到統計上差異，不過兩組學習者間表現無顯著差異。零代詞方面，

則是學習者比例都少於華語母語者，但日語組和華語組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

異，英語組和華語組的零代詞回指則存在顯著差異，表示英語組的零代詞回

指使用不足。 

2. 結果討論 

在本文第二章中，文獻指出英語篇章的主要回指為代詞，而華語篇章則

以零代詞為主要回指，因此假設英語背景學習者會將代詞多用特色遷移至華

語中介語中，從上文結果得知，英語組的華語第三人稱回指表現的確有代詞

過多、零代詞過少的現象。而研究日語篇章的文獻中指出日語以零代詞為主

要回指，不過從上文中可得知，日語組雖然在零代詞比例上和華語母語者未

達顯著差異，符合日語篇章傾向使用零代詞之特色，但日語組的代詞回指表

現和英語組學習者相同，皆呈現代詞過多的情形。若日語篇章中以零代詞為

                                            

10 本文實驗之統計方法皆為獨立樣本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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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回指，為什麼在華語中介語中卻出現代詞比例過高的情形呢？ 

在語言類型學中，日語的篇章以零代詞作為主要回指。然而日語篇章中

使用零代詞回指受許多條件制約，如方（2004）提出日語因「禮貌原則」及

「共同知識」使代詞回指性較弱故而選用零代詞，劉（2001，2003）則提到

日語有特殊話語結構及語義功能而多使用零代詞回指。然而若將以上條件用

以檢視本文之實驗語料，可發現本研究寫作內容為影片摘要，其描述對象為

西方人，對日語背景受詴者來說，敘述的對象並非上位者，且社會距離遙遠，

因此並不符合「禮貌原則」之條件以使用零代詞，再加上日語「具有覆蓋功

能的ハ」之特殊話語結構並不存在於華語篇章中，對本研究之日語背景學習

者來說，日語篇章中延續性強之零代詞可能無法在華語篇章中發揮特色，因

而影響零代詞之比例。 

綜上所述，英語背景學習者之華語中介語篇章裡有代詞過多、零代詞過

少之情形可能與英語母語負遷移有關，而日語背景學習者之華語中介語篇章

中存在代詞過多之情形，可能是由於華語缺乏日語之零代詞用法所造成的現

象。為了進一步了解英語及日語背景學習者習得華語第三人稱回指之過程，

以下分析英語組及日語組中不同華語程度學習者之回指表現。 

 

（二） 英語組學習者 vs. 華語母語者 

1. 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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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 英語組學習者之回指比例 

觀察上圖四-2英語學習者及華語組的《名詞回指》比例，英中組為18.25%

（46/252），英高組為 33.19%（77/232），華語組為 18.34%（95/518），英中

組和華語組之統計 P 值為 0.896，表示英語背景學習者在中級程度時，名詞

比例和華語組之表現無顯著差異，然而當華語程度達到高級時，名詞比例升

高且高於華語者，統計 P 值為 0.022，小於 0.05，達到顯著差異，顯示英高

組有名詞回指多用的情形。 

再觀察上圖四-2 的《代詞回指》比例，英中組的代詞比例為 63.89%

（161/252），英高組為 34.48%（80/232），華語組為 39%（202/518）。從數

據中顯示代詞回指比例隨著華語程度提升而下降。英中組和英高組的統計 P

值為 0.003，小於 0.05，表示英中組和英高組的代詞表現有顯著差異。而英

高組和華語組的統計 P 值為 0.553，大於 0.05，表示英高組的代詞比例和華

語組沒有顯著差異。從數據中可知，中級學習者有代詞多用的問題，而高級

學習者則無。 

若檢視上圖四-2 英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可知英中組的零代

詞比例為 17.86%（45/252），英高組為 32.33%（75/232），華語組的零代詞

名詞回指 代詞回指 零代詞

英中組 18.25% 63.89% 17.86%

英高組 33.19% 34.48% 32.33%

華語組 18.34% 39.00% 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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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2.66%（221/518）。從數據中可知零代詞回指比例隨著華語程度上升而

增加。英高組零代詞比例接近華語組，但統計 P 值為 0.012，小於 0.05，回

指表現存在顯著差異，而英高組和英中組的零代詞統計 P 值為 0.038，小於

0.05，也達到顯著差異。 

從上文統計數值中可知，英中組和母語者的名詞比例接近，但英高組的

名詞多於母語組。代詞回指部分，英中組的代詞比例高於母語者，但英高組

的代詞表現已和母語者無差異。零代詞回指方面，兩組學習者都低於母語者，

不過高級組之零代詞表現較好。 

2. 結果討論 

上文提到英語背景學習者之華語中介語表現為代詞過多、零代詞過少，

原因可能與母語負遷移有關。此處分別觀察中級和高級學習者回指後發現，

英語背景學習者之代詞回指隨著華語程度上升而降低，零代詞回指則隨著華

語程度比例上升，兩種回指詞在不同華語程度時之表現都有顯著差異，表示

英中組可能受母語負遷移影響較大，因此代詞比例最高、零代詞比例最低，

而英高組則可能因為華語程度上升，母語負遷移之影響降低，因此代詞比例

下降、而零代詞比例上升。 

然而當我們觀察名詞回指時，卻發現其比例和學習者華語程度無相關，

反而是高級組的表現和華語母語者相差較大。觀察語料後發現，因為本實驗

語料為三個故事之摘要說明，英高組學習者有相當高的比例在敘述一段故事

前先用一句話簡述以下故事，此敘述中通常便包含「賈伯斯」名詞回指，接

著在下一個話題中再次說明此故事時再使用一次「賈伯斯」，如下例（30）

所示。但是筆者發現母語者和中級學習者只會在故事開頭第一句使用名詞回

指「賈伯斯」，因此我們也可從比例中發現，英高組的名詞回指比例幾乎是

英中組及華語母語組的兩倍。究其原因，可能是高級學習者為了凸顯主角的

重要性而造成的結果，筆者認為這樣的寫作方法可能和個人寫作風格有關。 

（30）在第三個故事賈伯斯
‧‧‧

描述他的死亡哲學。賈伯斯
‧‧‧

第一次接觸到死亡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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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得了胰臟癌症病的時候。（EA-07-03-01） 

（三） 日語組學習者 vs. 華語母語者 

1. 數據結果 

 

圖四-3 日語組學習者之回指比例 

觀察上圖四-3 日語學習者及華語組的《名詞回指》比例，日中組為 6.79%

（18/265），日高組為 12.11%（35/289），華語組為 18.34%（95/518），表示

日語背景學習者的名詞回指比例隨著華語程度上升而增加。統計數值上，日

中組和華語母語組之 P 值為 0.005，小於 0.05 達到顯著差異，但和日高組相

比之 P 值為 0.27，大於 0.05，顯示和母語者的名詞回指無顯著差異。 

再觀察上圖四-3圖四-2的《代詞回指》比例，日中組的代詞比例為 67.17%

（178/265），日高組為 45.33%（131/289），華語組為 39%（202/518）。從數

據中顯示代詞回指比例隨著華語程度提升而下降。日中組和日高組的代詞統

計 P 值為 0.039，小於 0.05，表示日中組和日高組的代詞表現有顯著差異。

而日高組和華語組的統計 P 值為 0.423，大於 0.05，表示日高組的代詞比例

和華語組沒有顯著差異。因此從數據中可得知，中級學習者有代詞多用的情

形，而高級學習者則無。 

名詞回指 代詞回指 零代詞

日中組 6.79% 67.17% 26.04%

日高組 12.11% 45.33% 42.56%

華語組 18.34% 39.00% 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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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檢視上圖四-3 日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可知日中組的零代

詞比例為 26.04%（69/265），日高組為 42.56%（123/289），華語組的零代詞

為 42.66%（221/518）。從數據中可知學習者的零代詞比例隨著華語程度上

升而增加，日高組零代詞比例接近華語組，統計 P 值為 0.484，大於 0.05 未

達到顯著差異，而日高組和日中組的零代詞統計 P 值為 0.029，小於 0.05，

達到顯著差異。 

從上文統計數值中可知，名詞回指中，日中組之名詞比例少於母語組，

日高組比例也少於母語者，但無達到統計之顯著差異。代詞回指部分，日中

組的代詞比例高於母語者，但日高組的代詞表現已和母語者無差異。零代詞

回指方面，日中組低於母語者，而日高組的零代詞表現和母語者無差異。 

2. 結果討論 

上文提到日語背景學習者之中介語表現為代詞過多，原因可能和語用中

的禮貌原則有關係。此處觀察中級和高級學習者回指後發現，日語背景學習

者的代詞回指隨華語程度提高而下降，零代詞則隨著華語程度上升比例增加，

代詞、零代詞回指結果在不同華語程度時有顯著差異，顯示日中組可能受到

語用影響較大，因此代詞比例較高、零代詞比例較低，而日高組則因為華語

程度上升，受語用影響較小，加上更了解華語回指詞的使用，因此代詞比例

下降、零代詞比例上升。 

二、 中、高級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指比例 

上文探討了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之回指表現，以下將進一步觀察不同華

語程度之學習者，其第三人稱回指表現是否和上述相同已回答第二個研究問

題：中、高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使用比例為何？和華語母語者之使用比

例有何差異？ 

（一） 中級學習者 vs. 華語母語者 

1.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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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 中級學習者之回指比例圖 

觀察上圖四-4中級學習者及華語組的《名詞回指》比例，英中組為18.25%

（46/252），日中組為 6.79%（18/265），華語組為 18.34%（95/518），顯示英

中組比日中組更傾向使用名詞回指，且英中組的名詞回指比例和華語組較接

近，而日中組的名詞回指則低於華語組許多，兩組學習者之統計P值為0.04，

小於 0.05，表示兩組之名詞回指表現達到統計上之差異。 

再觀察上圖四-4 中級學習者的《代詞回指》比例，英中組的代詞比例為

63.89%（161/252），日中組為 67.17%（178/265），日語中級學習者的代詞比

例比英語中級組略高，但在統計上 P 值為 0.093，大於 0.05，因此並未達到

顯著差異。若比較中級學習者和華語組的代詞比例，可發現華語組的代詞只

有 39%（202/518），比中級學習者少很多，統計上的 P 值為 0.0000001，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示中級學習者有代詞使用過多的問題。 

若檢視上圖四-4 中級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可知英中組的零代詞比

例為 17.86%（45/252），日中組為 26.04%（69/265），日中組的零代詞比例

雖比英中組高一點，但統計上 P 值為 0.064，大於 0.05，因此並未達到顯著

差異。若比較兩組中級學習者和華語組的零代詞比例，可發現華語組的零代

名詞回指 代詞回指 零代詞回指

英中組 18.25% 63.89% 17.86%

日中組 6.79% 67.17% 26.04%

華語組 18.34% 39.00% 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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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高達 42.66%（221/518），比兩組中級學習者都高出許多，顯示中級學習

者有零代詞不足的問題。 

由上可知名詞回指部分，日中組少於英中組及華語母語組，代詞回指方

面則是兩組中級學習者的代詞皆高於華語母語者，零代詞回指則兩組都少於

華語母語者。由統計數值可知，兩組的名詞回指有顯著差異，而代詞和零代

詞回指表現皆無顯著差異，表示兩組的代詞和零代詞回指表現相似。 

2. 結果討論 

由上文的結果可知，兩組中級學習者的代詞及零代詞回指比例無顯著差

異，進一步觀察語料，則發現日中組和英中組的代詞及零代詞比例雖接近，

但分佈情況各有差異。 

（1） 代詞回指 

英中組和日中組代詞使用比例最高為話題鏈句首，佔日中組代詞比例之

38.2%（68/178），英中組為 34.78%（56/161），如下例（31）、（32）。日

中組次高為時間詞之後，佔 24.16（43/178），如例（33）、（34），英中組代

詞之次高分類為小句首，佔 24.22（39/161），如例（35）、（36）。 

（31）他
‧
沒想到自己經驗跟將來的工作有緊密的關係。（JI-03-01-12） 

（32）他
‧
創辦 Apple 之後,有幾年沒有問題。（EI-10-02-03） 

（33）那時候他
‧

專心想家人的將來。（JI-03-03-05） 

（34）當時他
‧
覺得大學很無聊。（JI-02-01-09） 

（35）賈伯斯去大學的時候，他
‧

沒有興趣，所以，六個月，他
‧

聽學習。

（EI-06-01-02） 

（36）雖然後來賈伯斯尌過了成功的手術，他
‧

也發現了差一點去世尌給他輕

重緩急。（EI-0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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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兩組中級學習者之代詞回指最常使用於新話題鏈中，這樣的

表現和華語篇章之代詞使用相符，在英語篇章中也是符合語法的用法，而在

日語篇章中則為非典型用法，因為在日語篇章中若敘述主題明顯，則傾向使

用零代詞而非代詞回指，不過上文分析中也已提到，日語背景中級程度學習

者因為語用關係，以及華語缺乏日語之省略結構，因此在華語中介語裡使用

較多代詞回指。 

 若觀察兩組次高的代詞回指使用情形，則發現英中組則多用於小句首中，

這是因為英語中每個句子都要有主詞，因此可以從上例（35）、（36）中發現

小句首的比例為英語組次高。日中組次高的代詞回指使用為時間詞之後，從

時間詞語來看，英中組學習者傾向將時間詞語放置在句尾而非句首，而日語

中級學習者多將時間詞用於句首並後接代詞回指，如上例（33）、（34）。 

綜上所述，雖然兩組中級學習者的代詞比例上未達到統計差異，但是從

語料中可發現學習者因母語背景差異而在代詞回指使用中產生差別。 

（2） 零代詞回指 

英中組和日中組零代詞使用比例最高為小句首，佔日中組代詞比例

40.58%（28/69），英中組為 40%（18/45），如例（37）、（38）。日中組次高

為連接詞及時間詞之後，為 18.84%（13/69），如例（39）、（40），而英中

組次高的類別為話題鏈首和連接詞，佔 17.78%（8/45），如例（41）、（42）。 

（37）他很失望，ψ
‧

很想逃避現實. （JI-04-02-03） 

（38）可是他還是喜歡 Reeds 的氣氛，ψ
‧

也覺得比較另類的課很有趣，

（EI-03-01-04） 

（39）後來他上了大學，但半年後他對大學感不到價值感了，因此 ψ
‧

尌退

學了。（JI-08-01-10） 

（40）他說，那時候 ψ
‧

覺得誰都不需要自己。（JI-03-02-04） 

（41）他覺得他在浪費他父母困難賺的錢，結果ψ
‧

決定輟學. （EI-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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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ψ
‧

上 Reed 大學的時候，由於 ψ
‧

把父母所有的錢都用完的緣故，因

此賈伯斯決定不要繼續上課。（EI-04-01-01） 

由上可知，兩組中級學習者之零代詞回指最常使用於小句首當中，這和

華語篇章特色相符，傾向在小句中使用零代詞，除此之外，兩組學習者使用

零代詞的次高類別都有連接詞，如例（39）和（41）。但兩組學習者不同之

處為，日中組的時間詞語後也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如例（40），而英中組

則是話題鏈首也多用零代詞回指，如例（42）。上文中已提到日中組的時間

詞後使用代詞的比例相當高，此處也發現日中組的時間詞後接零代詞也佔零

代詞回指的次高，可見時間詞語為日語背景中級學習者常用之詞語，無論在

代詞或零代詞回指前都經常使用。而英中組之零代詞除了在小句首及連接詞

語後最常使用外，在話題鏈首也發現使用零代詞的語料。然而在話題鏈首使

用零代詞之現象在華語篇章中雖有但並不多見，可能和英中組學習者對華語

零代詞掌握不佳有關係，除此之外，英中組之零代詞總數不高，只有 45 筆，

尚待更進一步之研究才能更了解英語背景中級學習者之零代詞表現。 

綜上所述，兩組中級學習者在零代詞回指比例上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觀察語料後發現，兩組最常使用零代詞之位置皆為小句首，符合華語篇章之

零代詞特性。然而在次高的類別中兩組中級學習者的零代詞分佈出現差異，

其中導致英中組零代詞少於日中組的原因，可能和英中組的次高零代詞類別

為話題鏈首有關，因為話題鏈開頭使用零代詞並非母語者常用手段，顯示英

中組學習者對零代詞的掌握能力不佳。不過因為兩組中級學習者的零代詞比

例都不高，若要了解使用差別為何，需要再進一步分析研究。 

（二） 高級學習者 vs. 華語母語者 

1.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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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高級學習者之回指比例圖 

觀察上圖四-5 高級學習者的《名詞回指》比例，英高組高達 33.19%

（77/232），而日高組只有 12.11%（35/289），顯示英高組比日高組更傾向使

用名詞回指。華語組的名詞回指比例為 18.34%（95/518），若和高級學習者

進行比較，則可發現英高組的名詞回指高出華語組許多，日高組的名詞回指

和華語組較接近，兩組之統計 P 值為 0.003，小於 0.05，表示兩組高級學習

者的名詞表現有顯著差異。 

再次觀察上圖四-5 高級學習者的《代詞回指》比例，英高組的代詞比例

為 34.48%（80/232），日高組為 45.33%（131/289），日語高級學習者的代詞

比例比英語高級組稍高，在統計上 P 值為 0.917，大於 0.05，並未達顯著差

異。若比較高級學習者和華語組的代詞比例，可發現華語組的代詞為 39%

（202/518），比例上和兩組高級學習者都相差不多，且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因此可說高級學習者的代詞表現和華語母語者相當。 

若檢視上圖四-5 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英高組的零代詞比例為

32.33%（75/232），日高組為 42.56%（123/289），可發現日高組的零代詞比

英高組多，在統計上 P 值為 0.029，小於 0.05，表示英語高級和日語高級學

名詞回指 代詞回指 零代詞回指

英高組 33.19% 34.48% 32.33%

日高組 12.11% 45.33% 42.56%

華語組 18.34% 39.00% 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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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零代詞表現達到顯著差異。若比較高級學習者和華語組的零代詞比例，

華語組的零代詞為 42.66%（221/518），和日語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比例相

當接近，顯示日語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比例已達母語者使用水準，但英語高

級學習者和華語母語者的零代詞在統計上之 P 值為 0.012，小於 0.05，顯示

英語高級學習者和母語者的零代詞表現存在顯著差異。 

由上可知，名詞回指部分英高組比例多於華語母語組，代詞回指方面，

兩組高級學習者的代詞比例都和母語者無差異，而零代詞回指則是日高組和

華語母語組無差異，但英高組少於華語母語者。 

2. 結果討論 

 由上文統計數據可知，名詞回指方面，英高組比日高組傾向使用名詞回

指，且有比例過高的問題。代詞回指方面，兩組高級學習者比例上無差異，

零代詞則兩組達到統計差異。以下將進一步分析語料，觀察不同母語背景學

習者之回指使用情形。 

（1） 代詞回指 

兩組高級學習者之代詞回指使用分佈一致，比例最高者皆分佈於話題鏈

首的位置，如例（43）及（44），英高組佔 30%（24/80），日高組佔 31.2%

（39/125）。兩組高級學習者其他代詞回指則平均分布於小句首及連接詞語

之後，各佔約 20%。 

（43）他
‧
曾經創立自己公司，兩個人開的公司短短的十年後變成擁有工作員

人四千人、年商二十億美元的大公司。（JA-03-02-02） 

（44）他
‧
說再次當初學者是一種好事，ψ 被蘋果開除是他一生中發生對他

最有利益的事。（EA-10-02-06） 

 由上可知，兩組高級學習者的代詞回指比例上無統計的顯著差異，在語

料中也無明顯差別。因此從量化、質化結果中可以看出，當學習者程度到達

高級時，無論母語背景為英文或日文，代詞回指表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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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代詞回指 

兩組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表現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日高組比例

高於英高組。然而在語料上，兩組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分佈狀況相似。其中，

零代詞比例最高的皆為小句首，日高組為 43.9%（54/123），英高組為 44%

（33/75），如下例（45）。而連接詞和時間詞之後使用零代詞回指的情形

也都各佔兩組高級學習者之 35%左右。 

（45）賈伯斯 17 歲時，ψ
‧

念了半年的 Reed 大學後，ψ
‧

發現不值得花了他

養父母一輩子收入的學費，ψ
‧

決定離開學校。（JA-02-01-02） 

由上可知，兩組高級學習者在零代詞的使用上很接近，其分佈類別皆一

致，表示華語到達高級程度時，學習者對零代詞的掌握能力較好。然而在上

文中也發現英高組和日高組的零代詞比例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日高組

和華語者未達到顯著差異，這表示雖然從語料中看到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方

法接近，但是兩組學習者的零代詞在比例上仍然存在差異，也尌是日高組多

於英高組，推論可能是因為日語篇章中本來尌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在中級

程度時因為不了解華語零代詞因而多用代詞，但是到了高級程度後，因為更

熟悉華語篇章，再加上日語原有的零代詞使用能力，讓日語背景高級學習者

的零代詞表現和華語母語者無統計上的差異。 

由上文中可知，兩組中級學習者的代詞比例上無統計差異，而零代詞方

面達到統計上的差異。觀察兩種回指詞的語料後發現，中級學習者在代詞及

零代詞的使用上顯現出他們已了解華語篇章回指詞最普遍的原則，即為代詞

多使用於話題鏈首、零代詞多用於小句首。不過中級學習者卻可能因為不了

解華語話題鏈的概念而有代詞比例過高、零代詞過低的情形。 

當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到了高級後，代詞回指不僅在比例上無統計差異，

在語料中的使用也呈現一致，而兩組之零代詞雖然有統計差異，但在使用分

佈上差異不大，表示高級學習者已能穩定掌握華語第三人稱回指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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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上文中首先發現英語和日語背景學習者皆有代詞過多、零代詞過少的問

題，接著經過跨語言、同語言背景組內比較後發現，英語中級學習者受母語

負遷移影響較大、而日語中級學習者則受到語用影響導致中級學習者的代詞

回指比例過高，然而當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到達高級時，其回指表現都已和中

級時產生區別，顯示高級學習者因為程度上升，也更了解華語篇章回指詞使

用，因此受負遷移及語用的影響較小，所以回指詞的比例較接近母語者。 

第二節 第三人稱回指於篇章結構之分佈 

一、 第三人稱回指於段落、新話題鏈、小句之比例 

第三人稱回指除了受學習者語言背景及華語程度影響外，回指詞在篇章

中的位置也會影響第三人稱回指的選用。Li（1985）和高寧慧（1996）指出

華語篇章段落首多為名詞回指，新話題鏈則傾向用代詞，話題鏈小句則使用

零代詞回指。以下我們將分別觀察學習者及華語母語者的第三人稱回指形式

於《段落》11、《新話題鏈》12及《小句》的回指分佈。 

                                            

11此處之《段落》表示篇章中新段落的第一個小句主語。 

12《新話題鏈》之範圍不包含段落的第一個小句，除此之外，句號後新開啟的話題便為新話題鏈首。 



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論 

55 

 

（一） 第三人稱名詞回指 

 

圖四-6 各組之名詞回指「賈伯斯」於段落、話題鏈、小句之比例圖 

觀察上圖四-6 可發現名詞回指在《段落》中以英高組比例最高，為 8.62%

（20/232），其次依序為華語組 4.25%（22/518）、英中組 3.57%（9/252）、日

中組 3.4%（9/265）、日高組 2.42%（7/289）。在《段落》類別中，英高組的

名詞回指比華語組多一倍，顯示英高組在段落部分比華語母語者更傾向使用

名詞回指。日高組則和英高組學習者相反，新段落的名詞回指比華語少一倍，

顯示日高組在新段落中較不傾向使用名詞回指。 

再觀察上圖四-6《新話題鏈》部分，可發現比例最高者仍為英高組，為

15.95%（37/232），其次為英中組 10.32%（26/252）、華語組 7.14%（37/518）、

日高組 5.19%（15/289）、日中組 2.26%（6/265）。在《新話題鏈》中，英語

背景學習者的名詞使用比例都高於華語組，而日語背景學習者則相反，名詞

使用比例皆低於華語組，表示在《新話題鏈》中，英語背景學習者比日語背

景學習者更傾向使用名詞回指。 

檢視上圖四-6《小句》後發現，比例最高仍為英高組，為 8.62%（20/232），

段落 新話題鏈 小句

英中組 3.57% 10.32% 4.37%

日中組 3.40% 2.26% 1.13%

英高組 8.62% 15.95% 8.62%

日高組 2.42% 5.19% 4.50%

華語組 4.25% 7.14%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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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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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華語組 6.95%（36/518）、日高組 4.5%（13/289）、英中組 4.37%（11/252）、

日中組 1.13%（3/265）。在《小句》類中，只有英高組名詞比例高於華語組，

其他學習者的名詞回指都低於母語組。在學習者組中，高級學習者的名詞回

指都高於中級學習者，顯示高級學習者在小句中比中級學習者更傾向使用名

詞回指。 

由上可知，《段落》、《新話題鏈》、《小句》中使用名詞比例皆以英高組

為最高，且都高於華語組許多，顯示英語高級組有名詞多用的現象。再觀察

各組內的名詞回指比例後發現，除了日中組以《段落》比例為最高外，其他

組別如英中組、英高組、日高組及華語組都是以《新話題鏈》中的名詞回指

比例為最高，表示各組間除了《段落》使用部分比例的名詞回指外，在《新

話題鏈》中也傾向使用名詞作為再次回指的選擇。在《小句》方面，除了日

中組以外，其他組別《小句》之名詞回指比例皆高於《段落》的比例。不過

因為在篇章中，段落首句數量少於話題鏈及小句，因此出現於段落的名詞回

指比例較低。不過因前人只提到名詞回指傾向使用於新段落（Li，1985；高

寧慧，1996），並無對名詞回指出現於小句中進行說明，以下筆者尌本實驗

之語料說明名詞回指於《小句》中的使用情形。 

觀察華語母語組的語料後發現，在《小句》中使用名詞回指的主要情形

有以下兩種： 

1. 第一小句無回指形式，第二小句才使用名詞回指 

第一種情形是名詞回指出現在小句中最主要的情形，佔總筆數的 86%

（31/36）。此種情形因話題鏈第一小句中沒有回指詞，直到第二小句才在話

題鏈中第一次出現回指，請看下例（46）及（47）。 

（46）（A）第一個故事中，（B）賈伯斯娓娓道來自己的兒時經歷，..（NA-07-1-1） 

（47）（A）然而，（B）賈伯斯也真的念到了大學，...（NA-05-1-2） 

在例（46）及（47）中，第一小句（A）分別為「第一個故事中」和「然

而」，在新話題鏈中，第一小句（A）並沒有使用回指詞來引進話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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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第二小句（B）中才第一次使用名詞回指「賈伯斯」。這樣的名詞回

指雖然在結構上出現於第二小句，但是在語義上仍是充當新話題鏈首的主題

回指。上文中提到英高組在《小句》的名詞比例高於華語組，筆者檢視英高

組的《小句》名詞回指後發現，英語高級學習者的小句名詞回指也傾向出現

於話題鏈第二小句中，其比例佔總筆數75%（15/20），日高組也有 77%（10/13），

英中組則有 82%（15/20），日中組為 67%（2/3）。 

2. 避免語義混淆 

 第二種名詞回指出現於小句的情況是避免語義混淆。當話題鏈中出現兩

人以上的人物時，為了不使讀者混淆，寫作者會使用名詞回指「賈伯斯」使

語義更清楚。請看下例（48）說明。 

（48）（A）後來，（B）兩人因經營理念的衝突，（C）賈伯斯並未受到董

事會的支持，ψ而被踢出了自己一手創辦的蘋果電腦。（NA-13-2-3） 

上例（48）中，因為（B）小句使用了「兩人」回指賈伯斯和他的創業好友，

下句（C）中若使用「他」或是「零代詞」回指賈伯斯將使語義不清，使讀

者不明白是賈伯斯還是他的朋友「未受到董事會的支持」，因此作者以名詞

「賈伯斯」作為回指形式。 

由上可知，雖《小句》中也出現部分名詞回指，但因大多使用於第二小

句，且功能等同於新話題鏈，由此可知名詞回指主要仍使用於新《段落》及

《新話題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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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 

 

圖四-7 各組之代詞回指「他」於段落、話題鏈、小句之比例圖 

觀察上圖四-7 可發現代詞回指在《段落》中以英中組比例最高，為 2.38%

（6/252），其次依序為日中組 2.26%（6/265）、華語組 1.35%（7/518）、英高

組 1.29%（3/232）、日高組 1.04%（3/289）。在《段落》類別中，中級學習

者的代詞比例高於高級學習者及華語組，但比例相差不大。我們發現兩組中

級學習者在《段落》的代詞皆高於華語組，然而兩組高級學習者的代詞皆低

於華語母語組。 

再觀察上圖四-7《新話題鏈》部分，可發現比例最高者為日中組，為

50.19%（133/265），其次為英中組 36.11%（91/252）、日高組 22.49%（65/289）、

英高組 17.67%（41/232）、華語組 13.71%（71/518）。在《新話題鏈》中，

日語學習者的代詞比例高於同程度的英語學習者，如日中組高於英中組，日

高組高於英高組，而華語母語者在《新話題鏈》的代詞比例為所有組別中最

低，表示華語學習者在《新話題鏈》的代詞回指比例皆過高，其中尤以中級

代詞回指 零代詞回指 名詞回指

75.86% 48.30% 26.53% 10.53%

80.00% 43.62% 17.02% 17.70%

56.25% 68.94% 11.36% 10.58%

63.64% 60.19% 25.93% 7.93%

52.94% 82.61% 13.66%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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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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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比例高出華語者許多，顯示中級學習者有代詞多用的情形。 

檢視上圖四-7《小句》後發現，比例最高為英中組，為 25.4%（64/252），

其次為華語組 23.94%（124/518）、日高組 21.8%（63/289）、英高組 15.52%

（36/232）、日中組 14.72%（39/265）。《小句》類的代詞比例中，只有英中

組的代詞高於華語組，其他學習者的比例都低於華語組。其中，英高組和日

中組的比例低於華語組許多，日高組和英中組的比例和華語組接近。 

觀察上圖四-7，可發現各組《段落》的代詞回指比例皆低於《新話題鏈》

和《小句》，這是由於段落首句回指主要以名詞回指充當，上文已有比例及

語料說明。學者提到代詞回指主要使用於新話題鏈中（Li，1985；高寧慧，

1996），但在上圖中卻發現華語組的《小句》代詞比例高於《新話題鏈》，顯

示華語母語者也傾向在小句中使用代詞回指。然而在華語學習者的代詞分佈

中，可發現學習者的比例皆為《新話題鏈》高於《小句》，其中尤以中級學

習者的比例差異最大，顯示中級學習者傾向在新話題鏈中使用代詞而非在小

句中，而華語母語者卻相反。不過我們知道小句的數量比新話題鏈多，前人

也針對代詞在小句中的複現有不少研究，本章第三節將以語料說明代詞回指

在小句中再次出現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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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人稱零代詞回指 

 

圖四-8 各組之零詞回指「ψ」於段落、話題鏈、小句之比例圖 

觀察上圖四-8 可發現零代詞回指在《段落》中的比例都很少，尤其在華

語組中最低為 0%（0/518），其他學習者零代詞的比例由高到低為英高組

0.86%（2/232），日中組 0.75%（2/265）、英中組 0.4%（1/252）、日高組 0.35%

（1/289）。由上可知，零代詞回指極少出現於段落開頭，顯示華語篇章的新

段落中不傾向使用零代詞。 

再觀察上圖四-8《新話題鏈》部分，可發現零代詞比例最高者為日高組，

為 9.69%（28/289），其次為日中組 8.3%（22/265）、華語組 7.53%（39/518）、

英高組 6.9%（16/232）、英中組 5.95%（15/252）。在《新話題鏈》中，可發

現日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比華語組多，而英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不僅少

於日語背景學習者，也比華語母語者少，顯示日語背景學習者比華語組及英

語背景學習者更傾向在新話題鏈中使用零代詞回指。 

檢視上圖四-8《小句》後發現，比例最高為華語組，為 35.14%（182/518），

段落 新話題鏈 小句

英中組 0.40% 5.95% 11.51%

日中組 0.75% 8.30% 16.98%

英高組 0.86% 6.90% 24.57%

日高組 0.35% 9.69% 32.53%

華語組 0.00% 7.53%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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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日高組 32.53%（94/289）、英高組 24.57%（57/232）、日中組 16.98%

（45/265）、英中組 11.51%（29/252）。《小句》類中，華語學習者的零代詞

皆低於華語母語組，顯示華語學習者在小句中較不傾向使用零代詞。 

再次檢視上圖四-8，可發現零代詞的使用多集中於《小句》中，其中，

華語組的零代詞比例為最高，符合前人提到華語零代詞回指多用於小句中之

結果（Li，1985；高寧慧，1996）。華語學習者在《小句》的零代詞使用皆

低於華語母語者，不過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仍依照母語背景和華語程度有所

不同，如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比例高於中級學習者，日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

詞優於英語背景學習者。由上可知，華語學習者組織華語話題鏈時，他們不

了解華語母語者在小句中如何使用零代詞，因此小句中的零代詞比例較低。 

二、 第三人稱回指於三故事之比例 

第三人稱回指詞除了受不同學習者背景及華語程度之影響外，不同篇章

功能之語段也會影響回指在話題鏈中的使用。以下分別觀察第三人稱回指形

式在三段故事中，其回指表現是否和不同功能的篇章有關係。 

（一） 第三人稱名詞回指 

 

圖四-9 各組之名詞回指「賈伯斯」於三故事之比例圖 

故事一 故事二 故事三

英中組 6.35% 3.97% 3.17%

日中組 3.40% 0.75% 0.75%

英高組 12.93% 8.19% 9.05%

日高組 5.19% 3.11% 1.73%

華語組 5.98% 5.21%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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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上圖四-9 名詞回指「賈伯斯」之比例，我們發現名詞回指比例在《故

事一》中佔有最高比例，其中以英高組的《故事一》名詞回指比例為所有組

別之冠，英高組之比例為 12.93%（30/232），依序為英中組 6.35%（16/252）、

華語組 5.98%（31/518）、日高組為 5.19%（15/289）、日中組為 3.4%（9/265）。

再次觀察上圖，可發現三故事中的名詞回指，皆以英高組的比例最高，且日

語背景學習者的名詞比例皆低於英語背景學習者及華語母語者，顯示日語背

景學習者較不傾向使用名詞回指。 

 各組的名詞回指在三個故事中皆呈現類似的分佈情形，但是我們可從圖

中發現《故事一》的名詞回指比例在各組別中皆明顯高於其他兩段落。觀察

語料後發現，因為故事一所描述的是賈伯斯媽媽未婚懷孕將他送給別人領養

的故事，因此本段落的名詞除了賈伯斯之外，還有賈伯斯的生母、養父母其

他兩個名詞，加上此段落的重點尌是在說明生母和養父母之間的互動，所以

在段落中多次提到這三個名詞，但是在篇章中若有多位人物，用代詞回指「他」

或「零代詞」做為回指容易造成語義混淆，因此本段落所描述的賈伯斯為了

不跟其他名詞發生混淆的情形，以名詞回指「賈伯斯」出現的頻率比其他段

落都高。此外，由於《故事一》是本實驗語料的第一個故事，許多受詴者可

能在故事一的段落中提過賈伯斯之後，在故事二故事三尌較少提到名詞回指

「賈伯斯」，這也是故事一名詞回指比例較高的可能原因之一。請看以下華

語母語者語料： 

（49）（A）第一個故事關於他的身世，（B）賈伯斯的生母是一位未婚媽

媽，（C）她希望找到高學歷的人收養未出生的兒子。 

（D）雖然最後事與願違，（E）收養賈伯斯的是一對高中未畢業的

夫婦，（F）但他們實現了當初的諾言，（G）養育賈伯斯，（H）

並且送他上大學。 

（I）ψ念完一個學期後，（J）賈伯斯發現沒有獲得實質收穫，（K）

因此ψ決定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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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休學期間，（M）他選修了感興趣的書法課，（N）生活拮据，

（P）但充實。 

（Q）後來，（R）連賈伯斯自己也沒預料到，（S）ψ竟創造了第

一台麥金塔電腦。（NA-18-01-1~5） 

上例（49）為華語母語者故事一的語料，共包含五個話題鏈。在語料中，共

出現三組人物名詞，第一個名詞為（B）小句中「賈伯斯的生母」，第二個

人物為（E）小句中的「一對高中未畢業的夫婦」，第三個人物為貫穿全文

的「賈伯斯」。由於故事一中穿插了許多人物，因此當開啟新話題鏈時，為

了避免混淆，以名詞「賈伯斯」作為回指形式，如句（J）及（R）。 

再次觀察上圖四-9，故事一到三為不同功能的語段，故事一有多位人物、

故事二為過程敘述、故事三多為呼籲說明語段，但是各組的回指表現相同，

如英高組比例為各組之首，排名最後的為日中組，顯示名詞回指的使用在各

組中雖有高有低，但在組內間卻不因語段故事改變而產生不同的回指使用情

形，表示名詞回指的使用在各組有其規律性。 

（二）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 

 

圖四-10 各組之代詞回指「他」於三故事之比例圖 

故事一 故事二 故事三

英中組 22.62% 21.83% 13.10%

日中組 27.17% 23.40% 15.09%

英高組 12.50% 12.07% 8.62%

日高組 12.46% 15.92% 11.76%

華語組 12.74% 14.48%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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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圖四-10 的《故事一》，可發現中級學習者的代詞比例高於高級學

習者跟母語者，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故事二》及《故事三》的代詞回指部

分中。若同時比較《故事一》、《故事二》及《故事三》，可以看到《故事三》

的代詞比例為組最低，而《故事一》及《故事二》整體比例相差不多。 

《故事三》描述的是賈伯斯生病後對死亡有了新的看法並由此給畢業生

建議。但是此段落除了賈伯斯得病到治癒的過程為一般的敘述類型外，其他

多為呼籲、說明的語段，因此故事三並非典型的描述型段落，所以回指的比

例分布和上述故事一、二不同。 

（50）他說，「沒有人想死，但沒人能逃過，而『死亡』是生命最棒的發明，

因為這會消除舊的，讓新的有空間。」 

因此他鼓勵畢業生，要有勇氣追尋真心直覺，「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常保飢渴求知，常存心懷若愚。」（NA-16-03-6~7） 

上例（50）他說，「沒有人想死，但沒人能逃過，而『死亡』是生命最

棒的發明，因為這會消除舊的，讓新的有空間。」為華語母語者的語料，我

們可以看到在說明語段中，不僅零代詞的比例較少，且代詞「他」的比例也

不高，只有話題鏈首當中使用了代詞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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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人稱零代詞回指 

 

圖四-11 各組之零代詞回指「ψ」於三故事之比例圖 

觀察上圖四-11，可發現《故事三》的零代詞比例少於《故事一》和《故

事二》，而其中又以《故事二》的零代詞比例和全篇零代詞比例最接近。因

為《故事二》為賈伯斯從成功到失敗的過程，是一個過程敘述語段。其段落

的主角單一，故事結構又以敘述功能為主，因此在小句中使用零代詞的機會

比《故事一》和《故事三》高。 

各組受詴者在不同的篇章中的回指表現一致，並不受到篇章影響學習者

的組織，而且可知，在故事三，也尌是說明形式的篇章對中級學習者來說較

困難，尤其是在零代詞的運用上，說明語段比其他種形式更難掌握。 

三、 小結 

上文從篇章的回指數量中發現了華語學習者和華語母語者使用回指之

差異。本研究第二章已討論並得出英語篇章傾向使用代詞回指，而日語篇章

和華語一樣以零代詞回指為主的結果。然而本章第一節發現英中組和日中組

的《代詞回指》皆有使用過多的情形，表示中級學習者不受母語背景影響皆

有代詞多用的情形，因此可推論英中組代詞回指多用並非受英語篇章特色負

故事一 故事二 故事三

英中組 7.94% 7.94% 1.59%

日中組 13.96% 9.81% 1.51%

英高組 10.78% 14.22% 6.03%

日高組 16.96% 17.65% 7.27%

華語組 14.48% 20.08%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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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之影響。在第二節《段落》、《新話題鏈》、《小句》分析中，可得知中級

學習者在《新話題鏈》中使用代詞回指的比例高於華語組及高級學習者許多，

表示中級學習者代詞過多的現向來自於《新話題鏈》太多。 

第三節 華語母語者話題鏈第三人稱回指詞分析 

華語母語者的回指詞使用上，名詞回指多用於《段落》及《新話題鏈》，

代詞回指傾向使用於《新話題鏈》及《小句》中，而零代詞回指則主要使用

於《小句》裡。華語母語者話題鏈中，第三人稱名詞回指、代詞回指及零代

詞回指因話題鏈結構、語義而有回指詞選用之傾向。以下將從新話題鏈及話

題鏈小句中觀察其回指詞選用之規律。 

 

圖四-12 華語母語者之第三人稱回指分佈圖 

觀察上圖四-12，可發現華語母語者的話題鏈中，《段落》以名詞作為主

要回指形式，佔 4.25%（22/518），《新話題鏈》中則以代詞回指為主，比例

為 13.71%（71/518），《小句》則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比例為 35.14%

（18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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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話題鏈 

新話題鏈傾向使用代詞做為回指，本研究統計如此，如上圖四-12 所示，

其結果也和前人研究結果相符。然而，筆者發現《新話題鏈》中的名詞回指

和零代詞回指也佔有不少比例，以下便觀察新話題鏈中使用名詞回指及零代

詞回指話題鏈之情形。 

（一） 第三人稱名詞回指 

從上圖四-12 中，可發現華語母語者的《新話題鏈》以代詞回指比例最

高，名詞回指及零代詞回指次之。觀察新話題鏈以名詞做為回指的語料後發

現，因為本文通篇以「賈伯斯」作為主題，因此在文章中作為新話題鏈首並

不少見，特別當段落中要區分上下文之敘述轉換時尤其常見，請見下例： 

（51）那時有幾個月的時間，他頓失生活重心，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興

趣為何，因此他成立了 Next 公司與皮克斯公司，ψ也談了戀愛ψ結

婚，而且之後蘋果公司還買下了 Next，賈伯斯也因此重回蘋果。 

賈伯斯認為被炒魷魚的經歷反而讓他進入最有創意的人生。 

（NA-16-02-2~3） 

（52）而這時期是他最有創意的時期，他進入了奈克斯，後來被蘋果收購，

所以ψ又回到了蘋果，ψ還成為執行長。 

這段期間他也談了戀愛並ψ結婚。 

賈伯斯認為那次的開除是苦藥，是最棒的遭遇。（NA-14-02-5~7） 

上例（51）及（52）中，最後一個新話題鏈都使用了名詞「賈伯斯」做

為回指。從段落的鋪陳中，可得知使用名詞回指做為回指的話題鏈改變了敘

述視角，由寫作者轉換至賈伯斯本身，為賈伯斯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在段落

中，有總結、綜合上文之意，由於敘述的重點已轉變，因此使用名詞回指引

起讀者再次注意。類似此種轉換敘述角度因而使用名詞回指的情形還有以下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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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第二個故事是：關於愛與失去。 

賈伯斯二十歲時和朋友在車庫成立蘋果電腦，隨著公司發展越來越

好，他邀請一位專業管理者一同主持公司事務。（NA-13-02-1~2） 

（54）最後一個例子，是關於死亡。 

賈伯斯從年輕時尌把每天當作最後一天過，他用死亡來提醒自己，

ψ要珍惜時間、ψ把握時間，ψ不使時光虛度。（NA-08-03-1~2） 

上兩例中，名詞回指「賈伯斯」使用於新段落之第二個話題鏈首，主因

是第一個話題鏈為本段故事之介紹，而從第二個話題鏈開始才進入故事主題，

因此敘述視角轉變而使用名詞回指。不過此處使用名詞回指「賈伯斯」，也

可能是因為新段落的第一個話題鏈中並無使用任何回指詞，因此第二個話題

鏈於第一次引進賈伯斯時選用名詞回指而非代詞回指，以替代新段落回指詞

之功能。 

 由上可知，當《新話題鏈》首使用名詞回指「賈伯斯」時，表示敘述視

角之轉換，在段落首中有開啟故事之功能，在段落尾則有總結之意。 

（二） 第三人稱零代詞回指 

再次觀察上圖四-12，在《新話題鏈》中使用零代詞之比例和名詞回指

相當。由於一般而言零代詞回指傾向使用於話題鏈小句中，以下便從語料中

考察新話題鏈使用零代詞回指之情形。 

（55）（A）後來他得了癌症，這是他最瀕臨死亡的一刻，這讓他了解到死

亡的本質，而後他很幸運的康復了。 

（B）ψ瀕臨死亡後，他認為死亡是一個很棒的事情，因為它帶走舊

的，產生新的事物。（NA-12-03-4~5） 

（56）（A）慶幸的是，後來檢驗發現他的胰臟癌能以手術治癒。 

（B）ψ經過這件事，賈伯斯覺得在有限的時間裡，勿活在教條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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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控制下，必頇知道自己要做什麼。（NA-15-03-3~4） 

上例（55）及（56）的第二個話題鏈首（B）皆使用零代詞作為回指。觀察

（B）話題鏈後發現，第一小句所表達的語義正是前一個話題鏈的主題，如

在例（55）的（B）話題鏈首出現「ψ瀕臨死亡後」，而上一話題鏈（A）

當中正是探討賈伯斯「這是他瀕臨死亡的一刻...而後他幸運的康復了」。在

例（56）中，也可看到（B）「ψ經過這件事」的回指的這件事，尌是上一

個話題中所討論的「後來檢驗發現他的胰臟癌能以手術治癒」。由此可知，

當新話題鏈首出現零代詞回指詞時，表示新話題鏈所探討的事件和上一話題

鏈有緊密的關係。此外，筆者也發現（B）話題鏈首第一小句雖為零代詞，

但第二小句並不傾向再以零代詞做為回指，在例（55）中是以代詞「他」做

為回指，而例（56）中，則是以名詞「賈伯斯」做為回指，顯示當話題鏈首

使用零代詞回指時，話題鏈第二小句則以代詞或名詞回指重提。 

二、 話題鏈小句 

話題鏈小句傾向使用零代詞做為回指，本研究統計如此，如上圖四-12

所示，零代詞回指在小句中之比例為三者最高，其結果也和前人研究結果相

符。然而，筆者發現《小句》中的代詞回指比例不低，認為小句中使用代詞

亦為華語母語者組織話題鏈的習慣。以下便先針對小句中使用零代詞回指的

語料進行說明，其後再分析代詞回指出現於小句之情形。 

（一） 第三人稱零代詞回指使用情形 

華語母語者的話題鏈小句中，以使用零代詞為主、代詞為輔。零代詞回

指於小句的分佈中，有 57.47%（127/221）的零代詞出現於小句的句首，請

看下例： 

（57）（A）偶然，（B）他發現了里德大學有書法課程，（C）ψ便開始

修習他真正有興趣的東西，（D）ψ認識了字體之美和活字版技術的

高妙。（NA-14-01-2） 

上例中，（B）以代詞回指「他」作為回指形式，而在（C）和（D）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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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句首，則以零代詞「ψ」回指前文的賈伯斯。在華語母語者話題鏈小句

中的零代詞，有 57.47%（127/221）都如（C）和（D）小句一樣，表示華語

母語者組織話題鏈時，傾向直接在小句句首使用零代詞作為回指。 

其他零代詞在小句中出現的情形，還有在連接詞及時間詞語之後，其比

例為 24.43%（54/221）。然而前人研究指出，在話題鏈小句中若出現連接

詞語或時間詞語時，傾向使用代詞作為回指形式，對寫作者有表達上下文語

義轉變、強調新信息、對比之功能，對閱讀者來說有再次提醒主語，並與下

文之信息連接的作用。 

筆者考察小句中連接詞、時間詞之後使用代詞和零代詞的語料後發現，

兩者的比例相當接近。小句中使用連接詞、時間詞的語料共有 94 筆，其中，

詞語後接代詞回指的比例為 46.81%（44/94），後接零代詞回指比例為 42.55%

（40/94）。從比例上來看，代詞回指比例的確稍高於零代詞，但從筆數來看，

代詞回指只比零代詞多了 4 筆語料，顯示話題鏈小句中的連接詞、時間詞語

後可能使用零代詞回指，也可能使用代詞回指。以下結果為華語母語者語料

中，連接詞語其後傾向使用代詞或零代詞之種類說明。 

（二） 連詞後使用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情形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小句中「連接詞語、時間詞語」的語義及結構影

響詞語出現在小句中的位置，因此也間接影響第三人稱回指詞的選用。「連

接詞語、時間詞語」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的有以下四類：「果類連接詞」、「假

設性連接詞」「起始類時間詞」及「結尾類時間詞」。 

1. 果類連接詞 

 話題鏈中使用的「果類連接詞」有「因此」和「所以」，以下從筆數較

高的「因此」語料中進行說明。「因此」後接代詞的比例明顯高於零代詞，

代詞有 11 筆，而零代詞只有 2 筆。請看以下例句： 

（58）（A）然而等到賈伯斯上了大學，（B）他在學校看不到學習的價值，

（C）ψ感覺自己只是白白浪費養父母的積蓄，（D）因此
‧‧

他休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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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08-01-5） 

（59）（A）首先，（B）賈伯斯說他大學只念了六個月ψ便休學，（C）

因為養父母生活並不寬裕，（D）大學學費卻如此昂貴，（E）因此
‧‧

他放棄尌讀。（NA-20-01-1） 

（60）（A）因此
‧‧

他鼓勵畢業生，（B）要有勇氣追尋真心直覺，（C）「常

保飢渴求知，常存心懷若愚。」（NA-16-03-7） 

（61）（A）因此
‧‧

他做了一個以後他覺得是非常棒的決定－「退學」。

（NA-17-01-4） 

例（58）到（61）為話題鏈中使用「因此」並後接代詞回指「他」的情形。

例（58）和（59）都是在話題鏈最後一小句中出現了果類連接詞「因此」，

而例（60）及（61）的連接詞「因此」則出現於話題鏈第一小句中。從上述

四例中，我們推論可能是因為「因此」語義有總結的功能，所以傾向用在話

題鏈最後一小句中作為話題鏈的總結，或是用於新話題鏈首作為承先啟後的

功能。 

2. 假設性連接詞 

假設性連接詞在語料中之筆數很少，後接代詞回指有 3 筆，零代詞回指

只有 1 筆。 

（62）（A）如果
‧‧

他今天沒休學，（B）ψ也尌沒有機會接觸書法，（C）

ψ也尌不會有今日的麥金塔。（NA-05-01-7-5） 

（63）（A）要是
‧‧

他沒有休學，（B）現在的個人化電腦尌不會有這些字體。

（NA-14-01-5） 

例（62）句（A）中的「如果」後接回指詞為代詞「他」，例（63）（A）句

中的「要是」後接代詞回指。筆者推論，由於「如果」、「要是」為假設性的

詞語，因此與前一話題鏈應為相反之語義，所以此處傾向使用代詞回指以表

示上下文之差異及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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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始類時間詞 

本研究語料當中，起始類的時間詞語有「當」、「當時」、「這時」、

「當年」等。起始類時間詞語後接名詞回指有 3 筆、代詞回指有 7 筆、零代

詞回指有 2 筆，顯示這類時間詞語傾向使用代詞回指。 

（64）（A）當時
‧‧

他並未想到，（B）這些對於之後他設計麥金塔電腦時懂

得加入各種優美字體、間距有如此大的幫助。（NA-15-01-6） 

（65）（A）當年
‧‧

賈伯斯和朋友合力創辦了電腦公司，（B）他沒想到不久

後ψ卻因為理念不合，（C）ψ被自己成立的公司開除。（NA-03-02-2） 

（66）（A）除了事業得意，（B）這時
‧‧

他也遇見了現在的老婆，（C）ψ

並和她互許終生。（NA-07-02-5） 

 例（64）中，（A）小句使用時間詞語「當時」，並且因為在第一小句

所以後接代詞回指。例（65）的（A）小句用了時間詞「當年」（A）小句

因為位於第一小句並用了名詞回指。例（66）在（B）小句用了連接詞「這

時」，雖然不位於第一小句但仍使用了代詞回指，表示說話者認為「這時」

之後的信息和前句所討論的重點已產生改變。筆者認為「起始」類時間詞多

為起始義，所以時間詞多出現於第一小句中，而第一小句傾向後接代詞回指。

另外，此處的「起始」時間詞語還有對比之意，如例（64）中的（A）句「並

未想到」，和例（65）（B）小句中的「他沒想到」都是指當時賈伯斯沒預

料到的事情，寫作者為了強調上下文之對比，因此使用代詞回指以再次引起

讀者的注意。 

4. 結尾類時間詞 

結尾類時間詞語有「最後」、「後來」。結尾類時間詞語後接名詞回指

有 5 筆、代詞回指有 10 筆、零代詞回指有 4 筆。 

（67）（A）後來
‧‧

他得了癌症，（B）這是他最瀕臨死亡的一刻，（C）這

讓他了解到死亡的本質，（D）而後他很幸運的康復了。（NA-1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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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A）當時，賈伯斯陷入人生低潮，（B）後來
‧‧

他秉著對電腦的熱愛

重新振作，（C）於短短 5 年內，（D）ψ創辦 NeXT 電腦公司及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ψ並推出全球首部 3D 動畫電影。（NA-18-02-4） 

（69）（A）後來
‧‧

他發現他逃不了，（B）因為這正是他喜歡的事情。（NA-06-02-3） 

例（67）中，時間詞「後來」出現於話題鏈第一小句中的（A）並後接

代詞回指，例（68）句（B）中使用「後來」及代詞回指，例（69）也在（A）

小句中使用「後來」及代詞回指。從上述例句當中，我們看到不管時間詞「後

來」位於話題鏈首還是中間小句，其後所使用的回指皆傾向使用代詞回指

「他」，筆者推論造成上述結果有可能跟「後來」的詞彙意義有關係。在華

語文章中，若在句中出現「後來」一詞，則表示在句前有一事件或時間點已

為讀者所知，如例（68）中，句（A）提到「賈伯斯陷入低潮」，因此當（B）

句中的「後來他秉著對電腦的熱愛重新振作」和（A）句的「低潮」形成強

烈對比，而因為情節有所轉換，所以需要重提代詞「他」以作為話題延續的

機制。由於例（67）例（69）的「後來」一詞使用於新話題鏈首中，因此將

觀察前一話題鏈以確認「後來」在話題鏈中之功能。 

（70）（A）他在十七歲時讀到：「把每天當作人生的最後一天。」 

（B）這句話讓他印象深刻，從此他每天早上都告訴自己這句話，ψ

督促自己不要浪費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 

（C）後來
‧‧

他得了癌症，這是他最瀕臨死亡的一刻，這讓他了解到死

亡的本質，而後他很幸運的康復了。（NA-12-03-1~4） 

（71）（A）這次公開的失敗，讓他想逃離矽谷，逃離他原本喜歡的事物。 

（B）後來
‧‧

他發現他逃不了，因為這正是他喜歡的事情。 

（NA-06-02-2~3） 

上例（70）中，（B）話題鏈提到賈伯斯把握時間，並「督促自己不要浪費

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賈伯斯期望自己在人生中有積極的表現。但是（C）

話題鏈中卻說到「他得了癌症」，其現實和他自己對人生的期盼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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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話題鏈首「後來」呈現其上下文對比。例（71）中，（A）話題鏈提

到賈伯斯想要「逃離他原本喜歡的事物」，可是在（B）話題鏈中卻提到「他

逃不了」，上下文以「後來」作為分界形成強烈對比。因此可說「後來」因

具有承接上文並引出對比之下文的功能，所以傾向使用代詞回指。 

在此分類中，「最後」一詞的功能和「後來」相似，因此其後也傾向使

用代詞作為回指。請看以下「最後」的例句。 

（72）（A）最後
‧‧

他將影響他的人生很大的一句話―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送給所有在場的畢業生。（NA-10-03-4） 

（73）（A）最後
‧‧

他以一本雜誌上的話語作為結尾：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NA-04-05-1） 

上兩例中，都在第一小句（A）句中使用了「最後」並後接代詞回指。此話

題鏈為皆為此篇文章的結束語，為了表示總結、強調，以代詞做為回指來吸

引閱讀者的注意。我們發現此話題鏈只有一個小句，表示寫作者認為此小句

的重要程度足以獨立成一話題鏈，也因為只有一個小句，若使用零代詞回指

則不符合回指原則。不過除了上例在「最後」使用代詞回指以外，也有不少

例句因為位於一個新段落，所以以名詞回指「賈伯斯」做為回指。請看下例： 

（74）最後
‧‧

賈伯斯以一本雜誌的停刊感言激勵大家：常保飢餓求知、常存虛

懷若愚。（NA-18-05-1） 

綜上所述，「結尾」時間詞類有總結之語義功能，且有轉換情節形成強

烈上下文對比的作用，因此其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 

 

（三） 連詞後使用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或零代詞回指皆可之情形 

上述為「連接詞語、時間詞語」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的情形，然而筆者

也發現，有不少「連接詞語、時間詞語」後之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回指比例相

當，分別為「因類連接詞」、「轉折連接詞」、「並列連接詞」及「承接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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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1. 因類連接詞 

因類連接詞有「因」、「因為」、「由於」。後接代詞有 5 筆，而零代詞有

6 筆。請看以下例句： 

（75）（A）因為
‧‧

他覺得讀大學沒有價值，（B）ψ休學後，（C）他針對

自己有興趣的東西鑽研──書法，（D）那造尌之後 MAC 擁有優美的

字體，（E）並影響全世界。（NA-12-01-3） 

（76）（A）因為
‧‧

ψ休學的緣故，（B）他開始在學校裡上一些他感興趣的

課程，（C）例如：ψ學習書法。（NA-10-01-5） 

（77）（A）賈伯斯念了大學六個月後ψ休學，（B）因
‧

他看不出學習的價

值，（C）ψ決定花時間做自己有興趣的事。（NA-07-01-3） 

（78）（A）一年多前他被診斷罹患了胰臟癌，（B）本來醫生已要他回家

處理後事了，（C）因為
‧‧

ψ可能活不過三到六個月，（D）但最後替

他做了一個內視鏡手術，（E）發現這種胰臟癌細胞可以透過手術來

治療，（F）所以ψ現在又好了。（NA-19-03-2） 

上例（75）及（76）都在話題鏈首（A）小句中使用了連接詞「因為」，但

例（75）連接詞後接零代詞回指，而例（76）則使用代詞回指。再看因類連

接詞使用於話題鏈小句中的例（77）和（78）。例（77）在（B）小句中出

現「因」並後接代詞回指，而例（78）則是在（C）小句中使用「因為」連

接詞但後接零代詞回指。從統計及上述四例中，可發現因類連接詞後有時使

用代詞回指而有時使用零代詞回指，其回指詞的選用似乎無規律可循，不過

可從中發現，當一小句使用代詞回指時，下一小句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反

之亦然。如例（75）中（A）句為代詞回指，（B）小句便使用零代詞回指，

例（76）則相反，（A）句為零代詞回指，（B）小句為代詞回指。 

2. 轉折連接詞 

在話題鏈中使用轉折連接詞語共有 34 筆，後接名詞回指共有 4 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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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回指 12 筆，零代詞回指 18 筆。在話題鏈當中，母語者所使用的轉折關係

連接詞語共有七類，依照筆畫順序分別是「不過」、「可是」、「而」、「但」、「但

是」、「然而」、「雖然」。 

在所有轉折連接詞語中，「雖然」只出現在第一小句，但是後接回指形

式有零代詞也有代詞，其他轉折連接詞則是第一小句跟其他小句都會出現。

以下觀察詞語其後皆使用代詞及零代詞且筆數較多的「但」、「但是」。 

（79）（A）然而，（B）賈伯斯也真的念到了大學，（C）但
‧

ψ進了大學

以後，（D）他不曉得自己的價值是什麼。（NA-05-01-2） 

（80）（A）在一年前，（B）他發現自己得了胰臟癌，（C）醫生說他只

剩幾個月的生命，（D）但
‧

他還有很多事沒做啊！（NA-15-03-2） 

（81）（A）賈伯斯和他的朋友在車庫中創辦了蘋果電腦，（B）短短幾年

時間ψ便獲得很大的成功，（C）但
‧
是
‧

ψ卻在三十歲時ψ被自己創立

的公司所開除。（NA-10-02-1） 

（82）（A）被否定的他，（B）ψ一度想逃，（C）但是
‧‧

他發現自己還是

對這項工作有熱情，（D）所以他又成立了兩家公司。（NA-04-02-3） 

例（79）、（80）都使用轉折詞語「但」，例（79）句（C）中轉折詞「但」

後接零代詞回指，而例（80）句（D）中則後接代詞回指。例（81）和（82）

則都使用了轉折詞語「但是」，例（81）句（C）的「但是」後接零代詞回

指，例（82）則在句（C）的「但是」後使用代詞回指「他」。從本實驗語

料中，可發現轉折連接詞語後在代詞及零代詞的選用上較無規則可循。 

3. 並列連接詞 

在話題鏈中使用並列連接詞語共有 11 筆，後接名詞回指共 1 筆，代詞

回指 5 筆，零代詞回指 5 筆。在話題鏈當中，母語者所使用的並列關係連接

詞語共有四類，分別為「且」、「並且」、「於是」。以下觀察筆數較多的「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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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A）他不知道應該做什麼，（B）經過了幾個月，（C）他發現他

最喜歡的還是這一塊，（D）於是
‧‧

他成立了 Next 公司和 Pixar 動畫公

司。（NA-10-02-3） 

（84）（A）然而，（B）即使ψ被否定，（C）他仍有熱情，（D）ψ在被

開除後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所愛，（E）於是
‧‧

ψ重新開始，（F）ψ創

辦了 next、皮克斯，（G）ψ也認識伴侶。（NA-11-02-6） 

例（83）在最後一小句（D）中使用了連接詞「於是」後接代詞回指，例（84）

在小句（E）中也使用連接詞「於是」但其後接零代詞回指，上述兩例中，

若將例（83）中的代詞換成零代詞，以及將例（84）中的零代詞換成代詞，

都不影響語義內容，對華語母語者來說也都是符合語感的句子，因此在並列

連接詞語後的回指詞選用上，除了較不傾向使用名詞回指外，代詞和零代詞

的回指都有可能成為回指詞選擇。 

 

5. 承接類時間詞 

本文語料中，「承接」類的時間詞語有「（~歲）時」、「~以後」、「~

之後」、「~期間」等。後接名詞回指之語料有 3 筆，後接代詞回指有 20

筆，零代詞回指有 17 筆。請看以下例子： 

（85）（A）賈伯斯 20
‧‧

歲時
‧‧

ψ和朋友成立蘋果，（B）ψ 30
‧‧

歲時
‧‧

ψ卻被自

己的公司開除，（C）他成為一個公開的失敗例子，（D）在這段期
‧‧‧‧

間
‧

他幾乎被擊倒。（NA-08-02-2） 

（86）（A）休學期間
‧‧‧‧

他選修了書法課，（B）ψ並將此時所學應用於十年

後他創造的第一部麥金塔電腦上。（NA-01-01-3） 

（87）（A）十年後
‧‧‧

ψ成為蘋果公司的負責人，（B）ψ三十歲時
‧‧‧‧

ψ卻被自

己的公司開除，（C）原因是董事會支持他的合夥人的理念，（D）

而這個合夥人還是賈柏斯提拔的。（NA-14-02-2） 

例（85）中共使用了三個時間詞，我們將觀察回指情形。首先在（A）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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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賈伯斯」作為本話題鏈的主語後，同小句又出現「20 歲時」表示賈

伯斯當年所發生的事，其後在（B）句中又以「30 歲時」表示當時賈伯斯人

生的轉變，雖然此處為情節的轉換，但是在本句中以零代詞作為回指，最後

在小句（D）中以「在這段期間」表示前句所討論的賈伯斯被開除，以代詞

做為回指詞。再觀察例（86），句（A）出現「休學期間」表示一段時間，

其後使用代詞回指，例（87）的（A）句使用了「十年後」，（B）句則出

現「三十歲時」，這兩個時間詞之後都使用了零代詞回指。 

從語料筆數中發現，這類時間詞語在敘述篇章中經常使用，但是從回指

詞的分布來看，只能看出名詞回指之比例很低，但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回指之

比例相近，因此這類時間詞語後接回指詞的選用還需投入更多研究。 

三、 小結 

 綜上所述，新話題鏈的回指詞以代詞為主，使用名詞回指時，表示敘述

視角之轉換，如開啟及總結，而使用零代詞回指時，表示新話題鏈首和上一

話題鏈之尾句的主題相關性強。話題鏈小句之回指詞選用方面以零代詞回指

為主，「果類連接詞」、「假設性連接詞」「起始類時間詞」及「結尾類時間詞」

後，因詞語之語義其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而「因類連接詞」、「轉折連接詞」、

「並列連接詞」及「承接類時間詞」後之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回指比例相當。 

第四節 話題鏈分析比較 

上文中分別從比例及結構探討第三人稱回指詞的使用，呈現量化及部份

質化的探討，本節將從功能出發，從話題鏈的主題銜接性及小句長度探討第

三人稱回指詞的選用情形。 

本實驗語料中的故事二為單一人物之敘述篇章，其敘述依照時間、過程

進行鋪陳，為典型之敘事篇章，故事二的語料中，分別有三個主要事件以過

程話題鏈的方式進行篇章組織，分別為《從成功到失敗》、《從低潮中振作》

及《人生新發展》。其故事為賈伯斯 20 歲時創業成功，但 30 歲經歷失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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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繼續在所愛的道路上耕耘以致於後來東山再起的過程。因此以下將

從華語母語者的故事二語料中進行話題鏈分析，歸納母語者第三人稱回指詞

之使用原則並和華語學習者進行分析比較。 

一、 華語母語者話題鏈 

在本實驗語料中，幾乎每位華語母語者都對三個事件進行描述，有的語

料中只用了一個話題鏈描述此事件，有的則包含好幾個話題鏈，當話題延續

性強，鏈內的小句又延伸 2-3 句以上時，小句主語便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

此外，由於華語母語者使用較多書面語，也使零代詞回指的比例增加。詴看

以下例子： 

（88）1.（A）賈伯斯和他的朋友在車庫中創辦了蘋果電腦，（B）短短幾年

時間ψ便
‧

獲得很大的成功，（C）但是ψ卻
‧

在三十歲時ψ被自己創立

的公司所開除。 

2.（D）當時的出局，（E）讓他失去了方向，（F）甚至ψ想逃離矽谷。 

3.（G）他不知道應該做什麼，（H）經過了幾個月，（I）他發現他最喜

歡的還是這一塊，（J）於是他成立了 Next 公司和 Pixar 動畫公司。 

（NA-10-02-1~3） 

上例（88）為華語母語者的語料。從話題的銜接來看，第一個話題鏈為

成功到失敗的過程，第二個話題鏈為失敗後的心情，第三個話題鏈談的是賈

伯斯重新出發。第三人稱回指詞的選用上，和話題鏈內小句的話題銜接有極

大的關係。 

第一個話題鏈中，話題鏈首（A）首先使用名詞回指「賈伯斯」引進主

語，小句重點為賈伯斯「創辦蘋果公司」，接著句（B）和（C）分別從事件

發生的先後順序描述賈伯斯的遭遇，因為（B）和（C）小句主題和「蘋果

公司」的成功及決策有關，主題方面連貫性強因而皆使用零代詞回指。上述

話題鏈在（B）和（C）小句中因為話題延續性強因而能使用零代詞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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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筆者也發現華語篇章中有特殊的書面連接詞語，能協助母語者使用零代詞

回指組織話題鏈，如（B）小句中的「便」及（C）小句中的「卻」。 

第二個話題鏈中，句（D）到（E）的主題延續上一話題末的「開除」，

在句（D）中以「出局」作為主題，並延續至句（E）。句（F）能再次提到

賈伯斯並以零代詞作為回指，表示（F）小句和前話題有高度的連續性，然

而在第二個話題鏈小句中，句（D）和（E）並沒有在主語的部分以任何一

個第三人稱回指的形式出現，唯有在（E）小句中，因為「讓」的語法制約

使用的代詞回指「他」。雖然這類受語法規則影響的代詞回指並不在本研究

當中，但可發現賓語位置的代詞回指「他」在小句中仍有使話題延續的功能，

因此使（F）小句能延續（E）小句話題，以零代詞做為回指也不影響閱讀。 

第三個話題鏈由（G）到（J）組成。（G）、（I）、（J）都使用了代詞回指，

其中，因為（G）小句為話題鏈首所以使用代詞回指，而（I）小句中「發

現他最喜歡的」和上句（G）中「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形成差異，因而在小

句中使用代詞「他」以作為（G）小句之對比，句（J）則因引進新的情節

「成立公司」而用代詞回指表示新信息的出現。 

由上可知，華語母語者組織過程話題鏈時，依照話題之延續性強弱以決

定選用代詞回指或零代詞回指。其中，當小句話題和上小句話題之延續性強

時，則傾向使用零代詞回指，如小句（B）、（C）、（F），而當小句之話題延

續性較弱，例如和上句呈現對比，或小句中有新的信息出現時，由於在話題

鏈小句語義中造成停頓，因而使用代詞回指以喚起閱讀者對先行詞之認知。

此外，在華語書面語中，「便」、「卻」詞語的使用讓使用零代詞回指詞小句

的語義更清晰，更符合華語母語者的語感。 

二、 中級學習者話題鏈 

本章第一節從量化分析中，已得知華語中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有代

詞過多、零代詞過少的問題，以下便進一步從整體話題鏈中觀察中級學習者

的第三人稱回指表現以進行質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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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A）ψ在父母的家，（B）他跟朋友建立新的公司叫蘋果。 

2.（C）蘋果的成功一年比一年好。 

3.（D）賈伯斯不但變成美國最有名的老闆，（E）大家都認識他的名

字，（F）而且他的公司有四千人。 

4.（G）十多年以後，（H）他的同事炒他的魷魚。 

5.（I）雖然他一開始覺得他的生活沒有目標，（J）他慢慢的發現他還

有用。 

6.（K）他建立電影動畫的公司叫 Pixar。 

7.（L）現在在世界上，（M） Pixar 是最有成功的動畫電影公司。 

（EI-08-02-2~8） 

上例（89）為中級學習者的語料。從話題的銜接來看，第一到第四個話

題鏈為成功到失敗的過程，第五個話題鏈為失敗後的心情，第六、七個話題

鏈談賈伯斯重新出發。從話題鏈的銜接來看，例（89）的話題鏈主題也依照

時間順序安排，和華語母語者的組織方式相同，但和母語者不同的是，中級

學習者的話題鏈較短，因此在例（89）中使用一到四話題鏈描述事件《從成

功到失敗》，對比華語母語者例（88）之話題鏈後發現，華語母語者僅用一

個話題鏈便串連起整個過程。 

觀察上例（89）第一到第四個話題鏈中，第一個話題鏈首（A）小句使

用零代詞回指作為新話題鏈的回指詞，接著在（B）小句中使用代詞回指。

雖然我們在前文中提過新話題鏈首也可能使用零代詞回指，但僅限於和上文

主題關係緊密時，此處之話題鏈為新段落中第一次提到賈伯斯，因此應該使

用代詞或名詞回指而非零代詞回指較符合母語者語感。 

第二個話題鏈中只有一個小句。（C）小句中的主語和（B）小句句末的

「蘋果」相同，依照話題的延續性分類應為高度連續之話題，但此處（C）

小句主語不僅沒有使用零代詞回指，甚至組織一個新的話題鏈並在主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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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名詞回指「蘋果」，使主題一致、延續性強的主題因使用名詞回指造成

語義停頓，影響閱讀之流暢性。此處若將（A）到（C）小句合併成為一個

話題鏈則更符合母語者語感。 

第三個話題鏈中雖延續了三個小句，但小句（D）到（F）的主語皆不

同，因此小句中無法使用零代詞作為銜接。新話題鏈首句（D）的主語為「賈

伯斯」，小句（E）的主語為「大家」，小句（F）的主語則是「他的公司」。

三個小句中的主語因為分別指涉不同人物，因此皆以名詞作為回指以表示第

一次引進主題。然而華語之話題鏈一般而言由相同主題之小句串連而成，如

上例話題鏈三之情形將使閱讀者感到語義不連貫。 

第四個話題鏈中包含兩個小句，（H）小句的情節「炒魷魚」為故事的

轉折，和上文賈伯斯為「美國最有名的老闆」形成對比，但是在例（89）中

卻沒有使用任何轉折連接詞語，使話題鏈小句單句語法正確，合起來閱讀時

卻不夠順暢。而第五個話題鏈較符合華語話題鏈組織方式，（I）和（J）小

句的主語皆為賈伯斯的代詞回指形式，但由於（J）小句之主語和前一小句

相同，此處若選用零代詞回指會是更符合經濟原則的回指方式。第六和第七

個話題鏈明顯描述同一個事件，因此分為兩個話題鏈使語義不順暢也減少零

代詞使用的機會。 

由上可知，中級學習者之話題鏈組織方式出現三種現象影響第三人稱回

指詞的使用。一、話題鏈各小句之主語多以名詞充當，其原因是主語指涉主

題不同，中斷話題鏈之主題延續性，如小句（E）、（F）。二、話題鏈首回指

使用不當，如小句（A）、（D）。話題鏈小句之主語使用代詞回指導致中斷話

題鏈之延續性，如小句（J）。三、以多個話題鏈組織同一事件，降低零代詞

使用之機會，如小句（K）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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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級學習者話題鏈 

第三人稱回指詞的量化分析中，已得知華語高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

有之代詞比例和母語者接近，但英語高級組零代詞的表現仍不及母語者，以

下便進一步從整體話題鏈中觀察英語高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表現以進

行質化分析。 

（90）1.（A）他跟朋友發明了 Mac 以後ψ開了一家美金 2 億電腦公司。 

2.（B）ψ後來因跟同仁們遇到了衝突，（C）賈伯斯失業了。 

3.（D）一開始他覺得很丟臉，（E）後來他想得開，（F）失業像退學

一樣，（G）他終於能夠讓自己自由，（H）ψ發揮他的想像力。 

4.（I）在這時候賈伯斯跟他未來的老婆談戀愛了（J），他又開了兩家

公司，（K）一家是電腦公司（Next），（L）一家是 Pixar。 

5.（M）Next 相當有成尌，（N）後來 Mac 買 Next 所以賈伯斯恢復了

他的公司以及面子。 

6.（O）Pixar 最大的貢獻尌是世界第一部全部用電腦動畫的電影玩具

故事。 

（EA-07-02-2~5） 

上例（90）為英語高級學習者的語料。從話題的銜接來看，第一、第二

個話題鏈為成功到失敗的過程，第三個話題鏈為失敗後的心情，第四到第六

個話題鏈談賈伯斯重新出發。從話題鏈的銜接來看，上例的話題鏈主題按照

時間順序安排，和華語母語者、中級學習者的組織方式相同。觀察高級學習

者的話題鏈，可發現其長度比中級學習者長，因此以下便從話題的銜接、回

指得選用上觀察高級學級者的話題鏈。 

第一到第二個話題鏈為賈伯斯從成功到失敗的過程。話題鏈二的關係和

話題鏈一緊密，小句的主語也是賈伯斯，且學習者在話題鏈首（B）小句使

用零代詞回指，但此處應可將第二話題鏈併入第一話題鏈中，使第二話題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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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話題鏈中間不因標點符號句號產生不必要的停頓。 

第三個話題鏈為賈伯斯失敗後的心情。此處高級學習者組織一個五小句

的話題鏈，檢視其主題延續性及回指詞後發現，（D）、（E）、（G）小句都選

用代詞做為回指。因小句（D）為新話題鏈首，使用代詞回指符合新話題鏈

傾向使用代詞的原則。接著（E）句「後來」的和（G）句的「終於」都有

上下文語義改變的可能，為了使讀者注意因此使用代詞回指。而話題鏈中最

後一小句（H）「發揮想像力」的主題性則承接上一小句（G）的話題「讓自

己自由」，因此使用零代詞回指表示情節相關性程度高。 

第四到第六個話題鏈描述賈伯斯重新振作的情節。但話題鏈首（I）小

句使用名詞回指「賈伯斯」並不符合新話題鏈使用代詞之原則，若改成代詞

回指「他」更符合華語母語者語感。在第五和第六個話題鏈中，都在說明第

四話題鏈中提到的「電腦公司」，由於主語相同，若將第五和第六話題鏈合

併至第四話題鏈並使用零代詞回指，將使語義關係更緊密，不因新話題鏈得

開啟造成語義停頓。 

 由上可知，高級學習者的話題鏈雖然長度比中級學習者長，但仍出現新

話題鏈首回指詞誤用的情形，如小句（I）。英語高級學習者和母語者話題鏈

最大的差別在於高級學習者仍傾向用多個話題鏈描述同一個事件，而新話題

首又傾向使用代詞回指，因此導致零代詞比例減少，如話題鏈 1、2 和話題

鏈 4、5、6。 

另外一個高級學習者零代詞比例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不熟悉華語書

面語的關係。在上例（88）華語母語者的話題鏈中，零代詞其後有「便」、「卻」

使語義銜接更加流暢的詞語，但是在（90）話題鏈中並無發現類似詞語。筆

者考察了 20 位高級學習者語料後，發現語料非常少，大約只有 2-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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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由話題之延續性及話題鏈長度考察華語母語者及華語學習者的語料後

發現，華語母語者和學習者的過程話題鏈小句順序皆依照時間先後安排，然

而華語母語者話題鏈較長，多延續 3-4 個小句，因此在小句中多以零代詞做

為回指。而學習者的話題鏈較短，尤其以中級學習者的話題鏈為最短，多為

1-2 小句，再加上小句主語不連貫，多以名詞或代詞回指組織話題鏈，導致

代詞比例過高、零代詞比例過低。高級學習者的話題鏈雖比中級學習者長，

但因用多個話題鏈描述同一事件，再加上對華語書面語不熟悉的關係，雖然

代詞比例已接近母語者，但零代詞比例仍低於華語母語者。 

由上可知，華語學習者話題鏈的問題不僅得擴展話題鏈，也必頇教導話

題銜接的重要性，除了利用回指詞達到正確的銜接之外，在華語篇章中要增

加零代詞的使用，還得依賴其他書面詞語的運用。 

第五節 研究問題討論 

本節針對上述研究結果並加上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回答研究問題。 

（一） 英語及日語背景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指使用比例為何？和華語母

語者之使用比例有何差異？ 

英語及日語背景學習者都有代詞過多、零代詞過少的問題。從統計中也

得知英語組和日語組的代詞比例未達到統計上的差異，但在零代詞回指中，

英語組和日語組中存在顯著差異。 

然而筆者發現不同母語背景之學習者可能是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華語第

三人稱回指之習得。英語背景學習者一開始可能受母語負遷移影響，因此在

英中組有代詞多用的情形，但是英高組因華語程度上升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

減弱，代詞回指比例便接近母語者。而日語背景中級學習者可能受到語用影

響較大，使代詞比例較高，但到達高級程度時，語用影響減輕使代詞比例之

使用和母語者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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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中級學習者都有代詞過多、零代詞過少的問題，而高級學習

者之代詞及零代詞比例則隨著華語程度上升其回指表現較接近母語者。 

（二） 中、高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使用比例為何？和華語母語者之使

用比例有何差異？ 

中級學習者在華語第三人稱回指上傾向使用代詞回指，且代詞回指的比

例高出零代詞許多，高級學習者則是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回指平均使用，和華

與母語者的第三人稱回指比例接近。和華語母語者相比，中級學習者的代詞

回指高出母語者許多，顯示有代詞多用的情形，而高級學習者的代詞比例已

和華語母語者比例接近。由本文第二章已知，日語篇章以零代詞為主，而英

語篇章以代詞回指為主，因此本研究假設英語背景學習者會因為英語篇章特

色而在華語第三人稱回指上有代詞使用過多的問題。但從本研究中發現，不

管母語是以代詞回指為主的英語背景學習者，或是母語以零代詞為主的日語

背景學習者，在華語中級程度時，這兩種不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都有代詞多

用的現象，符合前人研究提出華語學習者有代詞過多的問題（Jin，1994；

Xiao，2010；井茁，2011；肖奚強，2001；周曉芳，2011；高寧慧，1996）。 

在零代詞回指的研究結果中，筆者發現中、高級英語背景學習者皆有「零

代詞不足」的現象，經過跨語言分析比對後，發現日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

表現皆優於英語背景學習者，也尌是日中組表現比英中組好，日高組表現比

英高組好，因此推論英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受母語負遷移影響，而日

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則因母語正遷移而表現較佳。此外，除了學習者

母語背景之因素外，本研究也發現高級程度學習者的零代詞表現比中級程度

學習者好，也尌是英高組和日高組的零代詞比例都高於英中組和日中組，顯

示零代詞回指也隨著華語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進步，從零代詞的比例分布

來看，影響零代詞表現之因素較大者為學習者華語程度，其次才為學習者母

語背景。 

在華語回指中介語的研究中，前人指出初、中、高級的學習者皆有「代

詞多用」、「零代詞不足」的情形，且同時也提到代詞和零代詞的表現會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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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程度提升而進步（Jin，1994；Xiao，2010；井茁，2011；肖奚強，2001；

周曉芳，2011；高寧慧，1996）。本研究結果和前人的看法大致符合，唯有

在代詞回指方面有些差別。本文的「代詞多用」現象只出現在中級組，並不

包括高級組的受詴者，這和前人的研究結果不同。不過若從受詴者的級別定

義來看，便發現高寧慧（1996）、周曉芳（2011）兩個研究中的高級受詴者13

屬於本研究的中級，詞彙量約在 3000-5000 字，而本研究的高級受詴者是攻

讀研究所或大學的對象，詞彙量高達 5000-8000 字，因此本研究提出中級有

「代詞多用」情形和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上相符。 

（三） 華語母語者之話題鏈特色為何？其話題鏈之第三人稱回指使用的

分佈為何？ 

從段落、新話題鏈、小句中觀察華語第三人稱回指的比例後發現，段落

中傾向使用名詞回指，新話題鏈首則傾向使用代詞回指，而小句中則以零代

詞回指為主，和前人研究相符（Li，1985；Chu，1998；高寧慧，1996）。 

和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發現新話題鏈雖傾向以代詞作為主要回指，

但從比例中發現名詞回指和零代詞回指也佔有一定比例，參照圖四-12。觀

察語料後發現，在新話題鏈若使用名詞回指，表示寫作者轉換敘述視角，有

開啟或總結上下文的功能，參照例（53）、（54），而若新話題鏈使用零代

詞回指，則表示此話題鏈首和上一話題鏈尾之情節相關性強，參照例（55）

（56）。 

在話題鏈小句中，前人和本研究都發現話題鏈小句傾向使用零代詞作為

回指，然而本研究中也同時發現小句中的代詞回指比例並不低，而前人也針

對話題鏈小句中的代詞回指進行隱現機制的研究，並提出在時間詞語、連接

詞語、情節轉換、對比情形下傾向在小句中使用代詞回指（Li&Thompson，

1979；王燦龍，2000；徐赳赳，1990；許餘龍，2004；陳俊光，2008）。觀

察小句語料後發現，只有「果類連接詞」、「假設性連接詞」「起始類時間詞」

                                            

13高（1996）研究中的中級受詴者詞彙量是 2000-3000，高級為 3000-5000 字，周（2011）則依照

大學年級區分，一年級是初級，二年級是中級，三四年級為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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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尾類時間詞」在話題鏈小句中出現時，則其後之回指詞傾向使用代詞

回指，原因多和情節轉換、對比相關。 

（四） 華語母語者和華語學習者之話題鏈有何差別？ 

從本章第三節分析中可知，中級學習者之話題鏈長度較短，加上小句主

語常有不連貫之情形，因此中級學習者多用代詞回指作為小句的回指詞，而

間接限制零代詞之使用比例。高級學習者雖然話題鏈長度較長，但仍短於母

語者，雖然高級學習者的小句主語不像中級學習者經常改變，但對高級學習

者來說，將同主語之小句串連成一個長話題鏈較難。 

下表為各組之話題鏈平均長度統計，最短為日中組 1.86 小句，其次依

序為英中組 2.09 小句、英高組 2.41 小句、日高組 2.86 小句、華語組 3.38

小句。 

表四-1 各組話題鏈平均長度 

 英中組 日中組 英高組 日高組 華語組 

話題鏈平均長度(句) 2.09 1.86 2.41 2.86 3.38 

造成上述學習者和華語母語者回指差異的原因，筆者推論是受到話題鏈

長度及話題延續性的影響。華語母語者因為話題鏈較長，且傾向在同一話題

鏈的小句中以同一主語組織小句，因此在小句中使用零代詞回指的機率較高，

而隨著華語程度降低，學習者由於話題鏈較短，且受限於語言能力，寫作時

提升話題鏈小句的主題延續性較困難，所以使用零代詞回指的機會下降，也

使代詞回指的比例增加。由學習者的話題鏈組織及回指數量可知，零代詞的

比例會隨著話題鏈越長而增加，而話題鏈長度隨著學習者華語程度提高而越

長，因此我們得知學習者的回指表現和華語程度成正比。 

造成話題鏈長度不足之原因，筆者認為和「教師教學」有重要關係。蒐

集語料的過程中，筆者最後都會詢問受詴者，在學習過程中是否接受過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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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的教學訓練，受詴者多半提到老師說過同主題的主語可以省略，但其他更

詳細的規則並沒有說明。高級學習者平常接觸的多為華語學術文章、有時甚

至也需要使用華語和母語者討論報告，因此較能組織長話題鏈，也能於話題

鏈中交互運用代詞和零代詞。然而在筆者訪談受詴者過程中，有受詴者說到

因為自己的文章中使用太多零代詞，讓同組同學不知道他所回指的對象為何

而造成語義混淆。當筆者更進一步詢問高級學習者是否清楚了解零代詞的省

略或是代詞的使用時，他們只能說出最基本的概念，至於在篇章的使用上並

不清楚，大多受詴者只憑著語感來決定使用零代詞或代詞回指，何時代詞要

再次使用的規則並不了解，而中級學習者對話題鏈、主語省略的理解程度比

高級學習者更低，從中級學習者語料中也看到有代詞多用的情形。 

宋如瑜（2008）從教師教學、現有教材分析中，指出零代詞的教學不足。

除了現有教材對零代詞的說明不足外，教師為了讓學生練習完整的句子結構，

往往要求學生使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問題，然而若長期使用此種操練方式而教

師卻疏於教導零代詞回指的概念，則學習者組織篇章時也無法靈活運用零代

詞於話題鏈中。不過上述筆者已提到，多數中、高級學習者皆提到課堂中老

師曾教導過主語省略的概念，但是對於話題鏈中回指的交互使用卻不了解，

以下將結合研究結果設計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習者使用華語回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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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與建議 

本章旨在應用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於華語話題鏈之教學。首先回顧第二語

言寫作教學相關文獻，再檢視坊間教材中的有關話題鏈的編排，並提出可改

進之處，最後本文重述研究結果並將其融入話題鏈教學設計。 

第一節 第二語言寫作教學 

Byrne（1998）認為寫作困難來自三方面：心理、語言和認知問題，因

此第二語言學習者寫作能力差表現於兩方面，一為第一語言的寫作基礎不好，

也尌是在思維水平上之困難，二為第二語言表達能力不足，使語言障礙限制

了學習者的表達內容。第二語言寫作教學的研究直至二十世紀八零年代才較

充分的發展，羅青松（2002）提出六種寫作教學的理論與方法，分別為控制

法、自由寫作法、語段形式法、交際法、任務法及過程法。其中，與華語第

三人稱回指教學較相關之教學法為語段形式法和交際法。 

語段形式法著重句子間的銜接和段落組成方式，課堂中教師首先提供學

生文章範例，再引導學生模仿組織目的語語段。Li（2006）研究漢語話題鏈

之結構並提出話題鏈之輸出練習，分別為：模仿、重新排序、刪略、遞加延

伸、翻譯、語篇重建、重述等。Raimes（1983）認為不同語言背景有其組織

文章的方式，因此第一語言組織表達能力強的人，不一定能以相同之背景知

識組織第二語言篇章，因此學習第二語言寫作應比較學習者母語和目的語之

差別，以其能習得組織書面語之能力。交際法之教學著重於教學活動的設置，

目的使寫作結合交際功能，以提升學習者之寫作動力。交際法強調寫作的目

的和讀者，互相寫信以描述和自身相關的經驗都能引起學生的寫作興趣。 

第一語言的寫作能力影響第二語言的寫作表現。第一語言中的寫作關乎

寫作者的組織邏輯，對第二語言寫作者來說，不僅邏輯是寫作時的條件，第

二語言能力的掌握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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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有教材檢視 

張黛琪（2004）考察初級教材在中英文編寫是否符合華語零代詞特性。

她檢視《實用視聽華語（一）》、《遠東生活華語 I》、《中文聽說讀寫 I》、《實

用漢語課本 I》及《Interactions I》後發現，初級教材中的對話經常使用零代

詞形式以講求自然，但是教材中的課文或英文翻譯並未對中文省略的運用進

行說明，可能使學生進入中高級階段後，在組織篇章中產生問題。她針對初

級零代詞教材提出四項看法。一、課文中若第一次出現省略用法，則應標示

省略成分，如《Interactions I》課文中所示：「我姓李，（我）叫大衛。」。二、

並且在教材的英文翻譯上也必頇有同等說明，如上句翻譯為「My last name is 

Lee, and my first name is David.」。三、教材的句型教學時應該同時標示可省

略的部分。四、教師手冊應編寫有關省略與指稱的說明，並提供更多例句。 

筆者針對敘述體話題鏈再次檢視以下教材：《新實用視聽華語（一）、

（二）》、《遠東生活華語 I、II》、《中文聽說讀寫 I、II》及《新實用漢語課本

I、II》。結果發現《新實用視聽華語》教材中，從《新實用視聽華語（一）》

第九課〈你們學校在哪裡〉開始在課文編排中加入“Narration＂，其談論內

容和當課語法相關。從“Narration＂文章中便開始使用多個小句組織成的話

題鏈，不過在課文中並無針對華語話題鏈組織有任何說明，而只有英文翻譯。

若教師要針對話題鏈中第三人稱回指進行解說，建議可從《新實用視聽華語

（一）》第 12 課的“Narration＂開始。下一節將有更詳細的教學活動設計。 

在《遠東生活華語》教材中，從《遠東生活華語 II》第四課開始，在每

個偶數課如六、八、十課最後加入“Reading Comprehension＂，其內容也和

當課主題相關。和《新實用視聽華語》不同的是，《遠東生活華語》教材在



第五章教學應用與建議 

93 

 

“Reading Comprehension＂之後還有相關問題，其問題環繞在每個話題鏈的

重點，因此教師可利用此問題引導學生重新組織話題鏈。但《遠東生活華語》

的文章多為日記類型，較少作為第三人稱回指練習的文章。 

《中文聽說讀寫》教材中，《中文聽說讀寫 I》只有在第五課、第八課、

第十課有“Narrative＂部分，其中第八和第十課皆為書信類文章。此三課中

並無針對話題鏈的回指詞使用進行說明，不過在第七課中，語法部分解釋了

華語話題鏈的概念，請參照下表五-1。課文分別呈現不同第三人稱回指詞組

織的話題鏈，並指出話題鏈小句使用代詞或名詞回指的句子造成語義中斷，

應以零代詞作為同一主題話題鏈之銜接手段。《中文聽說讀寫 II》中，大部

分每一課的課文對話之前都有“Narrative＂作為對話前的解說。在《中文聽

說讀寫 II》的“Narrative＂裡，其篇章長度不一，有時為說明語段，有時篇

章中有多個人物，有時只有本教材主角張天明，因此適合作為第三人稱回指

訓練的選文材料。 

表五-1 中文聽說讀寫話題鏈說明 

  話題鏈組織 

小句用零代

詞 

小白很喜歡學中文。(她)晚上預習課文、ψ複習語法、ψ練

習寫漢字，ψ常常很晚才睡覺。 

小句用名詞 小白很喜歡學中文。小白晚上預習課文、小白複習語法、

小白練習寫漢字。小白常常很晚才睡覺。 

小句用代詞 小白很喜歡學中文。她晚上預習課文、她複習語法、她練

習寫漢字。她常常很晚才睡覺。 

在《新實用漢語課本》中，《新實用漢語課本 II》每一課都有《閱讀和

復述》大題，不過內容和當課主題較無關聯，以小故事為主。由於故事多為

兩個人物以上，較不適合作為第三人稱回指詞的練習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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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教材中的文章都牽涉到話題鏈，多數話題鏈可延續三至四個小句，

除了中文聽說讀寫一有基本話題鏈之說明外，其他教材針對段落篇章的組織

並無說明，更無代詞和零代詞在話題鏈中的使用教學。可想見當學生進入中

高級後，對於獨力完成一篇主題緊湊的文章可能面臨困難。下文為上述教材

之篇章段落範文及比較表： 

表五-2 教材篇章段落範文 

教材名稱 課文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 

Narration 

 

第五課華語跟法語一樣好聽 

我朋友王大明的年紀跟我一樣大，都是二十歲。

他比我高，也比我瘦。最近，他學校的功課忙得

不得了。 

王大明很聰明，也很用功，會說很多國語言。我

也跟他學了一點，可是沒有他說得那麼好。我喜

歡跟他一塊去旅行，因為他會說那麼多國語言，

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去都很方便。 

《遠東生活華語 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第二十課媽媽的日記 

今天是母親節，小女兒特別選在今天訂婚。她說

因為有我這樣的好媽媽，她才可以快快樂樂地長

大，健健康康地生活，也才能找到一個這麼合適

的人結婚。她要在母親節定婚，好永遠記得。聽

她這麼說，我心裡很高興，嘴裡卻說她總算要結

婚了，我總算可以不再煩惱了。 

《中文聽說讀寫 II》 第一課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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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暑假結束了，學校尌要開學了。學生從各個地方

回到了學校。張天明是一年級的學生，家在波士

頓，離這裡很遠。他是自己一個人坐飛機來的。

辦完了註冊手續，他來到了新生宿舍。 

《新實用漢語課本 II》 

閱讀和復述 

第十九課管孩子還是不管孩子 

我女兒今年十四歲，他已經開始不聽我們的話

了，常常讓我和她媽媽生氣。我們讓她學畫畫，

每個星期天我都不休息，跟她一起坐公共汽車到

老師家去。可是剛學了兩個月，她說話話不容

易，她不想學了。我們讓她學鋼琴，把鋼琴也買

來了。現在剛學了一個月，她說學鋼琴跟學畫一

樣沒意思。 

表五-3 教材比較表 

 
文體 翻譯 話題鏈解說 

適合作為第三人稱回

指教學範文 

新版視聽

華語 2 
多為敘述文 英譯 無 適合 

遠東生活

華語 II 

多為應用文

(書信) 
無 無 不適合 

中文聽說

讀寫 II 
多為敘述文 英譯 

第一冊第七

課 
適合 

新實用漢

語課本 II 
多為故事敘述 無 無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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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啟示與應用 

一、 教學啟示 

由第四章研究結果可知華語母語者的第三人稱回指在話題鏈中的規律，

除此之外，也了解中、高級學習者在第三人稱回指上需要加強的部分。 

華語母語者之第三人稱回指規律： 

1. 平均話題鏈為 3-4 小句。 

2. 段落首傾向用名詞回指、新話題鏈傾向使用代詞回指，名詞回指次

之，而話題鏈小句傾向用零代詞回指，代詞回指次之。 

3. 話題鏈小句若使用「果類連接詞」、「假設性連接詞」「起始類時間

詞」及「結尾類時間詞」，則其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 

中級學習者需加強： 

1. 增加話題鏈長度。 

2. 減少新話題鏈的代詞比例。 

3. 增加話題鏈小句的零代詞比例。 

高級學習者需加強： 

1. 增加話題鏈長度。 

2. 增加話題鏈小句的零代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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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4 學習者與母語者第三人稱回指之比較表 

  中級學習者 高級學習者 華語母語者 

話題鏈

長度 
1-2 小句 2-3 小句 3-4 小句 

代詞 過多。 

因新話題鏈多。 

和華語母語者接近 新話題鏈首 

「果類連接詞」 

「假設性連接詞」 

「起始類時間詞」 

「結尾類時間詞」 

零代詞 過少。 

話題鏈太短。主題

銜接性弱 

少於母語者。 

小句主題銜接性部

不夠好。 

書面語 

話題鏈小句 

書面語：便、卻 

 

綜合 話題鏈太短，降低

話題鏈連貫性。 

話題鏈沒有母語者

那麼長，且有時主

語主題轉換多 

  

 上表五-4 為學習者和母語者的第三人稱回指詞及話題鏈比較，比較後可

知，中級學習者的話題鏈太短，以至於降低了話題鏈的連貫性，高級學習者

則因為主題轉換過多，加上書面語掌握不佳，使零代詞比例不及母語者。因

此可得知華語教師在第三人稱回指教學上應著重如何組織長句話題鏈，並教

導學生第三人稱回指詞在話題鏈中的使用。 

二、 教學應用 

上述教學啟示加上現行教材分析後，此部分將從學習者華語程度低到高

設計易到難的敘述體話題鏈教學活動，並於最後針對中級學習者設計一完整

教案。 

以下先簡介各種程度學習者之程度，再設計教學活動並註明活動所適合

的學習者程度。教學活動方面，初級學習者由辨識話題鏈出發，讓學生認識

華語篇章之特色，接著對中級學習者解釋零代詞概念，以活動的方式建立學

生同主語省略的概念，最後帶入需要運用各種回指詞之話題鏈訓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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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建議 

上述教材檢視中，初級程度的教材中都出現了以話題鏈作為組織方式的

篇章，但卻缺乏話題鏈組織的練習。以學完《新實用視聽華語一》的學習者

而言，由於語言能力掌握度尚不佳，因此只需能夠認出話題鏈即可，教師可

以教材中“Narration＂的部分作為練習。練習活動以認識話題鏈為主，但為

了避免使用語言學詞彙如「話題鏈」、「小句」等，僅以「句號」、「逗號」作

為說明，也可增進學生對中文標點符號之認識。 

針對中級學習者，應設計配合教材之話題鏈練習活動，讓學生有基本的

話題鏈概念，如同話題鏈之小句主語弱相同可省略。以下設計之話題鏈練習

適合接近或已學完《新實用視聽華語二》的學習者，練習方法中教師只說明

最基本之回指原則，輔以活動進行。 

高級學習者具備較完整的詞彙語法概念，以學完《新實用視聽華語四》

以上之學生為主，因此教師可介紹各種話題鏈使用之情形，如在特定連接詞

後、話題轉換時、對比時傾向使用代詞回指。除此之外，教師也可加強學生

書面語的使用，使話題鏈更簡短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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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有幾個句號「。」、幾個逗號「，」？ 

我父親的書房在樓下。書房裡有很多書，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房間

當中有一張大桌子，桌子旁邊有一個椅子。我父親常在這裡看書。 

句號「。」有_____個  逗號「，」有_____個 

找一找，下面句子的主語(subject)是什麼？ 

小明每天七點起床，十二點吃午飯，五點下班，六點吃晚飯。 

1. 想一想，這個句子跟你的語言一樣嗎？ 

2. 寫一寫：我每天______起床，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教學活動設計 

由於學習者程度差異，以下設計教學活動，讓教師可根據學生程度選用

不同的活動練習。 

1. 認識話題鏈（初級適用） 

圖五-1 認識話題鏈學習單 

教師發下圖五-1 之學習單後，可簡單說明句號為一個完整事件，請學生

找一找共有幾個句號。接著進一步詢問學生每一個句號中包含幾個逗號，讓

學生觀察華語話題鏈之組成。 

2.找尋主語（初級適用） 

圖五-2 找尋主語學習單 

上圖五-2 學習單可作為對比華語和學生母語之練習，藉由對比讓學生發

現兩種語言之異同後，讓學生仿照上句寫一個符合華語規則之話題鏈。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q=eyes+icon&start=117&um=1&hl=zh-TW&rlz=1T4ADRA_zh-TWTW361TW361&biw=1280&bih=418&tbm=isch&tbnid=JyDkr7ogGYhhJM:&imgrefurl=http://www.123rf.com/photo_12351128_set-of-the-various-emotion-icons.html&docid=3mP6DguJfoFQZM&imgurl=http://us.cdn4.123rf.com/168nwm/studiobarcelona/studiobarcelona1210/studiobarcelona121000044/15809698-symbolic-abstract-eyes.jpg&w=168&h=149&ei=WMihUc67M4zFkwXx8YGYAw&zoom=1&iact=hc&vpx=511&vpy=172&dur=331&hovh=119&hovw=134&tx=42&ty=121&page=6&tbnh=119&tbnw=129&ndsp=26&ved=1t:429,r:30,s:100,i:94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q=eyes+icon&start=117&um=1&hl=zh-TW&rlz=1T4ADRA_zh-TWTW361TW361&biw=1280&bih=418&tbm=isch&tbnid=JyDkr7ogGYhhJM:&imgrefurl=http://www.123rf.com/photo_12351128_set-of-the-various-emotion-icons.html&docid=3mP6DguJfoFQZM&imgurl=http://us.cdn4.123rf.com/168nwm/studiobarcelona/studiobarcelona1210/studiobarcelona121000044/15809698-symbolic-abstract-eyes.jpg&w=168&h=149&ei=WMihUc67M4zFkwXx8YGYAw&zoom=1&iact=hc&vpx=511&vpy=172&dur=331&hovh=119&hovw=134&tx=42&ty=121&page=6&tbnh=119&tbnw=129&ndsp=26&ved=1t:429,r:30,s:100,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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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讀 

 小明每天七點起床，小明十二點吃午飯，小明五點下班，小

明六點吃晚飯。 

 小明每天七點起床，他十二點吃午飯，他五點下班，他六點

吃晚飯。 

 小明每天七點起床，(他)十二點吃午飯，ψ 五點下班，ψ 六

點吃晚飯。 

想一想 

1. 上面三個句子有什麼不一樣？ 

2. 你覺得哪一個句子最好，為什麼？ 

3. 你知道哪一個是華語中最好的句子嗎？ 

3.辨識第三人稱回指（初級適用） 

圖五-3 辨識第三人稱回指學習單 

上圖為第三人稱回指學習單，此學習單旨在讓學生了解不同第三人稱回

指詞所組織的話題鏈，讓學生從比較中觀察各種話題鏈的不同，最後再由教

師總結告訴學生符合母語者語感的華語話題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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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哪些「他/她」是不需要的呢？ 

1. 小美每天早上七點鐘起床，她吃了早飯，她看了報，她尌開車

到公司。 

小美每天早上七點鐘起床，吃了早飯，看了報，尌開車到公

司去。 

2. 小明每天早上七點半吃早飯，他十二點半吃午飯，他六點半吃

晚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小美晚上吃了晚飯，她有的時候看電視，她有的時候看書，她

差不多十一點半睡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刪除代詞活動（中級適用） 

圖五-4 刪除代詞學習單 

上圖為刪除代詞學習單。藉由範例一學生可了解同一個話題鏈的小句主

語在第一次引進時使用名詞，接著由於主語相同因此可以使用零代詞回指，

接著從練習題中自行嘗詴將句子依照華語話題鏈規則修改，藉此練習名詞回

指及零代詞回指的使用。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q=eyes+icon&start=117&um=1&hl=zh-TW&rlz=1T4ADRA_zh-TWTW361TW361&biw=1280&bih=418&tbm=isch&tbnid=JyDkr7ogGYhhJM:&imgrefurl=http://www.123rf.com/photo_12351128_set-of-the-various-emotion-icons.html&docid=3mP6DguJfoFQZM&imgurl=http://us.cdn4.123rf.com/168nwm/studiobarcelona/studiobarcelona1210/studiobarcelona121000044/15809698-symbolic-abstract-eyes.jpg&w=168&h=149&ei=WMihUc67M4zFkwXx8YGYAw&zoom=1&iact=hc&vpx=511&vpy=172&dur=331&hovh=119&hovw=134&tx=42&ty=121&page=6&tbnh=119&tbnw=129&ndsp=26&ved=1t:429,r:30,s:100,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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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 

大明喜歡學外國話。 

他說英文說得很好，他說法文也說得不錯。 

想一想 

1. 上面共有幾個句號？幾個逗號？ 

2. 你覺得這些句子有沒有問題？ 

3. 請把上面的句子寫在下面格子中 

大明____________。 他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4. 想一想，格子裡的實線跟虛線有什麼意思？ 

5. 虛線以後要不要用「他」？ 

6. 請把上面句子改成比較好的中文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這個句子應該怎麼寫比較好？ 

今年八月張老師在歐洲旅行了兩個星期。 

他去了很多有名的地方，他覺得很有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組織兩個話題鏈（中級適用） 

圖五-5 兩個話題鏈組織學習單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q=eyes+icon&start=117&um=1&hl=zh-TW&rlz=1T4ADRA_zh-TWTW361TW361&biw=1280&bih=418&tbm=isch&tbnid=JyDkr7ogGYhhJM:&imgrefurl=http://www.123rf.com/photo_12351128_set-of-the-various-emotion-icons.html&docid=3mP6DguJfoFQZM&imgurl=http://us.cdn4.123rf.com/168nwm/studiobarcelona/studiobarcelona1210/studiobarcelona121000044/15809698-symbolic-abstract-eyes.jpg&w=168&h=149&ei=WMihUc67M4zFkwXx8YGYAw&zoom=1&iact=hc&vpx=511&vpy=172&dur=331&hovh=119&hovw=134&tx=42&ty=121&page=6&tbnh=119&tbnw=129&ndsp=26&ved=1t:429,r:30,s:100,i: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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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組織兩個話題鏈之練習活動。首先讓學生觀察兩個話題鏈，並藉

由提問引領學生思考。接著將同一個話題鏈視為同一事件，讓學生從表格的

實線和虛線中了解話題鏈之間的關係，最後請學生將上述話題鏈的回指詞改

成較符合華語回指規則的句子。 

6. 話題鏈對比、說明（高級適用） 

圖五-6 話題鏈對比學習單一 

圖五-7 話題鏈對比學習單二 

教師首先發下圖五-6 學習單，請學生找一找每一個句子當中的主語在

哪裡，若有缺少的請他們補回去。待學生完成後，再發下第二張學習單圖五-7

讓學生比對自己寫的和老師給的學習單一樣不一樣。接著老師再詢問學生的

母語再寫作中有沒有這樣的規則，並告知學生華語文章中有零代詞回指之特

色，且對組織文章而言非常重要。 

接著華語老師藉由上述文章介紹華語話題鏈及第三人稱的回指規則。 

(a) 介紹話題鏈 

我朋友王大明的年紀跟我一樣大，都是二十歲。他比我高，也比我瘦。

最近，他學校的功課忙得不得了。 

王大明很聰明，也很用功，會說很多國語言。我也跟他學了一點，可

是沒有他說得那麼好。 

 

我朋友王大明的年紀跟我一樣大，ψ我們都是二十歲。他比我高，ψ也

比我瘦。最近，他學校的功課忙得不得了。 

王大明很聰明，ψ也很用功，ψ會說很多國語言。我也跟他學了一點，

可是沒有他說得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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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下例之話題鏈作為範例說明話題鏈。 

王大明很聰明，ψ 也很用功，ψ 會說很多國語言。 

老師首先介紹華語話題鏈一般多為 3-4 個小句，並以逗號作為小句的分

界，以句號作為話題鏈的結束。同一個話題鏈的小句主語若相同，則可

使用零代詞回指銜接，如上例所示。 

(b) 回指詞之規律 

介紹了話題鏈之後，教師接著簡單說明華語第三人稱回指詞之規律。首

先，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到的人物要使用名詞回指如小句（A），在新段落

中也傾向重提名詞回指如小句（G）。而其他話題鏈的第一個小句則傾向

使用代詞回指如小句（C），話題鏈小句中若為同一主語則傾向使用零代

詞回指如小句（D）、（H）、（I）。 

（A）我朋友王大明的年紀跟我一樣大，（B）ψ我們都是二十歲。（C）他

比我高，（D）ψ也比我瘦。（E）最近，（F）他學校的功課忙得不得了。 

（G）王大明很聰明，（H）ψ也很用功，（I）ψ會說很多國語言。（J）

我也跟他學了一點，（K）可是沒有他說得那麼好。 

(c) 小句中連接詞語、時間詞語後之回指 

上述介紹了話題鏈第三人稱回指之規律後，接著說明話題鏈小句中若

使用「果類連接詞」、「假設性連接詞」「起始類時間詞」及「結尾類

時間詞」，則其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並列出以下連接詞語之範例： 

1. 果類連接詞：因此、所以 

2. 假設性連接詞：要是 

3. 起始類時間詞：當年、當時 

4. 結尾類時間詞：後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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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三人稱回指詞綜合練習（高級適用） 

圖五-8 第三人稱回指詞綜合練習學習單 

上圖為高級學習者之回指詞學習單。藉由此活動學生可活用華語話題鏈

的概念，自行將上述小句的回指詞改成符合母語者的句子。此階段的話題鏈

回指詞無一定的使用規則，若不違反大原則皆可接受。以下為上述題目之參

考答案： 

(a) 賈伯斯沒有錢，賈伯斯住在朋友的宿舍，賈伯斯撿可樂瓶換錢過生活。 

他沒有錢，ψ住在朋友的宿舍，ψ撿可樂瓶換錢過生活。 

(b) 賈伯斯不願意放棄，因為賈伯斯喜歡這個工作，所以賈伯斯決定成立一

家新的公司。 

賈伯斯不願意放棄，因為他喜歡這個工作，所以ψ決定成立一家新的

公司。 

請用「賈伯斯、他、ψ」修改下面的話題鏈 

(a) 賈伯斯沒有錢，賈伯斯住在朋友的宿舍，賈伯斯撿可樂瓶換錢

過生活。 

賈伯斯沒有錢，他住在朋友的宿舍，ψ撿可樂瓶換錢過生活。 

(b) 賈伯斯不願意放棄，因為賈伯斯喜歡這個工作，所以賈伯斯決

定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賈伯斯上了大學，但是因為賈伯斯覺得學校的課又貴又沒有意

義，所以半年後賈伯斯尌退學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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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願意放棄，因為ψ喜歡這個工作，所以ψ決定成立一家新的公

司。 

他不願意放棄，因為他喜歡這個工作，所以ψ決定成立一家新的公

司。 

(c) 賈伯斯上了大學，但是因為賈伯斯覺得學校的課又貴又沒有意義，所以

半年後賈伯斯尌退學了。 

賈伯斯上了大學，但是因為他覺得學校的課又貴又沒有意義，所以半

年後ψ尌退學了。 

他上了大學，但是因為他覺得學校的課又貴又沒有意義，所以半年後

ψ尌退學了。 

他上了大學，但是因為ψ覺得學校的課又貴又沒有意義，所以半年後

他尌退學了。 

8. 敘述語段組成練習（高級適用） 

待學生了解話題鏈之組織規則及第三人稱回指詞之使用後，教師便可讓

學生自行組織話題鏈。首先教師以口述或放影片的方式告訴學生賈伯斯的生

平，同時給予學生一些連接詞語及時間詞語作為話題鏈銜接之參考，藉此觀

察學生之學習狀況。 

練習題目： 

先聽老師說賈伯斯的生平故事，然後參考以下連接詞語寫一篇

100-200 字的摘要文章。 

故事範例： 

賈伯斯很早尌發現自己喜歡做什麼。20 歲時，他跟他的朋友

Steve Wozniak 在爸媽的車庫裡成立蘋果電腦。10 年後，蘋果從

車庫裡的他們兩個人，變成一家營收 20 億美元、員工超過 4,000



第五章教學應用與建議 

107 

 

人的公司。前一年，他們才剛推出最棒的作品——麥金塔電腦，

而他剛過 30 歲，然後尌被公司炒魷魚。他怎麼被他自己創辦的

公司炒魷魚呢？因為隨著蘋果成長，他找了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跟他一起經營公司，一開始很順遂，但是後來，他們對未來的

願景逐漸分歧，最後只好拆夥。董事會決定站在朋友那邊，所

以 30 歲時，賈伯斯出局了，而且是公開出局。曾經是他人生所

有重心的一切都沒了，他幾乎被擊倒。 

有幾個月，他不知道做什麼好。他覺得他讓企業家的前輩們失

望了，他丟掉了交付在我手中的權杖。他跟 David Packard（惠

普科技創辦人之一）與 Bob Noyce（英特爾創辦人之一）碰面，

向他們道歉。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公開的失敗案例，所以幾乎想

逃離矽谷。然而他慢慢領悟，他仍然喜歡他本來做的事，他在

蘋果發生的轉折，一點都沒有改變這一點，雖然他被否定了，

但他仍然有熱情，於是他決定從頭開始。 

當時他沒有察覺，不過後來被蘋果炒魷魚變成他人生中最棒的

遭遇。因為接下來 5 年，他又成立一家 NeXT 公司、一家皮克

斯（Pixar）公司，還有跟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談戀愛並且結婚。

皮克斯創作出世界第一部全電腦動畫電影《玩具總動員》，目前

仍是世界最成功的動畫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蘋果後來買下了

NeXT，他重新回到蘋果，而他在 NeXT 發展的技術，成為蘋果

後來復興的核心。 

連接詞語、時間詞語範例： 

連接詞語：因為、因、由於、因此、所以、不過、可是、但是、要是、如果、

於是、並、 

時間詞語：當年、當時、後來、最後、「（~歲）時」、「~以後」、「~之

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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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案設計範例（中級） 

上文中設計初級到高級適用之話題鏈教學活動，以下針對中級學習者設

計一完整之教學教案。此教學之重點為幫助學生理解華語話題鏈之特色，並

以活動學習單進行相同主語之代詞刪除練習（上文教學活動 4），接著進一

步讓學生觀察兩個話題鏈之語段（上文教學活動 5），最後再引導學生自行

組織兩個話題鏈之篇章從而學習第三人稱回指之使用。中級教案設計範例如

下表所示： 

表五-5 中級教案設計範例 

學習者程度 學完視華二 教學時間 50 分鐘 

教學教材 視華一課文&自編學習單 

教學目標 學會在小句中如何使用零代詞、組織 3 小句的話題鏈 

教學方法 主要為活動練習，並輔以簡單說明 

教學流程 

引起動機 

15 分鐘 

參考上文教學活動 1-3(教師自行選用) 

教學目的：讓學生認識華語話題鏈之結構，並了解同話題鏈

之主語可省略之特色。 

代詞刪除

活動 

15 分鐘 

參考上文教學活動 4（pp.89） 

教學目的：檢視學生是否理解代詞何時可刪除。 

教學流程：教師發下學習單，先請學生念第一個句子並觀察

有什麼不同，之後請學生兩兩一組討論要怎麼修改其他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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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最後請學生發表自己的句子，並跟其他組別學生比對。 

組織話題

鏈活動 

20 分鐘 

參考上文教學活動 5（pp.90） 

教學目的：檢視學生是否能自己組織華語話題鏈。 

教學流程：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觀察話題鏈並回答問題。

之後教師解釋話題鏈與第三人稱回指詞的關係，並引導學生

完成話題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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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總括前五章的研究內容，於第一節呈現本文之研究結果與貢獻，並

回應四個研究問題，第二節則為研究限制與展望，補充本文研究方法不足及

應改進之處，並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節首先總節研究問題，並提出本文在寫作研究及教學方面的貢獻。 

中級華語學習者之寫作中，出現第三人稱代詞回指過多的問題，其原因

是話題鏈太短、新話題鏈太多，導致代詞回指使用過度。當學習者程度到達

高級時，其代詞回指的比例下降，且與華語母語者相當接近，顯示代詞回指

的習得和學習者之華語程度有密切的關係，呈現華語程度越高、代詞表現越

接近華語母語者。由於在同程度的華語學習者中，不同母語背景之學習者的

代詞比例並無顯著差異，在中級程度時代詞比例皆過多，而高級程度時則比

例皆和母語者相當。 

在零代詞回指方面，除了日語背景高級學習者之外，其他學習者之零代

詞比例都不及華語母語者，其原因是中級學習者之話題鏈太短，小句過少間

接使零代詞使用機率降低，而英語背景高級學習者之話題鏈只比中級學習者

長一點，因此在零代詞使用仍不及母語者。此外，從各組之零代詞回指比例

中，可發現同程度之學習者，日語背景學習者的零代詞表現皆優於英語背景

學習者，顯示日語之篇章特色對華語零代詞的習得有正遷移影響，而英語之

篇章因傾向使用代詞而對華語零代詞習得產生負遷移的影響。 

從華語母語者的話題鏈分析中，可得知新段落傾向使用名詞回指，新話

題鏈傾向使用代詞回指，而話題鏈小句則以零代詞為主。在新話題鏈中若使

用名詞回指表示敘述視角之轉變，若使用零代詞回指則表示與上一話題鏈之

主題關係緊密。話題鏈小句中，若出現「果類連接詞」、「假設性連接詞」「起

始類時間詞」及「結尾類時間詞」則傾向後接代詞回指以作為上文之總結或

對比上下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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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話題鏈分析中，話題鏈長度和話題鏈的主題延續性強弱影響第三人稱

回指詞的使用。母語者的話題鏈平均長度為 3.38 小句，而學習者受華語程

度影響，華語程度越差話題鏈長度越短，高級組平均為 2.64 小句、中級組

為 1.98 小句。母語者因話題鏈的小句主題相同因而延續性較強，因此多用

零代詞作為小句回指詞，加上小句多為3-4小句，使零代詞的使用比例較高。

然而學習者因話題鏈過短，小句主語常有不連貫之現象，中級學習者便經常

使用代詞作為新話題鏈的回指詞，而高級學習者的小句主題延續性介於母語

者和中級學習者之間，零代詞不及母語者之原因為話題鏈長度不足，使可以

運用零代詞回指的部分因使用代詞回指而使零代詞比例低於母語者。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節將提出本研究的各項限制，以及筆者對本研究的省思及後續建議。 

首先是受詴者方面的限制。本研究的受詴對象為在台灣學習的外國學生，

這些受詴者來台時間不一，學習背景也各不相同，雖然筆者以限定教材、課

程等外在條件以找尋符合條件之受詴者，但為了區分受詴者之華語程度，本

研究特以在台灣攻讀學位之外國學生做為高級受詴者，然而此程度之學習者

的華語程度受他們的專業、系所之訓練方式影響，因此高級程度受詴者雖整

體表現上和中級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表現呈現顯著差異，但高級組內的整

體表現較不平均，雖有半數人通過語言證照，但通過之年限各有不同，建議

未來可嚴格限制通過語言證照之時間，並要求每位受詴者皆需要通過某程度

之證照使實驗結果更精確。 

接下來是分析上的限制。首先，本文詴圖從母語者的語料中歸納出母語

者在敘述體話題鏈的第三人稱回指大原則及小規則，然而，筆者發現母語者

話題鏈之組織方式和個人寫作風格有關，即使將母語受詴者設定為書寫能力

較好之中文系學生及畢業生，仍難以從 20 位母語者中歸納出第三人稱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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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使用的細部規則。建議未來也許可蒐集國小高年級生之作文作為母語者之

基準，減少國文系學生因專業而產生寫作風格差異因而導致分析困難，此外，

小學生之寫作語料更適合華語學習者進行模仿學習14。 

二、 研究展望 

若以本研究為基礎，筆者擬提出未來後續可行的研究方向： 

（一） 母語者連接詞語後接第三人稱回指詞之研究 

本文主要目的是找出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回指習得難點，不過若要在教學

上提出可行的教學建議，則必頇了解母語者在話題鏈的第三人稱回指使用規

則。上文研究限制提到，因本研究所蒐集之母語者語料著重在第三人稱回指

詞的數量分析，因此在連接詞語後接第三人稱回指的語料數量並不多，建議

未來研究者可以朝此方向進行研究，蒐集不同連接詞語、時間詞語語料，並

觀察其後接的第三人稱回指詞，找出第三人稱回指詞在話題鏈中的細部規則，

對話題鏈教學將有極大的助益。 

（二） 高級學習者話題鏈中之書面語體 

本文發現，高級學習者因書面語之使用不及母語者，因此限制了話題鏈

中零代詞之使用，筆者也發現，零代詞回指或代詞回指因書面語句的使用使

句子意思更清楚，如本文語料（88）中提到的「便」、「卻」。因此筆者建議

未來研究者若對高級學習者的話題鏈研究有興趣，能從書面語體角度出發，

提升高級學習者使用書面語體組織篇章之能力。 

（三） 日語學習者之第三人稱回指研究 

在第四章結果分析中發現，日語學習者之語料可能受到影片對象為外國

人而影響了第三人稱回指詞之選用，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行描述不同社

會地位人物之第三人稱回指研究，從語用學角度觀察其中差異15。 

                                            

14承蒙口詴委員蔡美智博士提出之建議，特此誌謝。 

15 感謝口詴委員蔡美智博士從語用學角度對本文提出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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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間詞語對第三人稱回指研究的影響 

本文因受限於篇幅，因此並未對時間詞語進行深入研究，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從時間詞語出發，分類各種時間詞語之結構、語義差異，進而觀察其後

之第三人稱回指有何差別16。 

  

                                            

16 感謝口詴委員蔡美智博士之建議，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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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因進一步研究之考量，以下附錄中僅公開每組受詴者其中兩篇語料作為

其他研究者之參考。 

華語母語者語料-1 

賈伯斯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致詞，以他人生的三個真實故事為例，期勉

學子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向。 

    第一個故事與人生歷程有關。賈伯斯簡單敘述自己的出生成長背景。雖然養

父母供應他上了學費昂貴的大學，但念了六個月他就認為這種學習並沒有價值，

只會花光養父母的積蓄，因此決定休學。休學期間他選修了書法課，並將此時所

學應用於十年後他創造的第一部麥金塔電腦上，並且成為個人電腦的先祖。他認

為人生的過程中有許多點滴無法串連，但是回顧後卻能發現每個經驗都是有意義

的。他認為人應該相信直覺、天命、因果與自己的人生。 

    第二個故事與愛和失去有關。賈斯伯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歡做甚麼。雖然創立

蘋果電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三十歲時受到的打擊使他跌入谷底。然而他沒有

放棄自己，反而重頭開始努力，並進入人生中最有創意的階段。他認為人必須做

偉大的事，也就是「我愛我所做的事」。遇到困難不要氣餒，不知道目標就繼續追

尋，凡事終會漸入佳境，絕不要輕易放棄。 

    第三個故事與死亡有關。賈斯伯將「把每天當成最後一天來過」這句話奉為

圭臬，因為只有在死亡逼近時人才能真誠地面對自己。得過胰臟癌的他稱這是最

接近死亡的經驗，並說死亡是最棒的發明。賈斯伯認為人生的光陰有限，不應活

在他人的眼光與信條之下，必須勇敢地遵從自己的心性與直覺。最後他以一句話

勉勵眾人：「常保飢渴求知，常保虛懷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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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母語者語料-2 

這段影片是賈伯斯於 2004 年受邀至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主要透過三

個故事激勵台下即將邁入社會的新鮮人。 

首先，賈伯斯提到自己當年就讀與史丹佛同樣昂貴的里德大學，乃是出自於

養父母對於生母的承諾。在養父母投入畢生積蓄之後，他卻因為對於就讀的科系

沒有興趣，在僅僅就讀六個月後，休學長達十八個月。在此期間，他因為興趣而

參與的書法課，其字體間距、排版等知識及體悟，對於其日後在麥金塔電腦的開

發有極大助益。他因而鼓勵年輕人，不可輕忽現階段所學的點點滴滴，有許多不

起眼的經歷必須到了將來才能看出影響力。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愛與失去。賈伯斯年僅二十歲就在父母的車庫開發出日後

年收二十億的電腦產品。但在事業達至高峰後，卻因與重要夥伴的未來願景分歧，

而遭董事會公然開除。對一般人而言，被自己所創的公司開除，聽起來是多麼詭

異的一件事。但他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積極從事自己熱愛的事，並進入

人生中最有創意的一段時期。他所買下的皮克斯公司，在歷經為時不短的努力後，

開發出完全以電腦動畫製作的電影，創造全球的轟動。賈伯斯認為，若非被公司

開除，就沒有後來的奇蹟。被公司開除真是人生中最棒的一件事。 

最後一個故事則是關於死亡。賈伯斯從十七歲開始，就將每一天都當成生命

中的最後一天來過。日復一日的問自己：「如果今天是最後一天，你還會做原本要

做的事嗎？」。他認為，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患得患失與恐懼，都會煙消雲散。而

在幾年前，他也確實到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在醫生斷定壽命只剩幾個月後，思考

生命意義一整天的賈伯斯，從未如此接近死亡。他因此勉勵年輕人不要浪費生命，

也不要困在別人思考的結果裡，而是應該開創自己的一片天。最後，他用多年前

在雜誌裡看過的一句話作結：「常保飢渴求知，常保虛懷若愚。」我們應該對知識

保持熱切的渴望，將自己當作一個愚笨的人，接受外在事物的洗禮。 

  



附錄 

123 

 

英語背景中級學習者語料-1 

賈伯斯，蘋果電腦公司的 CEO， 發言給剛剛畢業的學生們聽。她為了把他對

人生的看法說明就告訴學生們三個故事。 

第一個關於他沒有畢業大學的事，她未婚的媽媽是個研究學生，很希望他的

兒子會畢業大學所以讓收養贾伯斯的新爸爸媽媽答應叫他念大學。可惜贾伯斯念

了一半開始覺得他上的課大部分對他沒有甚麼用也在浪費爸爸媽媽的錢所以他決

定不要繼續學。他那個時候沒想到這個決定對他人生會有很好的影響，就是因為

他決定不要畢業壓力減少了得很所以可以隨便上甚麼對他有興趣的課，特別的是

書法課，雖然在大學的時候沒有現實，可是當他開始做電腦的時候發現他學的書

法很有用讓蘋果電腦表現很漂亮的字。所以學生們不要太擔心他們學的課未來中

會不會有用，他們只要上有意思的，因為現在看不清楚哪一堂以後會幫助你。 

第二個故事關於熱愛還有失望。贾伯斯，30 歲的時候蘋果公司已經發展得不

得了了，老闆突然叫他走路， 這個消息以公布贾伯斯當然很難過，他怎麼會離開

他親自開的公司呢?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事情也對他的人生有不少的幫忙。因為他

沒有對蘋果公司的責任了他就可以開其它的公司比如＂Next＂還有＂Pixar＂， 現

在都是很大很有成功公司， Pixar 現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動畫公司。因為他不必

在蘋果公司工作他也有空談戀愛結果找到他現在的太太。這個故事的意思就是如

果碰到失望的話應該不要灰心，你只要做熱愛的事就到底會有成功。 

第三個故事關於死亡。當他年輕的時候他有聽到人說“每一天有可能是你這

個輩子最後的日子＂這個句子很影響了他的想法但是只是一年前他真正的了解是

甚麼意思。醫生發現他病了沒有辦法醫好他，所以只好叫他回家跟家人等他的死

亡，可是受本體以後發現沒有這麼嚴重。他現在的看法就是死亡是很棒的事情，

就是因為會打掃世界上舊一點的觀念，讓年輕人發展替前輩。這個故事告訴學生

們如果在煩惱很嚴重的問題，應該記得到底我們都一定會死，所以應該跟著你自

己的希望不要接受別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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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背景中級學習者語料-2 

賈伯斯在 Stanford 大學說三個故事。每個故事對他的生活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生出來的故事。他說生出來的時候,他的父母不能照顧他。因為

他們能感所以他們要很成功的人照顧他。然後他們找到了有人誰願意照顧他可是

他們發現母親沒有畢業大學,父親沒有畢業高中。他媽媽不願意讓他們照顧他,可是

他們保證賈伯斯一定會上大學以後,他媽媽結果讓他們照顧他。最後他上了大學，

可是十八個月以後他決定他不要上大學。他說這個情形讓他上她喜歡的課。  是

這們可讓他學寫字的藝術。是這個經驗讓他建設他的公詞。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愛情的故事。他說那時候他是三十歲，他建設了的公詞現

在不要他了。是因為他們的想法不一樣，所以他沒有工作了。而且他不知道他應

該做什麼。最後他建設了兩個新公詞,還有見面他將來的太太。他本來的公詞最後

買了他新的公詞,還有最後跟她結婚。 他的意思是因為他沒有什麼，所以那個經驗

讓他開始新的活動.  這是他的推檢，我們遇到改變的事情，我們應該接受。  你

什麼都沒有的話，你沒有限制。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過世的故事。他去看他得醫生，他們發現一個癌症。醫生

說他只有三個六個月生活。雖然他只有很短的時間，可是他還是願意生他的活。

他說如果今天是我們最後的天，我們要做什麼？我們的回答是我們應該做什麼。  

這個觀念很重要因為是這個觀念會讓我們留在很認真。他說我們應該找到我們最

愛的活動。他也說我們應該一直改善。 別害羞，不用怕說你的主義，勇敢地站出

來。這樣的人遲早有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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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背景高級學習者語料-1 

賈伯斯，從來沒有大學畢業， 不過 2007 年在 Stanford University 的畢業典禮

當中有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三個關於他個人生活的故事。 賈伯斯這個被收養的人的

生活很特別。雖然他年輕的時候， 上過私立的大學，可是他當時認為學費太高，

而且可不值得， 是因為那時候， 個人不知道他未來要做什麼，因此失學了。不

過，他仍然繼續相信自己，相信緣分等等。如果他沒有失學的話，那麼現在的蘋

果公司不會存在。他推薦大家不要浪費力量找到生活的順序，這是因為目前人家

不能掌握生活的順序，人們只要往過去的事發現生活的順序會存在。 

接下來， 賈伯斯提出了＂愛情＂ 與 “失去＂， 他被蘋果公司解雇了後， 其

實有自由自在的感覺，他可以重新開始。他認為生活的一些困難可以變成人們的 

“藥＂。 只有這些事情，才能繼續努力。 所以大家應該找到一種你很愛的工作， 

因為只有愛這種感覺，才能表現自己最好的功能性。 

最後， 我們應該想到死亡這件事，賈伯斯認為死亡會讓我們的社會改變，讓

我們的生活更簡單， 是因為沒什麼東西或困難可以跟它對比。賈伯斯在面臨一種

癌症的時候發現了我們生活的時間太短了， 是有限的。因此， 其他的看法，其

實並不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個人的心臟， 我們的激情。 大家應該跟著這

些感覺來追求自己的夢想，而且我們需要 “Stay hunger，stay fo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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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背景高級學習者語料-2 

賈伯斯講的故事都很有意思。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他的父母， 第二個故事是

關於蘋果公司， 第三個故事是關他的很嚴重的病。 他說這三個故事都對他的生

活有很大的印象。  

賈伯斯說他本來的父母沒辦法照顧他， 所以他們要讓別的人養他們的孩子。 

那個時候， 他的媽媽說她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賈伯斯的媽媽說她的新的父母

一定要有大學的學位。 如果他們沒有畢業大學， 賈伯斯的媽媽就不願意給他們

養她的孩子。  結果他的新的父母都沒有大學畢業。  他們跟賈伯斯本來的媽媽

說他們一定會支持他上大學。 十七年以後， 賈伯斯上了大學。 但是她的學費非

常貴， 而且她的父母沒有很有錢。 對賈伯斯來說， 念大學是浪費他們的前。 賈

伯斯就決定她不要念大學。  

第二個是跟蘋果公司有關的故事。 蘋果公司原來是賈伯斯開的， 但是她三

十歲的時候， 那家公司的老闆叫賈伯斯走路了。 賈伯斯說他覺得那個情況很奇

怪。 原來是他開的公司， 他們怎麼可以叫他走路? 他說那個時候他覺得又難過

又失望。  他碰到這個挫折的時候， 賈伯斯每放棄。 他說這個挫折是一個很特

別的機會。 他開了兩家新的公司， 一家是 Pixar， 另外一家製造電腦。 Pixar 是

世界上最大的動畫片的公司。  賈伯斯說如果他一直在蘋果公司工作， 他就不會

有這個機會。  結果， 蘋果公司請賈伯斯回來他們的公司工作。  

第三個故事很感動。 賈伯斯說他幾年以前得了 ai 症。  他的醫生跟他說他的

情況很嚴重， 所以他應該把他的事情處理好。 賈伯斯說他一聽到這句話， 他就

了解他可能只有很短的時間。 他需要告訴他的老婆跟他的孩子。 賈伯斯說這個

挫折對他的想法又很大的印象。 他知道他每天都可能過世， 所以他每天都要做

他自己喜歡做的事， 他不要在浪費時間。 結果他的醫生發現了賈伯斯的 ai 症可

以解決了。 醫生開刀以後， 賈伯斯的身體就變好。 賈伯斯說他不會忘記這件事

情， 他每天都會重視自己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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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背景中級學習者語料-1 

養他的父母不是真的父母，是領養他們的。他們的家庭是一般的家庭。他十

七歲的時候上了大學。但他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所以 6 個月以後他決定不必去

大學。因為他對在大學學的內容沒有興趣，而且父母不是有錢人，他們的錢差不

多全部變學費了，這樣只是浪費錢而已。他覺得對不起父母。然後他想一想自己

對什麼東西有興趣。剛好他在學校裡發現他有興趣的，然後他開始學那個。十年

之後他覺得那個時後的決定變了他的一輩子。然後他才知道相信自己喜歡的就是

最好的選檡。 

他二十歲的時候，跟叔叔一起建設公司。他們的公司越來越大，不過他跟員

工的意見不合。結果他被炒魷魚了。那個時候他真正的失望。可是他知道了，還

是喜歡有電腦有關的工作。然後他才確定他喜歡的就是那個。所以他再開始建設

公司。他認為找到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如果找不到的也一定要

繼續找。最好以後的工作是一定有興趣的。 

   人不是永遠的。一定死掉的。沒有人成功逃得到死。他年輕的時候碰到一本書，

那本書裡面寫，每天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後一天，你應該怎麼辦。他每天在

鏡子前面想像這個。這樣做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錯，如果覺得不對，就可

以改自己的路得向方。他有一天生病了。醫生說他可能活不下六個月，不過他檢

查之後知道了，開刀可以求他。 這個經驗讓他知道人生真的有限。他年輕的時候

也流行一本雜誌。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可是他們做的很好。他們的雜誌裡面寫，

人應該一直要求的。不可以放棄。他相信這個就是年輕人需要的。所以不可以忘

記這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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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背景中級學習者語料-2 

蘋果的賈伯斯在某大學畢業式典拿自己的經驗來說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個教

訓。第一個是「點和點」。他上大學後過了六個月就決定退學了，因為他找不到即

使浪費父母的存錢也留在大學學習的意義。他決定之後為了上自己想要學的課，

還留在大學一年。其中一門是「書法」，那時候他沒想到十年後建立蘋果時，運用

這種概念做到電腦的「字型」。他從這個經驗說：「相信自己做的事，有一天點和

點一定會連結。」 

 第二個是「愛和敗北」。他二十歲時建立蘋果，三十歲時被他自己錄取的人們

免職了。他又失望又難過，感到不只是公司，社會也不接受他。但是他同時知道

自己還很愛蘋果。之後他碰到現在的太太，建立現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動畫公司，

他現在認為這個好苦的經驗就是在他的人生上最好的事件。他拿這個經驗來說：

「別失去自己的信念，愛自己做的事。」 

第三個是「死」。他之前在一本書上看到一個句子說：「每天想像今天會自己

的最後一天，才會發現做甚麼事才對。」。他幾年前生了一種癌症，醫生一看他的

雷射片就跟他說應該沒辦法治療。那晚他抱著那片想一想自己的事。結果生體檢

查之後發現了他的癌症會治療的。這是對他來說最靠近「死」的經驗。他說：「想

像自己快死了的情況。別人的眼光、沒面子、恐怖都沒有死那麼重要，每一個人

都一定會死的，不必患得患失。做自己真愛的工作，還沒找到的很愛的工作話，

繼續搜索，別放棄，一定得順從自己的信念和直感勇敢得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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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背景高級學習者語料-1 

賈伯斯先生於史丹佛的畢業典禮演講了有關對人生的 3 個重要關鍵。第 1 個

關鍵就是｢人生｣，賈柏斯先生未擁有大學學位，賈伯斯的媽媽在大學時期懷孕賈

伯斯，當時他爸爸還在唸高中，因此對大學未畢業、高中畢業的賈伯斯的父母而

言，大學學位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不過，唸了大學 6 到 18 個月之間開始覺得找

不到唸大學的意義，之外，父母的大部分的薪水都花在繳學費上，賈柏斯這件事

感到內疚，而為父母決定離開大學。當他決定要離開大學，沒有任何壓力，而開

始修一些自己有興趣的課程，上了跟字體設計有關的課，這時學到的知識對之後

的工作具有甚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未來是看不到的且無法連結未來，不過過去的

經驗都是有連貫的，只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事，都絕對有意義的。 

    第 2 個關鍵就是｢愛與挫折｣，賈伯斯後來建立蘋果公司，一開始員工只有 2

個人，隨著公司的發展能夠擁有 4 千個員工。不過，因對公司遠見的不一致，被

公司解雇，當他 33 歲就失去了工作，也受到了甚大的打擊。在離開蘋果後的 5 年，

與 Next、Pixer 這兩家公司合作且運用他在大學時期學的字體藝術之技術。不只如

此，他也在 Pixer 認識了現在的太太，後來 Next 被蘋果公司賣走，所以他還是可

繼續在蘋果工作，一旦離開蘋果公司這件事讓他發現自己還是很喜歡這行業的工

作，也找到了真愛且經營家庭的重要性。 

    第 3 個關鍵是｢死｣，當他 17 歲時遇到一本書啟發到他對死的觀念，要把握每

一天，想像今天是人生最後一天。從那起 33 年每天問自己是否滿意現在的自己，

後來他也發現得癌了，經歷面臨死亡，死是人類最不可避免的事情。他有一本相

當崇拜的雜誌，如它上面寫｢保持渴望，保持笨拙｣般，讓賈伯斯確信我們人類擁

有的時間有限，因此相信內心的話，憑直覺走是最重要，你的心是最了解你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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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背景高級學習者語料-2 

Stanford 大學舉辦畢業典禮邀請賈伯斯致詞，賈伯斯針對以下三個論點進行演

講。 

第一個題目是“連接點與點＂。 賈伯斯 17 嵗時，念了半年的 Reed 大學後，

發現不值得花了養父母一輩子收入的學費，決定離開學校。退學前，他旁聽了文

字設計課程而學到字型設計的趣味，當時毫無意料那些知識 10 年後對 Mac 的開發

很有幫助。賈伯斯認爲；無人能夠推知未來，需要做的是回顧過去某點，並與現

在某點連接在一起，或者相信自己成功連接某點與某點而堅持努力。 

第二點是“人生的愛與敗北＂，20 嵗與友人共同成立的蘋果社，10 年後竟然

變成大企業，但是因爲經營理念的衝突，賈伯斯非得離開公司。失去了人生職業

和社會地位而受到了大打擊的他，同時也發現自己仍未失去對工作的熱愛，決定

重新挑戰一次。這個挑戰讓他找到生涯配偶，創設了 2 家公司，沒想到其中 1 家

被蘋果吸收而成爲恢復經營的關鍵部門。賈伯斯向畢業生建議；努力尋找命運工

作，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找不到也不該放棄。 

最後題目是關於“死＂。 賈伯斯 17 嵗開始以“每日如同人生最後一日而過＂

的概念面對日子，將每件事情視爲人生最後一件事而看待。捨舊拾新是人間道理，

無人避開死亡。他也曾受過餘命半年的癌症告知，接近死亡。因而賈伯斯鼓勵年

輕人要有勇氣凴直覺和心聲而行動，過濾雜事後，最後剩在心裏的東西才是該追

求的該做的事情。 

最後，賈伯斯送給畢業生記載於敬愛的雜誌的一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要渴望，要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