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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 

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 請求言語行為、華法對比、以電腦為媒介的溝通、華語教學 

 

請求為人際交往中經常發生的言語行為，也一直是語用學研究的熱點

之一。近幾十年來，人們透過網路溝通的情況增加，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請

求行為也愈益頻繁；對華語學習者而言，掌握華語請求電子郵件的撰寫要領，

可協助其在網際溝通時代與華語人士進行更有效的交流。然而，過往對電子

郵件請求語言的研究多以英語語言為主，而缺乏其它語種的論述。有鑒於此，

本文從華語出發，討論華語和法語請求類電子郵件中語言使用之異同，以期

為母語為法語的華語學習者，在其華語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找出最簡單、有

禮的電子郵件請求方式。 

本文藉由線上問卷收集語料，並採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

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從國別、「相對權勢」、「社會距離」

等角度，比較華法電子郵件在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

部修飾、支援策略以及語篇排序等方面的異同。同時，本文也透過郵件評量

訪談，從收件者的角度探討有效郵件的撰寫要領。 

研究結果顯示，首先，華法請求郵件差異在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

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支援策略等項度上都達到統計顯著。整體架構上，

華語郵件傾向用較直接、多筆的中心行為搭配較大量的支援策略，而法語郵

件則偏好以間接、單一的中心行為搭配較少量的支援策略。其次，「相對權

勢」和「社會距離」在兩組郵件大部分的項度之上也都造成顯著影響。語篇

排序上，華法郵件都傾向將一半以上的支援策略置於中心行為之前，偏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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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鋪陳的間接語篇。再者，華語的「集體主義」文化和法語的「個體主義」

文化，主要反映於兩組間師生關係以及禮貌模式的差異上。此外，電子郵件

媒介以及請求言語行為本身的特色也影響了本文語料的表現。 

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結果，在語用教學理論及法國漢語教材回顧的基

礎上，以選修課形式設計請求電子郵件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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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s in Chinese and French 

Email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 request, Chinese-French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hinese teaching 

 

With the explosion of the Internet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its increasing 

use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 requests by emails has evolved.  

For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how to make email requests in 

Chinese would help them to communicate more efficiently with other Chinese 

speakers. Most previous studies in this area have been conducted around the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is study, however,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between request strategies used in Chinese and French emails so that 

French speakers can write more appropriately in Chinese email communications.  

Using online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and analyzed emails 

written by forty Taiwanese and forty French University students. “Subject lines”, 

“letter formats”, “head acts”, “internal modifications”, “supportive moves” and 

“discourse sequencing” were compared as we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distance” 

and “relative power”. In addition, interviews with native speakers of both 

language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mail requests and 

also the principles of etiquette that should be adopt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llustrated that Chinese and French emails are 

markedly different in their subject lines, letter formats, head acts, internal 

modifications and supportive moves. Regarding the written content of the em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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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tend to use a couple of head acts with a larger number of supportive 

moves while the French prefer to use a single indirect head act with fewer 

supporting moves. Furthermore, both “social distance” and “relative power”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language adopted. In rel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both Chinese and French email requests prefer an “indirect discourse,” 

where the first head acts used after several supporting moves are used. In 

addition, the study highlighted the difference of “collectivism”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ndividualism” in French culture.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a pedagogical model that can be adopted 

when writing emails and also extends to teaching plans that can be adopted fo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French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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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請求為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行為之一。作為一種「指令類」（directive）

的言語行為（Searle，1979），請求在提出發話者願望的同時，也可能侵入受

話者的自主領域，而使對方蒙受時間、金錢或心力上的損失。提出請求的方

式若不恰當，則可能損害雙方關係或危及自我形象。請求言語行為在溝通中

的頻繁出現及其可能帶來的人際矛盾，使其自 Austin（1962）提出言語行為

理論以來，相關研究便一直歷時不衰。 

近年來，由於人們透過網路溝通的情況增加，以電腦為媒介

（computer-mediated）的請求行為愈益頻繁，針對電腦媒介的請求語言研究，

包含電子郵件請求語言之研究，也日益增加。這些研究一方面顯示，無論是

親身交談或是以電子郵件為媒介，請求行為都會受到人際關係、對話參與者

性別、請求事件、文化差異等因素影響，而在語言策略及語言形式的選用上

有不同表現（丁鳳，2002；胡曉瓊，1999；徐曉燕，2005；熊曉燦，2006；

蘇文妙，2003；Biesenbach-Lucas，2007；Bloch，2002；Hong，1996；

Volckaert-Legrier et al.，2009；Zhu，2005）。其中，人際關係變因中的「相

對權勢」（relative power）和「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被認為是影響漢

語請求言語行為極為重要的兩個因素。學者們指出，漢人文化重視階級，且

對「圈內人」和「圈外人」區分明確，以致提出請求時，直接策略通常出現

於上對下或者較為親密的關係之間，而間接策略則多見於下對上或是較為疏

遠的平位關係中（胡曉瓊，1999；徐曉燕，2005；熊曉燦，2006；蘇文妙，

2003；Hong，1996）。 

另一方面，學者也指出網路媒介本身便會對語言使用產生影響。首先，

透過網路的溝通使對話參與者對彼此階級身分的敏感度降低，而弱化了「相

對權勢」對語言使用的影響（謝佳玲，2009；Cultan & Markus，1987；Dubrovsky 

et al.，1991；Tan et al.，1998）。再者，網路溝通有力求清晰的傾向，而導

致請求時直接策略增加、規約型間接策略減少（Biesenbach-Luca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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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網路溝通一方面以文字呈現，另一方面又以表達口頭發言為主，而具

有介於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特色（Barnes，2003）。 

過往研究使我們對請求言語行為及網路溝通有了基本認識；然而，既

有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尚待後人加以補充。首先，請求言語行為依其要求

內容及動作執行者之不同，又可分為三個次類：「請求受話者行動」（request 

for action）、「請求受話者允許」（request for permission）以及「詢問資訊」

（request for information）（Fukushima，2000；Trosborg，1995；Tsui，1994）。

「請求受話者行動」中，發話者要求受話者執行某個動作，如例（1）；「請

求受話者允許」裡，發話者要求受話者允許自己從事某種行為，如例（2）；

「詢問資訊」中，發話者向受話者要求一項資訊，受話者僅須口頭回應，而

不須採取任何肢體行動，如例（3）。 

（1）你能借我一枝筆嗎？ 

（2）這份作業我可以晚兩天再交嗎？ 

（3）現在幾點了？ 

過往研究多把以上不同類型的請求行為混合討論（Biesenbach-Lucas，

2007；Zhu，2005），而忽略由於預期執行對象及預期回應方式之不同，此

三種不同類型的請求可能會在語言上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Blum-Kulka

與 House（1989）對請求言語行為的研究和謝佳玲（2009）對網路求助語言

的研究，分別發展出不同的中心行為策略架構；其中，Blum-Kulka與 House

（1989）所採用的語料多為「請求受話者行動」，而謝佳玲（2009）的語料

則有一大部分為「詢問資訊」。有鑑於此，本文推論，在請求行為的研究中，

應將不同次類的語料分開處理較為適當。 

此外，以往對於電子郵件請求語言之分析多偏重於郵件內文本身（羅

美娜，2010；Biesenbach-Lucas，2005，2007；Bloch，2002；Chang & Hsu，

1998；Chen，2006；Duthler，2006；Volckaert-Legrier, et al.，2009；Yeung，

1997；Zhu，2005），對於郵件標題或是郵件中的書信格式成份則較少提及；

同時，研究標的仍以英語語言為主（羅美娜，2010；Biesenbach-Luca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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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Chang & Hsu，1998；Chen，2006；Duthler，2006；Mcmullen & Krahn，

1985；Yeung，1997；Zhu，2005），針對其他語言的論述於文獻中則較為罕

見。 

再者，就文化對比的層面而言，雖已有部分學者對漢法言語行為進行

對比分析（孟筱敏，2006；Meng，2006；Pu，2003；Sun，2006；Sun，1987；

Wang，2009），但漢法請求言語行為對比的文獻數量仍是相當不足，在筆者

所考察的文獻中，僅有 Sun（1987）和 Pu（2003）曾對此做出論述，而漢

法電子郵件請求語言對比的研究則是完全空缺。漢語和法語皆為聯合國官方

語言，在國際間佔有重要地位。現今在法國，學習漢語的人數持續增加，而

台灣政府更於 2012年 2月於巴黎設置了台灣書院，欲促進法國與台灣中華

文化之交流。當此之時，針對法語母語者之華語語言研究便也愈益重要。在

網路發達的現代，以電腦為媒介的交際愈益頻繁，對於電子郵件的書寫訓練，

勢必成為外語寫作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刻，針對法語母語者之華語電

子郵件研究，可說應用價值甚高，亦能有效補足現有文獻之缺口。 

最後，過往請求言語行為的研究多僅針對發話者所產出的語料進行分

析，而受話者對請求語言的評價則較少受到重視。Biesenbach-Lucas（2007）

於其文章末尾建議請求電子郵件研究應納入受話者的觀點，分析收件人對不

同郵件的印象（Biesenbach-Lucas，2007，p. 76）。同時，由於本研究目的之

一在於為華語電子郵件教學設計提供建議，因此，請求郵件所採之語言形式

及策略對受話者而言是否有效，將是本研究所關注的要點之一。1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對華法請求電子郵件進行對比分析，比較其在郵

件標題、書信格式、內文策略及內文組織方式上的異同，並探討「社會距離」

和「相對權勢」對華法請求郵件語言的影響。本文一方面將分析發話者所產

出的郵件語料，另一方面，也將討論受話者對各封郵件裡請求語言的評價。

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為法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在其語言能力有限的情況

下，找出最簡單、有禮的電子郵件請求方式。本文期望此研究成果一方面能

補充現有文獻的不足，另一方面，更能為華語教學提供實質的建議和幫助。 

                                                      
1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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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一、 研究範圍與問題 

本文考察華語及法語以「請求受話者行動」為目的之電子郵件，並探

討「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其語言使用之影響。分析架構上，本文參

考 Blum-Kulka、House 與 Kasper（1989）對口語請求語言的研究，將郵件

正文部分分為中心行為（head acts）、內部修飾（internal modifications）及支

援策略（supportive moves）等部分，並加入標題成份和書信格式成份兩個

項目進行分析。同時，本研究亦將從郵件語篇排序的角度，考察華法郵件的

異同之處。具體而言，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1. 整體而言，華語和法語的請求電子郵件分別偏好哪些標題成份、書信格

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以及支援策略？  

2. 語篇組織方面，華語及法語請求電子郵件中，中心行為及支援策略所偏

好的排序配置有何異同？ 

3. 在社會變項層面，「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分別對華法請求電子郵件

之標題內容、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以及支援策略產生何

種影響？ 

對於上述所有研究問題，本文都將從發話者語料及受話者評價兩方面進行討

論。 

二、 名詞釋義 

（一）漢語、華語與法語 

本研究所欲對比的語言為「華語」與「法語」；此外，文獻探討中，也

提到與「漢語」相關的研究。以下簡述本文對「漢語」、「華語」和「法語」

的定義。本文中，「漢語」泛指所有中文方言區內的普通話（Mandarin Chinese），

而「華語」則專指台灣地區所使用的漢語，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語言之一。

至於「法語」，在本研究中，特指在法國地區所使用的官方語言，若無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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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則不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區、瑞士、比利時等其他法語區內所使用的法

語。 

（二）「相對權勢」與「社會距離」 

「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是本研究納入分析的兩項社會情境變因。

本文參考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論述，將「相對權勢」和「社會距

離」定義如下。 

「相對權勢」：在某一社會情境中對話雙方的權勢高低差異。權勢較高者更

能將自己的計畫或是評價強加於權勢較低者身上。 

「社會距離」：在某一社會情境中對話雙方的親近程度，常由兩者間互動的

頻率決定。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交代本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

問題，並對重要專有名詞做出定義。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從禮貌理論、漢法

文化及溝通特色、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溝通以及請求言語行為四方面，回顧

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文獻。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介紹整體研究設計理據、研

究工具、研究參與者背景、研究過程以及語料分析方式。第四章為結果與討

論，首先說明語料分析架構，接著，從量化統計上，描述華法兩組郵件在各

項度上的不同偏好，並分析社會情境變因對華法兩組郵件各項度所造成的影

響。其次，呈現郵件評量者訪談結果，整理各組評量者所提出的郵件撰寫要

點，並呈現郵件撰寫人對各情境延伸問題的評分，以作為語料分析的佐證。

最後，綜合量化統計及質化訪談結果，回答本文研究問題，並結合過往研究，

解釋本文研究發現。第五章為教學應用，首先簡短回顧語用教學相關文獻，

並分析現行於法國大學的漢語教材。接著，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以專題

課程的形式，提出可行的華語請求郵件教學設計。第六章為全文結論，總結

本文重點發現，說明本文研究限制，並對往後相關研究提出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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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從四個面向回顧與本文相關的理論與研究。第一節考察中西禮貌

理論及漢法禮貌概念；第二節探討漢法文化及溝通特色；第三節討論以電子

郵件為媒介的溝通；第四節回顧與請求言語行為相關的論述及實證研究；第

五節總結本章文獻要點，並提出有待進一步研究之處。 

第一節 禮貌語言及文化差異 

Leech（2007）指出，溝通時，人們一方面試圖達成溝通目的，另一方

面，也盡力與他人維持良好的社會關係。有時，溝通目的與關係維持相互衝

突，例如提出請求時，發話者在希望獲得幫助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求受話

人為其付出，使受話人蒙受時間、金錢或勞力上的損失，因而影響兩人原本

平衡的關係。此時，發話人便須透過禮貌手段，在言語上加以補償對方。也

就是說，請求行為和禮貌語言是息息相關的。 

在歷來禮貌與溝通的討論中，歐美與亞洲學者由於文化差異，對禮貌

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本文考察相關文獻發現，現代歐美的禮貌理論，可以英

國學者 Leech（1983）的「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及美國學者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面子」（face）理論為代表；而現代中華的

禮貌理論則以中國學者 Gu（1990）及 Mao（1994）的論述較為重要。以下

本節將簡要回顧 Leech（1983）、Brown 與 Levinson（1987）、Gu（1990）

以及 Mao（1994）對禮貌的研究，並藉法國學者 Kerbrat-Orecchioni（2011）

的論述補充法國視角的禮貌觀點，最後簡述 Leech（2007）對東方和西方禮

貌相同之處的觀察，以期能對歐美及中國的禮貌概念及其對語言溝通的影響

有更全面的認識。 

Leech（1983）解釋溝通時為顧全人際關係而影響語言直接程度的現象，

提出六條禮貌準則：「得體準則」（Tact Maxim）、「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讚美準則」（Approbation Maxim）、「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

「贊同準則」（Agreement Maxim）及「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L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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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p. 132）。Leech（1983）並依言語行為種類2，區分各準則在特定言語

行為中的作用，具體內容整理如表二-1。 

表二-1 禮貌原則之六項準則（Leech，1983） 

準則 適用的言語行為 定義 

得體準則 指令類、承諾類 表達中盡量使對方少受損、多受惠。 

慷慨準則 指令類、承諾類 表達中盡量使自己少受惠、多受損。 

讚美準則 表達類、斷言類 表達中盡量少貶損、多讚揚他人。 

謙遜準則 表達類、斷言類 表達中盡量少讚揚、多貶損自己。 

贊同準則 斷言類 表達中盡量減少雙方分歧、增加雙方一致。 

同情準則 斷言類 表達中盡量減少雙方反感、增加雙方同情。 

其中，Leech（1983）認為「得體準則」最能影響交談中語言的選擇，

也認為禮貌行為更著重對他人而非對自身的態度；同時，Leech（1983）也

提出，溝通中人們更重視「避免衝突」（avoidance of discord），而「尋求一

致」（seeking concord）則佔據相對次要的地位（Leech，1983，p. 133）。 

另一方面，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調查英語、澤套語（Tzeltal）

及南印度泰米爾語（South Indian Tamil）的語言表現，並佐以日語、馬拉加

斯語（Malagasy）等其他語種的證據，提出「面子」理論，認為禮貌產生自

「典型人」（Model Person）對「面子」的需求（Brown & Levinson，1987，

p. 57-59）。所謂「典型人」，乃指社會上能理性思考的成員；根據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看法，每個典型人都希望能在社交中維持良好的公眾自

我形象（public self-image），也就是「面子」。其中，面子又包含「消極面子」

（negative face）和「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消極面子」指個人對自身

領域的維護，以及不受他人打擾、自由行動的願望；「積極面子」則指對自

我形象受到他人讚揚或認同的渴望（Brown & Levinson，1987，p. 61）。Brown 

與 Levinson（1987）認為，典型人對面子的需求促使他們在各種情況中，

盡力維護自己和他人的「消極面子」與「積極面子」。然而，在日常交流中，

為達溝通目的，不時會出現請求、建議、提供、批評、情緒表達等可能傷害

交際雙方面子的「面子威脅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s，簡稱 FTA）。為兼

                                                      
2
 言語行為之定義及分類請參考 Austin（1962）及 Searle（1979）等學者的著作，本文不

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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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信息傳達及面子需求，典型人便會依某一行為威脅面子的程度採取相應的

補救策略（redressive strategies），而這些策略便是禮貌行為（Brown & 

Levinson，1987，p. 61-70）。 

Brown 與 Levinson（1987）將採取補救策略的方式依禮貌程度分為五

個等級：（一）公開面子威脅行為（bald on record）、（二）積極禮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三）消極禮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四）非公開面子威

脅行為（off record）、（五）放棄面子威脅行為（don’t do the FTA）；等級編

號越大，禮貌程度越高。其中，「公開面子威脅行為」表示直接執行某項威

脅面子的言語行為，完全未加修飾；「積極禮貌策略」在施行面子威脅行為

的同時透過語言手段表達「自己的願望和對方相同」，以接近為基礎

（approach-based），採用視對方為自家人的方式，滿足其「希望得到認同」

的積極面子，以降低面子威脅；「消極禮貌策略」則以迴避為基礎

（avoidance-based），在進行面子威脅行為的同時表達對他人「消極面子」

的尊重，以正式、自制、尊敬的言語緩解面子威脅；「非公開面子威脅行為」

則經由迂迴、暗示的方式進行溝通，避免面子威脅行為直接出現，比「消極

禮貌策略」更能進一步滿足對方「不願受到干涉」的消極面子；「放棄面子

威脅行為」則完全不做任何表達，以犧牲信息及情感傳遞的方式維護雙方的

面子（Brown & Levinson，1987，p. 69-73）。「積極禮貌策略」、「消極禮貌

策略」及「非公開面子威脅行為」的具體策略內容如表二-2 所示。 

表二-2 面子威脅行為之補償策略（Brown & Levinson，1987，p. 101-227） 

補償策略 原則 策略細項 

積極禮貌策略 1. 聲稱雙方之共同相

似之處。 

2. 表達雙方為合作關

係。 

3. 滿足對方的其他需

求。 

注意對方的需求或變化、誇大對對方

的讚賞或同理、引起對方興趣、使用

圈內人標誌（如友好稱呼、俚俗語、

行話等）、尋求一致、避免不一致、主

張共同性、開玩笑、顯示自己了解對

方需求、承諾、保持樂觀態度、將雙

方納入同一活動、提供或詢問理由、

主張互惠、提供禮物。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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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面子威脅行為之補償策略（Brown & Levinson，1987，p. 101-227）（續） 

補償策略 原則 策略細項 

消極禮貌策略 1. 直接、不讓對方多花

心思猜測來意。 

2. 不預設立場。 

3. 不強迫對方。 

4. 表示不願影響對方。 

5. 補償對方的其他需

求。 

採用規約型間接策略、使用問句或模

糊標記、保持悲觀態度、將對方負擔

減至最低、給予尊敬、道歉、將雙方

無人稱化、以陳述一般規則的方式表

達面子威脅行為、將動詞名詞化、承

認負債。 

非公開面子威

脅行為 

1. 使用會話隱含。 

2. 用曖昧不明的表達

方式。 

暗示、提供相關線索、預先假定、不

充分陳述、過度陳述、同義反覆、使

用對比、諷刺、使用隱喻、反詰、曖

昧不明、模陵兩可、過度泛化、指桑

罵槐、不把話說完。 

同時，Brown 與 Levinson（1987）認為，大類策略的選擇會依某一行

為的面子威脅程度而定；威脅程度最高者傾向採用「非公開面子威脅行為」，

其次為「消極禮貌策略」，「積極禮貌策略」第三，完全不加修飾的「公開面

子威脅行為」則使用在面子威脅程度最低的情況。Brown 與 Levinson（1987）

也指出，「典型人」在面子威脅程度較高的情況中，偏好採取滿足聽者「消

極面子」的策略，主要是因為「消極面子」較「積極面子」容易掌握－－企

圖將聽者視為自己人的「積極禮貌」作法須得到聽者的認同才能成功；相較

之下，聽者不欲受到干涉的「消極面子」需求則更為普遍，也更容易預測

（Brown & Levinson，1987，p. 73-75）。 

至於面子威脅程度的計算方式，Brown 與 Levinson（1987）則提出了

三個計量變項：「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相對權勢」（relative power）

及「強加程度」（ranking of impositions）。「社會距離」指對話雙方的親近程

度，「相對權勢」指雙方之間的權勢高低差異，「強加程度」則指特定文化中，

某面子威脅行為對他人「消極面子」或「積極面子」的干擾程度。「強加程

度」同時也會受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及事件合理性等因素影響（Brown & 

Levinson，1987，p. 74-78）。就以上三個變項，Brown 與 Levinson（1987）

提出面子威脅程度的計量公式如下：Wx = D（S, H）+ P（H, S）+ 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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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 Leech（1983）及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禮貌理論，

Leech（1983）解釋了交談中參與者為求禮貌而犧牲信息傳遞效率的人際動

因和禮貌準則，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則更進一步從面子威脅

的角度提出禮貌策略和影響策略選用之變項。兩者相同之處在於，都認為溝

通時，對「消極禮貌」（迴避衝突）的考量較「積極禮貌」（創造一致）更為

重要（Brown & Levinson，1987，p. 74；Leech，1983，p. 133）。在後起的

研究中，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論述對禮貌及言語行為研究

皆有重大影響，而其理論也在應用中遭受多方檢驗、修正與批評。 

對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面子理論的主要質疑包括：對大

類策略的禮貌程度排序過於武斷（Blum-Kulka & House，1989）、未詳盡考

量情境因素（Holtgraves & Yang，1992；Nash，1983），以及論述過於英美

文化本位，使其理論框架難以應用於東亞地區的禮貌現象（Gu，1990；Mao，

1994；Matsumoto，1988）。策略禮貌程度排序方面，Blum-Kulka 與 House

（1989）表示，最為間接的「非公開面子威脅行為」策略並非最有禮，反而

是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歸於「消極禮貌」的「規約型間接策

略」受美式英語、英式英語、希伯來語及德語的母語者評為最有禮貌。情境

變因方面，Nash（1983）的研究指出，雖 Brown 與 Levinson（1978）將美

國文化定位為「積極禮貌文化」（positive-politeness culture），但在對朋友抱

怨的場合，美國學生卻傾向採取更多消極禮貌策略，也因此 Nash（1983）

認為，策略偏好可能受情境影響而有所不同，論述時必須將其納入考慮。同

時，Nash（1983）的研究也發現，同樣的抱怨情境，中國學生則更常使用

積極禮貌策略，顯示對策略的偏好也會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

Holtgraves 與 Yang（1992）的研究則指出，對「積極禮貌」和「消極禮貌」

的偏好會視人際變項不同而有差異，對熟人更常採積極禮貌策略，對不熟的

人則傾向使用消極禮貌；Holtgraves 與 Yang（1992）認為這兩種策略沒有禮

貌程度的不同，而僅是適合不同情景使用。 

在理論的文化適用性方面，雖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提出

面子理論時，採納了數種文化背景差異甚大的語言族群之對話進行分析，但

由於在詮釋語料時，仍不免囿於自身美國背景的文化觀點，乃至其禮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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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性在不同文化的學者眼中，有著極為不同的評價。Kerbrat-Orecchioni

（2011）從法國觀點，認為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論述是現

存禮貌理論中「用以描述禮貌現象最為能產的模型」3（Kerbrat-Orecchioni，

2011，p. 134）。她大致上同意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看法，

僅提議對其理論做些微修正。Kerbrat-Orecchioni（2011）提出，禮貌除了對

「面子威脅行為」的補償外，也應包含「面子奉承行為」（face-flattering acts）

的採用。Kerbrat-Orecchioni（2011）認為禮貌的功能在於維護關係、達成人

際和諧，因此溝通時會盡量緩解面子威脅行為，而強化感謝、祝福等「面子

奉承行為」，譬如說「thanks」可和「a lot」、「very much」等加強程度的副

詞組搭配，但「thanks a little」則顯得不自然（Kerbrat-Orecchioni，2011，

p. 134-136）。 

Kerbrat-Orecchioni（2011）從此前提出發，考察法國 16 至 18 世紀後期

的禮儀規範著作及文學作品對話，並將其與今日法國的情況相較，發現法國

古今皆存在的禮貌要件，包括「尊重他人領域」（respecting the other’s 

territory），也就是避免任何直接的界線侵犯，以及「奉承對方的積極面子」

（flattering his/her positive face），譬如恭維、提議幫助、詢問健康情形

（Kerbrat-Orecchioni，2011，p. 143、151）。Kerbrat-Orecchioni（2011）並

指出，對此二原則的偏重程度會依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譬如 17 世紀的法

國人較重視「奉承對方的積極面子」，而允許暫時性的領域入侵，而現代法

國人則對個人領域較為重視，禮貌現象以「尊重他人領域」為主。此外，滿

足對方積極面子的方式，也會隨時代而不同：在階級分明的封建時代，滿足

積極面子須藉由呈現出對他人的崇高敬意，而在民主的現代社會，滿足積極

面 子 則 表 現 在 某 些 特 定 情 況 中 表 達 出 與 對 方 的 親 近 、 熟 悉

（Kerbrat-Orecchioni，2011，p. 151）。 

另一方面，來自中國的學者則對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

理論有較為嚴厲的批判（Gu，1990；Mao，1994）。Gu（1990）批評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僅把禮貌視為滿足個人面子需求的工具，而忽

略其在社會中的規範性功能。Gu（1990）指出，「社會[…]包含個人，但社

                                                      
3
 原文為「the most productive model for describing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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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僅是一群個體的集合。禮貌是屬於社會層次的現象，它將規範限制加諸

在每個個體身上4」（Gu，1990，p. 242）。Gu（1990）並指出，華人的禮貌

起源於孔子時代的「禮」，是一種用以規範社會階級的制度，而在封建體制

不復存在的現代，禮貌在華人社會裡則起了「增進社會和諧」及「消弭人際

衝突」的作用（Gu，1990，p. 238-239）。Gu（1990）認為，中國人的禮貌

含有四個基本概念：「尊敬他人」（respectfulness）、「保持謙虛」（modesty）、

「態度熱情」（attitudinal）、「溫文儒雅」（refinement）。此外，尚有兩個原則：

「誠懇原則」（Principle of Sincerity）及「平衡原則」（Principle of Balance）。

「誠懇原則」將禮貌語言從句子的層次帶到對話的層次；舉例而言，漢語「邀

請」話輪裡常出現「重複邀請」的現象，便是用以顯示發話者邀請對方的誠

意。「平衡原則」則將禮貌從當下的話輪帶到未來的交流中；譬如說，若受

他人恩惠，日後便須找機會報答（Gu，1990，p. 239）。Gu（1990）依照這

些概念和原則，並參考 Leech（1983）提出的禮貌準則架構，提出數點華人

社會的禮貌規則，本文分述如下。 

1. 貶己尊人準則（Self-denigration Maxim）（Gu，1990，p. 246-248） 

「貶己尊人準則」奠基於中華文化中「尊敬他人」和「保持謙虛」這

兩個概念，表示與人相交須降低自己、抬高他人。「貶己尊人準則」具體表

現在中文複雜的敬謙辭系統上，譬如稱人住所「貴府」，稱己住所「寒舍」；

探望別人稱「拜訪」，他人探望自己稱「賞光」。 

2. 稱謂準則（Address Maxim）（Gu，1990，p. 248-252） 

「稱謂準則」表示須以適當的稱謂稱呼與己對話之人，反映了「尊敬

他人」和「態度熱情」的概念，主要作用有二：其一，表示說話者認可聽話

者的社會地位或角色；其二，顯示說話者對雙方社會關係的定位。適當的稱

謂包含以下考量：政治地位、專業名望、熟識程度、性別、年齡、是否為親

族、正式或非正式場合、公開或居家情境等。此外，華人的稱人方式尚有一

些與西方國家不同之處。首先，對陌生人也可依其年齡及性別使用相應的親

                                                      
4 原文為「A society,…consists of individuals, but it is more than a total sum of individual 

constituents. Politeness is a phenomenon belonging to the level of society, which endorses its 

normative constraints on each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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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稱謂稱呼，譬如孩童可稱壯年男性為「叔叔」；再者，可用職位名稱來稱

呼對方，譬如稱執教者為「老師」。另外，「稱謂準則」也反映了中華文化的

階層結構。舉例而言，在無標的情況下，路上偶遇的雙方會由地位較低者率

先稱呼地位較高者並開啟話題；若地位較低者看到地位較高者時未能及時叫

人，則可能會被評為不懂禮貌。同時，選擇稱謂時，地位較低者對地位較高

者傾向採用較為正式的稱呼方式，以表尊敬；地位較高者對地位較低者則偏

好較為非正式的稱呼，以拉近距離。最後，在「稱謂準則」裡也可看到「貶

己尊人準則」的運作。舉例而言，父母可能採用孩子的觀點來稱呼他人，譬

如稱自己姐妹為「大姑」、稱自己兄弟為「伯伯」。 

3. 慷慨及得體準則（Generosity and Tact Maxims）（Gu，1990，p. 252-255） 

「慷慨及得體準則」奠基於華人禮貌中「態度熱情」及「溫文儒雅」

這兩個概念。Gu（1990）借用 Leech（1983）「慷慨準則」及「得體準則」

的論述並加以修正，認為對於華人而言，「慷慨」及「得體」為一體兩面，

且分為「動機」和「會話」兩個層次。在動機層次，「慷慨準則」要求增加

他人獲益，「得體準則」要求降低他人損失；在會話層次，「慷慨準則」要求

表面上顯示自己受損甚低，「得體準則」則要求表面上顯示自己獲益甚大，

以降低對方心理負擔（Gu，1990，p. 244-245）。舉例而言，在「邀請－接

受邀請」的話輪中，提出邀請者動機是想讓對方受益，但口頭上須同時表示

此行動對自己一點也不麻煩，以降低聽話者負擔，使其易於接受；另一方面，

受到邀請的一方則須盡力顯示對方的提議讓自己受惠甚大，以達禮貌效果

（Gu，1990，p. 252-253）。 

4. 平衡原則（Balance Principle）（Gu，1990，p. 255） 

「平衡原則」指出華人重視「還禮」及考量「欠人情」的現象。「還禮」

指若說話者對聽話者有禮，則聽話者須回敬以相等的禮貌。舉例而言，若一

方貶低自己、抬高對方，則另一方也須如此做；若一方稱呼對方，則另一方

也須以適當的稱謂回稱對方。「欠人情」指，若說話者邀請聽話者作客或提

供聽話者服務，則聽話者便須在未來回報說話者，以達禮貌平衡。 

Gu（1990）從對禮貌的認定批評了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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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禮貌概念不適用於中華文化；另一方面，Mao（1994）則從「面子」的角

度，指出華人所重視的「面子」（Chinese ‘face’）與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的定義不同。Mao（1994）認為，華人的「face」分為兩個部份：「面

子」和「臉」。「面子」指一個人的聲譽或名望，伴隨成就或社群中其他成員

的認可而來；「臉」則指團體對有良好道德的人之敬重（Mao，1994，p. 457）。

Mao（1994）指出，華人社會裡，無論「面子」或「臉」，都是由社會所給

予，或藉由遵守社會規範來維持，強調的是個人行為與社群評價的和諧，而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面子」，無論是不願受到打擾的「消

極面子」或希望得到認可的「積極面子」都是由個人的慾望出發，著重點在

於個體需求而非社會規約（Mao，1994，p. 459-462）。 

根據以上，Mao（1994）提出了「相對面子導向」（relative face orientation）

概念，認為依社群不同，面子可能導向「理想的社會認同」（the ideal social 

identity）或「理想的個人自主」（the ideal individual autonomy）。偏向「理想

社會認同」的社群，其成員的自我觀念是互賴的（interdependant），個人行

為受他人看法影響，傾向將群體和諧的價值置於個人自由之上，並期望其聲

譽得到群體認同；傾向「理想個人自主」的社群，其成員的自我觀是獨立的

（independent），行為由個體本身的看法或情感決定，並強調不受干擾的欲

望及個人行動的自由（Mao，1994，p. 471-473）。Mao（1994）並指出，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的理論代表了「理想個人自主」社會的面子觀，

而中國則屬於「理想社會認同」的社會（Mao，1994，p. 473）。 

綜合 Kerbrat-Orecchioni（2011）、Gu（1990）以及 Mao（1994）的看法，

可察覺現代法語及漢語的禮貌概念有著不同傾向：現代法語的禮貌以尊重他

人領域為主，同時也會試圖滿足對方的積極面子，其禮貌現象較接近 Brown 

與 Levinson（1978，1987）所建立的架構（Kerbrat-Orecchioni，2011）；漢

語文化的禮貌則是為了增進社會和諧、消弭人際衝突（Gu，1990），並希望

個人聲譽能得到群體的認可（Mao，1994）。也可以說，現代法語禮貌更接

近 Mao（1994）所謂的「理想個人自主」導向，而現代漢語禮貌則反映了

「理想社會認同」的價值觀。 

Pu（2003）於其比較漢法禮貌的專著中，亦提出了類似的觀點。Pu（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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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漢語文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社會雖歷經革命和現代化，但基本價值

觀仍延續崇尚謙虛以及重視三綱五常和人際和諧的傳統，其禮貌是為了維持

社會的秩序及和諧，集體的價值凌駕於個體之上；法語文化中的禮貌則在法

國大革命時發生劇變，從原先階級意識強烈的封建禮儀（la courtoisie féodale）

及宮廷品味（le bon goût）、禮節（la bienséance），轉變為重視個人價值、個

人權利及相信「人生而平等」的現代法語文化（Pu，2003，p. 76-85）。總括

來說，漢語的禮貌以群體為依歸，法語的禮貌則以個體為導向（Pu，2003，

p. 85）。 

Gu（1990）、Mao（1994）、Pu（2003）從文化相對（relativism）的角

度看待中西禮貌差異，而 Leech（2007）則主張禮貌現象在各文化間皆是「同

中有異，異中有同」。他提出「禮貌大同策略」（Grand Strategy of Politeness，

簡稱 GSP），企圖以一個大原則涵蓋不同文化的禮貌現象。「禮貌大同策略」

指出，「為達禮貌，說話者的表達或暗示會將價值較高之物歸於他人，而將

價值較低之物歸於自己5」（Leech，2007，p. 181）。Leech（2007）分析中、

日、韓、英四個語言的例子，認為無論是集體意識較強的東方文化，或是以

個體自主為重的西方文化，其禮貌表現都符合「禮貌大同策略」，而文化差

異則顯示在對細部策略的不同側重之上。根據 Leech（2007）的看法，「禮

貌大同策略」至少有十項細部策略，分別以聽話者或說話者為導向。各細項

策略分述如下（Leech，2007，p. 182-189）。 

1. 抬高他人需求（慷慨）（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wants (Generosity)） 

譬如說，提供、邀請、承諾等行為在無標情況下是重視他人需求的慷

慨表現，也因此允許較為直接的語言策略，如命令句。 

2. 降低自我需求（得體）（Place a low value on S’s wants (Tact)） 

舉例而言，請求通常是間接的、試探性的，並給予對方拒絕的餘地，

降低說話者對聽話者的壓迫。 

                                                      
5 原文為「In order to be polite, S expresses or implies meanings which associate a high value 

with what pertains to O (O = other person(s), mainly the addressee) or associates a low value 

with what pertains to S (S = self,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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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抬高他人價值（讚美）（ 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qualities 

(Approbation)） 

譬如說，人們通常不畏給予他人讚美，甚至在某些場合，讚美是必須

的；反之，批評則通常經過包裝修飾。 

4. 降低自我價值（謙遜）（Place a low value on S’s qualities (Modesty)） 

一般而言，真誠的自我貶抑能讓人接受，但直截了當的自稱自讚卻是

不恰當的，需要加以修飾。此外，對讚美也不會以直接同意的方式回應，而

會依文化，用道謝、表達不可置信、回覆以讚美，甚至否決等方式降低對方

加諸於己身的美好價值。 

5. 抬高自己對他人的義務（Place a high value on S’s obligations to O） 

譬如說，道歉或致謝時，常搭配強化程度的修飾語，以強調自我對他

人的虧欠。例如「I’m terribly sorry」、「Thank you very much」。 

6. 降低他人對自己的義務（Place a low value on O’s obligations to S） 

通常來說，回應道歉時，會在言語上降低對方錯誤的嚴重性；回應致

謝時，也會在言語上縮小對方的負債。 

7. 抬高他人意見（同意）（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opinions (Agreement)） 

一般而言，回應他人的意見或評斷時，表示同意較受歡迎，也通常會

受到強化；另一方面，若要表示不同意，則須以猶豫、延遲或不予置評等方

式，以維持禮貌。 

8. 降低自我意見（意見保留）（Place a low value on S’s opinions 

(Opinion-Reticence)） 

提出自己的看法時，常會在句前加上一些模糊詞語，例如「I think…」、

「It might be that…」；同時，堅持己見通常是不受歡迎的。 

9. 抬高他人情感需求（同情）（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feelings 

(Sy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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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表示自己對他人有同理心，如道賀、祝福、安慰、詢問近

況等，是有禮且可直接表達的。 

10. 降低自我情感需求（情感保留）（Place a low value on S’s feelings 

(Feeling-Reticence)） 

譬如說，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在向他人訴苦之前會有較多猶豫及考量。 

Leech（2007）並指出，對於各細項策略不同文化重視的程度不一，如

東亞文化較英美文化重視「謙遜」，而英美文化則較重視「得體」；也就是說，

大原則雖同，但對細部原則看重的等級（scale）相異便造成了表面上不同的

禮貌現象（Leech，2007，p. 196）。此外，Leech（2007）也點明，不同文化

對上下距離（vertical distance）、平行距離（horizontal distance）、事件重量

（weight or value）、社會約定之權利義務強度（strength of socially-defined 

rights）、自我及他人界線（self and other territory）等人際變項之定義或敏感

度不同也會影響禮貌行為的表現（Leech，2007，p. 194、196-197）。同時，

除了以上提到的社會語用（socio-pragmatic）因素，Leech（2007）也指出，

語用語言（pragmalinguistic）差異也使各語種之禮貌表達不同，例如日語的

敬詞系統和英語的情態助動詞（Leech，2007，p. 195-196）。 

總結而言，從本節回顧的西方與中國之禮貌理論中可得到以下數點結

論：（一）華人文化的「面子」與「臉」為社會所賦予，英美文化的「面子」

則出自於個人的需求；（二）華人的禮貌是為了增進社會和諧、消弭人際衝

突，以群體為依歸，面子導向為「理想的社會認同」；現代法國的禮貌，如

同英美般，更偏重維持彼此的自由空間、避免侵犯他人領域，面子導向為「理

想的個人自主」；（三）各文化間禮貌概念的共同點為：「言語表達上，將價

值較高之物歸於他人，將價值較低之物歸於自己」。相異之處則來自於對細

部原則的偏重點不同，以及對人際變項之定義或敏感度有別。這些禮貌理論

將於本文第四章再次提出，用以解釋本研究語料所反映出的禮貌現象。以下

將進一步考察漢法文化差異及其所導致的不同溝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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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漢法文化及溝通特色 

本章第一節的回顧為本文華語及法語的禮貌語言異同提供理論基礎；

然而，這樣的禮貌差異是奠基於何種文化價值體系？禮貌概念不同及文化差

異又如何具體影響華人及法籍人士的溝通與人際互動？有鑑於 Mao（1994）

及 Pu（2003）兩位學者在分析漢法禮貌差異時皆採取了「集體導向」與「個

體導向」的觀點，本節首先將從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相關理論切入，討論

集體與個體主義社會之文化特點、人際關係以及溝通模式。接著，本節將簡

述台灣及法國的文化價值取向，並回顧以往對漢法溝通的對比研究，以期能

對本文語料有更精準的分析。 

一、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 

根據 Oyserman、Coon 與 Kemmelmeier（2002）的看法，集體與個體主

義的概念已存在了好幾個世紀，而近年研究在 Hofstede（1980）的跨國文化

價值觀專著發表後更是蓬勃發展。Oyserman 等人（2002）統合各家學者看

法，將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分別定義如下（Oyserman et al.，2002，p. 4-5）。 

（一）集體主義 

核心假設為「團體牽制個體，並使個體互相承擔義務」（groups bind and 

mutually obligate individuals）。集體主義成員依其在群體中的角色有著各種

社會期待及義務，並以圈內人為導向（oriented toward in-groups）、遠離圈外

人（away from out-groups）。 

（二）個體主義 

核心假設為「個體獨立於彼此而存在」（individuals a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個體主義將權利的重要性置於義務之上，看重個人責任、自由選

擇、個人成就，並尊重他人的完整性。 

Oyserman 等人（ 2002）及 Triandis（ 1995）並分別從自我概念

（self-concept）、健全度（well-being）、情境歸因（attribution style）、關係

（relationality）（Oyserman et al.，2002，p. 4-5），或是自我定義（defin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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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f）、目標（goals）、規範及責任義務認知（cognition on norms, obligations, 

and duties）、關係（relationship）（Triandis，1995，p. 43-44）等方面，分析

集體主義及個體主義的特點。此外，Gelfand、Bhawuk、Nishii 與 Bechtold

（2004）也曾對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在社會層次上的特性做過整理（Gelfand 

et al.，2004，p. 454）。以下本文將就本研究需要，從自我概念、人際關係及

溝通邏輯三方面統合三組學者的觀點。 

1. 自我概念 

集體主義的自我觀是互賴的（interdependent）（Gelfand et al.，2004；

Triandis，1995），「團體成員身分」是自我認同的核心，而受到重視的個人

特質也同時反映了集體的目標（Oyserman et al.，2002）；通常來說，集體主

義下，團體的目標凌駕於個人目標之上（Gelfand et al.，2004；Triandis，1995）。

相反地，個體主義的自我觀是獨立的（independent）（Gelfand et al.，2004；

Triandis，1995），重視個人成就、擁有獨特的個性或見解，以及維持對自我

良好的感覺（Oyserman et al.，2002）。同時，個體主義下，個人更重視自我

目標的實現，而非團體目標的達成（Gelfand et al.，2004；Triandis，1995）。 

2. 人際關係 

在集體主義中，個體之間有著長久穩固的關係，角色地位明確（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交往的人也許不多，

但關係通常更持久也更緊密，重視團體歸屬感，也常參與團體活動（Gelfand 

et al.，2004）。對集體主義社會而言，圈內人和圈外人之間界線分明（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t al.，2002），個人不常與陌生人互動，甚至對圈外

人較不留情，但會盡力維持與圈內人之間的和諧關係（Triandis，1995）。在

社交行為上，集體主義社會更強調常規（Triandis，1995）以及成員間的責

任和義務（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

圈內人間的來往常秉持平等互惠甚或慷慨付出的原則（Oyserman et al.，

2002）。另一方面，個體主義社會中，個人間的關係則較為浮動，通常只關

注自己和最親近的家人，至於其他人際互動，則理性地依當時需要融入不同

團體中，維持較為短暫且符合自我利益的關係（Gelfand et al.，2004；Oys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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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2；Triandis，1995）。個體主義成員可能有較多人際往來，但與他

人關係通常不深也不長久；他們對圈內人及圈外人的區分較不明顯（Gelfand 

et al.，2004），人前人後的行為表現差異也較小（Triandis，1995）。此外，

個體主義社會中，人們更常投入可獨立完成的活動（Gelfand et al.，2004），

行為則由個人態度及需求決定（Gelfand et al.，2004；Triandis，1995），並

強調權利及契約關係（Triandis，1995）。 

3. 溝通邏輯 

集體主義文化中，溝通一般較為間接（Gelfand et al.，2004），話語意

涵藏於上下文中（contextualized）（Oyserman et al.，2002），較常使用沉默

或模糊語來表意（Triandis，1995），且邏輯推理會依據當時情境及彼此關係

對話語做出恰當詮釋（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此外，集

體主義成員在論證時，傾向將最重要的論點後置，並偏好以尋求共識的方式

達成決議，考慮他人感受並避免與圈內人產生衝突（Triandis，1995）。相對

來說，個體主義社會裡，溝通一般較為直接（Gelfand et al.，2004），就算可

能危及人際關係，也傾向清楚明確地說出自己心中所想，（Triandis，1995）。

個體主義成員對語言含意的理解以表面內容（content）為主，而較不會將情

境（context）與彼此關係納入考慮，並認為社交資訊和社交情境是可分離的

（Oyserman et al.，2002；Triandis，1995）。另外，個體主義成員在論證時，

傾向將最重要的論點置於最開頭，並偏好以各抒己見、互相對抗的方式，以

找出最好的答案（Triandis，1995）。 

除了分析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特性外，Triandis（1995）並認為人類

社會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垂直集體主義」（vertical collectivism）、「垂直個體

主義」（vertical individualism）、「平行集體主義」（horizontal collectivism）及

「平行個體主義」（horizontal individualism）四大類。在垂直社會裡，人們

接受社會中階級不平等的事實，而平行社會則強調其成員各方面有相似的特

質，尤其重視彼此地位的平等。其中，「垂直集體主義」社會對權威較為敏

感，且更願意在上級命令下犧牲自我；「垂直個體主義」社會重視個人成就，

不願被視為平凡，渴望出人頭地；「平行集體主義」社會重視社會和諧，並

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平行個體主義」社會則看重個體的獨立性，並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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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平等（Triandis，1995，p. 44-46）。Triandis（1995）認為，中國和日本

屬於「垂直集體主義」社會；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等則偏向「垂直個體

主義」社會；瑞典屬於「平行個體主義」社會；以色列集體農場（Israeli 

kibbutzim）則是「平行集體主義」的例子（Triandis，1995，p. 45-47）。 

二、 台法文化價值取向 

上小節簡述了集體主義及個體主義文化表現在自我概念、人際互動與

溝通邏輯上的特點，並指出中華文化偏向「垂直集體主義」，而法國文化則

有「垂直個體主義」的傾向。然而，本文認為，僅以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理

論區分漢法文化，不免略顯粗糙，且漢文化包含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等地，

對本研究雖具參考價值，卻不免欠缺針對性。因此，本小節將藉由 Hofstede

（1980，2001）的實證研究，以及 Carl、Gupta 與 Javidan（2004）、Den Hartog

（2004）、De Luque 與 Javidan（2004）、Gelfand 等人（2004）、House 與 Hanges

（2004）、House 與 Javidan（2004）所合作的跨國文化研究，進一步描述台

灣及法國的文化價值取向。 

Hofstede（1980）於 1967-69 年間對 71 個國家的 IBM 員工做了工作價

值觀及感受方面的問卷調查，並於 1971-73 年間對其中 30 個國家重複了一

次同樣問卷，從中找出歷時變化不大的回應，並對這些問題項目進行分析。

Hofstede（1980）在第一次的分析中選取了 39 個國家，從「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個體－集體主義」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及「剛性－柔性」（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四個維度分析其文化價值觀的不同。而後，Hofstede（2001）在

第二次的分析裡，除原本的 39 個國家外，又納入了其他 11 個國家及 3 個區

域，並加入「長期－短期導向」（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 Orientation）維

度，共針對 53 組，從五個向度比較其文化差異。其中，由於「長期－短期

導向」維度的分析與其他四個維度相比描述較為簡略，且與本研究主題相關

性亦低，因此以下僅將針對前四個維度回顧 Hofstede（2001）的研究對台法

文化價值觀的啟示。 

根據 Hofstede（2001）的定義，「權力距離」指「組織社會中，地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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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者對權力不平等分配的接受及預期程度」6；「不確定性規避」指「某文化

中，成員對無組織情況感到不舒適的程度」7；「個體－集體主義」為「個人

應該自己照顧自己的程度」相對於「個人應該融入團體的程度」8；「剛性－

柔性」指「性別間情緒角色的分布…一邊是『剛毅』的剛性社會，一邊是『柔

軟』的柔性社會」9。Hofstede（2001）在分析問卷後，透過數種運算方式在

各維度上給予每個國家或區域一個指數。「權力距離」指數越高表示對權力

差異的接受度越高；「不確定性規避」指數越高表示越傾向規避不確定因素；

「個體－集體主義」指數越高表示越傾向個體主義；「剛性－柔性」指數越

高表示越偏向剛性社會。台灣、法國以及 53 組平均的指數數值，如圖二-1

所示。 

 

圖二-1 台法文化價值取向（Hofstede，2001） 

從圖二-1 可看出，「權力距離」及「不確定性規避」方面，台法的指數

皆高於平均，且法國較台灣的指數更高，顯示法國比台灣更能忍受組織中權

力的不平等，但更不喜歡不確定的情況。「個體－集體主義」方面，台法差

                                                      
6 原文為「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ess powerful members of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accept 

and expect that power is distributed unequally」。 
7 原文為「the extent to which a culture programs its members to feel either uncomfortable or 

comfortable in unstructured situations」。 
8 原文為「the degree to which individuals are supposed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or remain 

integrated into groups」。 
9 原文為「the distribution of emotional roles between the genders…; it opposes “tough” 

masculine to “tender” feminine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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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最大，台灣明顯為傾向集體主義的社會，法國則更偏向個體主義文化。「剛

性－柔性」方面，台法指數皆略低於平均，且兩者數值接近，顯示台法皆稍

微傾向較柔軟的社會。 

此外，Hofstede（2001）並將其研究結果延伸詮釋，試圖預測各維度在

家庭、學校、工作機關、行事動機、團體認同各方面的表現。由於本文研究

與學校情境有關（詳見第三章），且研究變項包含「相對權勢」及「社會距

離」，因此以下透過表二-3 與表二-4，整理 Hofstede（2001）對「權力距離」

和「個體－集體主義」兩維度表現於學校場景之預測。 

表二-3 「權力距離」在學校情境的表現（Hofstede，2001，p. 107） 

「權力距離」指數高 「權力距離」指數低 

1. 學生依賴老師。 1. 老師視學生為地位平等的對象。 

2. 無論課內外，學生都尊敬地對待老

師。 

2. 學生視老師為地位平等的對象。 

3. 以老師為中心的教育。 3.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4. 課堂上，所有話題都由老師開啟。 4. 師生都會在課堂上主動開啟話題。 

5. 老師是傳達個人智慧的智者。 5. 老師是傳達知識的專家。 

6. 父母應該與老師同一陣線管理孩子。 6. 父母可能會與孩子一起對抗師長。 

7. 學習品質仰賴老師的傑出表現。 7. 學習品質仰賴雙向溝通及學生的傑

出表現。 

8. 權威價值獨立於教育層級而存在。 8. 較低階的教育才需要權威關係。 

9. 教育體系著重優秀人才。 9. 教育體系專注於中等人才。 

10. 較少諾貝爾獎得主。 10. 較多諾貝爾獎得主。 

11. 高度期待科技所帶來的好處。 11. 適度期待科技所帶來的好處。 

 

表二-4 「個體－集體主義」在學校情境的表現（Hofstede，2001，p. 237） 

「個體主義」指數低 「個體主義」指數高 

1. 老師視學生為一個團體。 1. 老師視學生為單獨的個體。 

2. 學生個人自發性行為受到勸阻。 2. 學生個人自發性行為受到鼓勵。 

3. 學生提出種族優越的傳統觀點。 3. 學生提出「現代」觀點。 

4. 學生在既存的小團體中彼此交流。 4. 學生根據任務及當下需求彼此交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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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 「個體－集體主義」在學校情境的表現（Hofstede，2001，p. 237）

（續） 

「個體主義」指數低 「個體主義」指數高 

5. 學生期待從同一個圈子的老師那裡

得到特別待遇。 

5. 同一個圈子不代表會有特別待遇。 

6. 和諧、面子、在課堂上的羞辱。 6. 學生的自我受到尊重。 

7. 學生在課堂或大團體中不會主動發

言。 

7. 期待學生在課堂或大團體中主動發

言。 

8. 學生的挑釁行為對學校成績有不好

的影響。 

8. 學生的自尊對學校表現有好的影響。 

9. 教育的目的是要學會如何做。 9. 教育的目的在於學會如何學習。 

10. 文憑是進入高等社會的門票。 10. 文憑增進經濟價值或自尊。 

Hofstede（1980，2001）的文化價值取向比較研究，為當時跨文化研究

承先啟後的代表作品，有其時代意義；然而，其兩次分析的樣本都來自

1967-73 年間的問卷調查，取樣時期距今已近 40 多年之久，其結果是否適

用於當代仍有待驗證。為此，本小節同時將回顧「全球領袖及機關行為有效

性研究計畫」（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 

Research Program，簡稱 GLOBE），希望藉由此項於二十世紀 90 年代進行取

樣的文化價值取向研究，提供更接近本文寫作年代的資訊。 

根據 House 與 Javidan（2004）以及 House 與 Hanges（2004）的描述，

GLOBE 為一項從 1993 年開始的長期研究計畫，其範圍涵蓋 62 個國家，調

查對象為三種產業裡共 15427位中階經理人，從「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機構集體主義」（Institutional 

Collectivism）、「團體內集體主義」（In-Group Collectivism）、「性別平等主義」

（Gender Egalitarianism）、「斷言程度」（Assertiveness）、「未來導向」（Future 

Orientation）、「表現導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人道導向」（Humane 

Orientation）等維度，透過 7 度量表問卷對參與者進行調查。這些維度之中，

「不確定性規避」、「權力距離」以及兩組「集體主義」之概念與 Hofstede

（1980，2001）的模組接近，而 Hofstede（1980，2001）的「剛性－柔性」

維度在 GLOBE 計畫中則拆成「性別平等主義」與「斷言程度」兩個維度

（House & Javidan，2004，p. 13）；其中，又以「斷言程度」所反映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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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文研究較為相關。至於「未來導向」、「表現導向」及「人道導向」等維

度與 Hofstede（1980，2001）的研究沒有可對照之處，跟本研究也較不相關，

因此暫且略過不表。以下條列GLOBE計畫對「不確定性規避」、「權力距離」、

「機構集體主義」、「團體內集體主義」以及「斷言程度」之定義（House & 

Javidan，2004，p. 11-13）。 

不確定性規避：組織或社會內成員藉由仰賴確立的社會常規、儀式及

官僚行為，以避免不確定性的程度10。 

權力距離：組織或社會內成員預期並同意權力應分層級的程度，以及

預期並同意權力應集中於組織或政府高層的程度11。 

機構集體主義：組織或社會制度鼓勵集體資源分配以及鼓勵集體行動

的程度12。 

團體內集體主義：個人為其組織或家庭表示驕傲、忠誠以及凝聚的程

度13。 

斷言程度：組織或社會內成員在社交關係中斷言、挑釁以及好鬥的程

度14。 

同時，本小節並根據 GLOBE 團隊的看法，將「斷言程度」與「不確定

性規避」在溝通及人際互動上的表現整理於表二-5 與表二-6 中。至於「權

力距離」維度，由於作者（Carl et al.，2004，p. 536）15描述其可能造成的

                                                      
10 原文為「the extent to which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or society strive to avoid 

uncertainty by relying on established social norms, rituals, and bureaucratic practices」。 
11 原文為「the degree to which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or society expect and agree that 

power should be stratified and concentrated at higher levels of an organization or 

government」。 
12 原文為「the degree to which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encourage and 

reward collectiv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13 原文為「the degree to which individuals express pride, loyalty, and cohesiveness in their 

organizations or families」。 
14  原文為「 the degree to which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or societies are assertive, 

confrontational, and aggressive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15

 GLOBE 團隊的研究報告共有二十二章，由二十四位學者分組合力寫成。本文回顧的部

分牽涉到其中六章，每章的撰寫者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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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象時，未針對人際互動及溝通深入說明，因此暫且略過不表；而「集

體主義」維度對人際溝通的影響，已於本節第一小節中詳加說明，在此不再

贅述。 

表二-5 「斷言程度」對人際互動的影響（Den Hartog，2004，p. 405） 

「斷言程度」指數低 「斷言程度」指數高 

1. 認為斷言或自我主張太強是不利社

交的，重視謙虛及溫和。 

1. 看重社會成員果斷、支配、強硬的行

為。 

2. 同情弱者。 2. 同情強者。 

3. 重視合作。 3. 重視競爭。 

4. 重視人群和溫暖的人際關係。 4. 重視成功和進步。 

5. 講話不直接，重視為他人留面子。 5. 重視直接的溝通，不喜歡模稜兩可。 

6. 看重語言和溝通中的曖昧不明。 6. 溝通時重視表達清晰、直截了當。 

7. 看重抽離的、自制的行為。 7. 看重表情豐富及思想和情感的表達。 

8. 強調平等、團結、生活品質。 8. 強調公正、競爭、表現。 

9. 強調傳統、年長資深、經驗。 9. 認為自己「可以做得到」。 

10. 強調團結、忠誠、合作精神。 10. 認為結果重於人際關係。 

11. 比起「你做了什麼」，更重視「你是

誰」。 

11. 比起「你是誰」，更重視「你做了什

麼」。 

12. 認為他人本質上可信任。 12. 把他人視作投機者。 

 

表二-6 「不確定性規避」對人際互動的影響（De Luque & Javidan，2004，

p. 618） 

「不確定性規避」指數低 「不確定性規避」指數高 

1. 與人互動較輕鬆、非正式。 1. 與人互動較為正式。 

2. 依靠信任之人的話語而非契約合同。 2. 法律契約有文件合同。 

3. 較不在意秩序或做記錄，通常不把會

議中的結論寫下來。 

3. 有秩序、一絲不苟地記錄，記載下會

議中的結論。 

4. 依靠非正式的交流和規約，而非書面

的政策、流程、規定。 

4. 依靠書面政策和流程，建立並遵守規

範，用文字確認溝通結果。 

5. 較不抗拒改變。 5. 比較抗拒改變。 

6. 較不希望建立規則來控制行為。 6. 較希望建立規則以方便預測行為。 

7. 較能忍受規則被破壞。 7. 較不能忍受規則被破壞。 

除了數個文化價值維度之外，GLOBE 問卷調查中，問題又可分為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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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價值觀」及「實際情況」。「價值觀」調查受訪者認為「某件事應該

怎麼樣」（Should Be），「實際情況」則調查受訪者觀察「某件事在組織社會

中實際上如何運行」（As Is）（House & Hanges，2004，p. 98）。此外，所有

問題又可分為「社會」及「組織機構」兩個層次；「社會層次」調查社會中

的一般傾向，「組織機構層次」則針對受訪者對該社會中公司組織的看法進

行調查（House & Hanges，2004，p. 98）。圖二-2、圖二-3、圖二-4 及圖二-5

分別列出台灣和法國在社會層次上「不確定性規避」、「權力距離」、「機構集

體主義」、「斷言程度」及「團體內集體主義」之「價值觀」和「實際情況」

的得分情況。同時，61 個國家16的平均得分也一併附上，以做比較。 

 

圖二-2 台法「不確定性規避」得分（De Luque & Javidan，2004） 

 

 

圖二-3 台法「權力距離」得分（Carl et al.，2004） 

                                                      
16

 據 House 與 Javidan（2004）指出，62 個國家中，捷克的資料有過大偏差，因此不納入

分析（House & Javidan，2004，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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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4 台法「斷言程度」得分（Den Hartog，2004） 

 

 

圖二-5 台法「集體主義」得分（Gelfand et al.，2004） 

從圖二-2 到圖二-5 可看出，GLOBE 對台法文化價值取向調查的結果在

「實際情況」中和 Hofstede（1980，2001）的發現有相同趨勢。其中，無論

是價值觀或實際情況，台灣在「機構集體主義」和「團體內集體主義」的得

分都高於法國，而「權力距離」和「不確定性規避」方面，台灣在「價值觀」

的得分高於法國，在「實際情況」中的得分則低於法國。另外，在「權力距

離」維度，無論是價值觀或實際情況，台法的得分都高於平均值，而在「斷

言程度」的得分則都低於平均值。 

綜觀本章第一節 Mao（1994）、Pu（2003）和本節第一小節 Triandi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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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以及本小節 Hofstede（1980，2001）與 GLOBE 團隊的實證研究結

果，幾乎可確信台灣社會傾向集體主義文化，而法國社會則有個體主義的傾

向。就此推測，整體而言，台灣較重視人際和諧及團體內個人的責任義務，

且對「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區分較為明確，而法國則重視個人自由和權

利，尊重他人空間，對「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區分也較不明顯。再者，

「集體主義」程度較高和「斷言程度」較低也可能讓台灣社會更偏好間接、

含蓄、仰賴上下文和人際關係的溝通方式。至於法國社會，一方面較為「個

體主義」，因此可能更偏好直接、以內容清晰為重的溝通；同時，由於其「斷

言程度」低於平均，在溝通上是否全然直截了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外，

Hofstede（1980，2001）與 GLOBE 團隊的研究都指出，台灣與法國皆為「權

力距離」指數較高的社會；這也呼應了 Triandis（1995）的看法，顯示華人

屬於「垂直集體主義」社會，法國則傾向「垂直個體主義」文化。另外，在

價值觀上法國的「權力距離」得分較台灣低，但在實際情況中其得分卻較台

灣高，一方面呼應了 Pu（2003）所言，現代法國社會重視「人生而平等」

的信念，另一方面，也顯示實際生活中法國社會的階級依然分明。下一小節

將回顧漢法溝通的相關研究，以深入闡述本節前兩小節所提及的漢法文化差

異，考察漢法文化在語言運用中的實際體現。 

三、 漢法溝通差異 

本小節從表達的直接程度、書寫邏輯以及對「社會距離」和個人領域

的敏感程度等方面考察漢法文化差異在語言上的表現。同時，由於本文郵件

語料於支援策略中包含了致謝、恭維等言語行為，因此本小節也將對致謝和

恭維的漢法差異進行簡短回顧。 

首先，過往研究指出，與法語相較，漢語溝通有較為含蓄間接的傾向

（Pu，2003；Sun，1987；Wang，2009）。Pu（2003）發現，彼此意見不同

時，漢語人士傾向採取迴避策略，以暗示或曖昧不明的話語表達不贊同，以

維持人際和諧，尤其對地位較高的對象更是如此。法語人士則不然。遇到彼

此意見相左時，法語人士傾向清楚表明自己的意見，與對方辯駁，並爭取在

論辯中佔上風，就算對方地位較高也不會因此退卻（Pu，2003，p. 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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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1987）的研究則指出，口頭對室友抱怨並進一步提出改善要求時，法

語母語者多採取「規約型間接策略」，而漢語母語者則傾向使用「暗示」來

提出要求（Sun，1987，p. 125-127）。此外，Wang（2009）的研究則發現，

道歉或致謝時，法語人士偏好口頭上直接表達歉意或謝意，漢語人士則更常

透過書信、紙條、簡訊等媒介，或以具體的補償行動來表達虧欠或感謝之情

（Wang，2009，p. 70-71）。 

再者，除了口語溝通較為間接，根據部分文獻，漢語在書面語篇結構

上也可能有比法語更為迂迴的傾向。Ma（1996）指出，漢語的思考呈現「迴

旋式」（circular thinking pattern），傾向以迂迴的方式表達所想。Pu（2003）

也提出，漢語人士對上級寫請求信件時，偏好從不相關的話題入手，最後再

提出請求，或以回還反覆的暗示表達所需，而不直接提出請求。法語語篇則

有與此不同的樣貌。Kaplan（1966）考察大學生的作文，發現法語母語者在

直線敘述中時有「岔題」（digression）的現象；Pu（2003）則指出，雖然法

語的語篇結構沒有英語來得線性，但與漢語相較已直接許多。Pu（2003）

提出，在對上級的請求信件中，法語人士更傾向先直接表明請求目的，接著

再陳述原因。不過，另一方面，許力生（2006）對漢語語篇的分析則有與以

上學者不同的看法。他分析了八篇漢語論說文，發現 43 個段落中，語篇呈

直線發展的有21段，非直線發展的22段，線性與迂迴的分布可說不相上下，

而非皆傾向迂迴發展（許力生，2006，p. 145-154）。 

此外，溝通時，漢語人士及法語人士對「社會距離」與個人領域等情

境變因的敏感度也不同。「社會距離」方面，孟筱敏（2006）、Meng（2006）

及 Wang（2009）分別指出，中國人對親人及好友較少道歉，也不常致謝，

法國人則不然，無論對不熟的人或親朋好友，致歉或表示謝意的頻率都差不

多。Wang（2009）認為，對中國人而言，除非遇上大事，否則親友之間太

常道謝或致歉會拉遠彼此距離，顯得生疏。Pu（2003）則發現，跟法語人

士相較，漢語人士很少跟陌生人打招呼，而通常只問候自己認識的對象（Pu，

2003，p. 168）。這些觀察都支持了漢語人士對圈外人及圈內人區分較為明確

的看法。個人領域方面，Meng（2006）發現中國人在較擁擠的公共場合發

生碰撞時通常不會道歉，而法國人在相同情況下則會彼此致歉；同時，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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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關辦事，法國人常會以「pardon」（抱歉）、「excusez-moi」（不好意思）

等表示歉意的短語開頭，中國人則傾向直接呼叫對方，引起對方注意（Meng，

2006，p. 76-77）。Meng（2006）認為，這是由於法國人對個人領域較敏感，

容易感覺自己打擾對方、入侵他人領域的緣故。 

最後，漢法溝通差異也可見於「致謝」及「恭維」等言語行為的施行

方式及其在交際中所起的功能。孟筱敏（2006）指出，法語人士常用「感謝

語」加上「認可對方付出」的話語來道謝，譬如說「謝謝」加上「您真是客

氣」；漢語人士則會使用「感謝語」加上「道歉語」（如『不好意思』）的方

式來表示謝意並承認負債（孟筱敏，2006，p. 156-157）。恭維語方面，Pu

（2003）與 Sun（2006）都指出，法語人士的恭維常見於上位者對下位者，

表示鼓勵，而漢語人士的恭維則更常見於下位者對上位者，以表尊敬。Pu

（2003）並進一步指出，法語的恭維更常發生在熟人之間，對不熟的對象則

較為節制。此外，漢語人士較能接受對不實之事的讚美，但對法語人士而言，

過於誇大的讚美會令人不快（Pu，2003，p. 190-191）。同時，漢語人士在有

求於上位者時，可能會找機會恭維對方，以緩解氣氛或幫助自己達到目的；

然而，對法語人士而言，這樣的做法則可能冒犯對方（Pu，2003，p. 192-193）。

就法語人士看來，讚美不熟識的對象、誇張的恭維或求助於上位者時搭配出

現的讚美都有虛假的嫌疑，是須小心處理的（Pu，2003，p. 195）。 

總結而言，過往研究指出，漢語溝通較法語溝通更含蓄間接，且圈內

人及圈外人區分更為明確，而法語溝通則對彼此的個人領域較為敏感。這些

現象皆呼應了「漢文化偏向集體主義，而法國文化偏向個體主義」的論述。

此外，漢語和法語在「致謝」和「恭維」的表達和理解上也有所不同。另一

方面，對於「漢語語篇傾向迂迴發展、法語語篇傾向直線進行」的看法，各

家學者意見不一，有待進一步釐清。 

本節從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漢法文化價值取向及漢法溝通差異等方

面，討論了漢法文化差異及其對語言使用所造成的影響。第四章則將透過郵

件語料分析，檢驗以上論述於本文語料中的適用程度，並在過往研究的基礎

上，進一步對其進行驗證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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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溝通 

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溝通在過往文獻中被視為「電腦媒介溝通」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一種形式（Barnes，2003；Crystal，

2001；Herring，1996）。然而，透過電腦或網路的溝通方式包羅萬象，除了

電子郵件外，尚包含即時通訊軟體、部落格、網路論壇、網路聊天室、電子

佈告欄系統（BBS）、視訊會議以及近幾年當紅的臉書（Facebook）等。這

些不同的網路溝通管道所允許的溝通媒材不一（純文字或可含照片、影片）、

即時程度相異（同步或非同步）、匿名程度也不同（完全匿名、使用網路代

號，或使用本名）。從這些差異中，也可推測不同的網路溝通模式會有屬於

其自身的特色。以下本節首先回顧「電腦媒介溝通」的相關文獻，指出透過

網路的溝通有何共同特色。接著，本節將整裡「電子郵件」作為溝通媒介的

特點。 

網路做為溝通媒介有許多與面對面交談或電話交談不同之處，例如傳

統副語言（paralanguage）的缺乏、社交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較低、較

為「去個人化」（impersonal）（Short et al.，1976）等。Cultan 與 Markus（1987）

稱這個現象為「線索濾淨」（cues filtered out），認為網路溝通中的人際訊息

較面對面交談少，而使溝通參與者對彼此形象所知更為有限，對交談場景、

地位關係等社會情景的敏感度也會降低（Cultan & Markus，1987，p. 423-429）。

事實上，Dubrovsky 等人（1991）以及 Tan 等人（1998）的研究都發現，在

合議做出決定的情況中，與面對面溝通相較，階級關係在網路討論中較不明

顯。同時，謝佳玲（2009）對台灣網路論壇求助語言的研究也指出，網路求

助中，「訊息的準確性與清晰度權重較高，直接性[…]形成互動的禮貌標誌。

同時，在真實社會中主導談話方式的地位因素在虛擬社會中卻趨於模糊」（謝

佳玲，2009，p. 96-97）。 

對於上述觀點，Walther（1996）則提出了不同的詮釋。他指出，以往

研究所觀察到網路交談中「去個人化」之現象，很可能是發話者刻意作出的

選擇：「作決定」等以任務為導向的活動若能不摻入人際影響，更能有效達

成目標。Walther（1996）並指出，事實上，以電腦為媒介的溝通也常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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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人際互動的活動，如戀愛交友，而非絕對的「去個人化」。據此，

Walther（1996）對網路溝通的特色提出另一個理論：「超人際互動」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超人際互動」指出，由於網路溝通「濾淨」

了許多非語言線索，也沒有社交臨場的壓力，因此參與者更能依其所願自由

選擇所欲使用的語言，可以讓負面評語更加沒有節制，也可以藉助線索的隱

藏塑造出自己所欲呈現的形象；尤其在非同步的網路溝通中，參與者有時間

構思並編輯即將發出的訊息，而有機會讓網路語言變得比面對面交談更有利

於社交（socially desirable）（Walther，1996，p. 17）。Walther（1996）的論

點並在 Duthler（2006）的實證研究中得到支持。Duthler（2006）對比美籍

大學生經由語音留言及電子郵件對教授提出請求的情況，發現電子郵件請求

在正式及禮貌程度上皆高過語音留言，顯示非同步的網路溝通的確能提高語

言有利社交的程度。 

從以上學者的論述中可看出，「電腦媒介溝通」的共同特色之一為「線

索濾淨」，而濾淨的程度及導致的結果則和溝通目的或即時程度等其它因素

有關。Gu（2011）依載體不同對各種溝通媒介做出分類，並進一步對不同

媒介的特色做出分析。Gu（2011）把話語依載體之不同分為四類：「土地承

載之話語」（land-borne situated discourse，簡稱 LBSD）、「文字承載之話語」

（written-word-borne discourse，簡稱 WWBD）、「空氣承載之話語」（air-borne 

situated discourse，簡稱 ABSD）及「網路承載之話語」（web-borne situated 

discourse，簡稱 WBSD）。其中，「土地承載之話語」指傳統面對面的言談；

「文字承載之話語」指以書信、電報為媒介的言談；「空氣承載之話語」指

廣播、電視中的言談；「網路承載之話語」則指以電腦為媒介的溝通（Gu，

2011，p. 137）。Gu（2011）並由「時空投入」（spatial-temporal engagement）

和「個人投入」（personal involvement）兩方面，從言談的同步性（immediacy）、

同身出現（co-presence）、即時當地（here-and-now）、實體體現（embodied）、

個人化（personalized）以及身份明確性（identity specified），分析不同媒介

的話語各自具有的特性（Gu，2011，p. 140）。本文將 Gu（2011）的分類翻

譯整理如表二-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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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7 話語載體特性：「時空投入」與「個人投入」（Gu，2011，p. 140） 

模式 次類 同步性 同身 

出現 

即時 

當地 

實體 

體現 

個人化 身份 

明確性 

LBSD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BSD 錄影、錄

音室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廣播、電

視 

偽同步 否 否，除

非是現

場直播 

單向的 單向的 單向的 

WBSD 文字為主

的網頁 

否 否 否 否 多為匿

名 

多為類

屬身分 

語音聊天 偽同步 是 僅即時 僅語音 是 是 

網路會議 偽同步 是 僅即時 語音及

影像 

是 是 

email、部

落格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WWBD 個人書信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非個人書

寫 

否 否 否 否 否 多為類

屬身分 

從上表可看出，電子郵件溝通在同步性、即時當地、實體體現和身份

明確這幾點上與「個人書信」的溝通模式較為接近－－非同步、非即時當地、

實體體現程度低，且發話者及受話者彼此身分關係明確。也就是說，比起同

屬「電腦媒介溝通」的網路論壇或視訊會議，電子郵件溝通還更接近書信往

來聯繫。這也暗示，Cultan 與 Markus（1987）、Dubrovsky 等人（1991）、Tan

等人（1998）以及謝佳玲（2009）所提出的「網路交際對地位關係敏感度較

低」之現象，恐怕僅局限於部份平臺中，如以任務為導向的視訊會議或匿名

的網路論壇。就電子郵件而言，近十幾年來的研究大都顯示，電子郵件所使

用的語言如同面對面交談般，受到了「相對權勢」（Volckaert-Legrier et al.，

2009）、寄件者身分角色（Pilegaard，1997）、事件強加程度（Biesenbach-Lucas，

2007；Duthler，2006）以及文化差異（Biesenbach-Lucas，2005，2007；Chang 

& Hsu，1998；Yeung，1997；Zhu，2005）等情境變因制約。如同 Walther

（1996）所指出，「非同步」的特性讓發話者有時間構思編輯即將發出的訊

息，而「實體體現程度低」則濾淨了大部分的語音、表情等線索，也方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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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呈現出最有利於己的形象。同時，若加上「交際雙方身分明確」的特性，

則使發話者書寫時必須考慮各種社會情境變因，以避免不利的人際後果。 

總結而言，電子郵件溝通如同大部分以電腦為媒介的溝通，有「線索

濾淨」的特點，而「線索濾淨」搭配電子郵件「非同步」的特色，讓發話人

有充裕的思考時間，更能藉由文字塑造出自己所欲呈現的形象。同時，濾淨

了語音和表情線索的溝通環境，也可能使電子郵件較面對面溝通更重視表達

的清晰程度。另一方面，「身份明確」的特性，也促使發話者書寫時將人際

關係和情境變因納入考量，以維持良好的社會互動。 

本節整理出電子郵件作為溝通媒介的主要特色。這些特點將於本文第

四章中用以解釋語料分析的部分結果；同時，也將透過語料分析，驗證過往

研究所指出的電郵溝通特色是否反映於本研究的郵件語料中。 

第四節 請求言語行為 

本節首先回顧文獻對「請求言語行為」之定義，並從中整理出本文對

「請求受話者行動」的定義。接著，本節將分別回顧「口語請求言語行為」

及「書信與電腦媒介之請求言語行為」的相關研究。 

一、 「請求言語行為」之定義 

Austin（1962）首度提出言語行為理論，並將「請求」（request）歸於

「施權行為類」（exercitive）的言語行為。而後，Searle（1979）改良 Austin

（1962）的理論，認為「請求」為「指令類」（directive）的言外行為，並將

「請求」行為定義如下： 

預備條件：    H 有能力做 A。 

誠意條件：    S 希望 H 做 A。 

命題內容條件：動作 A 是受話者 H 未來的行為。 

基本條件：    S 試圖讓 H 去做 A。 

此外，為了將「請求」和「命令」（order）、「下令」（command）等指

令類言語行為加以區分，Searle（1969）並指出，在「命令」和「下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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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話者之權威（authority）必須高於受話者；而 Searle 與 Vanderveken（1985）

的著作中亦提及，「請求[…]允許拒絕之可能性。」換句話說，在「請求」

中，發話者認為受話者有權決定接受或是拒絕其要求，而若是「命令」或「下

令」，發話者則認為受話者必須接受其指令、必須按其要求行事。 

Leech（1983）則將「請求」定義地更為細緻。Leech（1983）認為，「請

求」是「發生於未來」、「為受話者所執行」、「有條件的」（conditional）、「對

聽話者有利而對受話者不利」、「發話者希望受話者執行」之行為。所謂「有

條件」（conditional），Leech（1983）提出的乃是一個和 Searle 與 Vanderveken

（1985）類似的觀點：「『有條件』指發話者明白，唯有當受話者同意時，動

作才會被執行」；相對而言，「『無條件』指的則是發話者認為聽話者接受並

執行該動作，是理所當然的。」 

另一方面，Tsui（1994）考察言談中發話者之目的及受話者的回應

（response），將言語行為重新分類。她的架構把「請求」（request）視為「請

求類行為」（requestive）的一個次類，認為其特點在於「引發受話者的非語

言行動」、「受話者的行為將僅使發話者受惠」且「受話者有權選擇是否照發

話者的要求去做」。Tsui（1994）認為，「請求類行為」和「指令類行為」（directive）

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不能預期受話者是否會接受請求，而後者則因發話者和

受話者之間有明確定義的權利義務關係，且發話者有權利對受話者做某種要

求或有高於受話者的權威。「指令類行為」和「請求類行為」的例子如例（4）

和例（5）底線部分所示（Tsui，1994，p. 96、116）。 

（4）D：Leave my matches alone, I’m telling you a joke. 

別弄我的火柴，我在跟你講笑話。 

C：Right what’s that. 

好，什麼。 

（5）J：I wonder if you might give my apologies. I’m not going to make it tomorrow.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替我致歉。我明天可能去不成了。 

K：Okay Jack sure. 

好的，Jack，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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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中，D 認為自己有權要求 C 不要玩火柴，因此使用了不給對方拒絕

餘地的「指令類行為」，而 C 也果真應其要求去做。例（5）中，J 沒有權利

勉強 K 替他的缺席道歉，也不能預期 K 會接受其要求，因此採取了較為客

氣的「請求類行為」對 K 提出請求。這個區分「請求」和「命令」的觀點

和 Leech（1983）及 Searle 與 Vanderveken（1985）是相似的。 

此外，Tsui（1994）也指出，「引發受話者的非語言行動」和「發話者

向受話者要求的事情將僅使發話者受惠」等特色，使「請求」和「給予」（offer）、

「提議」（propose）、「建議」（advise）、「邀請」（invite）等言語行為區分開

來。「給予」、「提議」、「建議」和「邀請」的例子，分別如例（6）、例（7）、

例（8）和例（9）的底線部分所示（Tsui，1994，p. 96、100、123）。 

（6）D：You’re going to China on Friday or Saturday. 

你星期五還是星期六去中國。 

R：No, we’re going on Saturday and coming back Monday. 

不是，我們星期六走，星期一回來。 

D：I’ll see if I can f— do you go into Canton? 

我看看能不能－ 你們會去廣東嗎？ 

R：Yes. 

會。 

D：I’ll see if I can find an old map of Canton that we had of the city y’know just 

as reference.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們以前的一張廣東舊地圖，你知道就是當作參考。 

R：Oh Don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喔 Don 你人真好。 

（7）X：So why don’t we arrange to get together maybe Sunday? 

所以我們何不星期天的時候聚一聚？ 

H：Okay，that’ll be splendid, that’ll be great. 

好，那一定很精彩，一定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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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I’d like to get a copy from Singapore in fact. I’ve got to give a cours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a nice textbook but I can’t get hold of 

the copy. 

事實上我想從新加坡那邊要一本。我要開一門語言習得的課，然後我覺

得那本書當教科書不錯，可是我沒辦法拿到。 

F：Why don’t you call, write ah write to New York and ask for an inspection copy. 

你何不打電話，寫信呃寫信給紐約去要一本試讀本。 

（9）H：Well y’know Alice and I were just suggesting that maybe some Friday evening 

you might be free to come out for supper, right? 

嗯，你知道，Alice 跟我在想也許哪個星期五晚上你可能有空來吃晚餐？ 

例（6）的動作執行人為發話者，而動作受惠人為受話者；例（7）動作執行

人和受惠人為發話者和受話者雙方；例（8）和例（9）的動作執行人跟受惠

人皆為受話者。至於表示「請求」的例（5）中，動作執行人為受話者，而

受惠人則為發話者。 

另一方面，並非所有學者在對請求行為的定義中，都採納了「『請求』

允許受話者選擇是否執行此動作」這項限制。例如，Trosborg（1995）定義

請求言語行為時，僅提出在請求言語行為中「發話者希望受話者執行某件對

己有利的事」；他並指出，「請求」依言外之力的強度，包含了「命令」（order）

到「乞求」（beg）等行為（Trosborg，1995，p. 187-189）。Usó-Juan（2010）

同意 Trosborg 的看法，並指出發話者進行請求的意圖在於「使受話者做某

件符合發話者之目標的事」（Usó-Juan，2010，p. 238）。 

在請求行為的類型方面，Trosborg（1995）和 Usó-Juan（2010）都認為

請求言語行為包含「請求受話者行動」（request for action）和「請求受話者

提供資訊」（request for information）兩種。Tsui（1994）則認為請求言語行

為僅包含「引發非語言行動」的行為，可依執行者的不同區分為「請求受話

者行動」（request for action）和「請求受話者允許」（request for permission）；

「請求受話者行動」的動作執行人為受話者，「請求受話者允許」的動作執

行人則為發話者。而「請求受話者提供資訊」，由於引發的可能只有受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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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上的回覆，因此 Tsui（1994）將其歸入「引答言語行為」（elicitation）

裡的「詢問資訊」（elicit: inform）中。「請求受話者行動」、「請求受話者允

許」和「詢問資訊」的例子，請見第一章第一節例（1）、例（2）、例（3）。 

根據以上文獻，本節以下將定義本文中「請求受話者行動」之言語行

為。首先，對於「請求言語行為」的界定，本文支持 Trosborg（1995）和

Usó-Juan（2010）的看法，認為除了「『請求』為發話者希望受話者在未來

執行的動作」這個條件外，只須再從「受話者的行為將僅使發話者受惠」這

個角度來限制請求言語行為，而不須加入「受話者有權選擇是否照發話者的

要求去做」這個條件。本文認為，「發話者受惠」這個條件是必要的，因為

如此一來，才能將「請求」和「建議」、「邀請」等行為區分開來；且從受話

者的回應來看，在「接受建議」和「接受邀請」等情況下，受話者通常會搭

配表達感謝的詞語，而在「接受請求」的情況下則否（Tsui，1994），顯示

受惠者的不同確實會讓受話者對某一言語行為產生不同詮釋。至於「受話者

是否有權選擇拒絕」這點，本文則認為不應做為區分請求行為的條件之一；

本文贊成 Trosborg（1995）的看法，認為「請求」可依言外之力的強度，包

含「命令」到「乞求」等行為。本研究認為「命令」跟「請求」之間往往存

在部分模糊地帶；純粹的「「命令」通常必須同時包含「上對下關係」或「平

位關係」，以及「發話者有權要求，且受話者有義務執行」等數個要素，若

缺少上述部分要素，便難以絕對地將其歸於「命令」或「請求」中。 

此外，對於學者們所提出的「動作的完成僅能使發話者受惠」這點，

本文認為，應修正為「發話者的動機乃出於對自身利益或願望之考量，且通

常動作的完成將使發話者比受話者獲益更多。」這是因為，首先，在某些情

況中，受話者並非完全無法從事件的完成中獲益。舉例而言，某人可能請朋

友幫他修改作業，但同時也會請朋友喝飲料做為報酬。此外，在本研究情境

設定訪談（詳見第三章）所蒐集到的語料中，有一個情況為一位女學生請老

師寫信安慰自己研究所落榜的男朋友。這位女學生認為，動作的完成對自己

或受話者都沒有特別利益，而能從這行動中獲益的乃是一位第三者。然而，

由於在此情況下，發話者試圖「讓受話者做某件符合自己目標的事」

（Usó-Juan，2010），或者說，她對受話者做出要求的動機乃是出於對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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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的考量，而非考量對方或是雙方的利益或需求，因此，本文認為這樣的

語料也應歸於「請求」的情境當中。 

在「請求言語行為」中的「請求受話者行動」方面，本文則贊同 Tsui

（1994）的定義，認為在「請求受話者行動」中，發話者期待的動作完成者

為受話者，而此行動為一「非語言行動」。所謂「非語言行動」，套用在電子

郵件的溝通環境下，指的是為完成發話者的請求，受話者不能僅在郵件內文

中撰寫文字並回覆，而須採取其他動作，例如幫忙影印文件、借書、轉送某

份資料等。 

根據以上，並參考 Searle（1979）的論述，本文將「請求受話者行動」

之言語行為定義如下： 

(1) 發話者認為受話者有能力採取某項非語言行動。 

(2) 發話者希望受話者做這件事。 

(3) 此動作是受話者未來的行為。 

(4) 發話者的動機乃出於對自身利益或願望之考量，且通常動作的完成

將使發話者比受話者獲益更多。 

二、 口語請求言語行為 

對請求言語行為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專著之一，當推 Blum-Kulka 等人

（1989）的「跨文化言語行為執行計畫」（The 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簡稱 CCSARP）。他們採「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搜集來自七國的語料，並以其為基礎，建立出請求言語行

為的策略架構。他們認為一組請求行動可包含四個部分：「起始語」（alerters）、

「中心行為」（head acts）、「支持策略」（supportive moves）以及「內部修飾」

（internal modifications）（Blum-Kulka et al.，1989，p. 17-19）17。其中，「起

始語」指發話者引起受話者注意的部份，包含招呼、稱謂等；「中心行為」

指可以獨立完成請求行動的句子，是請求行為最核心的部分；「支援策略」

                                                      
17

 本文對 Blum-Kulka 等人（1989）之架構中專有名詞的翻譯大部份採謝佳玲（2009），

其餘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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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獨立於中心行為外的其他句子，可出現在中心行為之前或之後，用提供理

由、威脅、應允獎勵等各式各樣的手段協助請求行動；「內部修飾」則指不

可獨立成句的句法或詞彙等修飾手段，用以緩和請求力度或增加請求強度

（Blum-Kulka et al.，1989，p. 17-19）。Blum-Kulka 等人（1989）並將「中

心行為」所採取的策略依其直接程度分為九個等級，並將這九種策略分別劃

入「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ies）、「規約型間接策略」（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和「非規約型間接策略」（non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

三個大項中。其策略細項如表二-8 所示。 

表二-8 CCSARP 請求策略架構（Blum-Kulka 等人，1989，p. 18） 

直接程度 策略名稱 策略定義 例句 

直接策略 語氣導出（Mood 

derivable） 

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透過句法語氣

（grammatical mood）標

示出。 

Clean up that mess. 

施為

（Performative） 

用「請求」等施為動詞

直接標記出言外之力。 

I am asking you to 

clean up the mess. 

 模糊施為（Hedged 

performative） 

「請求」等施為動詞受

另一成份限制。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give your 

presentation a week 

earlier than scheduled. 

 義務陳述

（Obligation 

statement） 

指出受話者應執行某動

作的義務。 

You’ll have to move 

that car. 

 需求陳述（Want 

statement） 

指出發話者希望受話者

執行某動作的慾求。 

I really wish you’d 

stop bothering me. 

規約型間

接策略 

建議型公式

（Suggestory 

formula） 

以問句建議受話者做某

事。 

How about cleaning 

up? 

探詢（Query 

preparatory） 

詢問受話者做某事的先

備 條 件 （ preparatory 

conditions），如能力、意

願…等。 

Could you clear up the 

kitchen, please?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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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 CCSAPP 請求策略架構（Blum-Kulka 等人，1989，p. 18）（續） 

直接程度 策略名稱 策略定義 例句 

非規約型

間接策略 

強烈暗示（Strong 

hint） 

提到動作執行所需的物

件或元素。 

You have left the 

kitchen in a right 

mess. 

輕微暗示（Mild 

hint） 

只有在語境下才能推導

出其真義。 

對不斷騷擾自己的人

說「I am a nun」。 

同時，Blum-Kulka 與 House（1989）發現，對澳洲英語、加拿大法語、

德國德語、以色列希伯來語及阿根廷西班牙語的母語者而言，口語請求的中

心行為都最常採用兼顧「禮貌」和「清晰度」的「規約型間接策略」；而「不

同背景的母語者皆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這點，在日後研究中也受到部分支

持（Lin，2009；Tsuzuki et al.，2005；Van Mulken，1996；Viet，2010；Zhang，

1995a）。 

不過，就漢語口語請求的中心行為策略而言，學者們則有不同看法。

在對比英漢請求行為的文獻中，Lin（2009）和 Tsuzuki 等人（2005）都認

為英語人士及漢語人士皆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只是漢語人士比英語人士更

常使用直接策略（Lin，2009），也更能接受命令句（Tsuzuki et al.，2005）。

Zhang（1995a）透過語篇補全測試蒐集 30 位漢語母語者的請求語料也發現，

請求時，漢語母語者最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中的「探詢」策略。另一方

面，程鳴（2008）與姚舜霞、邱天河（2003a，2003b）的研究卻發現，漢語

人士請求時，直接策略比間接策略用得更多。此外，程鳴（2008）也指出，

漢語請求常以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中心行為結合使用。 

在漢語口語請求中心行為之語言形式上，姚舜霞、邱天河（2003a，

2003b）、程鳴（2008）、熊曉燦（2006）與蘇文妙（2003）都認為，漢語請

求中心行為常見陳述句搭配「行嗎」、「可以嗎」等附加問句的模式，以附加

問句緩和直陳句的強度，如例（10）（姚舜霞、邱天河，2003a，p. 74）。 

（10）老奶奶，不好意思，麻煩您幫我撿一下帽子，行嗎？ 

Zhang（1995a）並指出，「命令句/需求陳述 + 附加問句的結構在英語和漢

語中都存在，但在語氣、請求力度和禮貌強度上則不同。中文裡，這樣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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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是柔和、試探，且有禮的，但在英文中則相當直接且較不禮貌18」（Zhang，

1995a，p. 67）。 

另一方面，Lin（2009）透過語篇補全測試，蒐集了英語母語者、漢語

母語者及母語為漢語的英語學習者之請求語料，並詳細分析受試者在「探詢」

策略中所偏好的語言形式，發現漢語母語者大量使用了「可以…」、「可不可

以…」這類「詢問允許」的句型來進行請求；「能不能」這類「詢問能力」

的句型次之，但數量上遠不及「詢問允許」的句型為多。反之，英語母語者

進行請求時則最偏好「能不能…」這類「詢問能力」的句子。Lin（2009）

據此指出，雖然「規約型間接策略」是許多語言偏好的請求策略（Lin，2009，

p. 1637），但在細部策略的選用上仍會因語言文化而不同，分析時須將大類

策略加以細分，並討論次類策略（substrategies）的使用（Lin，2009，p. 1655）。

Lin（2009）的研究中，「詢問允許」及「詢問能力」的句子如例（11）和例

（12）所示（Lin，2009，p. 1641）。 

（11）不好意思，我手機沒電了，可以跟你借一下手機嗎？ 

（12）Michael, can you cover my shift? 

Michael，你能幫我代班嗎？ 

漢語口語請求的內部修飾、起始語及支援策略等方面，首先，學者發

現由於語言類型（typology）的關係，漢語請求在內部修飾上不存在英語等

印歐語系語言常見的「時態」、「情態」、「虛擬語氣」等句法修飾（姚舜霞、

邱天河，2003a，2003b；熊曉燦，2006；Lin，2009），而使用「請」、「麻煩

您」等詞彙修飾以做內部調節（姚舜霞、邱天河，2003a，2003b；熊曉燦，

2006）。再者，金君衛、汪建（2007）指出，漢語人士進行請求時，會搭配

各種「稱呼語」作為輔助手段。金君衛、汪建（2007）認為，適當的稱呼語

可以「縮短交際雙方的距離」，例如向陌生人提出請求時，採用「阿姨」、「妹

妹」等親屬稱謂來稱呼對方，也可以「把距離保持在一定範圍內，嚴格區分

開發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社會地位關係」，以達禮貌、尊敬的作用，例如用

                                                      
18

 「Although imperative/Want Statement + tag is structurally similar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t encodes different tones, force, and politeness values. In Chinese, it is soft, tentative, 

and polite, while in English, it is quite direct and less polite」（Zhang，1995a，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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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教授」等職務名來稱呼對方（金君衛、汪建，2007，p. 92-93）。

支援策略方面，Zhang（1995a）透過問卷語料分析指出，漢語母語者請求時

最常採用的支援策略為「解釋說明」（grounder）（Zhang，1995a，p. 64-65）。 

法語口語請求方面，Frank（2007）、Van Mulken（1996）及 Viet（2010）

的研究皆指出，現代法語中最偏好的中心行為策略為「規約型間接策略」。

Viet（2010）以「語篇補全測試」蒐集大學生及大學教師的語料，比較法語

及越南語的請求策略，發現法語母語者請求時最常使用規約型間接策略，將

請求事件以問題的形式提出，給予受話者更多選擇空間，並採取更多與「消

極禮貌」（la politesse negative）相關的語言形式。Viet（2010）認為，這顯

示法語母語者有尊重他人領域（le territoire d’autrui）的傾向；Viet（2010）

並提出，這與法國社會重視距離感（distance）、「平等主義」（égalitaire）以

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te）有關。 

Frank（2007）考察了 40 部從 11 世紀到 20 世紀的法文著作，並分析其

對話部分的請求語言。Frank（2007）發現，從中世紀到現代，法語請求中

心行為所偏好的策略有從直接策略往間接策略演變的趨勢。Frank（2007）

認為這是由於在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人們更強調階級（la hiérarchie）和團

結一致（la solidarité），因而傾向在請求時採用更多敬稱、表達同理心等訴

諸「積極面子」的禮貌手段，對於直接策略可能侵犯他人個體自由這點則較

不在乎。Frank（2007）並指出，文藝復興之後，個體主義興起，請求策略

也隨之往「維持距離、保持個人自由」的方向發展；而後，法國大革命發生，

建立了法國社會「自由」（la liberté）和「平等」（l’égalité）的原則。Frank

（2007）認為，當代法國人請求時不願給人「權威」（autoritaire）的印象，

而以助動詞形成的問句進行請求，給受話者留有選擇空間，以表尊重其自由

權利。 

另一方面，Van Mulken（1996）則對法語母語者的請求形式做了更細

緻的分析。他調查荷蘭語母語者及法語母語者的請求語言，採語篇補全測試，

請受訪者在各個情境中口頭作出請求，他再將其話語錄音留存以做分析。

Van Mulken（1996）發現，在法語中心行為方面，61%的語料採用了規約型

間接策略中的「探詢」策略；「探詢」策略中，又以用助動詞「pouvoir」（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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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搭配第二人稱主語所構成的「詢問能力」問句為主，佔所有「探詢」

策略的一半以上，如例（13）19。 

（13）Pourriez-vous éteindre votre téléphone portable pendant le cours? 

Could   you turn off  your telephone portable during the course 

Could you turn off your cellphone during the course? 

在課堂中您可以把手機關機嗎？ 

內部修飾方面，與荷蘭語母語者相較，法語母語者更偏好「句法修飾」，以

「未完成過去式」（imperfect）、「條件式」（conditional）、「否定」（negation）

等句法形式降低請求力度；其中，又以「條件式」的使用為大宗。支援策略

方面，Van Mulken（1996）指出，與荷蘭語母語者相比，法語母語者使用的

支援策略數量為其兩倍。策略種類方面，89%的語料採取了「解釋說明」

（grounder）的手段，說明其請求的正當性。 

除了對中心行為、內部修飾和支援策略的分析，過往學者也曾對口語

請求語篇結構做過考察（李旭霞，1999；Van Mulken，1996；Zhang，1995b）。

首先，李旭霞（1999）從倫敦－隆德口頭英語語料庫（the London-Lund Corpus 

of Spoken English）中，選取三十段請求語篇進行研究，發現較為複雜的請

求計畫最多可包含三個步驟：「請求前暗示」、「提出請求」及「支持請求」。

「請求前暗示」包括稱呼語，以及訴說困難、抱怨、詢問、說明需要等策略，

暗示自己即將提出請求；「提出請求」則為中心行為所在之處，明確指出希

望受話者做的事；「支持請求」則以說明原因、道歉、減輕強加程度、承認

蒙恩、自責等手段，彌補對受話者消極面子的損害（李旭霞，1999，p. 61）。

李旭霞（1999）並指出，「支持請求」中最常用的策略為「說明原因」，藉由

說明需要幫助的理由，以表示在一般情況下，自己是不願打擾對方的（李旭

霞，1999，p. 61）。 

其次，Van Mulken（1996）對法語口語請求的語篇分析指出，法語母

                                                      
19 本文法語例句翻譯皆以「英文逐字翻譯－英文意譯－中文意譯」的格式呈現。附上英

文翻譯，乃由於英法兩種語言結構及語法系統較為相近，因此能更加清楚地呈現原句樣

貌。此外，翻譯時也盡量在文法容許的情況下，保留法語原本所選用的字詞及語言結構，

因此可能有些就英語來說較為奇怪的用詞，還望讀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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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偏好以「開場寒暄」（pre-prestrategy）和「預備行動」（preparator）引

出請求，而以「再次確認」（ confirmation）、「預先讚美」（anticipated 

compliment）、「預先認可」（anticipated acknowlegement）做為請求行動的結

尾（Van Mulken，1996，p. 696）。其中，「預備行動」如例（14）、「再次確

認」如例（15）、「預先讚美」如例（16）、「預先認可」如例（17）所示。 

（14）J’ai une petite chose  à  vous demander. 

I’ve a  little  thing  at  you  ask 

I have a little thing to ask you. 

我有一件小事要拜託您。 

（15）Alors, je vous demande de m’assister ce soir. 

Then, I  you  ask    to me assist this night 

Then I ask you to help me tonight. 

那麼我就請您今晚協助我。 

（16）C’est très gentil. 

It’s  vey gentile 

It’s very nice (of you). 

您人真好。 

（17）ça  me   plairait    beaucoup. 

that me  please-Cond.
20

   a lot 

That would please me very much. 

我會非常高興的。 

此外，Zhang（1995b）透過角色扮演，蒐集漢語口語請求進行語篇分

析，發現漢語母語者在提出請求前，會先以「表達憂慮及訴說問題」、「尋求

建議」、「表示同理」、「陳述願望」、「自我批評」等方式進行鋪陳，提出請求

後，則以「自我批評」、「承諾回報」、「致謝」等策略補償冒犯（Zhang，1995b，

p. 97）。Zhang（1995b）並認為，漢語請求的間接和禮貌，主要表現於「語

                                                      
20 語法成份代號義意請見附錄八「代號意義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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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訊息排序」（the sequencing of information in ongoing discourse），藉由一

連串的支援策略及暗示，以不引起衝突的方式提出要求（Zhang，1995b，

p. 99）。 

在影響請求行為的變項方面，Blum-Kulka 與 House（1989）認為，中

心行為策略的直接程度會受到「相對權勢」（relative power）、「社會距離」

（social distance）、發話者權利（right）、受話者義務（obligation）、事件難

度（difficulty）等情境變因影響。在各個變項中，針對漢語的研究發現，影

響漢語口語請求策略最重要的變因為「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Hong（1996）

的研究指出，漢語請求時所採用的稱謂和支援策略皆會因「相對權勢」和「社

會距離」之不同而有不同表現；其中，高位者對低位者進行請求時，採取的

支持策略種類僅有「低位者對高位者」或「同輩之間」的一半（Hong，1996）。

胡曉瓊（1999）、徐曉燕（2005）、熊曉燦（2006）及蘇文妙（2003）等學者

則指出，以漢語進行請求時，「直接策略」通常出現於上位者對下位者，或

家人、熟人之間的請求語言當中；而「間接策略」則多見於下位者對上位者，

或是較為疏遠的平位關係中。學者們認為，這是由漢人社會重視階級，並且

對「圈內人」和「圈外人」區分明確，因此「被請求者的社會地位越高、年

齡越大、雙方關係越疏遠[…]間接或暗示的程度就越大」（蘇文妙，2003，

p. 28）。 

總結而言，依據 Blum-Kulka 等人（1989）的架構，一組口語請求行動

可分為「中心行為」和「支援策略」兩大部份，而「中心行為」又可從其所

採取的策略及內部修飾等方面來分析。過往研究發現，漢語和法語在中心行

為策略和內部修飾的種類上各有不同偏好，但支援策略則都最常採取「解釋

說明」；此外，適當的「稱呼語」在漢語口語請求中亦佔有重要地位。請求

語篇方面，漢語及法語在提出請求前皆會稍加鋪陳，提出請求後則分別以「預

先讚美」、「預先認可」或「自我批評」、「承諾回報」、「致謝」等策略結尾。

Zhang（1995b）甚至認為語篇鋪陳的方式是漢語口語請求主要的禮貌手段。

影響口語請求的變項方面，學者們認為「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漢語

口語請求影響最鉅，而對法語口語請求影響較顯著的變項，在本文考察的文

獻中則未見相關論述。本小節所回顧的部分研究論述將作為本文語料分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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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參考；同時，過往對口語請求的分析也將於第四章與本研究語料相互對

照，以檢視電子郵件請求是否與其有所不同。以下將繼續回顧與書信及電腦

媒介的請求行為相關之研究。 

三、 書信與電腦媒介之請求言語行為 

如本章第三節表二-7 所示，就話語載體特性而言，「電子郵件」與「個

人書信」最為相似；同時，電子郵件又屬於「電腦媒介溝通」的一種形式。

據此，本小節首先回顧漢法書信請求的相關研究，接著，再考察過往學者對

電腦媒介的請求行為所提出之分析。 

（一）漢法書信請求行為 

與漢語或法語書信請求相關的研究在本文考察的文獻中僅有兩篇，以

下分別簡述。 

首先，Kirkpatrick（1991）調查漢語聽眾以中文寫給電台人員的請求信

件，並請漢語母語者對各封信件的禮貌程度作出評價，發現大部分信件以及

被評為最有禮貌的兩封信件都是依照「稱人招呼－寒暄或恭維－理由－請求

－署名」的結構排序，而中心行為則皆採「需求陳述」策略。另一方面，被

評為較沒禮貌的信件則缺乏請求前的鋪陳。Kirkpatrick（1991）就此得出結

論，認為漢語信件禮貌與否和中心行為的直接程度無關，而在於整篇信件的

架構鋪排（overall schema）是否得宜。 

再者，Jenkins 與 Hinds（1987）分析英語、法語及日語的商業書信，

發現與英、日語相較，法語書信更重視資訊精確及用字謹慎，且「開頭稱呼」

（salutation）較為正式，並注重結尾的「禮貌慣用語」（formule de politesse），

習慣以適當的結尾祝福表達尊敬。其中，法語信件的「禮貌慣用語」類似中

文書信的「結尾應酬語」或「結尾敬辭」（結尾應酬語及結尾敬辭之定義請

見張瑞濱，2001，p. 202-203）。法語「禮貌慣用語」如例（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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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ans l’attente  de vous lire, nous nous présentons, Messieurs, nos salutations 

empressées 

In  the waiting of you read,  we  us   present,   Mister,  our salutations 

zealous 

While waiting to read from you, we present, mister, our passionate salutations. 

等待閱讀您的回覆，並向先生們致上我們熱切的敬意。 

（二）以電腦為媒介之請求言語行為 

本部份從中心行為策略、支援策略、語篇禮貌、影響變項等方面，以

漢語及法語中的現象為主，配合針對英語的研究，整理網路及電子郵件中請

求語言之特色。 

中心行為策略方面，首先，以電腦為媒介的請求和口語請求有相異亦

有相同之處。相異之處方面，過往研究指出，電腦媒介的請求有較口語請求

直接的傾向（Biesenbach-Lucas，2007）。Biesenbach-Lucas（2007）檢視美

國學生和亞洲學生用英語寫給師長的請求類電子郵件，發現兩組學生除了在

強加程度最高的情境「請求遲交作業」中選用了較多規約型間接策略外，在

「請求約談」和「請求修改作業」這兩個強加程度較低的情境裡皆偏好直接

策略。Biesenbach-Lucas（2007）認為，這顯示電子郵件溝通與面對面交談

不同，其採取的請求策略更為直接。相同之處上，學者指出漢語母語者在電

子郵件請求中亦傾向使用數個中心行為來完成請求（羅美娜，2010；Zhu，

2005）。 

另一方面，謝佳玲（2009）及 Puustinen、Bernicot 與 Bert-Erboul（2011）

的研究顯示，漢語和法語在網路論壇上「詢問資訊」的中心行為偏好有所不

同。謝佳玲（2009）分析台灣網路論壇中詢問資訊的請求語言，發現無論對

方地位較高或與己相當，發話者最常選用的策略皆為「詢問解答」、「陳述需

求」和「祈使應允」。其中，「詢問解答」以疑問句形式直接提出問題，如例

（19）；「陳述需求」和「祈使應允」則分別對應 Blum-Kulka 等人（1989）

架構中的「需求陳述」和「語氣導出」，如例（20）及例（21）（謝佳玲，2009，

p. 90-91）。Puustinen 等人（2011）分析法籍學生在網路論壇上對不定師長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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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課業問題的求助語言，發現最常出現的策略為「包孕祈使」（embedded 

imperative）、「致謝祈使」（thanking imperative）及「詢問指令」（question 

directive）。其中，「致謝祈使」指以「Thanks for helping me…」這一類的陳

述句提出請求，如例（22）；「包孕祈使」對應於 Blum-Kulka 等人（1989）

的「探詢」策略，如例（23）；「詢問指令」與謝佳玲（2009）的「詢問解答」

相同（Puustinen et al.，2011，p. 286）。而「陳述需求」和「祈使應允」等

策略，在 Puustinen 等人（2011）的語料中則較少出現。由上可見，在網路

論壇詢問資訊的語言中，漢語的中心行為策略仍較法語來得直接。  

（19）費用會不會很貴？ 

（20）希望能請您分享和指導。 

（21）請用簡單的說明講解。 

（22）Thanks for helping me calculate these fractions. 

感謝幫我計算這些分數。 

（23）Can you help me calculate these fractions? 

你能幫我計算這些分數嗎？ 

支援策略方面，Zhu（2005）考察英語母語者及漢語母語者所撰寫的英

文商務電子郵件，發現兩者所偏好的支援策略皆為「解釋說明」（grounders）。

同時，羅美娜（2010）分析中國學生寫給不熟美籍教授的英文請求電子郵件，

也發現「說明原因」是常受採用的策略之一，出現在 70%的郵件中。另一

方面，Biesenbach-Lucas（2005）、Yeung（1997）與 Zhu（2005）的研究皆

指出電郵請求在支援策略上的文化差異。Biesenbach-Lucas（2005）調查美

國學生及來自日、韓、台灣、泰國等地的留學生以英語寫給師長的諮詢類電

子郵件，發現亞洲學生在電子郵件中傾向使用大量寒暄（phatic）策略來與

師長維持良好關係，但卻讓美籍老師讀來有焦點模糊之感。Yeung（1997）

考察香港地區以中文或英文寫成的商務電子郵件，發現中文母語者在請求郵

件中大量使用了「感謝」策略，而這點與英語母語者極為不同。英語母語者

傾向認為這種感謝手段不禮貌，因其加重了請求的力度，使受話者感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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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不可」，在語言上限制了受話者的自由；中文母語者則對負債較為敏

感（debt-sensitive），而會在語言中使用更多的「感謝」策略，承認自己有

欠於對方（acknowledgment of indebtedness）（Yeung，1997，p. 519）。Zhu

（2005）則發現，漢語母語者撰寫的英文請求電子郵件較英語母語者採取了

更多支援策略；其中，「尋求事先允諾」（getting pre-commitment）更僅受漢

語母語者採用，而未見於英語母語者的語料中，如例（24）。 

（24）Could you do me a favor?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除了中心行為和支援策略，學者們也從語篇的角度探究書信及電子郵

件的禮貌元素。其中，對漢語母語者請求電郵的研究一致認為，對漢語母語

者而言，請求電郵的禮貌表現於語篇組織的委婉鋪陳，而非中心行為語言形

式的間接（Chang & Hsu，1998；Chen，2006；Zhu，2005），而這項觀察也

呼應了 Zhang（1995b）對漢語口語請求及 Kirkpatrick（1991）對漢語書信

的語篇分析。Chang 與 Hsu（1998）比較台灣及美國學生以英語寫成的請求

類電子郵件，發現台灣學生傾向使用「稱人招呼－前言－理由－請求－感謝、

祝福」的結構組織信件，意圖透過寒暄閒聊等前言及詳細的解釋說明讓受話

者感覺愉快，以舒緩請求帶來的壓迫。不過，台灣學生請求郵件的中心行為

更常採用直接策略，且對地位較高者策略甚至更為直接；「需求陳述」、「施

為」、「祈使應允」等策略佔了所有語料的 70%。相對來說，美國學生的信

件鋪陳較為直接了當，更常將理由說明置於中心行為之後，並往往沒有寒暄

閒聊，以直指主題的方式，讓受話者不必花太多時間讀信，降低其負擔；而

其中心行為則較為間接，最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中的「探詢」，對地位

較高者尤是。Chang 與 Hsu（1998）同時指出，對漢語人士而言，「需求陳

述」所使用的動詞「想要」或「希望」在漢語中是禮貌且正式的用法，並不

像英語的「want」那樣直接強硬（Chang & Hsu，1998，p. 135-136）。據此，

Chang 與 Hsu（1998）做出結論，認為漢語人士的電郵請求偏好以「間接語

篇」（indirect schema）搭配直接的中心行為策略，而英語人士的電郵請求則

常採取「直接語篇」（direct schema）與規約型間接的中心行為搭配；兩種語

言各採不同方式以兼顧「語言表達清晰」及「請求間接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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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羅美娜（2010）、Chen（2006）與 Zhu（2005）等人的研究也有

類似觀察。Zhu（2005）分析商務請求郵件，發現漢語人士更常將支援策略

置於中心行為之前，英語人士則更常將支援策略置於中心行為之後。羅美娜

（2010）考察中國學生用英語寫給不熟識的美籍教授之請求電子郵件，也指

出「大多數中國學生傾向於使用歸納的語篇結構」，郵件組織方式多為「稱

呼語－自我介紹或寒暄恭維－說明原因－請求－（原因或降低損失）－道歉

－結束語」（羅美娜，2010，p. 117-118）。Chen（2006）對台灣在美研究生

做過個案分析，考察該生寫給教授的請求電子郵件之演變歷程，發現在碩士

班階段，其中心行為策略偏好「需求陳述」，而語篇則呈現「自我介紹－預

備行動－交代個人背景、說明需要幫助的原因－提出請求」的結構；學生並

在訪談中表示，她認為這樣的鋪陳較為間接委婉，也較有禮貌（Chen，2006，

p. 42-44）。 

影響變項方面，Chen（2006）指出，對「師生關係」的定位差異使台

灣學生的請求郵件有時不符美國學術圈的文化期待。在其個案研究中，Chen

（2006）發現台籍學生給美國教授的請求郵件裡，傾向將自己呈現為「需要

幫助」的學生，強調自己的需求及對方的老師角色，但卻忽略給予對方選擇

的空間（Chen，2006，p. 44）。Chen（2006）認為這是由於亞洲學生傾向將

師長視為父母或年長兄姐的延伸，一方面會透過敬稱及迂迴言談向對方表達

敬意，另一方面，也認為對方有義務在自己有需要時伸出援手（Chen，2006，

p. 47）。Chen（2006）的論述也呼應了 Spencer-Oatey（1993）的實證研究結

果。Spencer-Oatey（1993）調查英國及中國對師生關係的觀感，發現與英國

人相較，中國人認為老師的地位較高，且中國師生關係較英國的師生關係親

近，也更個人化。 

此外，除了文化差異，影響書信郵件語言的變項還包括「相對權勢」

（Volckaert-Legrier et al.，2009）、「社會距離」（Mcmullen & Krahn，1985）

及「事件強加程度」（Duthler，2006；Biesenbach-Lucas，2007）。Volckaert-Legrier

等人（2009）對法國中學生的研究指出，學生在電子郵件中注意到了受話者

地位的不同：寫給同儕的信較長、較多拼字錯誤，且多使用「tu」（你）稱

呼對方；寫給老師的信則較短、較少拼字錯誤，且多使用「vous」（您）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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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對方。Mcmullen 與 Krahn（1985）分析加拿大英語區高年級大學生寫給

教授、低年級大學生、朋友，及地位相當的陌生人之請求信件，發現社會距

離（『朋友』及『陌生人』）會影響信件正式程度的不同，但相對權勢（『教

授』及『低年級學生』）的影響則不明顯。Mcmullen 與 Krahn（1985）認為，

這可能是由於書信溝通對「社會距離」的敏感度較「相對權勢」高，也可能

是「低年級學生」和「教授」的地位差異對寫信人而言，只是「高位者」和

「平位者」的差異，不如「高位者」和「低位者」的差異顯著。 

另一方面，Duthler（2006）研究美國大學生透過電子郵件向教授進行

請求的現象，卻發現社會距離未對其請求語言造成顯著影響；不過，發話者

會因請求事件負擔強加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言表現。同時，

Biesenbach-Lucas（2007）檢視大學生寫給師長的請求類電子郵件，也發現

學生在強加程度較低的請求中採較多直接策略，在強加程度最高的請求中則

採較多間接策略。綜觀 Volckaert-Legrier 等人（2009）、Mcmullen 與 Krahn

（1985）、Duthler（2006）與 Biesenbach-Lucas（2007）的研究，可說「事

件強加程度」會使請求郵件語言有所不同這點在目前的研究中已有共識，但

「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勢」對郵件語言的影響還須進一步探究。 

總結而言，根據本小節所回顧的文獻，首先，書信請求方面，法語信

件的禮貌在於精準有禮的用詞及正式的格式，而漢語請求信件的禮貌則表現

於語篇組織的委婉鋪陳。再者，透過網路的請求，中心行為策略較面對面請

求直接，而漢語所採用的策略又有較法語直接的傾向，並可能以數個中心行

為來完成請求。同時，漢語請求電郵的禮貌亦表現於合宜鋪陳的語篇組織，

而中心行為直接與否則不是判斷漢語電郵禮貌程度的核心要素。支援策略方

面，與面對面溝通相似，「提出理由」也是郵件請求最常使用的策略；此外，

英漢對比的研究顯示漢語人士比英語人士採取更多支援策略，包括「寒暄」、

「感謝」、「尋求事先允諾」等。至於漢法請求郵件支援策略比較的論述，在

本文考察的文獻中則未見相關研究。最後，影響變項方面，「事件強加程度」、

「英漢文化差異」及文化不同導致的「角色定位差異」是在以往研究中，對

郵件請求造成顯著影響的重要變因。另外，「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勢」對

郵件請求語言的影響程度，各家學者看法仍有分歧，而「漢法文化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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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則未出現於過往討論中。以上文獻回顧結果將於第四章與本研究的語料

相互對照、應證；同時，對於過往文獻討論不足或存在爭議之處，也將藉由

本研究進一步釐清。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從「禮貌語言及文化差異」、「漢法文化及溝通特色」、「以電子郵

件為媒介的溝通」以及「請求言語行為」等方面回顧了與本文相關的重要著

述。台法文化差異方面，台灣傾向「垂直集體主義」社會，而法國傾向「垂

直個體主義」社會；同時，台灣的禮貌概念偏向以群體為依歸的「理想社會

認同」，而法國的禮貌則偏向尊重彼此自由空間的「理想個人自主」。此外，

台灣的師生關係如同親子關係的延伸，學生一方面尊敬老師，另一方面，也

認為老師有義務給予自己協助；法國的師生關係則無學者提出類似觀察。 

溝通特色上，漢語溝通較含蓄間接，且圈內人及圈外人區分更為明確，

而法語溝通則更直接了當，對圈外人及圈內人的區分較低，但對彼此的個人

領域則較為敏感。書寫邏輯方面，漢法語篇的迂迴或直接程度則仍有爭議。

此外，「恭維」及「致謝」等言語行為在漢語及法語中的不同功能，也將對

本研究支援策略的分析帶來啟示。 

電子郵件媒介方面，首先，電子郵件有「線索濾淨」的特點；這個特

色使發話人必須盡力讓語言表達更為清晰，也可能是造成電子郵件請求的中

心行為較面對面溝通更為直接之故。此外，「非同步」的特色讓發話人有充

裕的思考時間，更能藉由文字呈現出對己有利的形象。同時，「身份明確」

的特性也促使發話者書寫時將人際關係和情境變因納入考量，以維持良好的

社會互動。 

請求言語行為方面，無論媒介為何，法語的中心行為策略都較漢語來

的間接，口頭上尤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漢語口語請求的中心行為究竟

較偏好「直接策略」或「規約型間接策略」文獻中仍有爭議；但透過郵件或

信件請求時，過往研究則一致指出漢語人士傾向以「直接策略」配合「間接

語篇」，以委婉鋪陳的語篇組織表達禮貌。內部修飾上，法語請求更常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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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修飾」，而漢語請求則多使用「詞彙修飾」做內部調節。支援策略方

面，無論媒介為何，「解釋說明」皆為最為常用的策略之一。影響請求語言

的情境變因中，對漢語口語請求影響最鉅者有「相對權勢」與「社會距離」；

然而，在電子郵件媒介的請求中，「社會距離」和「相對權勢」的影響程度

各家學者看法仍有分歧；同時，對於漢法文化差異對請求語言的影響上，本

文考察的文獻中都未曾提及，有待後人釐清。 

經由上述文獻考察，本文發現了一些以往著述未曾觸及或未深入探討

之處，有待本文加以補足。首先，過往對電子郵件請求語言之研究多以英語

為核心，討論以英語為母語或外語的請求情況（羅美娜， 2010；

Biesenbach-Lucas，2007；Chen，2006；Duthler，2006；Zhu，2005），而缺

乏以漢語或華語為主體的研究；在對比方面，也以漢英對比為主（Yeung，

1997），而未見漢法或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言對比之論述。同時，對於郵件

標題和郵件中書信格式的分析、「社會距離」及「相對權勢」等變項對漢語

及法語請求郵件語言的影響，或是對法語請求郵件語篇的描述，過往研究也

著墨不多。此外，以往論述在解釋電子郵件請求語言之現象時，或採社會變

因角度，或從採文化角度，或採網路溝通角度，而少有文獻將「請求言語行

為」、「社會文化變因」及「電子郵件溝通特色」三者綜合討論，進而深入解

釋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請求言語行為。本文則將從華語出發，討論華語和法

語在電子郵件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支援策

略以及語篇組織等方面之異同，並從人際關係、文化差異、電子郵件溝通等

觀點，深入探討華法電子郵件之請求言語行為。本文之研究成果，一方面將

填補現有文獻之缺口，另一方面，也將對以法語母語者為對象之華語電子郵

件寫作教學提供具參考價值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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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和問題設計研究方法。第一節說明整體研究設

計及設計理據；第二節解釋研究情境設定；第三節呈現郵件語料蒐集及評量

方式，並介紹研究工具及研究參與者；第四節簡述研究流程；第五節說明語

料分析步驟及方式；第六節總結本章重點。 

第一節 整體研究設計 

本研究透過線上問卷，蒐集台灣華語母語者及法國法語母語者之電子

郵件請求語料，並搭配郵件評量訪談，從受話者的角度了解母語者對求助策

略及請求用語的偏好。透過問卷蒐集語料的方式，雖由於易於控制變項及方

便大量發送等特點，在歷來研究言語行為的學者間受到廣泛採用，但也常因

其真實性不足的缺陷而遭受批評。就電腦媒介的溝通而言，由於網路語言內

容較易留存，真實語料取得較易，難免令人質疑網路語言的研究是否應捨棄

問卷方式，而以真實語料的分析為主。 

然而，真實語料與問卷語料相比，雖在真實程度上較佳，但在蒐集時

往往會有語料內容受限的問題，而無法有效控制變項進行比較分析。舉例而

言，Biesenbach-Lucas（2007）的分析僅能針對學生寫給作者自己的郵件，

而無法控制人際變項，且郵件數量也不足以細分寄件者母語背景；Zhu（2005）

蒐集了一家跨國公司內部同事間往來的請求信件，但也同樣無法控制人際變

項，甚至難以控制請求事件強加程度。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在希望控制「社

會距離」和「相對權勢」兩個變項，並對郵件進行華法對比的情況下，試圖

取得足夠的真實語料以做分析恐不切實際。因此，本研究仍決定採取問卷方

式，請參與者在模擬情境下撰寫郵件，以取得符合本研究需求的語料。 

為提高問卷語料的真實性，本研究採取了下述方式。首先，在情境設

定上，本研究透過需求分析問卷及請求郵件訪談，調查法籍學生須以中文電

郵進行請求的情境，以及台灣華語母語者曾用電子郵件對他人提出請求之情

況，並從中找出符合本研究目的且具代表性的電子郵件請求情境。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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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方面，本研究依情境，尋找熟悉此類情境的參與者，以期取得更加真

實的語料。最後，研究問卷完全於線上填寫，讓參與者在類似電子郵件的網

路環境中完成問卷郵件。 

此外，為了解各郵件中請求語言之有效程度，本研究並在語料蒐集結

束後，經由郵件評量訪談，從清晰度、得體性、整體表現、協助意願等方面，

考察受話者對郵件中求助策略及請求用語的評價。發話者產出的語料及受話

者對郵件的評價都將為本文之教學設計提供實證研究基礎。21以下兩節將詳

述研究情境設定、郵件語料蒐集及郵件語料評量之方法。 

第二節 研究情境設定 

如第一章所述，本研究擬從「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兩個變項，

對華法電子郵件中「請求受話者行動」之語言成份及策略進行對比分析。然

而，「請求受話者行動」的情況不勝枚舉，且電子郵件溝通與面對面交談的

請求事項也可能不同。為找出真實且具研究價值的情境，本研究在正式施測

前先從兩方面進行了考察。首先，本研究採用【法籍人士中文電郵請求需求

分析問卷】（以下簡稱【需求分析問卷】），透過 Google 線上問卷和紙本問卷，

調查學習中文的法語母語者於何種情況下須以中文撰寫請求類電子郵件，以

期找出對華語教學而言有意義的情境22。其次，本研究透過付費訪談，了解

現居於台北的華語母語者於何種情況中會以電子郵件進行請求，以增進情境

設定的真實性。華法兩組資訊蒐集方式不同之因素如下。學習者方面，為廣

泛蒐集到各地法籍中文學習者的意見，使用問卷是較為有效的作法，因此法

籍學生需求分析採用此方式進行。華語母語者方面，其郵件撰寫現況之調查

合併了「真實電郵訪談」進行。該訪談中，研究者請受訪者攜帶四至十封曾

經撰寫請求電郵到場，並針對郵件提出相關問題。以下分別說明【需求分析

問卷】及【請求郵件撰寫現況訪談】的結果。 

為了解法籍中文學生使用電子郵件進行請求的情況和需求，本研究於

2011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透過【需求分析問卷】對此進行調查。本問卷以

                                                      
21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及蕭惠貞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22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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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呈現，從「學業」、「工作」、「個人商業行為」、「政府機關通信」、「個人

生活」等五大方面，透過開放式問題，調查法籍學生在何情況下曾以中文寫

過請求類電子郵件，以及未來何時可能須以中文電子郵件進行請求，並要求

填答者舉例描述這些情境。此問卷由研究者與兩位法語母語者討論後共同寫

成；問卷詳細內容請見附錄一，問卷中譯版請見附錄二。 

【需求分析問卷】調查終止時，共 24 人填答；填答者男性 11 名、女

性 13名，年齡介於 18 到 42 歲間，又以 23 到 27 歲者為多，佔總人數一半

以上。24 位填答者中，共有 20 人曾經以中文寫過電子郵件，其中又有 15

人曾用中文寫過請求類電子郵件。各情境中，有以中文撰寫請求類電子郵件

需求之人數如表三-1 所示。 

表三-1 法籍學生中文請求類電子郵件撰寫需求：各情境人數 

曾經發生 

或未來需求 

學業 工作 個人 

商業 

行為 

政府 

機關 

通信 

個人 

生活 

其他 

曾經以中文寫過

請求類電子郵件 

8 人 8 人 6 人 1 人 10 人 1 人 

未來可能需要以

中文撰寫請求類

電子郵件 

16 人 15 人 11 人 9 人 8 人 1 人 

 

由表三-1 可見，法籍學生須以中文電子郵件進行請求之情況以「學業」

和「工作」相關情境為主。雖有較多人曾因「個人生活」相關情況用中文寫

過電子郵件，但在未來需求方面，仍以「學業」及「工作」為大宗。「學業」

及「工作」情境中請求的具體內容，以及提出這些內容的人數，如表三-2

及表三-3 所示。其中，請求內容原以法文寫成，經研究者翻譯後列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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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法籍學生中文請求類電子郵件撰寫需求：「學業」情境之請求內容 

曾經發生或

未來需求 

請求類型 請求內容 提出

人數 

人數

總計 

曾經以中文

寫過請求類

電子郵件 

請求行動 1. 寄作業請老師修改 1 8 

2. 請老師寫推薦函 1 

3. 跟老師約時間 1 

4. 因研究請相關單位提供文件 1 

5. 因研究與相關單位約時間 1 

6. 因研究請有關單位幫忙發放問卷 1 

7. 請同學幫忙審讀作業 1 

8. 找同學組高級中文班 1 

 詢問資訊 1. 向老師詢問課業資訊或作業問題 3 7 

2. 詢問同學作業問題 2 

3. 問行政單位資訊 2 

N/A 未提出具體請求內容 1 1 

未來可能需

要以中文撰

寫請求類電

子郵件 

請求行動 1. 跟老師約時間 2 7 

2. 請老師寫推薦函 1 

3. 因申請獎學金相關事項向老師求助 1 

4. 因研究相關事項向相關單位請求協

助 

1 

5. 因功課相關事項向同學求助 2 

詢問資訊 1. 向學校行政單位詢問入學或註冊事

宜。 

5 9 

2. 詢問大學相關資訊。 2 

3. 向老師詢問課業或研究主題相關資

訊。 

2 

N/A 未提出具體請求內容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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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 法籍學生中文請求類電子郵件撰寫需求：「工作」情境之請求內容 

曾經發生或

未來需求 

請求類型 請求內容 提出

人數 

人數

總計 

曾經以中文

寫過請求類

電子郵件 

請求行動 1. 向老闆要求加薪 1 2 

2. 請求提供實習機會 1 

詢問資訊 1. 因工作相關事項向同事詢問資訊 1 5 

2. 問老闆薪資問題 1 

3. 問老闆稅賦問題 1 

4. 問老闆假期及工作時地問題  1 

5. 詢問某藝術經理人的聯絡方式 1 

不明 1. 因工作相關事項聯絡同事 1 2 

2. 聯絡客戶 1 

N/A 未提出具體請求內容 0 0 

未來可能需

要以中文撰

寫請求類電

子郵件 

請求行動 1. 約時間 1 9 

2. 請求提供工作機會 6 

3. 尋求新客戶或工作夥伴 2 

詢問資訊 1. 詢問工作相關者的聯繫方式。 1 1 

不明 1. 所有跟工作或行政單位有關的事務或

請求。 

1 1 

N/A 未提出具體請求內容 4 4 

由表三-2 及表三-3 可見，若要控制「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兩個

變項來考察「請求受話者行動」之言語行為，在「學業」範疇中設計情境會

是較為理想的做法。這是因為，在「學業」情境中，填答者所提出的求助對

象包括地位較高的老師及地位相當的同學；而在「工作」情境中，需要請求

行動的對象，則以地位較高的上司及未來工作單位為主，對地位相當的同事

則主要是「詢問資訊」或「工作事項聯絡」，而非「請求行動」。 

另一方面，本研究透過【請求郵件撰寫現況訪談】，於 2011 年 4月到 5

月期間，調查台灣華語母語者以電子郵件進行請求的情況。此訪談亦從「學

業」、「工作」、「個人商業行為」、「政府機關通信」、「個人生活」等方面訪問

台灣華語母語者曾經在何情境下以電子郵件進行過請求，並同時蒐集受訪者

撰寫過的請求類電子郵件，以便對真實的電子郵件請求語料有更多了解。受

訪者之徵求乃透過台大 BBS 站「批踢踢」（telnet://ptt.cc）之打工版（p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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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三。 

本研究訪談共有 30 位參與者，男女各半，年齡在 20 歲到 36 歲之間，

多為大學生或研究生，另有一位上班族、一位研究助理、一位代課老師、一

位專職家教、兩位考生，及三位自由工作業者。受訪者在「學業」情境中提

出的請求行動對象，包括老師、助教、學長姐、學弟妹、同學或朋友、翻譯

社、留學代辦、校外公司等。其中，對老師和對同學或朋友的請求內容，以

及提出這些內容的人數，分別如表三-4 及表三-5所示。 

表三-4 台灣華語母語者之電郵請求：「學業」情境中對師長的請求內容 

請求內容 提出人數 

1. 請老師幫忙看作業或論文並提供修改建議 5 

2. 請老師幫忙修改推甄的研究計畫或自傳 5 

3. 請老師跟自己約時間指導 18 

4. 請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3 

5. 請老師寫推薦函 13 

6. 為延畢請老師當掉自己 1 

7. 請老師不要當掉自己 1 

8. 請補習班老師寄考古題講義 2 

9. 請老師在論文申報單上簽名後送系辦 1 

10. 跟老師要演講簡報檔案或研討會論文全文電子檔 2 

 

表三-5 台灣華語母語者之電郵請求：「學業」情境中對同學或朋友的請求內

容 

請求內容 提出人數 

1. 跟朋友要其做過的報告或推甄備審資料 3 

2. 跟同學或朋友借課本、參考書，或筆記 6 

3. 請同學或朋友修改或審讀作業或報告 8 

4. 請同學或朋友幫忙修改推甄的研究計畫或自傳 4 

5. 請朋友幫忙借書 4 

6. 約同學出來解答課業問題或考古題 4 

7. 組織讀書會 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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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 台灣華語母語者之電郵請求：「學業」情境中對同學或朋友的請求內

容（續） 

請求內容 提出人數 

8. 請同學幫忙印作業 2 

9. 請同學幫忙上傳作業至教學平台 2 

10. 請朋友將上課錄音轉為 mp3 檔 1 

11. 請朋友幫忙下載考古題 1 

12. 請朋友幫忙將作業轉為 pdf 1 

13. 請同學寄來上課講義或文獻摘要 3 

14. 請同學幫忙查成績 1 

15. 請同學歸還自己借他的書 1 

16. 跟其他實驗室的同學借藥品 1 

17. 催繳書的款項 1 

18. 請朋友填問卷 1 

由表三-4 和表三-5 可知，受訪者最常以電子郵件向師長提出的請求為

「約時間指導」，其次為「拜託老師寫推薦函」；最常對同學或朋友提出的請

求為「修改或審讀作業或報告」，其次為「借課本、參考書或筆記」。對照法

籍學生所提出的需求，可以看出重疊的部份為「跟老師約時間指導」、「請老

師寫推薦函」，以及「請同學幫忙審讀作業」。在這三個情境中，研究者認為，

「請老師寫推薦函」和「請同學幫忙審讀作業」最適合作為本文的研究情境。 

首先，「請老師寫推薦函」和「請同學審讀作業」就「事件強加程度」

而言較為接近。根據 Brown 和 Levinson（1987）的論述，影響禮貌策略的

因素，除了「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外，尚包括「特定文化中事件的強

加程度」；而「事件強加程度」又會受到被請求者的義務性和事件合理性等

因素影響（Brown & Levinson，1987，p. 77-78）。Fukushima（2000）於其著

作中也提到，請求事件的強加程度和「被請求者須付出的時間及心力」、「會

對其造成的心理或財務負擔」、「請求者和被請求者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及「情

境合理性」等因素有關（Fukushima，2000，p. 88-89）。就此看來，在「請

老師寫推薦函」和「請同學幫忙審讀作業」此二情境中，請求事件皆合理，

但被請求者的義務性都不高，且請求事件的完成都會造成被請求者時間和心

力上的損失。「跟老師約時間指導」雖也會使被請求者產生時間損失，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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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損失則較低，且老師跟學生約時間指導的義務亦較幫學生寫推薦函的義務

為高。此外，「寫推薦函」和「審讀作業」的動作完成者皆為被請求者一人，

而「約時間見面」的完成則須請求者和被請求者兩人參與。根據

Biesenbach-Lucas（2007）的研究，預期參與者的不同也會影響請求時的語

言形式。因此，「寫推薦函」和「審讀作業」的搭配可說是較為理想的選擇。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採取「請老師寫推薦函」和「請同學審讀作業」

這兩個情境，並操控「社會距離」變因，以「請熟識的老師寫推薦函」、「請

不熟的老師寫推薦函」、「請熟識的同學或朋友審讀作業」、「請不熟的同學或

朋友審讀作業」等四個情境，作為本研究【郵件語料蒐集問卷】中的主要情

境（此問卷完整介紹請見本章第三節第一小節）。各情境具體描述如下。 

情境一：請好友修改外語作文 

本學期你修了一門外語課，期末必須繳交一篇五百字的作文。文章完成後，

你對某些句子和字詞的用法不太確定。這時，你想到有個好朋友非常擅長這

種外語。你決定寫 email 給他，請他幫你修改文章。請自行設定外語課程

名稱和作文內容，並選定你真實生活中的某位同性好友為收件人。 

情境二：請不熟的朋友修改外語作文 

你處於和情境一相同的狀況：你修了一門外語課，期末必須繳交一篇五百字

的作文，但寫好後，你對某些句子和字詞的用法不太確定。你的朋友中，有

一人非常擅長這種外語。你和他不熟，但你還是決定寫 email 給他，請他

幫你修改文章。請選定你真實生活中某位不熟的同性友人為收件人，外語課

程名稱和作文內容則與情境一相同。 

情境三：請熟識的老師寫獎學金推薦函 

你想申請一個獎學金，需要兩位老師寫推薦函。第一封，你想拜託一位很熟

的老師。你修過他好幾門課，平常也會閒聊近況。你必須在兩週之內拿到這

封推薦函，但你最近碰不到這位老師，因此，你決定寫 e-mail 給他，拜託

他這件事。請自行設定獎學金名稱和內容，並選定你真實生活中某位很熟的

同性老師為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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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四：請不熟的老師寫獎學金推薦函 

第二封推薦函，你想拜託另一位老師。你跟他不熟，但你曾修過他一門課，

在課上表現還不錯。你必須在兩週之內拿到這封推薦函，但你最近碰不到這

位老師，所以你決定寫 e-mail 給他，拜託他這件事。請選定你真實生活中

某位不熟的同性老師為收件人，獎學金名稱和內容則與情境三相同。 

研究情境設定完成後，以下將說明本研究郵件語料的蒐集及評量方

式。 

第三節 語料蒐集及評量 

如本章第一節所指出，研究情境確定後，本研究尋找熟悉此類情境的

參與者透過線上問卷撰寫郵件，以蒐集與真實情況相近的語料。語料蒐集完

成後，本研究並尋找與情境設定中受話者身分相似的母語者，請其評量各篇

郵件的優劣，以了解各封郵件中請求語言之有效程度23。以下分別說明語料

蒐集和語料評量的工具及參與者。 

一、語料蒐集及評量工具 

（一）【郵件語料蒐集問卷】 

本研究透過 Google 線上問卷軟體製作【郵件語料蒐集問卷】，並藉此

蒐集郵件語料。本問卷分為三個部分：填答者基本資料、電子郵件撰寫以及

延伸問題。延伸問題中，本研究從「事件麻煩程度」、「對方義務性」、「自身

要求權利」、「自身尷尬程度」、「雙方受益高低」等方面，以三度量尺詢問填

答者對請求事件的感受，以作為分析時的佐證。以「好友」情境為例，延伸

問題範式如下。 

1. 你認為這個請求會給他帶來的麻煩程度為（時間、心力、金錢、心理負

擔…等等）：□ 不麻煩。  □ 有點麻煩。  □ 非常麻煩。 

 

                                                      
23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及蕭惠貞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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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覺得這位好友有沒有義務要幫你修改作文？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他的義務。 

3.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權利向好友提出這個請求？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我的權利。 

4. 若你真的處於這個情境，在撰寫郵件拜託好友修改作文時，會感到尷尬

嗎？□ 不覺得尷尬。  □ 有點尷尬。  □ 非常尷尬。 

5. 若好友幫你修改作文，你覺得誰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能得到較多好處。□ 他能得到較多好處。□ 我和他能得到的好處差不

多。 

同時，問卷並要求填答者依情境描述，選擇真實生活中存在的同性對

象為收件人，並透過電郵對其提出請求。指定須以同性對象為收件人之主要

考量在於減少性別變項的干擾。過往對漢語請求的研究指出，性別不同亦會

對請求語言產生影響（丁鳳，2002），因此研究情境中指定參與者寫給同性

對象，並控制參與者男女人數相當，以減少性別變項對本研究結果可能造成

的影響。此外，每封電子郵件撰寫完成後，填答者還須從 0 到 10 中選取一

個數字，標示自己與收件人的熟悉程度（0為不認識，10為親密）。【郵件語

料蒐集問卷】中文版由研究者撰寫，法文版則由兩位法語母語者和研究者討

論後，協助翻譯。正式施測前，兩份問卷並於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7

日兩天，付費請中法互譯的專家再次校閱。中文版問卷請見附錄四；法文版

問卷請見附錄五。 

（二）【郵件評量表】 

郵件語料蒐集完成後，本研究進行郵件評量訪談，透過【郵件評量表】，

從「目的清晰度」、「用語得體性」、「整體表現」，以及「協助意願」等方面，

蒐集受訪者對每封郵件的評價。評量題目具體範式如下：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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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想幫他。   

□ 會，讓人很想幫他。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 

同時，【郵件評量表】分為八組，包括女性好友、男性好友、不熟女性

朋友、不熟男性朋友、熟識女性老師、熟識男性老師、不熟女性老師及不熟

男性老師，分別由男女學生及男女教師，依其性別及角色對郵件進行評量（例

如：女性學生評量『女性好友』及『不熟女性朋友』兩組、男性老師評量『熟

識男性老師』及『不熟男性老師』兩組，以此類推）。中文版【郵件評量表】

由研究者寫成，法文版【郵件評量表】則由兩位法語母語者和研究者討論後，

協助翻譯。中文版各組【郵件評量表】範例請見附錄六；法文版各組【郵件

評量表】範例請見附錄七。 

二、語料蒐集及評量參與者 

（一）【郵件語料蒐集問卷】填答者 

由於本研究【郵件語料蒐集問卷】情境設定為學業環境，為求語料真

實性，參與者皆為大學或研究所在學學生。華語組參與者條件為：「長居於

台灣，並正於台灣就讀大學或研究所的華語母語者」；法語組參與者條件則

為：「長居於法國，並正於法國就讀大學或研究所的法語母語者」。 

本問卷語料蒐集期間為 2011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2 年 4 月 3 日，共有

華語組填答者 51人、法語組填答者 71人。其中，華語組有效問卷共 43 份，

法語組有效問卷共 47 份。問卷無效原因包括寫信對象為異性而非同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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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文情境之寫信對象為師長而非朋友、要求老師寫實習推薦函而非獎學金

推薦函、要求朋友修改公文而非外語作文作業、法語組填答者之母語非法語。

華語組有效問卷中，人文社會科學類科系之男性及女性填答者各佔 10 份，

自然科學類科系之男性填答者佔 11 份、女性 12份。法語組有效問卷中，人

文社會科學類科系之男性填答者佔 8 份、女性 17 份，自然科學類科系之男

性填答者佔 12 份、女性 10份。在兼顧語言、性別及科系背景平衡之原則下，

本研究從華語組自然科學類科系男性和女性填答者之問卷，及法語組人文社

會科學類科系女性填答者之問卷中隨機各抽出 10 份，其他組問卷則皆予保

留。最後進入分析的問卷，華語組和法語組共 40 份，填答者男女各半，年

齡在 18 歲至 33 歲之間，來自不同的科系背景。 

受到採納的問卷中，兩組填答者科系背景、年齡及教育程度之具體分

布如表三-6、表三-7 及表三-8 所示。 

表三-6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填答者科系背景 

組別 人文社會科學類科系 自然科學類科系 

華語組 社會學、財經、織品服裝設計、中

國藝術史、台灣文學、華語教學、

室內設計、法律、英美文學、商業

設計、政治、哲學、外國語文、國

際企業、教育心理與輔導、心理諮

商、新聞、工商管理、大眾傳播。 

機械工程、生命科學、財務工程與

精算數學、生農、地理、工業教育、

公共衛生、地球科學、物理治療、

醫務管理、資訊工程、生物、神經

科學、電機工程、農業經濟、資訊

教育、生物化學。 

法語組 法律、政治、經濟、教育、特殊教

育、商業、歷史、藝術史、文學、

比較文學、法語教學、傳播、語言

科學、文化媒介。 

職能治療、資訊、生物、數學、物

理、化學、海洋學、公共健康、藥

學、地質、地球科學、建築、地理、

光學眼鏡。 

 

表三-7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填答者年齡分布 

組別 18-21 歲 22-25 歲 26-29 歲 30-33 歲 

華語組 16 人 19 人 5 人 0 人 

法語組 12 人 18 人 8 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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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8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填答者教育程度 

組別 大學生 碩士生 博士生 

華語組 23 17 0 

法語組 15 16 9 

 

（二）郵件評量者 

本研究郵件評量者依母語背景和職業身分可分為台灣老師、台灣學生、

法籍老師及法籍學生各組，每組各四人，男女各半。台灣老師和學生來自台

北地區各大學院校，法籍老師主要來自台北之法語教學中心，法籍學生則為

本研究進行期間在台北地區大學院校之交換生，或短期來台做研究的法國學

生。郵件評量者之背景資料如表三-9、表三-10、表三-11 及表三-12 所示。 

表三-9 郵件評量者基本資料：台灣老師 

性別 年齡 任職系所 職稱 教學年資 

女 50 歲 護理系 副教授 17.5 年 

女 56 歲 中文系 副教授 20 年 

男 43 歲 生物科技系 教授 12 年 

男 42 歲 中文系 兼任講師 4 年 

 

表三-10 郵件評量者基本資料：台灣學生 

性別 年齡 主修科系 學籍 

女 20 歲 經濟系 大學二年級 

女 20 歲 數位科技設計系 大學三年級 

男 19 歲 經濟系 大學二年級 

男 20 歲 職能治療系 大學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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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1 郵件評量者基本資料：法籍老師 

性別 年齡 任教單位 教學年資 中文程度 

女 30 歲 台北某法語中心 3 年 初學 

女 49 歲 台北某法語中心 15 年 中等 

男 34 歲 台北某法語中心 8 年 初學 

男 49 歲 台北某法語中心 17.5 年 初學 

 

表三-12 郵件評量者基本資料：法籍學生 

性別 年齡 主修科系 在台學籍 中文程度 

女 21 歲 應用外語 大學部交換生 中等 

女 20 歲 社會科學、物

理、數學 

大學部交換生 中等 

男 23 歲 土木工程 研究所交換生 初學 

男 23 歲 人類學 無。短期赴台研究 初學 

從表三-9 到表三-12 可見，老師組方面，所有受訪者都有三年以上的教

學資歷，甚至有任教職十五年以上的老師，與學生互動經驗豐富。學生組方

面，受訪者來自不同科系，使評量觀點不至於侷限在少數科系背景之中。 

第四節 研究過程 

一、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預試與修改 

本研究於 2011 年 7 月至 8 月間，透過網路進行【郵件語料蒐集問卷】

之付費預試（pilot study）。預試參與者來源有二。其一，由朋友將 Google

線上問卷寄送給有意願參與的對象，對方填答完成後，研究者透過電子郵件

與其聯絡並付款；華語組全部參與者及法語組部分參與者皆以此法尋得。其

二，研究者於巴黎龐畢度圖書館（Bibliothèque Centre Pompidou）及法國國

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隨機邀請有意願參與的大學生

或研究生，取得其電郵信箱後，將【郵件語料蒐集問卷】連結寄給對方，並

於完成後另約時間交付款項；法語組半數以上的參與者以此方式找到。 

預試參與者華語組共 10 人，男女各半，法語組共 9 人，男性 3 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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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6人。預試中所發現的問題主要有二：第一，參與者會避免在線上郵件中

提及自己的全名和系級等真實資料，致使郵件內容稍微失真；第二，華語組

在「推薦函」情境中，郵件篇幅與 4、5 月訪談時所蒐集到的真實語料相比

顯得簡略許多，可能是參與者未投入撰寫所致。 

事實上，預試過程中，研究者於法語組和華語組遇到了不同的困難。

法語組方面，受邀參與研究的學生當中僅約有百分之十的人會上網完成問卷，

但決定參與的人大多會認真完成郵件。華語組則相反，受邀者大部分會填答，

但填答時可能僅止交差了事。在與台灣及法國學生分別討論過後，本研究認

為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華語文化人士在受到朋友請託時有不

好意思拒絕的傾向，就算填寫興趣不高也會勉強完成，交差了事；法語文化

人士則較不會因人情壓力去從事自己沒有興趣的活動。其二，在台灣，需要

費神思考且花上半個小時以上完成的問卷或實驗，研究者通常需要支付相對

有吸引力的費用以激勵參與者認真投入。在法國，研究問卷填答則通常仰賴

對此研究有興趣的志願參與者。這些參與者少會受金錢所誘而改變參與動機，

而決定參加且認真填答者，多半是出於自身興趣或欲幫助他人的善意；此點

從預試中，大多數法語組參與者表示願意無酬參與研究這點，也可見一二。 

因應上述問題及現象，研究者在正式研究中採取了下述策略。首先，

在真實資料方面，研究者在問卷中再三確保本研究保護個資的原則，並提示

參與者可放心在郵件中提及真實姓名、學校、系級等資訊。此外，本研究亦

提供假名給無論如何不願透露真實姓名的參與者使用。華語組方面，本研究

把參與金額由預試時的100元增至300元，並要求參與者到研究者面前填答。

研究者首先將透過網路聯繫參與者，與其約定受測時間，並在會面時對其詳

細解釋本研究內容，之後再讓參與者填寫線上問卷。法語組方面，則透過現

居於法國的友人以寄信或面邀的方式，與不同學生透過網路或親身接觸，詳

細說明本研究目的及內容，並經由消息的大量散發，增加尋得對本研究感興

趣者之機會。本研究希望透過以上方式，增進兩組參與者對本研究的信任，

並提高華語組參與者認真填答的動機以及法語組參與者的填答人數，以期蒐

集到更具代表性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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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件語料蒐集問卷】正式施測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正式版於 2011 年 12月 12日開始發放，2012年

2月 23日完成華語組有效問卷之蒐集，法語組問卷則收至 2012年 4月 3日。

華語組參與者由研究者透過台大 BBS 站「批踢踢」（telnet://ptt.cc）之打工

版（part-time）尋找，應徵填答者多來自台北市內的大學院校，也有少部分

來自高雄市及彰化市的學校。法語組方面，本研究一方面透過現居於巴黎近

郊的友人，在巴黎龐畢度圖書館（Bibliothèque Centre Pompidou）以當面邀

請的方式，尋求有意參與本研究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另一方面，也透過其他

在法友人，寄信或致電邀請法國其他地區的大學院校學生參與。除了巴黎市

外，本研究問卷資訊尚發送到巴黎東方的塞納－馬恩省（Départment de la 

Seine et Marne）、巴黎西北的埃夫勒市（Evreux）、巴黎西南的奧爾良市

（Orléans）、法國中部的杜爾市（Tours）、東部的安納馬斯市（Annemasse）

和阿納西市（Annecy）、東北部的史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南部的上普

羅旺斯阿爾卑斯省（Département Alpes de Haute Provence），以及西南部的比

亞里茨市（Biarritz）和波爾多市（Bordeaux）等其他地區。 

三、 郵件評量訪談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收集完成後，本研究於台灣進行郵件評量訪談。

同時，為保護撰寫人隱私，評量用的郵件中，所有姓氏、人名、綽號等專有

名詞皆經過代換，確保撰寫人的真實身分不會曝光。訪談分組方式以及各組

負責評量之郵件種類與數量如表三-13所示： 

表三-13 各組評量之郵件分配 

語言 組別 評量者人數 負責郵件 數量 合計 

華語 

 

台灣男性老師 2 人 1. 華語組「不熟男性老師」 20 封 40 封 

 2. 華語組「熟識男性老師」 20 封 

台灣女性老師 2 人 1. 華語組「不熟女性老師」 20 封 40 封 

 2. 華語組「熟識女性老師」 20 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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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3 各組評量之郵件分配（續） 

語言 組別 評量者人數 負責郵件 數量 合計 

華語 台灣男性學生 2 人 1. 華語組「不熟男性朋友」 20 封 40 封 

 2. 華語組「男性好友」 20 封 

台灣女性學生 2 人 1. 華語組「不熟女性朋友」 20 封 40 封 

 2. 華語組「女性好友」 20 封 

法語 

 

法籍男性老師 2 人 1. 法語組「不熟男性老師」 20 封 40 封 

 2. 法語組「熟識男性老師」 20 封 

法籍女性老師 2 人 1. 法語組「不熟女性老師」 20 封 40 封 

 2. 法語組「熟識女性老師」 20 封 

法籍男性學生 2 人 1. 法語組「不熟男性朋友」 20 封 40 封 

 2. 法語組「男性好友」 20 封 

法籍女性學生 2 人 1. 法語組「不熟女性朋友」 20 封 40 封 

 2. 法語組「女性好友」 20 封 

 

郵件評量訪談分為兩部分。首先，參與者閱讀各郵件，並在【郵件評

量表】的問題中勾選其認為最適合的答案。同時，郵件中若有令參與者覺得

特別好或特別差，且會影響其幫忙意願的詞句，參與者亦會以不同顏色的筆

做上標記。閱讀和評價的部分完成後，研究者便依參與者所勾選的答案和畫

記的部分，與其討論各郵件的優劣之處。此訪談採一對一方式個別進行，每

人兩至三小時，地點則依參與者方便，在餐廳、咖啡廳、辦公室或語言中心

進行。華語組訪談時期為 2012 年 3 月 2 日至 2012 年 5 月 3 日，法語組訪談

時期為 2012 年 4月 6 日至 2012 年 6 月 18日。 

總結而言，本研究從情境設定到郵件評量訪談之歷程可由圖三-1 簡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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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研究流程 

第五節 分析步驟及方式 

本文結果分析結合產出語料及評量結果兩個面向。評量結果方面，首

先，本文將各郵件在「目的清晰度」、「用語得體性」、「整體表現」和「協助

意願」所得到的評價量化，最差到最好各得 1至 5 分。四則問題各選項之得

分如表三-14 所示。 

 

 

2011年3－6月  

【法籍人士中文電郵請求需求分析問卷】 

2011年4－5月  

台灣華語母語者【請求郵件撰寫現況訪談】 

2011年7－8月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預試 

2011年9－11月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修改 

2011年12月－2012年4月 

【郵件語料蒐集問卷】正式施測 

2012年3－6月 

郵件評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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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4 郵件評量題目各選項之得分 

題目 選項 得分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很不清楚 1 

不清楚 2 

普通 3 

清楚 4 

很清楚 5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

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

是否恰當？） 

很不得體 1 

不得體 2 

普通 3 

得體 4 

很得體 5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

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很差 1 

不太好 2 

普通 3 

還不錯 4 

很棒 5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

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會，讓人很不想幫她。 1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她。 2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 3 

會，讓人有點想幫她。 4 

會，讓人很想幫她。 5 

 

接著，本文藉由加權卡帕（weihgted Kappa）和斯皮爾曼等級相關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檢驗評分者間信度。如表三-13和表三-14 所指

出，本研究郵件評量者依國籍、性別和職業可分為八組，每組兩人，各從四

個問題出發評量四十封郵件；由此可知，評分者間信度須檢驗的項目為八組

評分者分別在四個問題上的共識程度，共三十二個信度值。 

第一個檢測工具為加權卡帕。加權卡帕適合用以測試兩位評分者在順

序型（ordinal）資料上的同意程度（drgree of agreement）。依 Altman（1991）

所言，加權卡帕結果的詮釋方法如表三-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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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5 卡帕值意義（Altman，1991，p. 404） 

卡帕值 同意度 

< 0.20 不佳（poor） 

0.21-0.40 可接受（fair） 

0.41-0.60 普通（moderate） 

0.61-0.80 佳（good） 

0.81-1.00 極佳（very good） 

 

本文透過統計軟體 MedCalc 計算八組評量者分別在四個問題上的加權

卡帕值，得出其同意程度分布如表三-16 所示。 

表三-16 郵件評量者同意程度 

 不佳 可接受 普通 

華語組評量者 5 題 7 題 4 題 

法語組評量者 3 題 7 題 6 題 

由表三-16可見，本研究郵件評量者在大部分的問題上同意程度為「可

接受」，並有部分問題的同意程度為「不佳」或「普通」。 

此外，本研究也藉由 SPSS軟體計算八組評量者分別在四個問題上的斯

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並檢視其評分之等級相關程度是否在單尾檢定上達到

統計顯著。其結果分布如表三-17所示。 

表三-17 郵件評量者評分等級相關程度 

 等級相關程度達統計顯著 等級相關程度未達統計顯著 

華語組 9題 7題 

法語組 12題 4題 

由上可見，若考慮絕對分數，本研究郵件評量者在各個問題上的同意

程度不高，但若考慮相對等級排序，則其相關程度達顯著者在華法兩組都佔

一半以上。因此，本文以下將從等級排序的概念出發，區分各郵件之有效性。 

首先，本文依表三-14 換算兩位評量者對各郵件在四個問題項目上的給

分，並將此八個分數相加平均，算出各郵件所得之平均分數。接著，本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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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計算華法兩組各郵件的 T分數，並以常模計算兩組郵件的 T分數平均值，

採 T 分數在平均值以上的郵件為「較有效」，T 分數在平均值以下者則歸入

「較無效」。華法兩組在各情境中有無效郵件總數如表三-18 及表三-19 所

示。 

表三-18 各情境有無效郵件總數：華語組 

熟識老師 不熟老師 好朋友 不熟朋友 

較有效 較無效 較有效 較無效 較有效 較無效 較有效 較無效 

21 封 19 封 21 封 19 封 19 封 21 封 14 封 26 封 

 

表三-19 各情境有無效郵件總數：法語組 

熟識老師 不熟老師 好朋友 不熟朋友 

較有效 較無效 較有效 較無效 較有效 較無效 較有效 較無效 

25 封 15 封 17 封 23 封 24 封 16 封 21 封 19 封 

 

而後，本文透過 SPSS 軟體，採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ultiple 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MANOVA）檢視國別、郵件有效性、「相對權勢」和「社會

距離」等自變項在各組郵件之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

部修飾、支援策略、支援策略排序等依變項下是否產生差異。同時，也透過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探討郵件有效性分別與國別、「相對權勢」、「社會距離」

的交互作用在郵件各項度上的顯著程度。再者，本文並依據交互作用採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檢視國別、郵件有效

性、「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等變項在各組郵件之中心行為總數和支援

策略總數上之單純主要效果。具體而言，郵件之量化統計內容如表三-20及

表三-21 所示。其中，各組別依變項的具體內容請見第四章第一節之語料分

析架構。24
 

 

                                                      
24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及蕭惠貞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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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 郵件量化統計內容：MANOVA 

自變項交互作用

模式 

組別 依變項 

國別、國別 x 有無

效 

華法兩組標題成分 八種標題成分 

華法兩組書信格式成分 八種書信格式成分 

華法兩組中心行為大類策略 三種中心行為大類策略 

華法兩組中心行為細項策略 十六種中心行為細項策略 

華法兩組內部修飾 九種內部修飾 

華法兩組大類支援策略 七種大類支援策略 

華法兩組細項支援策略 二十五種細項支援策略 

華法兩組支援策略排序 中心行為前的支援策略、中

心行為後的支援策略 

華法兩組對師長的理由 八種理由 

華法兩組對朋友的理由 六種理由 

相對權勢、社會距

離、有無效、相對

權勢 x 有無效、社

會距離 x 有無效 

華語組標題成分 八種標題成分 

法語組標題成分 八種標題成分 

華語組書信格式成分 八種書信格式成分 

法語組書信格式成分 八種書信格式成分 

華語組中心行為細項策略 十六種中心行為細項策略 

法語組中心行為細項策略 十六種中心行為細項策略 

華語組內部修飾 九種內部修飾 

法語組內部修飾 九種內部修飾 

華語組大類支援策略 七種大類支援策略 

法語組大類支援策略 七種大類支援策略 

華語組細項支援策略 二十五種細項支援策略 

法語組細項支援策略 二十五種細項支援策略 

有無效 華語組支援策略排序 中心行為前的支援策略、中

心行為後的支援策略 

法語組支援策略排序 中心行為前的支援策略、中

心行為後的支援策略 

華語組對師長的理由 八種理由 

法語組對師長的理由 八種理由 

華語組對朋友的理由 六種理由 

法語組對朋友的理由 六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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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1 郵件量化統計內容：ANOVA 

自變項交互作用

模式 

組別 依變項 

國別、國別 x 有無

效 

華法兩組中心行為總數 中心行為總數 

華法兩組支援策略總數 支援策略總數 

相對權勢、社會距

離、有無效、相對

權勢 x 有無效、社

會距離 x 有無效 

華語組中心行為總數 中心行為總數 

法語組中心行為總數 中心行為總數 

華語組支援策略總數 支援策略總數 

法語組支援策略總數 支援策略總數 

完成郵件語料的量化分析後，本文呈現與評量者的質化訪談內容，整

理華語組師長、法語組師長、華語組學生及法語組學生四組受訪者分別提出

的郵件撰寫要點，並比較其異同。 

最後，本文統計問卷中各情境寫信人對收件人「熟悉程度」的主觀判

斷分數，並將「延伸問題」中的五項問題量化，採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從國

別、「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等自變項探討華法兩組寫信人對各情境的

主觀感受。各延伸問題選項的得分如表三-22 所示；延伸問題量化統計內容

則列於表三-23。 

表三-22「延伸問題」各選項之得分 

題目 選項 得分 

「麻煩程度」：你認為這個請求

會給對方帶來的麻煩程度為？ 

不麻煩。 1 

有點麻煩。 2 

非常麻煩。 3 

「對方義務」：你覺得對方有沒

有義務要幫你修改作文？ 

完全沒有。 1 

有一點。 2 

這的確是他的義務。 3 

「己方權利」：你覺得自己有沒

有權利向對方提出這個請求？ 

完全沒有。 1 

有一點。 2 

這的確是我的權利。 3 

「尷尬程度」：若你真的處於這

個情境，在撰寫郵件拜託此人修

改作文時，會感到尷尬嗎？ 

不覺得尷尬。 1 

有點尷尬。 2 

非常尷尬。 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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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2「延伸問題」各選項之得分（續） 

題目 選項 得分 

「己方好處」：若對方幫你修改

作文，你覺得誰能得到較多好

處？ 

對方能得到較多好處。 1 

我們能得到的好處差不多。 2 

我能得到較多好處。 3 

 

表三-23「延伸問題」量化統計內容 

自變項交互

作用模式 

組別 依變項 

國別 華法兩組熟悉程度 好友、不熟朋友、熟識老師、不熟老師 

華法兩組其他延伸問題 麻煩程度、對方義務、己方權利、尷尬

程度、己方好處 

相對權勢、

社會距離 

華語組熟悉程度 好友、不熟朋友、熟識老師、不熟老師 

法語組孰悉程度 好友、不熟朋友、熟識老師、不熟老師 

華語組其他延伸問題 麻煩程度、對方義務、己方權利、尷尬

程度、己方好處 

法語組其他延伸問題 麻煩程度、對方義務、己方權利、尷尬

程度、己方好處 

第六節 小結 

本研究採線上問卷蒐集語料，並搭配郵件評量訪談評價語料的優劣。

本章第一節說明採用問卷搭配評量訪談的原因，接著，於第二節詳述透過【需

求分析問卷】及【請求郵件撰寫現況訪談】設定問卷情境的過程。第三節簡

介【郵件語料蒐集問卷】及【郵件評量表】的內容，並交代【郵件語料蒐集

問卷】填寫者和郵件評量者的背景資料。第四節則簡述本研究從【郵件語料

蒐集問卷】預試、正式施測到郵件量訪談的歷程。最後，本章第五節交代語

料分析的步驟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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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呈現本研究語料分析及訪談整理結果，再結合第二章文獻，討論

本文發現與過往研究之異同，並提出解釋。第一節說明語料分析架構；第二

節呈現華法兩組在郵件各項度上的不同偏好；第三節分析「相對權勢」和「社

會距離」兩個變項於華法兩組郵件各項度上所造成的影響；第四節整理郵件

評量者訪談結果；第五節統計「熟悉程度」及「延伸問題」各項度的分數；

第六節則綜合第二節至第五節的結果，配合第二章所整理的文獻，對本研究

之發現進行深入討論。 

第一節 語料分析架構 

本文分析架構涵蓋以下五個類目：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

為策略、內部修飾及支援策略。其中，郵件標題成份的分析架構由本文自訂，

書信格式成份的分析參考張瑞濱（2001）和楊明麗（2010）對中文及法文信

件格式的分類，而對於中心行為策略、支援策略及內部修飾的歸類，則參考

Blum-Kulka 等人（1989）的架構。各類目的詳細內容及舉例如下。 

一、 標題成份 

本文所分析的郵件裡，標題內容可區分為八種成份，個別成份單獨或

兩、三種成份同時存在一封郵件的標題中。其中，並非所有成份都同時見於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因此以下部份成份的舉例僅含華語或法語例句。此現

象於本節其他小節亦同。本研究郵件標題的各成份定義及例句如下。 

1. 主體行動：標題含有請求中心行為25，通常為完整的問句或直述句26。 

（25）FN老師我需要您幫我寫推薦函 

                                                      
25

 本文對中心行為的定義請見本節第三小節。 
26

 以下例句畫底線處為該類別之舉例部份。同時，為保護參與者隱私，本文舉例中之專

有名詞，如姓氏、人名、系名、校名等，皆以代號表示。各代號之意義請見附錄八「代

號意義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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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求輔助：在標題中出現道謝、道歉、呼求、降低負擔等輔助請求的成

份。 

（26）GN您好：我是 FN GN，有事請教您，謝謝 

（27）Un  petit  service  si possible...
 
 

A   little  service  if possible… 

A little service if possible 

可能的話一點小忙 

3. 主題相關：標題中提及與請求主題相關的關鍵字詞，但不構成獨立完成

請求的中心行為。 

（28）有關英文作文 

（29）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letter 

推薦函 

4. 需求明示：標題中出現需要幫助或求教的字眼，但未明確指出希望對方

執行的動作，而不構成獨立完成請求的中心行為。 

（30）不知道能不能請你幫個忙 

（31）Besoin  d'aide -   devoir    de  langue 

Need   of help – homework  of  language  

Need help – language homework 

需要幫助－語言作業 

5. 稱呼對方：標題中有對受話者的稱呼。 

（32）老師,我是 GN!!!!!我有事找你幫忙!!!!!!! 

6. 問候表達：標題中有問候受話者的詞語。 

（33）老師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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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認身分：在標題中表明自己是誰，或表明自己與收件人的關係。 

（34）哈囉！我是 FN GN 

（35）Ancien   élève 

Ancient  student  

Old student 

以前的學生 

8. 聲情符號：發話者透過表情符號、擬聲詞或誇張的標點符號，模擬溝通

時欲呈現的語調、聲音及臉部表情。 

（36）GN來報到=D 

（37）Cours  de  langue   Help! :p 

Course of  language  Help  

Language course Help! :p 

語言課程 Help! :p 

二、 書信格式成份 

根據張瑞濱（2001）的整理，現代中文書信在進入正文之前，包括稱

謂、提稱語、啟事敬辭及開頭應酬語，正文之後有結尾應酬語、結尾敬辭、

自稱、署名、署名下敬辭、時間及補述等成份（張瑞濱，2001，p. 199）。另

一方面，楊明麗（2010）列舉法文書信格式，依信件性質不同，正文之前可

能包括發信人姓名、發信人地址、電話、電子郵件、落款城市及日期、事由、

稱謂等，而正文之後則有禮貌慣用語及署名。 

本文分析電子郵件發現，電子郵件中也包含了部份書信中的格式成份，

只是其格式不若書信般正式、複雜。從開頭到結尾，本研究中電子郵件的書

信格式成份有八種，分述如下。 

1. 開頭稱人：即書信中的稱謂部份，通常出現在郵件正文上方一行。 

（38）FN GN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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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Bonjour       Madame FN, 

Good morning  Mrs. FN 

Good morning Mrs. FN, 

FN女士早安， 

2. 開頭招呼：出現在郵件正文上方一行，常搭配開頭稱呼一起出現，也可

能單獨出現，在進入正文之前問候對方。 

（40）FN老師您好： 

（41）Bonsoir       GN, 

Good evening  GN, 

Good evening GN, 

GN 晚安， 

3. 結尾致意：即為中文書信中的結尾敬辭或法文書信中的禮貌慣用語，在

結尾處以固定的句式表達對收件人的祝福或感謝。結尾致意依雙方關係不同

而有不同的形式及內容。對朋友的結尾致意句包括： 

（42）祝 順心 

（43）Je   te   souhaite  une  très   bonne   journée. 

I   you   wish     a   very   good     day 

I wish you a very good day. 

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對師長的結尾致意句則有： 

（44）敬候尊安 

（45）je vous  prie d'agréer, Madame, l'expression  de  mes salutations distinguées. 

I you  plead to accept, Mrs., the expression  of  my salutations distinguished 

Mrs., I plead you to accept my distinguished salutations. 

女士，懇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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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尾署名：即為書信中的署名部份。 

（46）BY 妳的高中同學 GN 

（47）GN FN 

5. 所屬單位：交代自己所屬學校、科系或年級，跟署名一起出現。 

（48）DN系碩一 FN GN 

（49）master 2 recherche en DN session 2011 

master 2 research on DN session 2011 

research master 2 on DN, session 2011 

2011年度 DN所研究型碩士二年級 

6. 關係自稱：類似中文書信中的自稱，隨署名一同出現，交代兩人關係。 

（50）學生 GN上 

（51）GN FN (l'amie     de  GN) 

GN FN (the friend  of  GN) 

GN FN (GN’s friend) 

GN FN（GN的朋友） 

7. 日期標示：即為中文書信中的時間，在署名後交代寄件日期。 

（52）學生 GN 100/12/15 

8. 結尾敬詞：即為中文書信中的署名下敬辭。 

（53）學生 FN GN敬上 

三、 中心行為策略 

本文參考 Blum-Kulka 等人（1989）的研究，將中心行為定義為「指出

希望受話者提供協助，並明確表達求助內容」的語句。在此定義下，本文有

三種情況下的句子可能被視為中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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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可以麻煩你幫我看一下這篇文章的寫作方式有沒有那裡不順或怪怪的嗎？ 

（55）FN 老師：老師您好，我是 GN。系上最近將研究生津貼開放給碩士班了，

真是個大好消息。不過因為申請的人太多了，系辦的 FN 小姐說要我們附上老師

的推薦信。雖然知道老師現在人在 CN 國，而且過了聖誕節才會回來，可是申請

的期限是 12/27 之前，因為我想老師是我在 DN系最熟識的老師，所以想請老師幫

我這個忙。 

（56）不過這方面還得有一些 reference，在相關內容修改外，你能順便推薦我一

些書籍嗎？ 

例（54）指出希望對方幫忙，並同時描述了求助內容，是最典型的中

心行為句。例（55）也明白表示希望對方協助，並在前文的幫助下，使受話

者了解到「這個忙」所指為何，求助內容亦明確。例（56）與例（54）類似，

都在向對方求助的同時闡明了求助內容；然而，在求助事項方面，例（56）

則與例（54）和例（55）有明顯不同之處。例（54）和例（55）所求的都是

本研究情境的核心事項－－協助修改作業和幫忙撰寫推薦函，而例（56）則

跳出了主要請求事項，進一步要求了其他相關協助。為使分析更為精確，本

文僅將求助事項為修改作業或撰寫推薦函的中心行為句納入中心行為分析，

而例（56）這類提出其他相關請求的句子則歸入支援策略中的《深入提議》

統計。 

同時須指出，本文語料中，一篇郵件有時包含不只一個中心行為，如

例（57）。 

（57）老師你好，我是 GN。有一要事相求，為了明年出國留學的計畫，最近申請

了一份學校裡面跟出國有關的獎學金，但是需要教師的推薦函，所以就想拜託老

師幫我寫一份，因為我這週家裡有事沒辦法到學校去，老師你下週又要出國去演

講，所以才用 EMAIL 聯絡。因為獎學金申請的截止日期是 1/15，也就是兩週後，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老師能在這兩週幫我寫推薦函。感謝！ 

例（57）中，發話者先以「想拜託老師幫我寫一份」作為首度出現的中心行

為提出請求，接著，再用「希望老師能在這兩週幫我寫推薦函」一句重述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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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補充動作完成的時限。 

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句在本研究語料中主要有兩種功能。其一，進一

步明訂推薦函撰寫或作業修改的內容，或指定繳交期限，如例（57）的第二

個中心行為句和和例（58）的第三個中心行為句。其二，單純重複請求，以

達強調效果，如例（58）和例（59）的第二個中心行為句。 

（58）兄弟，我現在修了一門外文課，老師說要寫一篇作文，但我不太會寫。幫

我改一下 ok？我現在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幫忙，這是我的期末報告，如果寫不好的

話會被當掉，所以幫我檢查一下我的文法和中間的單字是不是對的，謝謝你。 

（59）我是 DN系四年級的 FN GN，我曾修習您的一門課程－本憲。最近學校有

許多獎學金可供申請，其中有一項需要老師幫忙推薦。我想請老師幫我寫一封推

薦信（我想要推申請 SN 獎學金－成績優異組）。附件為我的履歷與成績單，供老

師參考。煩請老師有空時，幫我寫推薦信。謝謝老師。 

中心行為策略的分類方面，本文主要採用 Blum-Kulka 等人（1989）的

架構，同時參考 Wang（2011）對「建議型公式」的分析，以及 Lin（2009）

和謝佳玲（2009）細分「探詢」策略的框架，再根據本研究語料稍作修正，

以語言形式為主，語言意義為輔，整理出十六種不同中心行為策略；這十六

種策略又可分別歸入【直接策略】、【規約型間接策略】和【非規約型間接策

略】等三項大類策略中。在包含兩個以上中心行為句的郵件裡，同一封郵件

中各個中心行為句所採的策略彼此可能有同有異。在本章第二節中，會將華

法兩組首度和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分開統計，以呈現其策略偏好之異同。各

中心行為策略的定義和例句如下所述。  

（一）直接策略 

以命令句或直述句提出要求，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體現在語

態（mood）或施為動詞（performative verb）上，或藉由表達己方意願或對

方義務的動詞組推知。本文語料中的【直接策略】包含《祈使應允》、《明示

施為》、《模糊施為》、《需求陳述》、《義務陳述》等五種，分述如下。 

1. 祈使應允：以命令句要求受話者做某件事，是最直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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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幫我看一下期末報告吧！ 

2. 明示施為：採第一人稱觀點，以請求類施為動詞要求受話者完成動作。

在本文語料中，華語請求施為動詞包含「請」、「拜託」、「邀請」、「麻煩」27，

法語的請求類施為動詞則包含「demander」（請求）、「prier」（懇求）、「solliciter」

（乞求）。 

（61）煩請教授替我撰寫一封推薦函。 

（62）Je vous sollicite  donc  pour  si  vous  le pouvez, me rédiger, un petit 

quelque chose      à   ce   sujet. 

I  you  beg  thus   for  if  you  it can,  me write,  a little    

something        at  this  subject 

I beg you thus, if you can, to write me a little somthing for this purpose. 

因此我乞求您，如果可以的話，替我就這個目的寫點小東西。 

3. 模糊施為：採第一人稱觀點，把請求類施為動詞包孕在另一動詞或動詞

組之下。 

（63）想請你幫我看一次我寫的作文，哪些地方有錯。 

（64）je  viens  vers    toi   pour  te  demander, éventuellement, un coup de 

main     afin de     relire  mon  devoir. 

I  come toward  you   to   you    ask,      possibly,   a shot of  

hand   in order to   reread  my  homework 

I come to you to ask, maybe, a hand to reread my homework. 

我來請你，也許，幫我重讀我的作業。 

4. 需求陳述：採第一人稱觀點，以直述句說明發話者的需求，常以「想」、

「希望」、「需要」、「avoir besion de」（需要）、「espérer」（期望）、「souhaiter」

（希望）等動詞或動詞組引出。 

（65）最近我想申請行天宮的獎學金，需要您幫我寫一封推薦函。 

                                                      
27

 本文語料中，「請」和「拜託」包括動詞和敬詞兩種用法，具體分析可參考李琳（2004）

與彭吉軍、何洪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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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J'espère que vous  accepterez   de  recommander  ma  candidature. 

I hope  that you  accept-Fur.   to   recommend   my  candidacy 

I hope that you will accept to recommend my candidacy. 

我期望您接受推薦我的候選資格。 

5. 義務陳述：採第二人稱觀點或非人稱主語（impersonal subject）的第三人

稱觀點，以直述句搭配表示義務的助動詞「要」、「falloir」（必須），描述對

方應該做的事。 

（67）要幫我看仔細唷!!!!! 

（68）il  faudrait    juste relire  ma rédaction -qui est  déjà  faite-  et me dire  

où    il  y  a   des fautes... 

it must-Cond.  just  reread  my writing  -which is already done- and me say 

where it there has Art. faults 

you would just have to reread my writing -which is already done- and tell me 

where are the mistakes… 

只須重讀我的作文－已經寫好了－並告訴我哪裡有錯… 

（二）規約型間接策略 

藉由問句、條件句、建議型公式或表示推測的句型，委婉表示希望對

方提供協助，其言外之意須從語用規約才得以推知。本研究中的【規約型間

接策略】包含《詢問可行》、《詢問意願》、《詢問允許》、《詢問可能》、《詢問

方便》、《詢問善意》、《詢問打擾》、《提出建議》、《條件假設》、《事實推測》

等十種，分述如下。 

6. 詢問可行：發話者以「能」、「可以」、「pouvoir」（能、可以）等助動詞28構

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身採第二人稱觀點，詢問客觀條件是否允許受話

者執行某動作。 

（69）能抽空五到十分鐘，幫我看看嗎？ 

                                                      
28

 助動詞「能」及「可以」的分析，本文參考王振來（2002）、呂叔湘（1999）及劉志成

（2009）。助動詞「pouvoir」的分析，則參考 Honeste（2004）和 Roulet（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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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Pourrais    tu    m'indiquer  mes fautes  pour que je  les   corrige? 

Can-Cond.  you  me indicate  my faults   for that  I  them  correct-Sub. 

Could you indicate my mistakes so that I can correct them? 

你可以指出我的錯誤，以便我修改嗎？ 

7. 詢問意願：發話者以「願意」、「accepter」（接受）、「être d’accord」（同意）、

「être disposé à」（樂意）等動詞或動詞組構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身採

第二人稱觀點，詢問受話者是否有意願執行某動作。  

（71）不知道老師是否願意幫學生寫一份推薦信作為學生申請補助的備審資料？ 

（72）Accepterais-tu     de  relire    mon  travail ? 

Accept-Cond. you  to  reread    my   work 

Would you accept to reread my work? 

你接受重讀我的作業嗎？ 

8. 詢問允許：以「能」或「可以」等助動詞構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

身採第一人稱觀點，詢問自己能否拜託受話者做某動作。 

（73）可以麻煩你抽空幫我看看嗎？ 

9. 詢問可能：發話者以「être possible」（可能）、「avoir la possibilité」（有可

能）等動詞組構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身採非人稱主語的第三人稱觀點，

詢問動作完成的可能性，以表達自己希望對方這麼做。 

（74）Serait-il    possible  que  vous  me  recommandiez? 

Be-Cond. it  possible  that  you  me  recommend-Sub.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you to recommend me? 

有可能您幫我推薦嗎？ 

10. 詢問方便：以「有空」、「有時間」、「avoir le temps」（有時間）等動詞組

構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身採第二人稱觀點，詢問對方是否有時間提供

協助。這類句型在 Van Mulken（1996）的分析中被稱為「詢問能力」。 

（75）不知道老師是不是有空可以幫忙寫一下這份推薦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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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T'as    le  temps  de  regarder  vite fait  avant   que  je  l'imprime ? 

You’ve  the time   to   look at   fast do  before  that  I   it print-Sub. 

Do you have the time to quickly look at it brfore I print it out? 

你有時間在我把它印出來之前快速看過嗎？ 

11. 詢問打擾：以動詞「déranger」（打擾）構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身

採所求事項為主語的第三人稱觀點，詢問某要求是否會打擾對方。 

（77）je  voudrais   savoir  si  cela  te    dérangerais  de  corriger  mon 

devoir. 

I want-Cond.  know  if  that  you  bother-Cond.  to  correct  my 

homework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it would bother you to correct my homework. 

我想知道幫我改作業會不會太打擾你。 

12. 詢問善意：發話者以「avoir la gentillesse」（有善意）、「avoir l'amabilité」

（有好心）等動詞組構成直接或間接問句，問句本身採第二人稱觀點，詢問

對方是否有善心幫助自己。 

（78）Aurais-tu           l'amabilité    de   regarder  ce que  j'ai fait,   et 

peut-être même de me suggérer des  améliorations/modifications potentielles ? 

Have-Cond. you   the friendliness   to   look at   what  I’ve done,  and  

maybe  even  to me suggest  Art.  improvements/modifications  potential 

Would you have the friendliness to look at what I did, and maybe suggest me 

some potential improvements/modifications? 

你有這好心看看我寫的東西，並且或許建議我可行的改進或修正方式嗎？ 

13. 提出建議：用「可以」、「pouvoir」（可以）等助動詞構成直述句，並採

第二人稱觀點，以提出建議的方式說明希望對方執行的動作。 

（79）老師可以以上次我赴荷蘭交換學生為基底，加上回國後擔任老師國科會助

理為部分研究成果，寫入推薦信中。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91 
 

（80）je  me  disais     que  peut-être  tu   pourrais   relire  ce que   j'ai    

fait. 

I   me  say-Imp.   that  maybe  you  can-Cond.  reread  what   I’ve  

done 

I said to myself maybe you could reread what I did. 

我想你也許可以重讀我寫的東西。29
 

14. 條件假設：透過「如果...」引導的條件句或「Si...」（如果...）構成的假

設句，虛擬對方提供協助可帶來的正面影響，以表達自己需要幫助。 

（81）如果老師能幫我這個忙，我會很感激的。 

（82）Je  vous  serait   extremement reconnaissant et    obligé   si vous pouviez 

m'aider  en  rédigant une lettre  de  ce  type. 

I  you  be-Cond.  extremely   grateful   and  obliged   if  you can-Imp.  

me help  by  writing  a letter  of  this  type 

I would be extremely grateful and indebted to you if you could help me by 

writing a letter of this kind. 

若您能幫我寫一封這類的信，我會非常感激的。 

15. 事實推測：陳述自己的信念和推測，指出對方幫忙的重要性或可帶來的

正面影響，以委婉表達希望對方協助。 

（83）相信有了教授的推薦函一定能給我很大的幫助與肯定。 

（84）votre  recommandation  me  serait   d'une  grande  aide. 

your  recommendation  me  be-Cond  of a   great  help. 

your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a great help for me. 

您的推薦對我而言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非規約型間接策略 

未具體提及希望對方幫忙，其真正的求助意圖須藉語境推知。 

                                                      
29

 例（80）中的「想」和《需求陳述》中的表示「希望」的「想」不同，表達的乃是「認

為」的語義。多義詞「想」的分析可參考呂叔湘（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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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間接行動：未在信件中請求對方協助自己，但說明了自己需要幫助的現

況，並試圖約對方見面，隱含著將在見面時提出請求的意圖。在直接求助之

前，先採取另一步驟作為鋪陳，是最為間接的策略。 

（85）不妨我們約出來聚聚，可以跟之前上課的 NN 跟 NN 一起吃個飯聊聊天，

然後我也可以簡要問你一些想問的問題。 

（86）je souhaiterais pouvoir vous rencontrer la  semaine prochaine à la fin  de votre 

cours. 

I  wish-Cond. can    you  meet    the   week   next  at the end of your 

class 

I wish that I could meet you next week at the end of your class. 

我希望能在下週您的課後與您碰面。 

四、 內部修飾 

本文採 Blum-Kulka 等人（1989）的觀點，認為「內部修飾」指不可獨

立成句的句法或詞彙修飾手段，可以緩和請求力度，也可能提高請求的強加

程度。本研究採用 Blum-Kulka 等人（1989）的架構，搭配 Biesenbash-Lucas

（2007）及 Van Mulken（1996）的框架，並配合本文語料稍作修正，發現

本文中心行為內部修飾共九種，其中四種為句法修飾，五種為詞彙修飾。其

定義及例句分別詳述如下。 

1. 條件式：《條件式》在法語中的功能之一便是「減弱強度」（atténuatif）

（Abouda，2001，p. 286-291）。它將所陳述的事件虛擬化，並且「在提議、

邀請、建議、表達渴望的時候，抑制其壓迫性」（Abouda，2001，p. 290）。

《條件式》屬於緩解強加程度的句法修飾。由於語言類型關係，《條件式》

在本研究中僅見於法語組郵件。它依人稱，將主要動詞變為未來式詞根後，

加上「-ais」、「-ait」、「-ions」、「-iez」、「-aient」等後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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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Pourrais-     tu     y   jeter   un  coup  d'oeil ? 

Can-Cond.   you   at it  throw  a   shot   of eye 

Could you take a look at it? 

你可以看一眼嗎？ 

2. 過去式：以第一人稱搭配《過去式》提出請求，可將動作置於非現實（irréel）

的時空中，讓請求較為間接（Maire-Reppert，2000，p. 43）。《過去式》亦屬

於緩解強加程度的句法修飾，因語言類型之故，僅見於法語組郵件。本研究

語料中，《過去式》又包含「未完成過去式」（imparfait）和「複合過去式」

（passé composé）兩種，分別如例（88）及例（89）裡法語語料及英語翻譯

之底線部分所示。 

（88）Je me demandais si vous  accepteriez   d'en     rédiger  une  pour  moi. 

I  me ask-Imp.  if you accept-Cond.  to of them  write   one  for   m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ould accept to write one of them for me. 

不知道您是否接受為我寫其中一封。 

（89）je me suis demandé si   tu   ne  pouvais   pas  y    jeter   un   oeil. 

I me  am  asked  if  you  not  can-Imp.  not  at it  throw  an   eye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not take a look at it. 

不知道您是否不能看一眼。 

同時必須指出，《條件式》和《過去式》只有在句法環境也允許選用現

在簡單式的情況下才算做內部修飾策略，反之則不計入。例如，當中心行為

策略為《條件假設》時，使用條件式和未完成過去式為句法要求，不能自由

代換成現在簡單式，因此統計時不把《條件假設》裡採用的《條件式》和《過

去式》計入內部修飾策略中。基於同樣的理由，本文未將「虛擬式」（subjonctif）

視為內部修飾策略，因為法語虛擬式的採用皆受句法條件限制，而非可自由

選用的語法元素。 

3. 條件否定：以探詢先備條件的方式提出請求時，加入否定詞，預設對方

可能拒絕，藉此達到委婉效果，屬於緩解強加程度的句法修飾。因為語言類

型的關係，《條件否定》也是僅見於法語組郵件的內部修飾成份，如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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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線部分所示。 

（90）je me suis demandé  si   tu   ne  pouvais   pas  y    jeté   un   oeil. 

I me  am  asked  if  you  not  can-Imp.  not  at it  throw  an   eye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not take a look at it. 

不知道您是否不能看一眼。 

4. 包孕子句：將探詢問句包孕於另一直述句之下，避免直接詢問對方，以

達創造距離、緩解請求力度的效果，屬於緩解強加程度的句法修飾。 

（91）不知道老師是否可以在這兩週裡幫我寫一封推薦函呢？ 

（92）je  voudrais  savoir  si  tu   peux  y    jeter  un  coup  d'oeil. 

I  want-Cond. know  if  you  can  at it  throw  a   shot  of eye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can take a look at it. 

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看一眼。 

5. 主觀標記：在中心行為句前加上「我想…」、「相信…」、「je pense」（我覺

得）、「je crois」（我認為）等短語，標記接下來的陳述為自己的主觀判斷，

而非客觀現實，以減輕斷言程度，屬於緩解強加程度的詞彙修飾。 

（93）我想由老師替我寫這封推薦信才是最忠實妥當的。 

（94）J'ai    pensé     que  peut-être  tu  pourrais    jeter  un oeil à   ce que 

j'ai fait  pour  vérifier  qu'il    n'y      a   pas  de  faute  majeure ? 

I’ve   thought   that  maybe  you  can-Cond.  throw  an eye at   what 

I’ve done  for  verify  that it  not there  has  not  of  fault   major 

I thought that maybe you could take a look at what I did to check there’re not 

big mistakes? 

我想也許你可以看一眼我寫的東西，確認沒有太大的錯誤？ 

6. 程度減弱：本文《程度減弱》主要有三種情況。其一，使用「一下」、「un 

peu」（一下）、「petit」（小）、「un coup de」（一點）、動詞重複（VV）等表

示數量少或時間短的詞彙或結構，作用於動詞詞組，降低所要求的行動的時

量，使所託之事顯得負擔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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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能抽空五到十分鐘，幫我看看嗎？ 

（96）pourrais    tu   m'aider  un peu  pour  la grammaire  et  l'orthographe ? 

can-Cond.  you  me help  a bit   for   the grammar  and  the spelling 

Could you help me a bit on the grammar and the spelling? 

你可以在文法和拼字上幫我一下嗎？ 

其二，使用「éventuellement」（或許）、「peut-être」（也許）等副詞修飾

小句，降低要求的決斷程度，表示所求事項並非一定要完成，以緩解請求壓

迫。 

（97）Peux-tu   le  relire   et    y  apporter éventuellement les corrections que tu 

penses nécessaires ? 

Can you  it  reread  and   to it  bring    possibly the corrections that you 

think  necessary 

Can you reread it and maybe make the corrections that you think necessary on 

it? 

你可以再讀一遍並且也許做些你認為需要的修正嗎？ 

其三，使用「大概」、「大致上」等詞彙，避免要求的事項過於精確，

以緩解強加程度。 

（98）大概在這星期二前給我就可以囉！！ 

7. 附加問句：在命令句或直陳句後加上附加問句，詢問受話者執行動作的

先備條件，一方面給予對方選擇機會，另一方面也訴諸對方同理心，屬於緩

解強加程度的詞彙修飾。 

（99）我想要請你幫我看看哪裡有問題或是哪裡可以再修改的可以嗎？？？ 

8. 禮貌標記：本文禮貌標記主要有兩類。其一為使用「懇」、「煩」、「請」、

「拜託」、「s’il te/vous plaît」（拜託）、「se permettre de」（冒昧）、「s’autoriser 

de」（擅自）等敬詞或短語，表達對受話者適當的敬意。 

（100）煩請老師有空時幫我寫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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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拜託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102）Pourrais-tu,      s'il te plait,      corriger  mon  devoir ? 

can-Cond. you,  if it you please,    correct   my  homework 

Could you please correct my homework? 

拜託你能改我的作業嗎？ 

（103）Je me permets de vous contacter pour savoir si vous accepteriez  d'ecrire une 

lettre de reference pour ma demande de  bourse SN. 

I  me allow to  you contact   for  know  if you accept-Cond. to write a 

letter of reference for  my demande of  scholarship SN 

I allow myself to contact you to know if you would accept to write a reference 

letter for my application of scholarship SN. 

我冒昧聯繫您，想知道您是否接受為我申請 SN 獎學金撰寫一封推薦信。 

其中，「se permettre de」和「s’autoriser de」兩個動詞短語意義近似於

漢語的「擅自」、「膽敢」、「冒昧」（薛建成，2001，p. 1449）；同時，由於其

在句中擔任謂語的角色，「se permettre de」也常見於《模糊施為》策略中，

包孕施為動詞出現。 

（104）je  me permets de   vous  demander  cette  faveur. 

I   me allow  to    you    ask      this   favor 

I allow myself to ask you this favor. 

我冒昧請您幫這個忙。 

此外，本研究的禮貌標記還包括「（你）看」等訴諸受話者意見的字詞。 

（105）看你能不能這週末以前幫我看完。 

9. 時間限定：指定動作完成的時限，或用「盡快」等詞彙表示時間有限，

屬於提高請求強加程度的詞彙修飾。 

（106）希望老師您可以撥空在兩周內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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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C'est pourquoi je me permets de solliciter votre aide,  en vous  priant  de 

bien vouloir m'envoyer une lettre dans un   délai    10  jours. 

That’s  why  I me allow  to  beg   your  help,  by you  pleading to 

well want  me  send  a  letter  in  a  deadline  10  days 

That’s why I allow myself to beg for you help, pleading you to send me a letter 

in 10 days. 

這就是為何我冒昧乞求您的協助，拜託您在十天的期限內寄給我一封信。 

五、 支援策略 

「支援策略」（supportive moves）為獨立於中心行為外的其他句子，可

出現在中心行為之前或之後，以緩和或強化請求的方式協助中心行為。本文

參考 Blum-Kulka 等人（1989）、Van Mulken（1996）以及謝佳玲（2009）所

提出的支援策略種類，並依本研究的語料另行增補，以語義內容進行分類，

共發現二十五種支援策略。同時，這二十五種策略又可依其功能之不同，歸

於七個大類之下。本文支援策略大類及細項之說明詳述如下。 

（一）開場進入 

《稱人招呼》和《自我引介》出現於郵件正文的最前面，起開場的作

用。請求信件的開頭不一定都使用《稱人招呼》或《自我引介》引入，但此

二者的加入可增加進入正題前的鋪陳，並使開場更為完整。 

1. 稱人招呼：在書信格式成份的《開頭稱人》和《開頭招呼》出現過後，

再次呼叫對方或向對方問候。 

（108）FN老師您好：老師，我是修過您 CS學的學生 FN GN，不知道老師是否

還對我有印象。 

同時須指出，書信格式成份中的《開頭稱人》和《開頭招呼》及支援

策略中的《稱人招呼》在口語請求研究裡常被歸類於《起始語》（alerter），

用於引起受話者注意。在電子郵件中，稱人及招呼的詞語則不再起引發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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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而擔任書信格式或支援策略的角色，增加郵件的有禮程度。30
 

2. 自我引介：發話者在信件中做簡短的自我介紹，告訴或提醒受話者自己

的身分和兩人間的關係，以提高請求被接受的機會。 

（109）我是跟妳一同上 CN(一)的 FN同學。 

（110）Nous nous sommes rencontrées le mois dernier avec notre amie commune GN 

FN. 

We   us   are     met    the month last  with  our friend common GN 

FN 

We met last month with our mutual friend GN FN. 

我們上個月跟我們共同的朋友 GN FN一起碰過面。 

（二）解釋說明 

透過《交代背景》、《提出理由》、《提供資訊》或《資訊提議》等方式，

詳細說明前來求助的前因後果，以說服對方提供協助。 

3. 交代背景：交代請求事件發生的背景，以增進受話者對整體情況的了解。

本研究情境中，背景包含修課或申請獎學金的事實、修課或申請資料準備情

況、課程有作業、獎學金申請要求附推薦函、作業已完成、有資格申請獎學

金等。試舉數例如下。 

（111）我這學期修了基礎英文寫作，期末必須要交一份五百字的作文。 

（112）我把它完成了，但是有些地方不太確定。 

（113）這獎學金的自傳我寫得很開心，而獎金也算是很豐厚。但是申請卻需要兩

位老師的推薦函。 

 

 

 

                                                      
30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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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Mon  dossier     a    été  accepté   par  une  université  d'RN. 

My  document   has  been  accepted  by   an  university  of RN 

My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by an university of RN. 

我的申請已為 RN的一所大學接受。 

（115）Pour être franc,  j'ai besoin de  deux  lettres de recommandation de mes 

professeurs. 

For  be frank,  I’ve need of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of  my  

teachers. 

To be frank, I need two recommendations letters from my teachers. 

坦白說，我需要兩封老師的推薦函。 

（116）Madame FN,  ma professeur  de grammaire, a  accepté   d'en   rédiger 

une. 

Mrs.   FN,  my  teacher  of grammar,   has accepted  to of them  write 

one. 

Mrs. FN, my grammar teacher, has accepted to write one of them. 

FN女士，我的文法老師，已經接受寫其中一封。 

4. 提出理由：解釋提出請求的前因後果，並說明需要受話者做某事的合理

性或必要性，希望能促使受話者照發話者的要求去做。本研究郵件所提出的

請求理由，依受話對象不同（朋友和師長）可分為兩大組，其下各有數個小

類。這些理由次類將在本章第二節進行統計分析，以釐清華法兩組分別偏好

的請求理由類型，藉此解釋《提出理由》統計結果背後的成因及文化現象。

《提出理由》次類分述如下。 

4.1 對朋友提出的理由類型 

4.1.1 為何需要作業審讀－－自己程度不好 

（117）但好死不死，你也知道高中的時候我的英文是全班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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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Mais  tu connais mon  niveau en anglais ... pas top. 

But  you know  my   level  in English…not top 

But you know my English level…not the top. 

不過你知道我的英文程度…不怎麼樣。 

4.1.2 為何需要作業審讀－－作業困難 

（119）作文我已經寫好了，但裡面有幾個句子或字詞我不確定我寫的對不對。 

（120）J'ai  écrit mon texte, mais je ne suis pas sûre de la tournure de certaine phrase. 

I’ve written my text, but  I not am not sure of the twist  of certain sentences. 

I wrote my text, but I’m not sure about the structure of some sentences. 

我寫好了，可是我不太確定一些句子的結構。 

4.1.3 為何需要作業審讀－－此份作業重要 

（121）這一篇作文影響我的期末成績！！ 

（122）Ce   devoir  va  bien  entendu   compter  dans  ma note  à  l'examen 

final et donc   j'aimerais    qu'il    soit   bien fait. 

This homework goes well understood  count   in  my  grade at the exam 

final and thus  I like-Cond.  that it  be-Sub. well done 

This homework, listen, is going to count for my grade of final exam and thus I 

would like it to be well done. 

要知道這個作業會影響我的期末考成績，因此我希望可以把它弄得很好。 

4.1.4 為何找對方修改作業－－對方能力較佳 

（123）想必經過多益 900 的高手校對過以後，想要被當都很難吧～～ 

（124）je  sais   que  tu    es  infiniment   plus  doué   que  moi. 

I  know  that  you  are  infinitely   more  gifted  than  me 

I know that you are infinitely more talented than me. 

我知道你比我厲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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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為何找對方修改作業－－對方經驗較足 

（125）聽說大哥之前也曾修習過同樣課程。 

（126）Comme  je   sais    que   tu  étudies cette langue  depuis  longtemps. 

As      I   know   that  you  study  this language  since  long time 

As I know that you’ve studied this language for a long time. 

我知道你學這個語言已經很久了。 

4.1.6 為何找對方修改作業－－人際關係相關 

（127）周圍沒有認識的朋友會韓文，那門課上的人大多也不認識。 

（128）tu   m'as  toujours  promis  de m'aider en anglais  dès que    tu le 

pouvais ! 

You me have always  promised to me help at English as soon as you it 

can-Imp. 

You always promised me to help me for English as you could! 

你一直答應我一可以就會幫我弄英文！ 

4.2 對師長提出的理由類型 

4.2.1 為何需要獎學金－－學業相關原因 

（129）為了明年出國留學的計畫，最近申請了一份學校裡面跟出國有關的獎學

金。 

（130）je souhaite  effectuer ma dernière année de licence au CN. 

I   wish  perform  my  last   year  of college at CN 

I wish to do my last year of college in CN. 

我大學最後一年想在 CN學習。 

4.2.2 為何需要獎學金－－家庭經濟因素 

（131）我最近家裡的情況不是很好，所以需要靠一些獎學金來貼補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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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seulement ma famille  ne  peux   plus  m'aider  autant qu'avant pour  

poursuivre mes études. 

only     my  family  not   can    more  me help such  than before for 

continue  my studies 

just my family can not help me anymore as before for me to continue my 

studies. 

只是我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幫我繼續我的學業。 

4.2.3 為何需要獎學金－－其他私人理由 

（133）那我下學期四月的畢業旅行就有著落了！ 

（134）Cependant, je suis actuellement dans une situation   qui   me  contraint à 

demander une  bourse     d'études. 

However,  I  am  currently   in   a  situation  which  me constrain to 

ask      a   scholarship  of studies. 

However, I’m now in a situation that oblige me to apply for a scholarship. 

然而，我現在所處的情況讓我不得不申請一個獎學金。 

4.2.4 為何找對方寫推薦函－－專業領域相關 

（135）由於這個獎學金的項目和老師的研究領域極有相關，所以想到了您。 

（136）Vous  avez  en effet enseigné  la matière dans laquelle  je vise ma poursuite 

d'étude. 

You  have  in fact  taught  the subject  in  which  I plan  my continue 

of study 

In fact you taught the subject on which I plan to continue my study. 

事實上您教授的科目是我想繼續深造的方向。 

4.2.5 為何找對方寫推薦函－－對方了解或認識自己 

（137）那因為在系上老師中，我和您最熟，您也最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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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vous êtes la personne    avec qui   je me suis le plus    entretenu  durant 

ma dernière année  d'étude. 

You  are the person   with whom  I me am the most    maintained during 

my last     year  of study. 

You are the person with whom I interacted the most during my last year of 

study. 

您是我上個學年最常交流的人。 

4.2.6 為何找對方寫推薦函－－欣賞對方 

（139）因為對老師的課非常有印象，所以想煩請老師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140）Dans la  mesure  où  je  vous  apprécie  beaucoup 

In   the measure where I   you  appreciate  much 

In the condition that I appreciate you much 

在我很欣賞您的情況下 

4.2.7 為何找對方寫推薦函－－人際關係相關 

（141）最近我想要申請一個獎學金耶！！是 [FN GN 教授獎學金]。看了一下他

的申請資格，我覺得我很有機會得獎唷=) 只可惜~他需要一份老師推薦函！！！

我記得妳和我說過，FN GN教授好像是妳以前的教授耶！！！？ 

4.2.8 為何不當面求助 

（142）之所以寫信是因為老師這兩個禮拜都在其他地方開會，無法當面和你說。 

（143）Je  ne peux  malheureusement pas  vous  rencontrer en personne cette 

semaine car    j'ai  plusieurs   partiels  à  passer. 

I  not  can   unfortunately   not  you   meet   in  person  this  

week  since  I’ve  many    midterms  to  pass. 

Unfortunately I cannot meet you in person this week since I have many 

midterms to take. 

很遺憾地這週我不能親自跟您碰面，因為我有許多期中考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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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資訊：提供受話者與請求事項或發話者自身相關的資訊，讓受話者

得以評估整體情況。作業方面的資訊包括寫作主題、繳交期限、須要修改的

重點、目前完成部份的品質程度；獎學金方面的資訊包括申請要求、獎學金

性質、錢數、申請期限；自身相關的資訊則包括個人聯絡方式、過往事蹟、

學業現況、專長、未來規畫。 

（144）因為在期末的時候，要交一篇 500字的作文，內容是關於是否有領導經驗，

由什麼事情可以證實......的文章。 

（145）我的聯絡方式：PN 

（146）La  date butoir pour  le  depot  de   dossier    est dans deux  semaine. 

The  date stop  for  the deposit  of  document  is  in  two   weeks 

The dealine to send the documents is in two weeks. 

資料繳交的期限是兩個禮拜。 

（147）Vous trouverez   ci-joint  mon CV. 

You  find-Fur. here-joined  my CV 

You will find my CV in the attached. 

我的履歷請見附檔。 

6. 資訊提議：表示若對方答應協助，會再提供相關資訊，或者若對方需要

更詳細的資訊以作判斷，自己會配合提供。 

（148）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再將我的作文寄給您。 

（149）je reste disponible pour  toute information  nécessaire  à   l'écriture de la 

lettre  si  vous acceptez ma requête. 

I  stay  available  for  all  infomraiton  necessary at  the writing of the 

letter  if  you  accept  my request. 

I am available to give all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the writing of the letter if 

you accept my request. 

若您接受我的請求，我隨時可提供任何推薦函撰寫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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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示請求 

中心行為出現前表明有事相求，讓對方明白郵件來意，但求助的內容

則未說明。也就是說，【預示請求】雖指出了希望受話者提供協助，但協助

內容不明，不符合本文對中心行為的定義，因而歸入支援策略統計。【預示

請求】依句型為直述句或問句，分為《預備行動》和《先備詢問》兩類。 

7. 預備行動：在中心行為前，以直述句明示受話者接下來自己將對其做出

要求。 

（150）我有一件事要麻煩你了… 

（151）J'ai un service à te  demander 

I’ve a service to you  ask 

I have a service to ask you 

我有個忙要請你幫。 

例（150）和例（151）中，發話者採用不定名詞組「一件事」和「un service」

（一個忙）指涉求助事項，可見事項內容在文中尚未被明確界定。 

8. 先備詢問：在說明求助事項及緣由之前，以直接或間接問句詢問受話者

能否幫忙，用較婉轉的口吻提示受話者自己即將提出請求。 

（152）有件事不曉得能不能麻煩老師。 

（153）je me demandais si tu   pourrais  me rendre un petit service. 

I me  ask-Imp. if you  can-Cond. me give   a little servic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a little help. 

不知道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小忙。 

（四）拉近距離 

本研究語料中，有的發話者在郵件裡會透過《寒暄閒聊》或《幽默言

談》等手段，試圖創造親切的氛圍、拉近與受話者間的距離，以增進受話者

對自己的同理心，並藉此提高請求被接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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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寒暄閒聊：問候受話者近況、提及兩人過去的共享經驗或提議之後的共

同活動，展現對受話者的關心或興趣，以拉近彼此距離。 

（154）老師的感冒好點了嗎？ 

（155）Par ailleurs,    j'espère   que tu  es toujours      d'accord   pour  aller 

au ciné      la semaine prochaine. 

By elsewhere,  I hope   that you are always    of agreement  for    go 

to the cinema the week   next 

By the way, I hope that you always agree to go to the movies next week. 

對了，希望你仍同意下星期去看電影。 

10. 幽默言談：用嘲笑自己或開對方玩笑等方式來親近對方。 

（156）內容貧脊這件事情你知道就好別講出去。 

（157）Ne  te moques pas trop de moi quand même! 

Not you mock  not too of  me   still! 

Don’t laugh at me too much anyway! 

還是不要笑我笑得太厲害呀！ 

（五）補償負債 

提出請求的同時，發話者藉由《表示歉意》、《承認不當》、《表達感謝》、

《提議回饋》、《恭維讚美》、《預先認可》、《預先讚美》等方式，承認自己有

欠於對方並試圖對之作出補償。【補償負債】的使用顯示發話者未將對方可

能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也因此能塑造出有禮貌的形象，增加受話者對發話

者的好感及提供協助的機會。 

11. 表示歉意：承認自己的請求打擾到受話者，並對此表達歉意，以補償受

話者的消極面子，有緩和請求力度的作用。 

（158）不好意思在老師百忙之中還拜託老師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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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Je suis désolée  de  te  déranger avec mes bêtises. 

I  am  sorry  of  you  bother  with my foolishness 

I am sorry to bother you with my stupid things. 

抱歉因為一些蠢事打擾你。 

12. 承認不當：自行指出可能會造成受話者不願幫忙的因素，並承認其不當

性，希望藉此博取受話者諒解，以降低被拒絕的機會。  

（160）也許會耗費你一些寶貴的時間。 

（161）aussi suis-je peut-être un peu trop pressante. 

so   am-I  maybe  a  bit too  pressing 

so maybe I am a bit too pressing. 

因此我或許有點太急了。 

13. 表達感謝：對受話者所付出的時間或可能提供的幫助表達感謝之意，承

認自己有欠於對方，並給予言語補償。  

（162）謝謝老師 

（163）Merci  d'avance 

Thank  of advance 

Thanks in advance 

預先感謝 

14. 提議回饋：承諾日後會報答對方的協助，一方面承認自己有欠於對方，

另一方面允諾將以實際行動償還負債。回饋內容依雙方關係不同，包括飲食、

金錢及勞務提供等。 

（164）希望有機會讓學生幫忙老師分擔一些學術的工作，以彌補學生的小小請

求！ 

（165）你下次回來台北我再請你吃一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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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Si tu   as besoin d'aide pour tout  devoir    en littérature ou en histoire, je 

suis bien entendu   disponible pour te rendre service. 

If  you have need of help for all  homework  in literature or in history,  I 

am well understood  available  for you give service. 

If you need help for all literature or history homework, you know that I am 

available to give you a hand. 

若你需要文學或歷史作業方面的協助，要知道我隨時可以幫你。 

15. 恭維讚美：稱讚受話者，滿足其積極面子，以緩和請求所帶來的壓迫。 

（167）老師授課的內容也非常博大精深。相望日後還有機會修習老師所開授的課

程，再開知識饗宴！ 

（168）ce  cours  m'avait beaucoup apporté. 

This course me had  much   brought 

This course had brought me a lot of things. 

這門課給我帶來了很多收穫。 

此外，也須指出，在《提出理由》策略小類中，〈對方能力較佳〉及〈欣

賞對方〉等次類在說明為何向對方求助的同時，也起了恭維讚美的功能。不

過，為了避免重複計量，對於上下文內作為理由呈現的〈對方能力較佳〉和

〈欣賞對方〉，本文僅將其算作《提出理由》；而其他未被當成理由呈現的恭

維內容，才歸入《恭維讚美》中。 

16. 預先認可：表示受話者的協助將給自己帶來極大的好處，或自己將對受

話者懷抱相當的感激之情，讓受話者覺得幫忙發話者是有意義的，給受話者

帶來心理上的滿足。 

（169）小 GN一定會感激不盡的。 

（170）ça  m'aiderait    beaucoup. 

it  me help-Cond.  much 

it would help me a lot. 

那會幫了我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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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預先讚美：預先稱讚可能提供協助的對方，讓受話者感覺幫助發話者可

以提升自己的形象，藉此滿足受話者的積極面子，使其更樂意幫忙。 

（171）Ce  serait   vraiment sympa de  ta   part. 

It  be-Cond.  really  kind  of  your  part 

It would be really kind of you. 

你人真的會很好。 

（六）爭取強化 

發話者透過《自我推薦》、《加強請求》、《深入提議》、《要求回應》、《降

低戒心》等策略，積極爭取對方的協助。 

18. 自我推薦：提出自己以往的良好表現，希望增加得到協助的機會。  

（172）也蒙老師不棄，給予學生頗為亮眼的成績。 

（173）J'ose espérer  que  vous voudrez  bien  faire part de votre impression sur 

mes motivations et  le    sérieux  de mon travail depuis que nous nous connaissons. 

I dare  hope  that  you want-Fur. well  make part of your impression on 

my motivations and the seriousness  of  my  work since  that we  us   know. 

I dare to hope that you will like to take into account your impression on my 

motivations and the seriousness of my work since we met. 

我大膽希望您能考慮從我們認識以來，我的對學習的熱忱及對課業的認

真。 

19. 加強請求：本文語料中，「加強請求」的方式有兩種。其一，發話者僅

重複「拜託」、「麻煩」等施為動詞或「s’il te plaît」（拜託）一類的禮貌標記，

以強化整體求助力道，例如： 

（174）拜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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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S'il te plait, s'il te plait, s'il te plait.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拜託，拜託，拜託。 

其二，在中心行為出現後，發話者提及希望對方答應、希望求助事項

實現或其它與主要請求相關的願望。例如： 

（176）希望能像老師一樣領取獎學金前往英國唸書！！ 

（177）j'espère que ça marchera! 

I hope  that it walk-Fur. 

I hope that it will work! 

我希望可以！ 

《加強請求》所採用的語句與中心行為句不同，皆未提及希望對方執

行的主要動作，也未以「幫忙」、「協助」、「支持」等字眼指代希望對方執行

的主要動作，僅重複表達求助意念，加重請求力道。 

20. 深入提議：除了主要請求事項外，發話者同時提出其他相關請求，或對

協助方式有進一步的要求和提案。 

（178）再麻煩老師於時間內將完成的推薦函放入信封中寄出。 

（179）如果你沒有空幫我改作文，那在下下禮拜五晚上上課之前，你是否有空堂

課？  

（180）n'hésite    pas à changer ce que tu veux ou à  me dire si cela sonne mal ou 

quoi. 

not hesitate not at change  what you want or to me say if that sound bad or 

what 

don’t hesitate to change what you want or tell me if that sounds bad or what. 

儘管改你想改的地方，或告訴我哪裡聽起來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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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Si tu veux,  on peut se rencontrer en direct à la  BU. 

If you want, we can us   meet   in direct a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f you want, we can meet directly a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如果你想，我們可以直接在學校圖書館碰面。 

21. 要求回應：要求受話者無論接受與否，至少要給自己回音。這讓原本意

圖拒絕的受話者也至少考慮為這項請求付出一些心力（回信）。  

（182）方便的話可以先回我信喔！ 

（183）Sinon dis moi vite que je sollicite qq'un d'autre. 

If not say me fast that I  beg    someone else 

If not tell me quickly so that I’ll beg someone else. 

不行的話趕快告訴我，我去拜託別人。 

在部分法文郵件中，「要求回應」甚至已成了結尾應酬語的一部分。 

（184）En l'attende  de votre réponse 

In the wait  of  your response 

Waiting for your response 

等待您的回應 

22. 降低戒心：文字間弱化實際的工作量，以說服對方提供協助。 

（185）不會花你很多時間啦。 

（186）ça  devrait     pas  te  prendre beaucoup de temps. 

it  must-Cond  not . you   take   much  of  time 

it shouldn’t take you much time. 

應該不會花你很多時間。 

（七）緩解壓迫 

與【爭取強化】相對，【緩解壓迫】在請求郵件中起減輕請求強加程度

的作用，透過《探詢條件》、《減輕負擔》、《降低強加》等方式，或是留予受

話者選擇空間，或是減少對其要求，以達尊重對方、滿足其消極面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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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探詢條件：在中心行為句的之前或之後，詢問受話者提供協助的先備條

件，給予其拒絕的機會，以示尊重。 

（187）不知道你這禮拜是否有空？ 

（188）tu  veux  bien ? 

You want  well  

You want to? 

你想嗎？ 

24. 減輕負擔：盡量減少對受話者的要求，降低請求所帶來的壓迫。  

（189）不用太仔細看我怕花你太多時間，就只要掃過去就好。 

（190）il   n'y    a donc pas d'urgence. 

it not there has thus not of urgence 

thus it is not urgent. 

所以不是很緊急。 

25. 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受話者接受其請求，降低詢問的力度及其加於受

話者身上的壓力，以達到禮貌效果。常以條件句式出現。 

（191）如果老師沒有空也沒關係，謝謝老師。 

（192）Si ça ne te dérange pas évidemment 

If it not you bother not obviously 

If it doesn’t bother you of course 

當然是在不打擾你的前提下 

（193）Si cela vous embête, je comprendrai,  et demanderai alors à quelqu'un d'autre. 

If that  you bother, I understand-Fur., and ask-Fur.  then at somebody else. 

If it bothers you, I can understand, and then I will ask somebody else. 

如果太打擾您我可以理解，我會去問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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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體策略及語篇組織方式 

本節呈現華語和法語在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

部修飾以及支援策略等項度上各自的偏好，並比較華法兩組的異同；同時，

也將呈現語料裡中心行為及支援策略的配置關係，以描述郵件語篇的組織方

式。 

一、 標題成份 

華語及法語全體郵件各自採用的標題成份次數，如圖四-1 所示。 

 

圖四-1全體郵件標題成份次數 

由圖四-1 可見，法語郵件採用的標題成份集中於《主題相關》及《需

求明示》兩種類型，且以《主題相關》的使用次數最高，出現於 78%的郵

件中。華語郵件的標題成份種類則較多樣，雖仍以《主題相關》及《需求明

示》所佔數量最多，但《自認身分》和《稱呼對方》的使用次數也佔大宗，

同時，還包括更多《問候表達》、《主體行動》與《聲情符號》。 

華法差異方面，從多變量檢定（Multivariate Test）可看出國別差異在標

題成份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159）= 23.666，p < .001。經過各層面的差異

考驗顯示，《主體行動》F（1, 159）= 39.292，p < .001、《稱呼對方》F（1, 159）

= 75.018，p < .001、《問候表達》F（1, 159）= 63.027，p < .001、《自認身分》

F（1, 159）= 53.120，p < .001 和《聲情符號》F（1, 159）= 8.073，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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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份上，華語郵件採用數量顯著高於法語郵件，而《主題相關》F（1, 159）

= 69.887，p < .001 及《需求明示》F（1, 159）= 11.861，p < .01的使用，則

在法語郵件中顯著較多。 

另一方面，若將郵件的有效性31納入考慮，華語及法語對郵件標題成份

各自的偏好則如圖四-2 和圖四-3 所示。其中，由於兩組較有效及較無效信

件的封數皆不同，因此圖表呈現時以「成份次數 / 該組信件封數」所得之

百分比描述其分布。 

 

圖四-2華語郵件標題成份有無效比例 

 

 

圖四-3法語郵件標題成份有無效比例 

                                                      
31

 郵件有效性的判斷方式請見第三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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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2 可看出，在華語組郵件中，有效郵件比無效郵件採用了更多

《主體行動》、《主題相關》和《自認身分》，並在《主題相關》一項達到邊

緣顯著 F（1, 79）= 3.409，p < .07；而較無效的郵件則在《請求輔助》、《需

求明示》、《稱呼對方》、《問候表達》、《聲情符號》等成份的使用比例上高於

有效郵件，不過其程度未達顯著。整體而言，華語組有無效郵件在標題成份

的選用上有顯著差異 F（1, 74）= 2.117，p < .05。 

圖四-3則顯示，較有效的法語郵件對《請求輔助》、《主題相關》和《自

認身分》等成份的使用比例略高於無效郵件，而無效郵件則更常採用《需求

明示》及《聲情符號》兩種成分。不過，法語有無效郵件標題的差異則未在

整體或任一細項成份上達到統計顯著。另一方面，國別和郵件有效性交互作

用下所造成的差異在標題成份中則有顯著效果 F（2, 156）= 1.793，p < .05。 

二、 書信格式成份 

華語及法語全體郵件各自採用的書信格式成份次數，如圖四-4 所示。 

 

圖四-4全體郵件書信格式成份次數 

由圖四-4 可見，書信格式成份上，法語郵件中最常見《結尾致意》、《結

尾署名》及《開頭招呼》等成份，其次數分別佔全體 160 封郵件的 80%以

上。同時，《開頭稱人》也是法語郵件中常見的書信格式成份，佔全體郵件

的 69%。另一方面，華語郵件最常見的書信格式成份則為《開頭稱人》，93%

以上的郵件皆採用了此成分；其次為《結尾署名》，佔全體郵件的 71%；《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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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招呼》第三，佔全體郵件的 53%。《結尾致意》和《關係自稱》則分佔全

體郵件的 28%及 22%。此外，《結尾敬詞》和《日期標示》雖不常出現，但

卻是僅見於華語郵件的書信格式成份。 

華法差異方面，多變量檢定顯示國別在書信格式成份的選用上有顯著

差異 F（1, 159）= 33.596，p < .001。其中，華語郵件在《開頭稱人》F（1, 

159）= 36.798，p < .001、《關係自稱》F（1, 159）= 36.843，p < .001、《日

期標示》F（1, 159）= 6.169，p < .05 及《結尾敬詞》F（1, 159）= 31.133，

p < .001 的使用上皆顯著多於法語郵件；《所屬單位》出現頻率的華法差異

亦達邊緣顯著 F（1, 159）= 3.585，p < .07。法語郵件則顯著更常採用《開

頭招呼》F（1, 159）= 35.735，p < .001、《結尾致意》F（1, 159）= 102.672，

p < .001、《結尾署名》F（1, 159）= 6.786，p < .05等書信格式成份。同時，

若考慮郵件的有效程度，華語及法語對書信格式成份各自的偏好則如圖四-5

和圖四-6 所示。 

 

圖四-5華語郵件書信格式成份有無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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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法語郵件書信格式成份有無效比例 

圖四-5 顯示，除了《日期標示》一項，較有效華語郵件在每一種書信

格式成份上採用的都比較無效郵件為多；其中，《結尾署名》使用比例的有

無效差異更達統計顯著 F（1, 79）= 8.296，p < .01。不過，整體而言，郵件

是否有效在華語組書信格式成份上未產生顯著不同。 

從圖四-6 則可看出，除了《所屬單位》以及不存在於法語書信格式中

的《日期標示》和《結尾敬詞》，法語郵件有效者在各項書信格式的使用上

都比無效郵件更為頻繁，並在《結尾署名》一項上達統計顯著 F（1, 79）= 

11.515，p < .001。多變量檢定也顯示有無效郵件在法語組書信格式成份的選

用上有顯著差異 F（1, 72）= 3.194，p < .01。 

此外，國別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亦在整體書信格式的選用上產生

顯著效果 F（2, 156）= 1.938，p < .05，並具體反映於《結尾致意》F（2, 158）

= 3.518，p < .05 及《結尾署名》F（2, 158）= 9.106，p < .001 等策略上。 

三、 中心行為策略及配置 

華語及法語全體郵件分別採用的中心行為大類策略次數和中心行為總

數如圖四-7和圖四-8 所示。 

開頭

稱人 

開頭

招呼 

結尾

致意 

結尾

署名 

所屬

單位 

關係

自稱 

日期

標示 

結尾

敬詞 

較有效 75% 83% 93% 92% 5% 3% 0% 0%

較無效 63% 82% 78% 75% 5% 0% 0%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118 

 

 

圖四-7全體郵件中心行為大類策略次數 

 

 

圖四-8全體郵件中心行為總數 

由圖四-7 可見，華語組中心行為較常採取直接策略，而法語組的中心

行為則集中於規約型間接策略上。從多變量檢定也可看出國別差異在中心行

為大類策略的選用上達統計顯著 F（1, 159）= 19.322，p < .001。其中，華

語組採用直接策略的次數顯著較法語組為多 F（1, 159）= 58.242，p < .001，

而法語組選用規約型間接策略的次數亦顯著多於華語組 F（1, 159）= 14.146，

p < .001。此外，華法兩組的差異也可見於中心行為的總數上。如圖四-8所

示，華語組郵件的中心行為句顯著多於法語組 F（1, 159）= 29.087，p < .001；

也就是說，與法語組相較，華語郵件更常出現重複請求的句子，對受話者反

覆提出相同要求。 

再者，華法兩組在中心行為細部策略上各自的偏好則如圖四-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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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9全體郵件中心行為策略次數 

由圖四-9 可見，華語郵件中，最常採用的中心行為策略為《模糊施為》，

其次為《需求陳述》，皆為直接策略；規約型間接策略中的《詢問可行》和

《詢問允許》則並列為使用頻率第三高的策略。此外，直接策略中的《祈使

應允》和《明示施為》之使用次數亦超過 10 筆。法語郵件則呈現不同的面

貌。法語郵件中，最常採用的中心行為策略為《詢問可行》，其次為《詢問

意願》，皆為規約型間接策略；直接策略中的《需求陳述》則為使用頻率第

三高的策略。同時，規約型間接策略中的《詢問可能》、《條件假設》、《事實

推測》以及直接策略中的《模糊施為》使用次數也都在 10筆以上。 

華法差異方面，多變量檢定顯示國別在郵件中心行為細項策略的選用

上產生顯著差異 F（1, 159）= 12.497，p < .001。其中，華語組郵件於《祈

使應允》F（1, 159）= 15.888，p < .001、《明示施為》F（1, 159）= 5.795，

p < .05、《模糊施為》F（1, 159）= 38.935，p < .001、《需求陳述》F（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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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上顯著多於法語組。其中，《祈使應允》和《詢問允許》更是僅見於華

語組請求郵件中的中心行為策略。另一方面，法語組郵件則顯著更加偏好《詢

問意願》F（1, 159）= 14.852，p < .001、《詢問可能》F（1, 159）= 1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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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假設》、《間接行動》等策略，法語組的使用次數雖也較華語組多，但其差

異皆未達顯著。在法語組的中心行為策略裡，《詢問可能》、《詢問善意》及

《詢問打擾》是華語組郵件中所未曾出現的。 

再者，進一步考慮兩組郵件的有效性後，華語及法語請求郵件分別偏

好的中心行為策略則如圖四-10和圖四-11 所示。 

 

圖四-10 華語郵件中心行為策略有無效比例 

 

 

圖四-11 法語郵件中心行為策略有無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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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10可看出，華語組郵件中，較有效者比較無效者更常使用《明

示施為》、《模糊施為》、《義務陳述》、《詢問意願》、《條件假設》、《事實推測》

等策略；而較無效的郵件對《祈使應允》、《需求陳述》、《詢問可行》、《詢問

允許》、《詢問方便》、《間接行動》的使用頻率則較高。其中，差異達顯著者

包括《明示施為》F（1, 79）= 4.728，p < .05 及《祈使應允》F（1, 79）= 7.581，

p < .01；也就是說，雖整體而言偏好直接策略，但華語組受話者對於最直接

的命令句仍難以接受。多變量檢定顯示，有無效郵件在華語組中心行為策略

的選用差異上達邊緣顯著 F（1, 74）= 1.756，p < .07。 

圖四-11 則顯示，法語組較有效的郵件更常採用《模糊施為》、《義務陳

述》、《詢問善意》、《條件假設》、《事實推測》、《間接行動》等策略，而較無

效的郵件則使用了較多的《明示施為》、《需求陳述》、《詢問意願》、《詢問可

能》、《詢問方便》、《詢問打擾》及《提出建議》。不過，整體而言，郵件是

否有效在法語組中心行為策略的選用上無顯著不同，僅《事實推測》的使用

頻率差異在有無效郵件之間達邊緣顯著 F（1, 79）= 3.917，p < .07。 

另一方面，國別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在中心行為總數及大類策略

上皆未造成顯著差異，然而，對中心行為細項策略的影響則達統計顯著 F

（2, 156）= 1.603，p < .05，並具體反映於《祈使應允》F（2, 158）= 7.409，

p < .01、《明示施為》F（2, 158）= 4.606，p < .05 及《事實推測》F（2, 158）

= 3.594，p < .05 等策略上。其中，《明示施為》較常見於華語組有效郵件，

而在法語組裡卻更常出現在無效郵件中。 

最後，本小節呈現華語和法語兩組中首度及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之策

略類型分布，如圖四-12和圖四-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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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2 華語郵件首度及重複出現之中心行為策略分布 

 

 

圖四-13 法語郵件首度及重複出現之中心行為策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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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常用於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上。 

四、內部修飾 

內部修飾為附著於中心行為一同出現的詞彙或句法修飾；也就是說，

內部修飾的多寡，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心行為句數多寡的影響。如前所述，華

語組的中心行為句顯著多於法語組；為避免中心行為數量影響內部修飾的計

量，本文將內部修飾次數除以該組中心行為句數後，再以百分比計算其多寡，

以呈現各內部修飾策略在該組中心行為上的密度。華語和法語全體郵件分別

採用的內部修飾比例如圖四-14所示。 

 

圖四-14 全體郵件內部修飾比例 

由圖四-14可見，華語組內部修飾以詞彙修飾中的《程度減弱》出現頻

率最高，句法修飾《包孕子句》次之，詞彙修飾《禮貌標記》第三。法語內

部修飾以《條件式》、《包孕子句》、《過去式》等句法修飾為主，詞彙修飾則

以《程度減弱》和《禮貌標記》較為常見。 

華法差異上，多變量檢定顯示國別差異在內部修飾上達到統計顯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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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式 

過去

式 

條件

否定 

包孕

子句 

主觀

標記 

程度

減弱 

附加

問句 

禮貌

標記 

時間

限定 

華語 0% 0% 0% 20% 1% 34% 4% 14% 8%

法語 65% 16% 1% 21% 5% 22% 0% 14%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124 

 

華語組在詞彙修飾《程度減弱》F（1, 319）= 20.425，p < .001、《附加問句》

F（1, 319）= 18.852，p < .001 和《時間限定》F（1, 319）= 33.083，p < .001

的使用頻率上則顯著較法語組為高。 

將郵件的有效性納入考慮後，華法兩組有無效郵件內部修飾的使用情

況如圖四-15和圖四-16 所示。 

 

圖四-15 華語郵件內部修飾有無效比例 

 

 

圖四-16 法語郵件內部修飾有無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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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子句》出現於有效郵件的頻率顯著較無效郵件為高 F（1, 159）= 5.372，p 

< .05；同時，有效郵件對《主觀標記》的使用亦顯著多於無效郵件 F（1, 159） 

= 5.264，p < .05。另一方面，華語組無效郵件的內部修飾則主要集中於《程

度減弱》；此外，較無效郵件對加強請求力度的《限定時間》之使用顯著比

有效者更為頻繁 F（1, 159）= 10.369，p < .01。多變量檢定顯示有無效郵件

在華語組內部修飾的選用上有顯著差異 F（1, 149）= 3.168，p < .01。 

法語組方面，內部修飾在有無效郵件之間的分布差異不大，皆最常出

現《條件式》，《包孕子句》次之，《過去式》第三。較大的差別在於，該組

有效郵件中，《禮貌標記》的出現頻率顯著高於較無效者 F（1, 159）= 5.096，

p < .05，而《過去式》F（1, 159）= 4.292，p < .05 和《包孕子句》F（1, 159）

= 4.165，p < .05 則顯著較常見於無效郵件中。同時，較有效郵件對《條件

式》、《主觀標記》和《程度減弱》的使用亦比較無效者為多。多變量檢定顯

示郵件有效性在法語組內部修飾中有顯著差異 F（1, 145）= 2.568，p < .05。 

同時，國別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在內部修飾上的效果亦達統計顯

著 F（2, 314）= 2.276，p < .05，並具體反映於《包孕子句》F（1, 319）= 10.037，

p < .05 和《時間限定》F（1, 319）= 3.610，p < .07 兩個項目上。華語有效

郵件使用《包孕子句》的頻率高於無效郵件，而法語組則相反，《包孕子句》

更常見於無效郵件。同時，雖華法兩組的《限定時間》都較常出現於較無效

郵件，但華語組有無效郵件使用《限定時間》的頻率差異遠比法語組明顯。 

五、 支援策略及配置 

華語和法語全體郵件分別採用的支援策略大類次數以及支援策略總數，

如圖四-17與圖四-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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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7 全體郵件支援策略大類次數 

 

 

圖四-18 全體郵件支援策略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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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拉近距離】F（1, 159）= 15.919，p < .001、【補償負債】F（1, 159）

= 14.000，p < .001 與【緩解壓迫】F（1, 159）= 4.187，p < .05 的華法次數

差異更達統計顯著。整體而言，國別在支援策略大類的選用上有顯著差異 F

（1, 159）= 10.134，p < .001。同時，從圖四-18及統計結果中也可看出，華

語組採用的支援策略總數顯著高於法語組 F（1, 159）= 59.719，p < .001。 

將兩組郵件的有效性納入考慮後，華語及法語請求郵件分別偏好的大

類支援策略及支援策略總數如圖四-19、圖四-20、圖四-21 和圖四-22所示。

圖中之平均數為「策略次數 / 該組信件封數」所得之平均。 

 

圖四-19 華語郵件大類支援策略有無效次數平均 

 

 

圖四-20 法語郵件大類支援策略有無效次數平均 

開場

進入 

解釋

說明 

預示

請求 

拉近

距離 

補償

負債 

爭取

強化 

緩解

壓迫 

較有效 1,320 4,987 0,267 0,547 1,573 0,667 0,760

較無效 1,012 4,541 0,353 0,624 1,435 0,635 0,412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開場

進入 

解釋

說明 

預示

請求 

拉近

距離 

補償

負債 

爭取

強化 

緩解

壓迫 

較有效 0,517 4,115 0,264 0,253 1,218 0,471 0,437

較無效 0,575 3,288 0,274 0,123 0,973 0,562 0,397

 -
 0,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128 

 

 

 

圖四-21 華語郵件支援策略總數有無效次數平均 

 

 

圖四-22 法語郵件支援策略總數有無效次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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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上的平均次數差異 F（1, 79）= 8.988，p < .01 及法語組有無效信件在

【解釋說明】策略上的數量差異 F（1, 79）= 11.394，p < .01 皆達統計顯著。

華法兩組稍有差異之處在於，華語組較有效郵件比較無效郵件更常使用【開

場進入】及【爭取強化】，而較少使用【拉近距離】；法語組郵件則相反，較

有效者更常使用【拉近距離》，而較少採取【開場進入】及【爭取強化】。整

體而言，有無效郵件在華語組支援策略大類的選用上有顯著差異 F（1, 74） 

= 2.200，p < .05，而在法語組亦達邊緣顯著 F（1, 72）= 2.065，p < .07。 

至於國別及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整體而言未在支援策略大類的選

用上產生顯著效果，而僅於【緩解壓迫】上達到邊緣顯著 F（1, 159）= 3.499，

p < .07：雖華語組和法語組的有效郵件都較偏好【緩解壓迫】，但華語組的

這個傾向比法語組更加明顯。 

看過支援策略大類及總數的整體分布後，本小節以下將呈現華法兩組

在支援策略細項上各自的偏好，如圖四-23所示。 

 

圖四-23 全體郵件支援策略細項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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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為《自我引介》。其中，《交代背景》、《提出理由》和《提供資訊》皆屬

【解釋說明】，《表達感謝》屬於【補償負債】，《自我引介》屬於【開場進入】，

也呼應了兩組郵件對大類支援策略的偏好排序。 

華法差異方面，多變量檢定顯示國別差異在支援策略細項上達到統計

顯著 F（1, 159）= 8.866，p < .001。具體而言，華法郵件支援策略的不同之

處可從以下幾點看出。首先，共同偏好的策略有採用次數上的不同。華法郵

件最常使用的五大細項策略在華語郵件中出現的次數都較法語郵件為多；其

中，達統計顯著者包括《交代背景》F（1, 159）= 30.044，p < .001、《提供

資訊》F（1, 159）= 14.429，p < .001、《表達感謝》F（1, 159）= 11.351，p 

< .01和《自我引介》F（1, 159）= 6.211，p < .05。其次，【補償負債】和【爭

取強化】的方式華法兩組亦有不同偏好。【補償負債】方面，除《表達感謝》

外，華語組顯著較常採用《表示歉意》F（1, 159）= 15.995，p < .001、《提

議回饋》F（1, 159）= 10.642，p < .01 和《恭維讚美》F（1, 159）= 6.207，

p < .05 等策略彌補虧欠，而法語組則顯著採更多《預先認可》F（1, 159）= 

18.650，p < .001 和《預先讚美》F（1, 159）= 8.820，p < .01 等手段；同時，

法語組亦使用了較多《承認不當》。【爭取強化】方面，華語組常見《加強請

求》和《深入提議》，而法語組則更常採用《自我推薦》、《要求回應》及《降

低戒心》；其中，《加強請求》F（1, 159）= 14.554，p < .001、《深入提議》

F（1, 159）= 9.160，p < .01 和《要求回應》F（1, 159）= 5.686，p < .05 於

華法兩組的使用次數差異達統計顯著。最後，除了上述策略之外，華語郵件

尚比法語郵件顯著採取了更多《稱人招呼》F（1, 159）= 42.076，p < .001、

《寒暄閒聊》F（1, 159）= 16.133，p < .001 及《探詢條件》F（1, 159）= 15.741，

p < .001。 

另一方面，將郵件有效性納入考慮後，華法兩組對細項支援策略的偏

好則如圖四-24 和圖四-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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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4華語郵件細項支援策略有無效次數平均 

 

 

圖四-25法語郵件細項支援策略有無效次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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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24 和圖四-25 可看出，華法郵件中較有效者皆採用了較多的《交

代背景》、《提供資訊》、《資訊提議》、《表示歉意》、《承認不當》、《恭維讚美》、

《要求回應》、《減輕負擔》及《降低強加》，而較少使用《先備詢問》和《降

低戒心》。其中，《提供資訊》在有無效郵件間的差異於華語組 F（1, 79）= 4.295，

p < .05 和法語組 F（1, 79）= 4.634，p < .05 皆達統計顯著。同時，《資訊提

議》F（1, 79）= 4.468，p < .05 和《降低強加》F（1, 79）= 4.405，p < .05

在華語較有效郵件的平均次數顯著高於較無效郵件，而《降低戒心》F（1, 79）

= 4.023，p < .05 在法語組有效郵件中的使用頻率則顯著低於較無效郵件。

多變量檢定顯示有無效郵件在華語組支援策略細項的選用上有顯著不同 F

（1, 74）= 2.175，p < .01，但在法語組的差異則未達顯著。 

兩組不同之處在於，華語組的《自我引介》、《表達感謝》和《深入提

議》策略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而這些策略在法語組郵件中則較常被無效郵

件採用。同時，《提出理由》、《預備行動》、《寒暄閒聊》、《幽默言談》、《提

議回饋》、《預先認可》等策略在華語組中較常見於無效郵件，而在法語組裡

則更常為有效郵件使用。其中，《自我引介》在華語組有效郵件的平均次數

顯著高於無效郵件 F（1, 79）= 5.549，p < .05，而《提出理由》F（1, 79）= 

10.413，p < .01 和《預先認可》F（1, 79）= 8.174，p < .01 在法語組有效郵

件中的數量則顯著較無效郵件為多。此外，《自我推薦》策略在法語組有無

效郵件中的平均次數相同，但在華語組則顯著更常見於無效郵件 F（1, 79）

= 4.166，p < .05。多變量檢定顯示國別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在支援策略

細項上達到統計顯著 F（2, 156）= 1.583，p < .05，並具體反映於《提出理

由》F（1, 159）= 8.648，p < .01 和《預先認可》F（1, 159）= 8.017，p < .01

等策略上；也就是說，法語組的受話者明顯比華語組更偏好含有《提出理由》

和《預先認可》的郵件。 

除了支援策略大類、總數及細項的呈現，本小節並將對細項支援策略

中的《提出理由》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提出理由》為華法兩組次常採用的

支援策略；整體而言，兩組在此策略的使用次數上未達顯著差異，但在郵件

有無效方面卻有顯著不同的傾向。考量到《提出理由》在全體郵件中出現的

頻率偏高，及其在兩組整體數量和有無效郵件上的不同表現，本文認為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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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細部次類做更細緻的描寫，以深究華法兩組理由內容之異同。如本章第一

節所指出，本研究語料中，對朋友和師長所提出的理由次類各不相同，因此

以下將分別呈現。華法兩組對朋友所提出的理由內容，如圖四-26 所示。 

 

圖四-26 全體郵件對朋友提出理由之次類策略 

從圖四-26 可看出，華法兩組都最常以〈作業困難〉作為求助理由，而

以〈自己程度較差〉和〈對方能力較佳〉為第二和第三常採用的原因。兩組

稍有不同之處在於，首先，華語組比法語組採用了更多〈自己程度較差〉、〈作

業困難〉、〈作業重要〉及〈對方經驗較足〉，並於〈自己程度較差〉F（1, 79）

= 4.274，p < .05 達統計顯著、於〈對方經驗較足〉F（1, 79）= 3.600，p < .07

達邊緣顯著。其次，法語組更常以〈對方能力較佳〉和〈人際關係〉為由，

但其與華語組的差異未達顯著。整體而言，國別差異在對朋友提出的理由上

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2.539，p < .05。 

圖四-27 和圖四-28 顯示華法兩組有無效郵件在對朋友提出理由時，各

項次類策略之次數平均。 

程度

較差 

作業

困難 

作業

重要 

能力

較佳 

經驗

較足 

人際

關係 

華語 28 51 15 24 13 3

法語 14 40 9 34 5 7

0

10

20

30

40

50

60



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134 

 

 

圖四-27 華語組有無效郵件對朋友提出理由之次類策略 

 

 

圖四-28 法語組有無效郵件對朋友提出理由之次類策略 

由圖四-27 和圖四-28 可見，無論華語或法語組，〈自己程度較差〉、〈作

業重要〉、〈對方能力較佳〉、〈對方經驗較足〉都更常出現於無效郵件中，而

〈人際關係〉則更常為有效郵件採用。其中，華語組有效郵件對〈人際關係〉

的採用次數顯著高於無效郵件 F（1, 39）= 4.582，p < .05，而使用〈作業重

要〉的平均次數低於較無效郵件之程度亦達邊緣顯著 F（1, 39）= 3.505，p 

< .07。另一方面，法語組寫給朋友的郵件中，有無效郵件在所有理由上的

差異皆未達統計顯著。整體而言，有無效郵件差異在華法兩組對朋友提出的

理由種類上皆未達統計顯著，且國別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亦未在任一細

項上造成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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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法兩組對師長提出之理由內容則如圖四-29 所示。 

 

圖四-29 全體郵件對師長提出理由之次類策略 

從圖四-29 可看出，在解釋為何需要獎學金時，法語組集中使用〈與己

學業相關〉為由，而華語組則在〈與己學業相關〉外，亦採用了較多的〈家

庭經濟〉與〈其他私人因素〉為需要獎學金的原因。多變量檢定顯示國別差

異在對師長提出的理由細項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3.448，p < .01。其

中，法語郵件採用〈與己學業相關〉的次數顯著高於華語組 F（1, 79）= 6.484，

p < .05，而華語組郵件中〈其他私人因素〉的數量則顯著比法語組多 F（1, 79）

= 7.072，p < .05。說明為何求助於對方時，法語組最常以〈對方了解自己〉

為理由，而以〈對方專業相關〉次之。華語組最常使用的求助對方理由則為

〈對方專業相關〉，而以〈人際關係〉次之。其中，法語組郵件使用〈對方

了解自己〉的次數顯著高於華語組 F（1, 79）= 5.008，p < .05。此外，華法

兩組也都常在信中解釋〈為何不當面拜訪〉，數量上華語組略高，但程度未

達統計顯著。 

圖四-30 和圖四-31 則顯示華法兩組有無效郵件在對師長提出理由時，

各項次類策略之次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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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0 華語組有無效郵件對師長提出理由之次類策略 

 

 

圖四-31 法語組有無效郵件對師長提出理由之次類策略 

從圖四-30 和圖四-31 可看出，華法兩組有效郵件比無效郵件都更常使

用〈與己學業相關〉、〈對方專業相關〉、〈對方了解自己〉以及〈為何不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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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法語組 F（1, 39）= 4.787，p < .05）。同時，華語有效郵件對〈其

他私人因素〉的使用頻率顯著低於無效郵件 F（1, 39）= 9.479，p < .0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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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面拜訪〉F（1, 39）= 4.787，p < .05 等理由的次數則顯著高於較無效郵

件。此外，華語組有效郵件完全未採用〈人際關係〉作為向對方求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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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無效郵件的差異達統計顯著 F（1, 39）= 4.285，p < .05。多變量檢定顯

示有無效郵件差異在華法兩組對師長提出的理由種類上皆達統計顯著（華語

組 F（1, 37）= 2.778，p < .01；法語組 F（1, 37）= 3.326，p < .01）。 

另一方面，國別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亦對師長理由產生顯著作用 F

（2, 74）= 2.912，p < .01，並具體反映於〈與己學業相關〉F（1, 79）= 3.532，

p < .07、〈其他私人因素〉F（1, 79）= 7.072，p < .01 及〈人際關係〉F（1, 79）

= 5.123，p < .05 等項目上。法語組有效郵件對〈與己學業相關〉的偏好較

華語組更為明顯，而華語組無效郵件採用〈其他私人因素〉的數量則遠高於

法語組無效郵件。同時，在華語組中，〈人際關係〉僅見於較無效郵件中；

法語組則相反，僅在較有效郵件裡含有少數的〈人際關係〉。此外，對〈家

庭經濟〉理由的偏好在華法兩組間也有不同表現。華語組有效郵件比無效郵

件更常以〈家庭經濟〉作為需要獎學金的理由，而在法語組裡，這種理由則

更常見於無效郵件。不過，這項差異未在統計中達到顯著。 

從以上對《提出理由》策略的細部分析，可看出華法兩組在《提出理

由》的使用數量上雖然相近，但細部內容偏好仍有所差異。此外，華語組《提

出理由》較常出現於無效郵件中，主因在於寫給師長的郵件裡包含較多對受

話者而言無效的理由，如〈其他私人因素〉和〈人際關係〉。 

最後，本小節將呈現細項支援策略與首度出現的中心行為間前後配置

之關係。首先，全體郵件及華法兩組有無效郵件中，置於首度中心行為之前

和之後的支援策略比例如圖四-32、圖四-33 和圖四-34 所示。 

 

圖四-32 全體郵件支援策略前後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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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3 華語組有無效郵件支援策略前後置比例 

 

 

圖四-34 法語組有無效郵件支援策略前後置比例 

圖四-32 顯示，華法兩組在全體郵件中支援策略前後配置的偏好相近，

皆傾向將支援策略前置。其中，華語組比法語組更傾向將支援策略置於首度

出現的中心行為之前，但其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此外，圖四-33 和圖四-34

也顯示，華法兩組郵件無論有效與否，都傾向將支援策略前置；同時，與有

效郵件相較，無效郵件支援策略前置的比例更高。不過，有無效郵件支援策

略前後配置的差異在華法兩組亦皆未達顯著。 

同時，除了前後配置比例外，本節也將華法兩組細項策略的前後配置

呈現於圖四-35 及圖四-36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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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5 華語組支援策略細項前後配置 

 

 

圖四-36 法語組支援策略細項前後配置 

圖四-35 及圖四-36 顯示，華語組和法語組支援策略細項的前後配置是

大同小異的。其中，《稱人招呼》、《自我引介》、《交代背景》、《提出理由》、

《預備行動》、《先備詢問》、《寒暄閒聊》、《恭維讚美》、《自我推薦》等都是

傾向置於首度中心行為前的策略，而《提供資訊》、《資訊提議》、《幽默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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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感謝》、《提議回饋》、《預先認可》、《預先讚美》、《加強請求》、《深入

提議》、《要求回應》、《降低戒心》、《探詢條件》、《減輕負擔》和《降低強加》

則都是傾向後置的策略。 

第三節 變項對策略選用之影響 

本節將呈現「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華語及法語電子郵件在標

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及支援策略等方面的影響。

同時，也將分析郵件有效性與「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之間的交互作用。 

一、 相對權勢 

（一）標題成份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當者分別偏好的標題成

份如圖四-37 和圖四-38 所示。 

 

圖四-37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郵件標題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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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8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郵件標題成份 

從圖四-37 可見，華語組對地位相當者最常採《需求明示》，《主題相關》

次之，《自認身分》第三；對地位較高者則最常使用《稱呼對方》，《問候表

達》居次，《主題相關》第三，《自認身分》第四。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

勢」差異在華語組郵件標題的選用上達統計顯著 F（1, 79）= 8.272，p < .001。

其中，對地位相當者採用《需求明示》F（1, 79）= 29.448，p < .001 和《請

求輔助》F（1, 79）= 4.746，p < .05 的次數皆顯著較高；對地位較高者則顯

著更常使用《稱呼對方》F（1, 79）= 22.751，p < .001 及《問候表達》F（1, 

79）= 7.845，p < .01。 

另一方面，圖四-38 顯示，法語組對地位相當者最常使用《主題相關》

和《需求明示》作為標題成份；對地位較高者，標題成份則更集中於《主題

相關》，《需求明示》位居第二。整體而言，「相對權勢」差異在法語組郵件

標題的選用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6.540，p < .001。其中，《請求輔助》

F（1, 79）= 4.414，p < .05、《需求明示》F（1, 79）= 7.079，p < .01 和《聲

情符號》F（1, 79）= 4.160，p < .05 在對平位者的郵件內採用次數顯著較高；

《主題相關》F（1, 79）= 18.960，p < .001 則顯著更常出現於對地位較高者

的郵件中。同時，對地位較高者的郵件也採用了更多的《自認身分》，與對

地位相當者的郵件相比，其差異達邊緣顯著 F（1, 79）= 3.354，p < .07。 

若將郵件有效程度納入考慮，在華語組郵件標題中，郵件有效性和「相

對權勢」的交互作用整體而言未產生統計顯著，僅在《主體行動》F（1, 79） 

= 3.772，p < .07 和《聲情符號》F（1, 79）= 3.855，p < .07 兩個細項上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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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顯著。《主體行動》和《聲情符號》在華語組平位對象和高位對象有無

效郵件中的具體分布，如圖四-39 所示。 

 

圖四-39 華語郵件標題成份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由圖四-39 可看出，在對地位相當者的郵件中，《主體行動》在無效郵

件中出現的比例較多，而《聲情符號》則更常見於較有效郵件標題中。相反

地，在對地位較高者的郵件裡，《主體行動》在較有效郵件裡所佔比例較高，

而《聲情符號》則僅出現於較無效郵件中。同時，《主體行動》和《聲情符

號》在有無效信件間的比例差異也在高位郵件中顯得較為明顯。 

最後，郵件有效性和「相對權勢」的交互作用在法語組郵件標題產生

了顯著效果 F（2, 71）= 2.336，p < .05，並具體表現於《主題相關》F（1, 79） 

= 4.917，p < .05 的差異上。《主題相關》在法語組平位對象和高位對象有無

效郵件中的具體分布如圖四-40 所示。 

 

圖四-40 法語郵件標題成份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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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40 可見，給平位者的無效郵件中，法語組發話者較常忽略《主

題相關》的使用。 

（二）書信格式成份 

華語及法語郵件中，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當者分別偏好的書信格式成

份如圖四-41 和圖四-42 所示。 

 

圖四-41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書信格式成份 

 

 

圖四-42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書信格式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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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都較平位郵件為多；同時，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勢」差異在華語組書

信格式成份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7.941，p < .001。經各層面的差異

考驗則可看出，《結尾致意》F（1, 79）= 11.398，p < .01、《結尾署名》F（1, 

79）= 7.328，p < .01、《所屬單位》F（1, 79）= 5.310，p < .05、《關係自稱》

F（1, 79）= 38.122，p < .001、《結尾敬詞》F（1, 79）= 15.597，p < .001 在

華語平高兩組間的次數差異皆達統計顯著，而《開頭稱人》也達邊緣顯著 F

（1, 79）= 3.857，p < .07。 

圖四-42 則顯示，法語組對高位者的郵件裡出現了比平位組更多的《開

頭稱人》、《結尾致意》、《結尾署名》、《所屬單位》及《關係自稱》，對地位

相當者的郵件則使用了較多的《開頭招呼》。整體而言，「相對權勢」差異在

法語組書信格式成份上亦達統計顯著 F（1, 79）= 6.372，p < .001。其中，《開

頭稱人》F（1, 79）= 4.326，p < .05、《開頭招呼》F（1, 79）= 22.126，p < .001、

《結尾署名》F（1, 79）= 4.733，p < .05、《所屬單位》F（1, 79）= 6.455，

p < .05 等成份在法語平高兩組間的次數差異達到統計顯著。 

若將郵件有效程度納入考慮，在華語組書信格式成份中，郵件有效性

和「相對權勢」的交互作用整體而言產生邊緣顯著 F（2, 73）= 1.892，p < .07，

並在《結尾致意》此一細項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10.789，p < .01。《結

尾致意》在華語組平位和高位有無效郵件中的具體分布如圖四-43 所示。 

 

圖四-43 華語郵件書信格式成份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由圖四-43 可見，在對地位相當者的郵件中，《結尾致意》較常見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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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郵件；對地位較高者則相反，《結尾致意》在有效郵件中所佔比例較高，

且有無效郵件採用《結尾致意》的比例差距大於平位者郵件。 

另一方面，郵件有效性和「相對權勢」在法語組的交互作用無論在書

信格式成份整體表現或細項差異上皆未達顯著。 

（三）中心行為策略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當者分別偏好的中心行

為策略如圖四-44 和圖四-45 所示。 

 

圖四-44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中心行為策略 

 

 

圖四-45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中心行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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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44 可看出，華語組對地位相當的對象，中心行為常採取《模糊

施為》、《詢問可行》及《詢問允許》三種策略，而以《需求陳述》和《祈使

應允》為使用次數排名第四和第五的策略；對地位較高者，中心行為策略則

主要集中於《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而《詢問允許》和《詢問可行》

位居第三及第四。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勢」差異在華語組中心行為策略

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3.103，p < .001。其中，對高位者使用《需求

陳述》F（1, 79）= 4.129，p < .05、《詢問意願》F（1, 79）= 9.503，p < .01

及《條件假設》F（1, 79）= 4.304，p < .05 等策略的次數顯著高於平位者，

而使用《明示施為》的次數多於平位者郵件的程度亦達邊緣顯著 F（1, 79）

= 3.807，p < .07。對平位者的郵件則較常出現《祈使應允》，其次數與對高

位者的差異達統計顯著 F（1, 79）= 4.273，p < .05。 

法語組方面，圖四-45 顯示，對地位相當者，中心行為策略最常採用《詢

問可行》，《需求陳述》第二，而其他策略的使用次數都未超過 10 筆。對地

位較高的對象，中心行為策略以《詢問意願》最常出現，《詢問可能》第二，

《詢問可行》和《需求陳述》第三。整體而言，「相對權勢」差異在法語組

中心行為策略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5.390，p < .001。經過各層面的

差異考驗則可看出，法語高位郵件中《詢問意願》F（1, 79）= 17.116，p < .001

和《詢問可能》F（1, 79）= 4.353，p < .05 等策略出現的次數皆顯著多於平

位郵件；對地位相當者的郵件裡，採用《詢問可行》F（1, 79）= 22.058，p 

< .001 的次數顯著多於高位郵件，而《詢問打擾》出現次數多於高位者郵件

的程度亦達邊緣顯著 F（1, 79）= 3.560，p < .07。 

此外，華法兩組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當者分別採用的中心行為筆數如

圖四-46 和圖四-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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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6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中心行為總筆數 

 

 

圖四-47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中心行為總筆數 

由圖四-46 和圖四-47 可見，華語組對地位較高者傾向使用更多中心行

為句，而法語組則相反，對地位相當者更常重複請求。其中，華語平高兩組

郵件間中心行為句的次數差異更達統計顯著 F（1, 79）= 10.539，p < .01。 

若考慮郵件有效程度，在華語組中心行為策略中，郵件有效性和「相

對權勢」的交互作用無論在整體、細項策略或使用筆數上皆未達統計顯著。

法語組則不同，郵件有效性和「相對權勢」的交互作用在中心行為策略整體

及使用筆數上雖未產生顯著差異，但在《詢問意願》F（1, 79）= 7.741，p < .01

和《條件假設》F = 9.912，p < .01 等細項策略上卻有顯著影響。其具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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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8 法語郵件中心行為策略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從圖四-48 可看出，《詢問意願》在法語平位組較常見於有效郵件，但

在高位組則更常出現於無效郵件；同時，平位者郵件裡，《條件假設》在無

效郵件中所佔比例較高，但對象為高位者時，則僅出現於較有效的郵件中。 

（四）內部修飾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當者分別偏好的內部修

飾如圖四-49 和圖四-50 所示。 

 

圖四-49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內部修飾 

 

詢問意願 條件假設 

法平較有效 13% 4%

法平較無效 3% 17%

法高較有效 21% 14%

法高較無效 45%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條件

式 

過去

式 

條件

否定 

包孕

子句 

主觀

標記 

程度

減弱 

附加

問句 

禮貌

標記 

時間

限定 

華平 0% 0% 0% 14% 0% 71% 6% 12% 3%

華高 0% 0% 0% 25% 2% 5% 2% 16% 1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149 
 

 

圖四-50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內部修飾 

由圖四-49 可見，華語組對地位相當者內部修飾集中於《程度減弱》，《包

孕子句》次之，《禮貌標記》第三。對於地位較高者則最常使用《包孕子句》，

《禮貌標記》居次，《時間限定》第三。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勢」差異

在華語組內部修飾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159）= 46.692，p < .001。經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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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時間限定》F（1, 159）= 18.623，p < .001。 

圖四-50 則顯示，法語組無論收件對象地位，內部修飾皆集中於《條件

式》；同時，對《過去式》和《包孕子句》的使用頻率也相差無幾。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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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5，p < .01 上達到統計顯著。《主觀標記》和《限定時間》在華語組平位

和高位對象有無效郵件中比例的具體分布如圖四-51 所示。 

 

圖四-51 華語郵件內部修飾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由圖四-51 可見，首先，《主觀標記》集中於華語高位郵件中的有效郵

件，於高位無效郵件或平位郵件中都未曾出現。再者，《時間限定》在華語

平高兩組間都較常見於無效郵件，而這個傾向在高位組尤其明顯。 

另一方面，郵件有效性和「相對權勢」的交互作用對法語組內部修飾

的選用亦產生了顯著作用 F（2, 144）= 2.551，p < .05，並具體反映於《主

觀標記》F（1, 159）= 6.955，p < .01 上。《主觀標記》在法語平高兩組有無

效郵件中的具體比例分布如圖四-52 所示。 

 

圖四-52 法語郵件內部修飾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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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52 可看出，《主觀標記》在法語平位組稍常出現於無效郵件中，

但當收件對象地位較高時，則完全集中於有效郵件。 

（五）支援策略 

本部份首先將呈現相對權勢對大類支援策略的影響，而後再呈現相對

權勢下支援策略細項的分布。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

當者分別偏好的大類支援策略如圖四-53 和圖四-54 所示。 

 

圖四-53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大類支援策略 

 

 

圖四-54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大類支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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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不同之處在於，對高位者比對地位相當者更常採用【開場進入】、【解

釋說明】、【爭取強化】及【緩解壓迫】；對平位者的郵件則更常出現【預示

請求】、【拉近距離】及【補償負債】。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勢差異在華語

組支援策略大類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5.560，p < .001。經過各層面

的差異考驗可看出，【開場進入】F（1, 79）= 26.050，p < .001 及【補償負

債】F（1, 79）= 3.978，p < .05 在華語組平位郵件及高位郵件間的次數差異

達統計顯著，而【預示請求】在華語平高兩組間的差異亦達邊緣顯著 F（1, 

79）= 3.833，p < .07。 

圖四-54 顯示，法語平位組和高位組的郵件中都最常出現【解釋說明】，

而【補償負債】次之。不過，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勢差異在法語組支援策

略大類上亦達統計顯著 F（1, 79）= 7.152，p < .001。其中，收件對象地位

較高時，法語組更常使用【開場進入】F（1, 79）= 3.774，p < .07、【解釋說

明】F（1, 79）= 3.663，p < .07 和【爭取強化】F（1, 79）= 3.384，p < .07，

次數與平位組相較達邊緣顯著；對地位相當者則顯著更常採用【拉近距離】

F（1, 79）= 7.477，p < .01、【補償負債】F（1, 79）= 4.618，p < .05 和【緩

解壓迫】F（1, 79）= 21.753，p < .001。 

同時，華法兩組對平位及高位對象分別採用的支援策略筆數如圖四-55

和圖四-56 所示。 

 

圖四-55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支援策略總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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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6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支援策略總筆數 

從圖四-55 和圖四-56 可看出，華語組在高位郵件中採取的支援策略筆

數多於平位郵件，而法語組則相反，對平位者採取的支援策略筆數較多。不

過，華法兩組支援策略總數在平位和高位組間的次數差異皆未達統計顯著。 

若考慮郵件的有效程度，華語組支援策略大類中，郵件有效性和「相

對權勢」的交互作用整體而言未產生顯著作用，僅在【解釋說明】此項大類

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5.380，p < .05。【解釋說明】在華語組平位對

象和高位對象有無效郵件中平均次數的具體分布，如圖四-57 所示。 

 

圖四-57 華語郵件支援策略大類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平均次數 

由圖四-57 可見，華語組收件對象為地位相當者時，【解釋說明】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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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平 546

法高 539

534

536

538

540

542

544

546

548

解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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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高較無效 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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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無效郵件，而在收件對象地位較高時，【解釋說明】則更常見於有效

郵件。同時，華語高位組有無效郵件採用【解釋說明】的次數差異比平位組

有無效郵件更為明顯。 

另一方面，「相對權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則在法語組的支援策

略大類上產生顯著作用 F（2, 71）= 2.548，p < .05，並在【解釋說明】一項

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4.007，p < .05。其具體分布如圖四-58 所示。 

 

圖四-58 法語郵件支援策略大類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平均次數 

由圖四-58 可看出，法語組無論收件對象與己權勢差異，【解釋說明】

都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只是這個傾向在對地位較高者時更為明顯。 

最後，「相對權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在華法兩組支援策略次數

多寡上皆未產生顯著影響。 

看過支援策略大類後，本小節以下將呈現支援策略細項的統計結果。

華法兩組郵件對地位較高及地位相當者分別偏好的支援策略細項如圖四-59

和圖四-60 所示。 

解釋說明 

法平較有效 3,622

法平較無效 3,286

法高較有效 4,643

法高較無效 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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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9 華語郵件相對權勢與支援策略細項 

 

 

圖四-60 法語郵件相對權勢與支援策略細項 

從圖四-59 可見，華語組所偏好的支援策略細項因相對權勢而略有不同。

對地位相當的對象，華語組最常使用《交代背景》，《提出理由》次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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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訊》和《表達感謝》第三，《寒暄閒聊》第四；對地位較高的收件人，

華語組亦最常採用《交代背景》，《提供資訊》居次，《提出理由》第三，《自

我引介》第四，《表達感謝》第五。多變量檢定也顯示「相對權勢」差異在

華語組支援策略細項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3.721，p < .001。經過各

層面的差異考驗則可看出，對高位者的郵件在《稱人招呼》F（1, 79）= 5.488，

p < .05、《自我引介》F（1, 79）= 24.703，p < .001、《提供資訊》F（1, 79）

= 7.451，p < .01、《自我推薦》F（1, 79）= 8.595，p < .01 等策略的使用次

數上顯著多於平位郵件，而採用《恭維讚美》F（1, 79）= 3.523，p < .07 和

《探詢條件》F（1, 79）= 3.384，p < .07 的頻率亦較平位郵件為高，其差異

達邊緣顯著。對地位相當者，華語組則在《提出理由》F（1, 79）= 6.172，

p < .05、《先備詢問》F（1, 79）= 4.272，p < .05、《表達感謝》F（1, 79）= 6.171，

p < .05 和《減輕負擔》F（1, 79）= 4.731，p < .05 的使用次數上顯著多於高

位郵件；同時，平位郵件採取《幽默言談》F（1, 79）= 3.545，p < .07 及《提

議回饋》F（1, 79）= 3.828，p < .07 的次數亦比高位郵件多，兩組差異達邊

緣顯著。 

圖四-60 則顯示，法語組對地位相當的對象最常採用《提出理由》，《交

代背景》第二，《提供資訊》第三，《表達感謝》第四，《降低強加》第五；

對地位較高的對象則最常選用《交代背景》，《提出理由》次之，《提供資訊》

第三，《自我引介》第四，《表達感謝》第五。多變量檢定顯示「相對權勢」

差異在法語組細項支援策略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4.080，p < .001。

其中，高位郵件比平位郵件顯著採用了更多《自我引介》F（1, 79）= 4.192，

p < .05、《交代背景》F（1, 79）= 15.415，p < .001、《恭維讚美》F（1, 79）

= 4.510，p < .05、《自我推薦》F（1, 79）= 15.718，p < .001 和《加強請求》

F（1, 79）= 5.260，p < .05；同時，對高位者採取《要求回應》的頻率也較

平位郵件高，其差異達邊緣顯著 F（1, 79）= 3.675，p < .07。另一方面，對

地位相當者，法語組則在《先備詢問》F（1, 79）= 5.881，p < .05、《寒暄閒

聊》F（1, 79）= 5.682，p < .05、《幽默言談》F（1, 79）= 3.936，p < .05、《預

先讚美》F（1, 79）= 9.210，p < .01、《深入提議》F（1, 79）= 4.603，p < .05、

《降低戒心》F（1, 79）= 7.506，p < .01、《減輕負擔》F（1, 79）= 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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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降低強加》F（1, 79）= 18.155，p < .001 等策略的使用次數上顯

著多於對高位者的郵件。同時，對平位者採取《提議回饋》的頻率也較高位

郵件高，其差異達邊緣顯著 F（1, 79）= 3.891，p < .07。 

若考慮郵件的有效程度，華語組郵件有效性和「相對權勢」的交互作

用在支援策略細項上產生了顯著作用 F（2, 73）= 1.770，p < .05，並在《自

我引介》F（1, 79）= 4.343，p < .05、《提供資訊》F（1, 79）= 9.819，p < .01、

《資訊提議》F（1, 79）= 4.738，p < .05、《表示歉意》F（1, 79）= 5.217，

p < .05、《自我推薦》F（1, 79）= 5.464，p < .05 等項目上達到統計顯著，

且在《提議回饋》F（1, 79）= 3.738，p < .07 上達到邊緣顯著。《自我引介》、

《提供資訊》、《資訊提議》、《表示歉意》、《自我推薦》和《提議回饋》在華

語組平位和高位對象有無效郵件中平均次數的具體分布，如圖四-61 所示。 

 

圖四-61 華語郵件支援策略細項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平均次數 

由圖四-61 可見，首先，《自我引介》於華語平高兩組都較常出現於有

效郵件中，只是這個傾向在對象為地位相當者時更為明顯。此外，《提供資

訊》和《資訊提議》在華語平位組內較常見於無效郵件，而於高位組則明顯

受有效郵件所偏好。同時，《提議回饋》在華語高位組也更常受有效郵件採

用，但在平位組則明顯較常見於無效郵件。《表示歉意》則相反，在平位組

內較有效，但在高位組則較無效。最後，《自我推薦》為僅出現於高位郵件

中的策略，常見於無效郵件中。 

自我引介 提供資訊 資訊提議 表示歉意 提議回饋 自我推薦 

華平較有效 0,697 0,848 0,121 0,515 0,121 -

華平較無效 0,255 1,043 0,128 0,255 0,277 -

華高較有效 1,167 1,881 0,286 0,190 0,119 0,024

華高較無效 1,132 0,974 0,026 0,316 0,053 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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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法語組郵件中，郵件有效性和「相對權勢」的交互作用在

支援策略細項上亦產生顯著作用 F（2, 71）= 2.004，p < .01，並具體反映於

《提出理由》F（1, 79）= 14.083，p < .001、《承認不當》F（1, 79）= 8.198，

p < .01 和《降低戒心》F（1, 79）= 4.351，p < .05 等策略上。其分布情況如

圖四-62 所示。 

 

圖四-62 法語郵件支援策略細項於相對權勢與有無效間之平均次數 

從圖四-62 可看出，法語組《提出理由》與《承認不當》在相對權勢和

有無效間的分布，與華語組的《提供資訊》和《資訊提議》類似，在平位組

更常見於無效郵件，而於高位組則明顯受有效郵件所偏好。此外，《降低戒

心》為僅出現於平位組的策略，常見於無效郵件中。 

二、 社會距離 

（一）標題成份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關係較親近及關係較疏遠的對象分別偏好

的標題成份如圖四-63 和圖四-64 所示。 

提出理由 承認不當 降低戒心 

法平較有效 1,311 0,067 0,022

法平較無效 1,429 0,143 0,171

法高較有效 1,833 0,190 -

法高較無效 0,7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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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3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標題成份 

 

 

圖四-64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標題成份 

從圖四-63 可看出，對較親近的對象，華語組最常採用《主題相關》和

《需求明示》作為標題，《稱呼對方》次之，《自認身分》第三，《問候表達》

第四。對較疏遠的對象，標題成份則最常見《自認身分》，《問候表達》和《主

題相關》居次，《需求明示》第三，《稱呼對方》第四。所有成份中，對較親

近的對象採用《主體行動》、《主題相關》、《需求明示》、《稱呼對方》和《聲

情符號》的次數皆略多於疏遠對象；而對較疏遠的對象，則更常選用《請求

輔助》、《問候表達》及《自認身分》。不過，多變量檢定顯示「社會距離」

的不同在華語組標題成份中未產生顯著差異，僅《自認身分》在親疏兩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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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數差異達統計顯著 F（1, 79）= 4.690，p < .05。 

圖四-64 則顯示，法語組無論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親疏，標題成份皆以《主

題相關》為主，《需求明示》次之。多變量檢定則顯示「社會距離」不同在

法語組標題成份上達到邊緣顯著 F（1, 79）= 2.124，p < .07。經各層面的差

異考驗可看出，對較親近的對象顯著更常使用《聲情符號》F（1, 79）= 4.450，

p < .05，同時較常採用《請求輔助》，其差異達邊緣顯著 F（1, 79）= 3.813，

p < .07。此外，對較疏遠的對象，《主題相關》、《需求明示》及《自認身分》

的出現次數皆較親近對象為多，不過其次數差異未達顯著。 

至於郵件有效性和「社會距離」的交互作用，在華法兩組的標題成份

上則皆未造成顯著差異。 

（二）書信格式成份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關係較親近及關係較疏遠的對象分別偏好

的書信格式成份如圖四-65 和圖四-66 所示。 

 

圖四-65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書信格式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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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6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書信格式成份 

由圖四-65 可見，華語組無論對象關係親疏，書信格式成份皆以《開頭

稱人》最常出現，《結尾署名》次之，《開頭招呼》第三。不同之處在於對較

親近的對象，華語組使用了更多的《開頭稱人》，而對較疏遠的對象，《開頭

招呼》、《結尾致意》、《結尾署名》、《所屬單位》、《關係自稱》和《結尾敬詞》

使用次數皆比親近對象為多。多變量檢定顯示「社會距離」不同在華語組書

信格式成份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2.058，p < .05。經過各層面的差異

考驗則可看出，《開頭招呼》在親疏兩組間的使用次數差異達統計顯著 F（1, 

79）= 6.489，p < .05。 

圖四-66 則顯示，法語組對關係親近的對象，書信格式成份最常採用《結

尾致意》，《開頭招呼》次之，《結尾署名》第三；對於較為疏遠的對象，則

最常使用《結尾署名》，《開頭招呼》次之，《結尾致意》第三。所有書信格

式成份中，對關係親近者比對關係疏遠者更常使用《開頭稱人》、《開頭招呼》

和《結尾致意》，而對關係疏遠者的郵件中則較常出現《結尾署名》、《所屬

單位》和《關係自稱》等標記己方身分的成份。整體而言，多變量檢定顯示

「社會距離」在法語組書信格式成份上造成了顯著差異 F（1, 79）= 2.929，

p < .05。其中，親疏兩組在《結尾致意》F（1, 79）= 5.640，p < .05 和《結

尾署名》F（1, 79）= 6.027，p < .05 上的使用次數差異達統計顯著。 

若考慮郵件的有效程度，華語組方面，「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

互作用對書信格式成份的選用整體而言未產生顯著作用，僅在《結尾署名》

上造成顯著影響 F（1, 79）= 4.319，p < .05；同時，在《所屬單位》上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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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差異亦達邊緣顯著 F（1, 79）= 3.769，p < .07。《結尾署名》和《所屬

單位》在華語組親近對象和疏遠對象有無效郵件中的具體分布，如圖四-67

所示。 

 

圖四-67 華語郵件書信格式成份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圖四-67 顯示，《結尾署名》無論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親疏，都較常見於

有效郵件中，而這個成份也常為親近組的無效郵件所忽略。此外，《所屬單

位》在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較為疏遠時，明顯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中。 

另一方面，「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對法語組整體書信格

式成份的選用亦未產生顯著影響，僅在《開頭稱人》一項上造成了顯著差異

F（1, 79）= 5.227，p < .05。《開頭稱人》在法語組親近對象和疏遠對象有無

效郵件中的具體分布，如圖四-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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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8 法語郵件書信格式成份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由圖四-68 可見，法語組《開頭稱人》在對親近對象時，明顯較常出現

於有效郵件中，而對關係較疏遠者，則更常見於無效郵件裡。 

（三）中心行為策略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關係較親近及關係較疏遠的對象分別偏好

的中心行為策略，如圖四-69 和圖四-70 所示。 

 

圖四-69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中心行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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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0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中心行為策略 

由圖四-69 可見，華語組對關係親近的對象，中心行為策略最常採用《模

糊施為》，《詢問可行》居次，《需求陳述》第三，《祈使應允》第四，《詢問

允許》第五。對於關係較疏遠者，中心行為策略亦最常使用《模糊施為》，

而以《需求陳述》次之，《詢問允許》第三，《詢問可行》第四，《明示施為》

第五。所有中心行為策略中，對關係親近者比對關係疏遠者更常採用《祈使

應允》、《義務陳述》、《詢問可行》及《事實推測》；對關係疏遠者，使用《明

示施為》、《模糊施為》、《需求陳述》、《詢問意願》、《詢問允許》、《詢問方便》、

《條件假設》與《間接行動》的次數皆較關係親近組為多。不過，整體而言，

「社會距離」不同未在華語組中心行為策略上產生顯著差異，僅《祈使應允》

在親近組的出現次數顯著多於疏遠組 F（1, 79）= 7.483，p < .01。 

圖四-70 則顯示，法語組無論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親疏，最常使用的中心

行為策略皆為《詢問可行》，《詢問意願》次之，《需求陳述》第三，《詢問可

能》第四。不同之處在於，對於較為熟悉的對象，法語組使用了較多的《需

求陳述》、《詢問可行》、《提出建議》和《事實推測》，而對較疏遠的對象，

則採用了更多的《明示施為》、《模糊施為》、《義務陳述》、《詢問意願》、《詢

問可能》、《詢問方便》、《詢問善意》、《詢問打擾》、《條件假設》及《間接行

動》。多變量檢定顯示「社會距離」不同在法語組中心行為策略上產生顯著

差異 F（1, 79）= 1.781，p < .05。其中，親疏兩組採用《模糊施為》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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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達統計顯著 F（1, 79）= 4.208，p < .05。 

另一方面，華法兩組對關係親近及關係疏遠者分別採用的中心行為筆

數如圖四-71 和圖四-72 所示。 

 

圖四-71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中心行為總筆數 

 

 

圖四-72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中心行為總筆數 

由圖四-71 和圖四-72 可見，華法兩組對關係疏遠的對象都使用了較多

中心行為句。其中，法語親疏兩組郵件內中心行為句的次數差異更達統計顯

著 F（1, 79）= 6.577，p < .05。 

若將郵件的有效程度納入考慮，「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

未對華語組中心行為策略整體選擇或筆數多寡產生顯著作用。不過，在《祈

使應允》策略上，兩者交互作用造成了顯著不同 F（1, 79）= 6.216，p < .05，

而對《詢問允許》的使用影響也達邊緣顯著 F（1, 79）= 3.677，p < .07。《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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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應允》和《詢問允許》在華語組親近對象與疏遠對象有無效郵件中的具體

分布，如圖四-73 所示。 

 

圖四-73 華語郵件中心行為策略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由圖四-73 可見，首先，《祈使應允》在華語親近對象的有效郵件及疏

遠對象的所有郵件裡皆不常見，僅在親近對象的無效郵件中佔有較高比例。

此外，《詢問允許》在收件對象為熟悉者時較常見於有效郵件，而當收件對

象與己關係較疏遠時，則更常出現於無效郵件中。 

至於法語組的中心行為整體策略選擇、細項策略分布及中心行為句筆

數，則皆未受到「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交互作用之顯著影響。 

（四）內部修飾 

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關係較親近及關係較疏遠的對象分別偏好

的內部修飾如圖四-74 和圖四-75 所示。 

祈使應允 詢問允許 

華親較有效 5% 25%

華親較無效 38% 15%

華疏較有效 3% 17%

華疏較無效 7% 3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167 
 

 

圖四-74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內部修飾 

 

 

圖四-75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內部修飾 

從圖四-74 可看出，華語組無論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親疏，內部修飾都最

常採用《程度減弱》，《包孕子句》次之，《禮貌標記》第三。不同處在於，

對於較親近的對象，華語組使用了更多的《主觀標記》、《程度減弱》、《附加

問句》及《時間限定》；對不熟的對象則更常採用《包孕子句》和《禮貌標

記》。多變量檢定顯示「社會距離」不同在華語組內部修飾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159）= 3.227，p < .01。經過各層面的差異考驗則可看出，《包孕子句》

F（1, 159）= 5.564，p < .05 和《附加問句》F（1, 159）= 11.728，p < .01

在華語親疏兩組間的使用頻率差異達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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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5 則顯示，法語組無論對象親疏皆最常採取《條件式》，而以《包

孕子句》和《程度減弱》居次。對於親近對象則又採取了比疏遠對象更多的

《條件式》、《過去式》、《主觀標記》和《程度減弱》，對較疏遠者，則使用

了較多的《禮貌標記》。不過，多變量檢定顯示，整體而言，「社會距離」差

異未在法語組內部修飾上產生顯著不同，僅親近組採取《主觀標記》的頻率

顯著高於疏遠組 F（1, 159）= 6.441，p < .05。 

若考慮郵件的有效程度，「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顯著影

響了華語組內部修飾的選用 F（2, 148）= 3.863，p < .01，並具體反映於《包

孕子句》F（1, 159）= 5.804，p < .05 和《禮貌標記》F（1, 159）= 8.576，p 

< .01 等項目上。《包孕子句》和《禮貌標記》於華語親疏兩組有無效郵件之

間的比例分布如圖四-76 所示。 

 

圖四-76 華語郵件內部修飾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由圖四-76 可見，《包孕子句》在華語親近組較常出現於有效郵件，而

在疏遠組則稍微更常見於無效郵件。其中，又以親近組有效郵件對《包孕子

句》的偏好最為明顯。相反地，《禮貌標記》在華語親近組較常受無效郵件

使用，而在疏遠組則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 

同時，郵件有效性和「社會距離」的交互作用也在法語組內部修飾上

產生顯著作用 F（2, 144）= 2.634，p < .01，並具體反映於《過去式》F（1, 

159）= 4.889，p < .05、《條件否定》F（1, 159）= 4.872，p < .05、《包孕子

句》F（1, 159）= 9.715，p < .01 和《禮貌標記》F（1, 159）= 4.769，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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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項目上。《過去式》、《條件否定》、《包孕子句》和《禮貌標記》在法語組

親近對象和疏遠對象有無效郵件間的比例分布如圖四-77 所示。 

 

圖四-77 法語郵件內部修飾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分布比例 

圖四-77 顯示，《過去式》、《條件否定》和《包孕子句》在法語親近組

明顯較常出現於無效郵件，而在疏遠組則受有效郵件使用的頻率更高。此外，

《禮貌標記》在親疏兩組都較常受有效郵件採用，而這個傾向在疏遠組尤為

明顯。 

（五）支援策略 

本部份首先將呈現「社會距離」對大類支援策略的影響，而後再呈現

「社會距離」下支援策略細項的分布。華語組及法語組郵件中，對關係較親

近及關係較疏遠的對象分別偏好的大類支援策略，如圖四-78 和圖四-7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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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8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支援策略大類 

 

 

圖四-79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支援策略大類 

從圖四-78 可見，華語組無論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親疏，皆最常採取【解

釋說明】類的策略，而【補償負債】次之。不同處在於，對於較親近的對象，

華語組採取了更多的【拉近距離】，而對關係較疏遠者，使用【開場進入】、

【解釋說明】、【預示請求】、【補償負債】及【緩解壓迫】的次數都比對熟悉

對象為多。多變量檢定顯示「社會距離」差異在華語組支援策略大類上達到

統計顯著 F（1, 79）= 8.278，p < .001。經過各層面的差異考驗則可看出，【開

場進入】F（1, 79）= 40.530，p < .001、【補償負債】F（1, 79）= 10.725，p 

< .01 及【緩解壓迫】F（1, 79）= 7.961，p < .01 在華語親疏兩組間的次數

差異達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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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9 則顯示，法語親疏兩組在支援策略大類上也最常採用【解釋說

明】，並以【補償負債】次之。不同之處在於，對較疏遠的對象使用【開場

進入】、【解釋說明】、【預示請求】、【補償負債】、【爭取強化】及【緩解壓迫】

的次數都較多，而對較熟悉的對象，則採取了更多的【拉近距離】。多變量

檢定則顯示「社會距離」差異在法語組支援策略大類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9.208，p < .001。經過各層面的差異考驗可看出，【開場進入】F（1, 79）

= 41.381，p < .001、【解釋說明】F（1, 79）= 5.441，p < .05 與【拉近距離】

F（1, 79）= 21.141，p < .001 在法語親疏兩組間的次數差異達統計顯著。 

此外，華法兩組對關係親近及關係疏遠者分別採用的支援策略筆數，

如圖四-80 和圖四-81 所示。 

 

圖四-80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支援策略總筆數 

 

 

圖四-81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支援策略總筆數 

由圖四-80 及圖四-81 可見，華法兩組在對關係疏遠的對象時皆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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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筆支援策略。同時，「社會距離」不同在華法兩組的支援策略總數皆造

成顯著差異（華語組 F（1, 79）= 12.704，p < .001；法語組 F（1, 79）= 9.987，

p < .001）。 

另一方面，「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在華法兩組的支援策

略大類及總數上皆未造成顯著差異。 

看過支援策略大類後，本小節以下將呈現支援策略細項的統計結果。

華法兩組郵件對關係親近及關係疏遠者分別偏好的支援策略細項如圖四-82

和圖四-83 所示。 

 

圖四-82 華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支援策略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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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3 法語郵件社會距離與支援策略細項 

從圖四-82 可看出，對熟悉的對象，華語組請求郵件最常採用《交代背

景》，《提出理由》次之，《提供資訊》第三，《表達感謝》第四，《寒暄閒聊》

第五。對較疏遠的對象，亦最常使用《交代背景》和《提出理由》，而《自

我引介》第三，《提供資訊》第四，《表達感謝》第五。所有支援策略中，華

語組對疏遠對象比對親近對象採用了更多的《稱人招呼》、《自我引介》、《提

出理由》、《提供資訊》、《資訊提議》、《先備詢問》、《表示歉意》、《承認不當》、

《表達感謝》、《恭維讚美》、《自我推薦》、《要求回應》、《減輕負擔》及《降

低強加》。至於對熟悉對象，則更常採用《交代背景》、《寒暄閒聊》、《預備

行動》、《幽默言談》、《提議回饋》、《加強請求》和《深入提議》。多變量檢

定顯示「社會距離」差異在華語組支援策略細項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 3.895，p < .001。經過各層面的差異考驗可看出，《自我引介》F（1, 79）

= 56.648，p < .001、《表示歉意》F（1, 79）= 10.966，p < .01、《恭維讚美》

F（1, 79）= 3.936，p < .05、《自我推薦》F（1, 79）= 6.979，p < .01 及《降

低強加》F（1, 79）= 8.894，p < .01 等策略在疏遠對象郵件中的出現次數顯

著較親近對象的郵件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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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3 則顯示，法語組對親近對象偏好的支援策略與華語組類似，以

《交代背景》最為常見，《提出理由》次之，《提供資訊》第三，《表達感謝》

第四，《寒暄閒聊》第五。對疏遠對象則最常使用《提出理由》，《交代背景》

居次，《自我引介》第三，《提供資訊》第四，《表達感謝》第五。所有支援

策略中，法語組對較疏遠的對象採用了比親近對象更多的《自我引介》、《交

代背景》、《提出理由》、《資訊提議》、《先備詢問》、《表達感謝》、《提議回饋》、

《預先認可》、《自我推薦》、《要求回應》、《降低戒心》及《降低強加》；對

親近對象則更常使用《稱人招呼》、《提供資訊》、《預備行動》、《寒暄閒聊》、

《幽默言談》、《表示歉意》、《恭維讚美》、《預先讚美》、《加強請求》、《深入

提議》和《減輕負擔》。多變量檢定則顯示「社會距離」差異在法語組支援

策略細項上達到統計顯著 F（1, 79）= 3.309，p < .001。經過各層面的差異

考驗可看出，《自我引介》F（1, 79）= 42.905，p < .001、《提出理由》F（1, 

79）= 7.299，p < .01、《資訊提議》F（1, 79）= 4.678，p < .05、《先備詢問》

F（1, 79）= 5.375，p < .05、《寒暄閒聊》F（1, 79）= 20.490，p < .001 及《自

我推薦》F（1, 79）= 5.722，p < .05 在法語親疏兩組間使用次數的差異達統

計顯著，而《幽默言談》在兩組間次數的不同也達邊緣顯著 F（1, 79）= 3.772，

p < .07。 

若考慮郵件的有效程度，「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未對華

語組整體支援策略的選用造成顯著作用，僅在《自我引介》F（1, 79） = 5.864，

p < .05 和《先備詢問》F（1, 79）= 7.020，p < .01 兩項策略上達統計顯著；

同時，在《自我推薦》上亦達邊緣顯著 F（1, 79）= 3.621，p < .07。《自我

引介》、《先備詢問》和《自我推薦》在華語組親近對象和疏遠對象有無效郵

件中平均次數的具體分布如圖四-8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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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4 華語郵件支援策略細項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平均次數 

由圖四-84 可見，《自我引介》在華語親疏兩組中都較常見於有效郵件，

只是這個傾向在對疏遠對象時更為明顯。《先備詢問》在華語親近組較常出

現於有效郵件，但在疏遠組則集中於無效郵件。《自我推薦》策略在華語組

僅見於給疏遠對象的郵件，在無效郵件中出現次數較多。 

另一方面，「社會距離」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對法語組整體支援策

略的選用亦未產生顯著效果，僅在《資訊提議》F（1, 79）= 6.034，p < .05

和《預先認可》F（1, 79）= 7.423，p < .01 兩項策略上達到統計顯著。《資

訊提議》和《預先認可》在法語組親近對象和疏遠對象有無效郵件中平均次

數的具體分布如圖四-85 所示。 

 

圖四-85 法語郵件支援策略細項於社會距離與有無效間之平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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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85 可看出，《資訊提議》在法語親近組較常見於無效郵件，但

在疏遠組則明顯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至於《預先認可》，則在親疏兩組都

較常被有效郵件使用，只是這個傾向於疏遠組更為明顯。 

第四節 郵件評量訪談 

本章第二節及第三節從寫信人和收件人的角度，呈現了郵件語料分析

的量化結果，並比較了國別、「相對權勢」、「社會距離」等變項影響下的異

同。本節則單從收件者的角度呈現郵件評量訪談結果，分別探討對華語組師

長、法語組師長、華語組學生和法語組學生而言，撰寫請求郵件時須注意的

要點。本節所整理的質化評量內容將與前兩節的有效性統計結果互相補充，

以更全面地了解對受話者而言，請求郵件應如何撰寫較為有效。 

一、 華語組師長 

本研究在華語組訪談了四位老師，與其討論請求推薦信的郵件之撰寫

要點。其中，至少三位老師提到的要點共九項，分述如下。 

1. 提供清楚資訊 

華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指出，無論熟識與否，郵件中含有清楚的獎學

金資訊或學生表現相關資料能提高其幫忙意願。資訊清楚的郵件內容，例

如： 

（194）附件為我的履歷與成績單，供老師參考。 

（195）附件中包含當時修課時候的小組報告以及推薦函格式，供老師參考。 

（196）獎助範圍包括交換期間每月生活津貼 1000 至 1500 歐元、來回機票、學費

（只需繳納 AN 大學費），算是非常優渥。 

同時，受訪老師也認為，郵件中清楚表示希望的推薦函撰寫方向也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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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再給您更多關於獎學金的性質以及我希望的推薦信撰

寫方向，但大致上希望老師能多著墨於我的研究能力以及學習態度，如果老師希

望我能先擬好一封給您參考也可以。 

有兩位老師甚至認為，無論熟識與否，學生先行擬好推薦函附於郵件

中可節省老師時間，並增加老師接受的機會。 

（198）我已經大概寫好了推薦信的格式與草稿，然後請老師幫我寫這份推薦信 

不過，也有老師認為推薦函應由老師自由撰寫；若學生自行寫好則較

不適當。此外，若信中提及可再寄自傳，或可電話聯絡、約面談等，皆有幫

助。 

（199）需要的話也可以約出來談，我時間都能配合。 

（200）需要我的自傳的話 再寄過去給老師。 

最後，資訊不足的郵件內容，例如： 

（201）我申請了學校的一個獎學金，但是獎學金需要附上老師的推薦函。 

例（201）未交代獎學金名稱、性質或內容，讓師長不知可否接受，也

就降低了協助此人的意願。 

2. 提出有力理由 

華語組所有的受訪師長皆認為，無論熟識與否，提出有力理由、解釋

為何需要這份獎學金或為何找這位老師撰寫，可有效提高師長協助意願。其

中，三位師長認為理由與家境或學業相關皆可；有一位老師並指出，若提及

「家境不好」可讓老師更難推託。不過，也有一位老師認為，需要獎學金的

理由最好與學業有關，而找此位老師的理由則應是「老師了解此人」或「與

老師專業相關」；「家境不好」或「個人經濟因素」可作為補充理由，但非重

點所在。綜合而言，受訪者認為有力的理由，舉例如下： 

（202）由於這個獎學金的項目和老師的研究領域極有相關，所以想到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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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我想老師妳應該是所有神經科學 DN 所的老師中對我的實驗或個性是最了

解的一個，所以申請這個獎學金非常需要老師有力的推薦函。 

（204）由於家庭狀況不佳，所以近來積極申請校外獎學金 

無效的理由，例如： 

（205）我很想申請這一個獎學金，如果申請到了，寒假前就可以拿到獎學金了！

那我下學期四月的畢業旅行就有著落了！ 

3. 不勉強、不壓迫 

對所有華語組受訪師長而言，無論熟識與否，提出請求時注意用詞委

婉；不強迫老師、不給老師壓力是極為重要的。具體作法包括：表示以老師

的方便性為主、承認打擾老師並不強迫對方接受、給予對方選擇餘地、使用

假設語氣或規約型間接問句、不給老師時間壓力、不預設對方一定答應；同

時，更不要因為和老師熟識就講話直接。成功的範例如： 

（206）但如果老師公事繁忙也沒關係，不過可以的話，請盡早讓我知道您的回覆。 

（207）所以只好冒昧寄信請老師協助，不知老師最近是否有時間？ 

（208）如果很忙拒絕我也沒關係，以老師要處理的事情為優先考慮。 

（209）不知道老師是否願意為我寫這封推薦函呢？ 

此外，用詞過於壓迫或直接的郵件，例如： 

（210）希望能在兩個禮拜內拿到，可以請您幫忙嗎？ 

（211）它在兩星期後就要截止報名了，所以希望老師您能盡快給我這封推薦函。 

（212）麻煩老師幫我撰寫一小篇推薦函，直接回傳 EMAIL 給我就可以囉！不用

把它印出來，大概在下星期二前給我就好了！感謝老師的幫忙！ 

（213）可以請老師幫我寫嗎? 我會在兩個禮拜內去辦公室跟您拿。 

例（210）和例（211）皆限定老師繳交時間；例（211）甚至給讀信人

「上對下提出指令」的感覺。例（212）除了限定時間之外，還理所當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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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老師一定會幫忙，並指定繳交方式；而例（213）也假定了老師會提供

協助，且未等老師同意就擅自訂下拿取時程。 

4. 寒暄鋪陳、關心對方 

華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認為，無論熟識與否，提出請求前，先附上一

些關懷老師近況的字句，顯示對老師的關心和興趣，可提升師長協助意願。

例如： 

（214）老師最近的研究計畫順利嗎？聽 FN 老師說過你的研究題目，剛好是我有

興趣的台灣的國家與社會變遷，希望能早日看到你的發表。 

（215）老師好久不見。輾轉自系辦聽說您這學期休假，也看到老師在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應該很有趣吧！ 

（216）FN 老師最近好嗎？聽 GN 說老師最近感冒了，希望老師身體趕快好起來！ 

5. 顯示誠意 

華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指出，無論熟識與否，顯示出申請此份獎學金

和找此位老師撰寫推薦函的誠意都是很關鍵的。首先，若學生在信裡表現出

認真、有潛力、有興趣的樣子，能提高老師的幫忙意願。例如： 

（217）前年春天上完老師的課之後，我又去修了一堂基礎的 CS 課，還有一堂 FN

教授開的 CS 課程。 

反之，若學生顯示出準備不足的樣子則會降低師長協助的意願。例如： 

（218）真的蠻需要這筆獎學金的，而且因為我太晚發現它了，是下禮拜就截止了。 

（219）我要申請所上的 SN 獎學金，之前因為還不確定我是否能申請，所以拖到

現在才確定是可以的。 

例（218）和例（219）都讓老師覺得寄件人準備倉促、不重視此份獎

學金。 

再者，顯示拜託老師的誠意也很重要。例如，解釋為何沒能親自來訪

可有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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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然而這幾天去拜訪老師卻未遇，故寫了這封信，不知是否可請老師幫忙呢？ 

（221）因為這幾天沒有校本部的課，碰不到老師，所以才以 e-mail 請老師幫忙，

希望老師不要介意。 

最後，讓師長覺得沒有拜託誠意的語句，例如： 

（222）假使太過叨擾能否盡快讓學生知道，讓學生趕緊找其他教授。 

（223）助教說系上的任何一個老師都可以，我就想到老師您啦! 

例（222）和例（223）隱含了「找誰寫都行」的意義，讓老師覺得誠

意不足。 

6. 標題清楚 

華語組所有受訪老師都指出了標題清楚的重要。老師們偏好的標題以

點出主題為主，也可標記自己的身分；但若只有問候語或自認身分，郵件很

容易被老師視為垃圾信而丟棄。好的標題，例如： 

（224）懇請教授幫忙撰寫推薦函 

（225）獎學金推薦函 

（226）我是 GN，想請老師幫我寫封推薦函 

不清楚的標題，則如： 

（227）老師您好～我是 GN！ 

（228）老師不好意思我有事相求！！！ 

7. 有致謝、道歉等禮貌用詞 

對所有華語組受訪師長而言，無論熟識與否，郵件裡包含感謝、道歉

等禮貌用語都可讓師長留下較好印象。只是對其中一位老師而言，致謝、道

歉時須注意用詞避免過於口語；如「抱歉」比「不好意思」為佳。佳例如： 

（229）謝謝您，感謝您撥冗看完這封信，希望您一切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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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故冒昧寄信叨擾老師，還望請老師見諒！ 

（231）謝謝老師，百忙之中麻煩老師。 

8. 適當地稱讚老師 

華語組受訪師長中，有三位都覺得稱讚老師的課、教學態度或能力可

讓老師對寄件人留下良好印象。一位老師並指出，有效的恭維須中肯、包含

細節，並講出老師或老師的課對自己的意義。成功的例子包括： 

（232）相望日後還有機會修習老師所開授的課程，再開知識饗宴！ 

（233）因為老師在課堂中實在太平易近人了，我才敢鼓起勇氣，冒昧地做出這樣

的請求。 

9. 格式正式 

華語組受訪師長中，有三位都提及正式書信格式的重要。無論熟識與

否，師長都期望郵件能有正確的標點及斷句、適當的敬語、稱呼和結尾敬詞，

並避免口語用詞、誇張的標點、表情符號、錯字及語句不順。 

除了以上九點，受訪師長也分別對《自我推薦》和《提議回饋》策略

提出看法。對於《自我推薦》，有兩位老師認為「顯示自己值得推薦之處」，

例如成績好、表現優良等，有加分效果；但也有一位老師指出，郵件內容應

避免自稱自讚，若要自我推薦須委婉呈現，也不應把「自己功課好」當成要

老師推薦的理由。《提議回饋》方面，受訪師長指出若學生提議「日後協助

老師的研究工作」，可讓老師覺得此人認真，因此有加分效果，但若提議請

老師吃飯、喝飲料則較不適當。最後，一位受訪老師也指出，應避免用「另

一位老師已答應幫己撰寫推薦函」作為說服此位老師的手段。 

二、 法語組師長 

法語組方面，本研究亦訪談了四位老師，其中至少三位老師提到的「請

求推薦信」郵件撰寫要點共九項，分述如下。 

1. 提出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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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認為，無論熟識與否，講清楚申請動機、解釋

為何需要這份獎學金或為何找這位老師撰寫，在此類郵件中是非常關鍵的。

理由種類方面，法語組師長普遍認為從專業的角度切入較好，可表示自己學

業上需要，或者老師的專長領域與此獎學金或與己未來發展較為相關。較熟

的學生也可用「老師較了解自己、較適合評判自己」作為找這位老師的理由。

至於家庭或私人的經濟情況，則較不適合提出。對法語組老師而言，師生應

保持適當距離，不能因兩人交情而推薦，也不宜交換太多私人情報。此外，

也有兩位老師指出，提出理由時應避免使用「自己在這位老師課上成績好」

作為原因。受訪者指出，學生表現如何老師自會明白，郵件裡則以顯示出充

沛的申請動機較為重要。綜合以上，受訪者們指出的有效理由，例如： 

（234）Cette   bourse   me  permettrai d'ajouter un caractère internationnal à mon 

parcours universitaire, ainsi que d'améliorer mon  niveau  d'anglais. 

This  scholarship  me  allow-Fur. to add  a character  international to my 

journey  university,  as well as to improve  my   level  of English. 

This scholarship will allow me to add an international aspect to my university 

study and to improve my English level. 

這個獎學金可讓我在大學時期有國際經驗，並提高我的英文程度。 

（235）Je souhaiterais approfondir certains  des  aspects évoqués durant vos cours. 

I  wish-Cond.  deepen   certain   of  aspects evoked during your course 

I wish to study further on some of the aspects raised in your course. 

我希望深掘在您課上所提出的一些面向。 

（236）En effet, vous connaissez assez bien mon projet,  ainsi que ma personnalité et 

mon investissement dans mon cursus. 

Indeed,  you   know enough well my project, as well as my personality and 

my  investment    in  my courses 

You know very well indeed my project, my personality and my involevement 

in my study. 

您確實夠了解我的規畫，我的個性及我在學習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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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無效的理由則如： 

（237）seulement ma famille  ne  peux plus  m'aider     autant qu'avant   pour 

poursuivre mes études. 

only     my  family  not  can more me help    as much than before for 

pursue    my studies. 

Just that my family cannot help me as much as before anymore to pursue my 

studies. 

只是我家沒辦法再像以前那樣協助我繼續學習。 

（238）J'ai  pensé  à vous car   je vous apprécie  et  ai  des bonnes notes en CS. 

I’ve thought at you because I you appreciate and have Art. good grades on CS 

I thought of you because I appreciate you and have good grades in CS. 

我想到您，因為我欣賞您並且在 CS 上有好成績。 

例（237）所提出的理由過於私人，而例（238）亦不夠專業，對法籍

老師而言，都不適合用於師生關係的請求上。 

2. 不勉強老師、給老師選擇餘地 

對所有法語組受訪師長而言，無論熟識與否，提出請求時不勉強對方、

留給對方選擇餘地是極為重要的。具體作法包括：使用《條件假設》、《詢問

意願》、《詢問可能》等規約型間接策略、避免強調期限壓力、不要預設對方

一定答應、避免過於直接的用字或句型。成功的範例如： 

（ 239 ） accepteriez-vous  de  recommander  ma candidature  auprès de  

l'organisme    en question? 

Accept-Cond. you   to  recommdend     my candidacy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on question 

Would you accept to recommend me to the organization in question? 

您接受向此單位推薦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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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je    serais très    flatté   que  vous   en     rédigiez    une. 

I  be-Cond. very  flattered  that  you  of them  write-Imp.  one 

I would be very flattered if you could write one of them. 

若您能寫其中一封，我會感到非常榮幸。 

（241）j'apprécierais      une  réponse   de  votre part,  même négative. 

I appreciate-Cond.   a  response  from  your part  even  negative 

I would appreciate a reponse from you, even negative. 

就算拒絕也沒關係，我會感激您的回應。 

被法語組老師認為過於直接的語句，例如： 

（242）il me faudrait   cette lettre au plus  vite   car  les demandes    se 

terminent dans deux semaines. 

it me must-Cond. this letter at the most fast because the applications itself 

terminate   in   two  weeks. 

I would need this letter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the applications will end in 

two weeks. 

我需要盡快得到這封推薦信，因為申請再兩週就截止了。 

（243）Cette lettre   devra      être adressé   à  M. FN  et être envoyé par 

courrier postal à : Add. 

This letter  should-Fur.   be addressed at Mr. FN  and be   sent   by 

mail postal at: Add. 

This letter should be sent by mail to Mr. FN at Add. 

這封信應寄至 Add. 給 FN 先生。 

（244）Pourriez vous m'écrire, si vous le souhaitez, cette lettre ? 

Could   you me write, if you it  wish,    this letter 

Could you write me, if you wish to, this letter? 

如果您希望的話，能幫我寫這封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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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Seriez   vous  d'accord  pour   m'en   réaliser une  et me la transmettre? 

Be-Cond. you of agreement for  me of them realize one and me it  transmit 

Would you agree to write me one of them and send it to me? 

您同意為我寫一封並將它傳送給我嗎？ 

例（242）限定了繳交時間，有催趕老師之嫌；例（243）讓老師讀來

像是接到一道命令。例（244）和例（245）雖都是間接規約型問句，但由於

例（244）的類型為《詢問可行》，而例（245）使用了「être d’accord」（同

意）這個較為口語的片語，因此對某些老師來說不夠委婉、正式，不適合在

此情境使用。 

3. 提供資訊或提議提供資訊 

法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認為，無論熟識與否，郵件中清楚提及獎學金

性質或提供學生個人資訊都能提高其幫忙意願。例如： 

（246）GN FN (master 2 recherche en DN session 2011) 

GN FN (master 2 research on DN session 2011) 

GN FN (research master 2 on DN, session 2011) 

GN FN （2011 年度 DN 所研究型碩士二年級） 

此外，更受法語組師長歡迎的是在初步向老師說明需要推薦函的理由

後，提議面談或提議提供資訊。例如： 

（247）je reste disponible pour  toute information nécessaire   à   l'écriture   de la 

lettre si vous acceptez ma requête. 

I  stay available for   all  information necessary  at  the writing  of the 

letter if you  accept  my request. 

I am available for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writing of the letter if you 

accept my request. 

若您接受我的請求，我可以提供所有信件撰寫所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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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Je reste à votre disposition pour un éventuel entretien. 

I  stay at your availability for  a  possible interview 

I’m at your convenience for a possible interview. 

我可依您方便與您面談。 

資訊不足的郵件內容，則如： 

（249）Je me permet de vous solliciter  afin de  savoir si vous seriez    d'accord 

pour rédiger 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afin d'obtenir   une   bourse    

d'étude. 

I  me allow to  you   beg  in order to know if you be-Cond. of agreement 

for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a  scholarship  

of study. 

I allow myself to beg you to know if you would agree to write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in order to obtain a scholarship. 

我冒昧乞求您，想知道您是否同意寫一封獎學金推薦信。 

例（249）提到希望老師撰寫獎學金推薦函，但前後文都未對此獎學金

性質或申請目的多作說明，讓老師無法答應提供協助。 

4. 格式正式 

與華語組師長相比，受訪的法語組老師更重視書信格式的完整、正確、

適當。所有受訪師長都認為書信格式是否足夠正式會影響收件人對寄件人的

觀感，從而影響其協助意願。無論熟識與否，法語組師長都期望郵件能用詞

典雅、有適當稱呼、署名及結尾慣用語，並避免錯字、外文、文法錯誤、語

句不順及太輕率的寒暄或玩笑。舉例而言，例（250）的問候在受訪者看來

僅適於用於平輩，而不適用於師長。 

（250）Comment allez-vous ? Votre semestre s'est-il bien terminé ? 

How     go   you  your semester  is it well terminated 

How are you doing? Your semester has well ended? 

您最近好嗎？您的學期順利結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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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例（252）的結尾慣用語也比例（251）更受大部分師長偏好。

對於例（251），部分師長認為僅適用於平輩或同事，而不適合對高位者使用。 

（251）Cordialement 

Heartily 

Sincerely 

誠摯地 

（252）je vous prie d'agréer,  Madame, l'expression  de  mes salutations distinguées. 

I you plead to accept, Mrs., the expression  of  my salutations distinguished. 

Mrs., I plead you to accept my distinguished salutations. 

女士，懇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對法語組受訪師長而言，正式的形式可協助維持師生間應有的距離及

專業關係。因此，就算對熟識的老師，郵件還是須有適當格式，越正式越好，

並且須比面對面交談時更為有禮。 

5. 表示喜歡老師的課、提到老師的課對其帶來的正面影響 

所有法語組受訪老師皆指出，若學生表示喜歡老師的課，或提到該課

程所帶給他的正面影響，一方面可讓老師覺得此人認真，另一方面，也會讓

老師覺得受到認可，因而對此人的請求較易接受。一位老師認為，「稱讚老

師的課」是最適合用於師長的恭維方式，其他形式的恭維則都顯太過。另一

位老師並表示，自己較能接受熟識學生的稱讚；若該名學生表現不錯，又認

可老師教學，老師也會因此覺得跟他更加親近。這類的成功範例，如： 

（253）ce  cours   m'avait     beaucoup apporté. 

this course me have-Imp.  much   brought 

this course brought a lot to me.  

這門課讓我學到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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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c'est tout naturellement que je me tourne donc vers vous pour cette demande, 

ayant toujours  eu un grand respect de votre  pédagogie et de votre sens de   

l'écoute     qui  m'ont   été   d'un grand secours cette année. 

it’s  all    naturally  that I  me turn  thus toward you for  this request, 

having always   had a  great respect of  your  pedagogy  and  of your sense of 

the listening which me have been  of a great  help  this  year. 

It’s natural that I turn thus to you for this request, having always had a great 

respect to your pedagogy and to your sense of listening which had been a great help for 

me this year. 

很自然我來向您求助，因為我一直很尊敬您的教學及聆聽的能力，它們在

今年裡帶給我很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受訪師長也指出，稱讚老師同時須避免過份恭維，以免流

於虛偽。如例（254）將對師長的讚美夾藏於請求所提出的理由中，便是一

種避免直接恭維的方式。被評為太拍馬屁的例子，如： 

（255）PS: Je profite de  ce mail  pour vous adresser mes remerciements pour vos 

cours qui    me furent, tout au long de cette année et très certainement pour les 

suivantes, très profitables. 

PS: I  profit of  this mail  for  you  address  my   thanks   for your 

courses which  me were,  all   during   this  year and very  certainly  for the 

followings, very profitable. 

PS: I use this mail to express to you my thanks for your course that were, 

during all this year and very probably for the following, very profitable for me. 

PS: 我藉此郵件向您表達對您課程的感謝。您的課在這一整年及往後的日

子中，都讓我獲益良多。 

6. 標題清楚，直指主題 

法語組所有受訪老師都表示偏好直接點出主題的標題。好的標題，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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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Lettre de recommendation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Recommenation letter 

推薦信 

不清楚的標題，則如： 

（257）Urgent 

Urgent 

Urgent 

緊急 

（258）Demande d’un ancien élève ! 

Request  of an old  student 

Request from an old student! 

來自以前學生的請求！ 

7. 適當的開頭鋪陳 

法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認為，郵件開頭有適當鋪陳可降低請求的直接

程度，也使收件人更易接受。對不熟的對象，受訪者認為應有清楚的自我介

紹，提及姓名、修過的課程、兩人以往互動或課上表現，以幫助老師回憶起

此學生。例如： 

（259）Je suis GN FN, doctorante en DN, rattachée  au  laboratoire DN. J'étais dans 

votre cours  sur les acquisitions langagières en   milieu   bilingue  l'an dernier. 

I  am GN FN, PhD student on DN,  joined  at the laboratory DN. I was  in 

your course  on the acquisition  language  in environment bilingual the year last. 

I am GN FN, PhD student of DN, joint to the DN laboratory. I was in your 

course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bilingual context last year. 

我是 GN FN，DN 的博士生，在 DN 實驗室。我去年修了您雙語環境中語

言習得之課程。 

不過，對於不熟的對象，鋪陳採用寒暄問候則較不合適，也沒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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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於較熟的對象，適當的寒暄則可能有幫助，也可提及以往修課

的回憶，顯示兩人關係良好。例如： 

（260）Avant tout, j'espère que vous avez passé de bonnes vacances. 

Before all, I hope  that you have passed of good  vacations  

First of all, I hope that you have had a good vacation. 

首先，希望您度過了愉快的假期。 

對於開頭鋪陳，受訪者意見較於分歧之處在於熟悉對象的鋪陳程度上。

受訪師長中，有兩位認為若與寄件人較熟識，也可接受直接有禮的破題；清

楚簡潔的寫法可節省老師時間。另兩位老師則認為，就算兩人認識較深，郵

件開頭仍須稍為自介，並有承認打擾等鋪陳。 

8. 顯示對老師的尊重：表示打擾、感謝、解釋為何不親自拜託 

法語組所有受訪師長皆認為，郵件若含有尊重收件人的禮貌語詞可提

高自己幫助對方的意願。其中，三位老師表示可在郵件裡承認打擾對方，例

如： 

（261）il ne me reste que deux semaines avant d'envoyer ces lettres de recommandation, 

aussi suis-je peut-être un peu trop pressante. 

It not me stay that  two weeks before of send thes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hus  am I  maybe  a bit  too urgent. 

I have only two weeks before sending thes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so maybe 

I’m a bit too urgent. 

寄出推薦信前我只剩兩個禮拜，也因此或許我有點太急了。 

再者，也有三位老師認為適當的致謝可以加分，例如： 

（262）Je vous remercie  d'avance  pour votre aide. 

I  you  thank  of advance  for  your help 

I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help. 

預先感謝您的協助。 

要注意的是，也有一位老師認為，預先因尚未得到的幫助道謝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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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對方提供協助之嫌，因此最好避用。最後，也有三位老師提出，解釋為

何沒能親自拜託也可顯示對師長的尊重。例如： 

（263）Je ne  peux  malheureusement  pas  vous rencontrer en personne cette 

semaine car      j'ai plusieurs  partiels   à  passer. 

I not  can   unfortunately   not   you  meet    on  person  this  

week because   I’ve  many  midterms  to  pass. 

Unfortunately I can’t meet you in person this week, for I have many midterms 

to take. 

遺憾地，我這週無法親自與您碰面，因為我有許多期中考要參加。 

9. 顯示之前談過 

法語組中，有三位受訪老師指出，若寄件人在信裡表示之前和老師談

過與此請求相關的話題，會使老師更容易接受其要求。例如： 

（264）Comme je vous l'avez appris,  je passe en master dans IN école. 

As     I you it have learned,  I pass  on master  in IN school. 

As I have told you, I go to master in IN school. 

如同之前跟您提到的，我在 IN 校讀碩士。 

除了以上九點，受訪老師並各自提出了其它須注意的事項。兩位受訪

者提到，應避免用其他老師已答應來施加壓力；有兩位師長認為應表達出申

請獎學金及找此位老師的誠意；有兩位老師提及可透過《預先認可》等方式

顯示老師推薦的重要；還有兩位老師指出，郵件整體應清楚簡潔、長度適中；

另有兩位受訪師長表示版面應注意留有適當間隙。 

三、 華語組學生 

本研究在華語組訪談了四位學生，討論向朋友請求修改作業之郵件的

撰寫要點，其中至少三位受訪者提到的要點共七項，分述如下。 

1. 壓迫感低 

本研究中，華語組所有受訪學生都認為請求郵件應避免讓收件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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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降低壓迫感主要有「不勉強對方」及「減少要求」兩種作法，以下分

別說明。 

1.1 不勉強對方 

對於不熟的對象，所有受訪者都指出請求郵件應留給對方接受與否的

選擇空間，不應假定對方一定幫忙；同時，對於熟識的對象，也有兩位受訪

者指出應避免過於直接的命令語氣。例如： 

（265）不知道妳是否能抽個空幫我修改呢？ 

（266）可以麻煩你抽空幫我看看嗎？ 

（267）若您時間上許可的話，想請您幫我這個大忙！當然若不方便也沒關係～ 

（268）不知道你是否有空，想麻煩你撥空幫我檢查看看。 

由上可見，如例（265）和例（266）中《詢問可行》、《詢問允許》一

類的規約型間接問句、例（267）中的《降低強加》、例（268）的《探詢條

件》以及「撥空」等用詞，皆可給收件者「不勉強對方」的印象。另一方面，

受訪者覺得太直接、太強迫的例子，則如： 

（269）幫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再寄回給我吧。 

（270）PS：剩一週學期就結束了，麻煩幫我趕一下囉！ 

（271）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修改完直接回覆給我就可以了，感激不盡！！！！

大概在這星期二前給我就可以囉！！ 

例（269）以命令句形式要求收件人提供協助，而例（270）和例（271）

除了使用命令句外，還限定了事項完成的期限，皆給收件者壓迫、沒有選擇

空間之感。不過，在《時間限定》的部分，對部分受訪者而言，若是熟識朋

友則較能接受；有一位受訪者甚至指出，若好友表示很趕或作業很重要，會

設法盡快幫他。如例句（272）和（273）就是在好友郵件中可被接受的句子： 

（272）距離截稿日只剩一週了，所以說要多多麻煩囉！ 

（273）因為這門課對我很重要，是一門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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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減少要求 

對於熟識的對象，所有受訪者皆指出若郵件中包含「要求不多、工作

量不大」的明示或暗示，可提高其協助意願。對於不熟的對象，也有兩位受

訪者認為此法有效。例如： 

（274）這是我這學期的期末作業，可以幫我看一下嗎？不用太仔細看我怕花你太

多時間，就只要掃過去就好，有明顯錯誤的地方幫我註明一下！ 

（275）只要大概看一下，指出大的錯誤就好。感謝！！！ 

（276）不會花你很多時間啦！ 

（277）大致上我已經完成的差不多了，不過有些文法我怕不太順或用錯，妳方便

這幾天幫我讀過一遍嗎？ 

由上可見，讓收件者覺得要求不高的語句，包括如例（274）與例（275）

的《減輕負擔》策略、例（276）的《降低戒心》，甚至如例（277），在《交

代背景》裡暗示所剩工作不多。與「不勉強對方」不同，「減少要求」有時

可能預設了對方將提供協助，也因此更多受訪者提出適合對好友使用。 

2. 有致謝、道歉等禮貌用詞 

對所有華語組受訪學生而言，無論熟識與否，郵件裡包含感謝、道歉

等禮貌用語都可給人好印象，並提高協助意願，且對不熟的對象尤是如此。

例如： 

（278）也謝謝妳抽空看過這封信。 

（279）突然這樣請你幫忙很抱歉噢>< 

3. 提供清楚資訊 

無論對象熟識與否，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將請求事項交代明確可提高

收件者提供協助的意願。同時，對於不熟的對象，有兩位受訪者指出最好能

直接將作業檔案附上，以減少郵件往返的次數，節省彼此時間。內容清楚的

郵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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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期末作業是交一份五百字的作文，題目 “death penalty”（廢除死刑）。 

（281）我想說可不可以請你幫我看一下我的作文，因為有些文法以及字詞的用法

不太確定... 

例（280）標示出作業主題，省卻收件人打開附檔了解的時間；例（281）

則點明希望對方協助修改的重點。此外，對於較不熟識的對象，也有兩位受

訪者認為提供清楚的個人資訊有幫助。例如： 

（282）我的聯絡方式：PN 

至於部分受訪者認為資訊不清的郵件內容，則如： 

（283）因此小弟在此忝不知恥地向老大您求救一下啦！幫我看一下期末報告吧！ 

例（283）裡提到期末報告，卻未對其主題、篇幅等多做描述，使收件

人有資訊不清之感。 

4. 標題清楚 

無論對象熟識與否，華語組所有受訪學生都偏好明示主題的標題，且

認為應避免標題中僅含身份、招呼等成份，或僅表達需要幫助，卻未清楚標

明求助內容。受訪者認為清楚的標題，例如： 

（284）您好，我是 NN 的朋友，想請您幫我修改英文作文 

（285）想請你幫個忙，關於我的英文作文 

由上可見，清楚的標題可採《明示主題》或《主體行動》兩種方式；

同時，也可包含《問候表達》、《自認身分》等其他成份作為輔助。另一方面，

不清楚的標題，則如： 

（286）請問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287）HI 

（288）你好,我是 FN GN (GN 的朋友) 

此外，對於好友，有的受訪者認為可以接受較為聳動的標題，如例（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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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受訪者不喜歡過於誇張的標題。 

（289）[天啊] 救救我!!!!!!!!! 

5. 感覺認真有誠意 

無論對象熟識與否，華語組所有受訪學生皆指出，寄件人表現出認真、

有誠意、重視這份作業的態度，能提高收件者幫忙的意願，反之則會讓收件

者不太想伸出援手。對於不熟的對象，如例句（282）提供私人聯絡方式，

或像例句（290）一樣積極邀約，皆能讓人感受到誠意。同時，對不熟者提

議回饋，如例句（291），也可顯示寄件人的誠意。 

（290）如果你沒有空幫我改作文，那在下下禮拜五晚上上課之前，你是否有空堂

課？我想跟你請教我的英文作文？？？ 

（291）好久沒有碰面了，學期結束後找個時間我請客，出來吃個飯吧！ 

至於對熟識的對象，有的受訪者認為提議回饋也可顯示誠意，但有的

受訪者則認為好友間互相幫助是很自然的，對提議回饋沒有特別感覺。此外，

對熟識及不熟的對象，若能表示自己能力不足，顯示自己已認真努力過，也

有幫助。例如： 

（292）我之前花了幾個晚上一邊痛苦又一邊努力查書拼湊出的這篇作文時在是沒

什麼自信，老師的課又這麼好實在想要好好花心力在這次作業上，所以還有一點

時間想請你替我看一看，寫得好像真的很差勁。 

至於讓受訪者感到不認真或沒誠意的郵件內容，則如： 

（293）我上網 google 把我整篇文章翻譯了一下哈哈 

（294）不過我覺得我的英文這大學四年來都荒廢了，所以這篇短文讀起來怎麼讀

怎麼怪。 

（295）拜託拜託~這關係到我會不會被當。 

（296）不過如果你很忙就跟我直說喔，我可以找其他人幫忙。 

例（293）和例（294）給人寄件人學習不認真的印象，而例（29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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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覺得寄件人只在乎成績及格，而沒有求知慾。至於例（296）則讓收件

人覺得寄件人有沒有他的協助都無所謂，因此減低了協助意願。 

6. 語言風格符合雙方關係 

華語組所有受訪學生皆提及郵件中的用語應符合兩人關係。對於不熟

的對象，受訪者偏好較正式、嚴謹的用詞，並認為應避免亂開玩笑、錯字、

稱呼隨便、過於口語或使用太多表情符號，以免給人「裝熟」的印象。適合

不熟朋友的用詞，例如： 

（297）想請你幫我看看我的作文哪裡有錯誤需要修改。 

（298）想借重你的英文能力幫我修改一下。 

（299）您好，我是 NN 的同學－NN，之前有見過兩三次面,不知道是否您還記得？ 

（300）祝 學業順利 

GN 上 

例句（297）和（298）使用了「想」包孕另一動詞的直述句，對於部

分受訪者而言，這樣的句型比問句更為正式。例句（299）使用了敬詞，而

例（300）採取了較正式的《結尾致意》和《結尾敬語》，都讓郵件有較嚴謹

之感。至於令人感到「裝熟」而產生反感的郵件內容，則如： 

（301）我也在學韓文，可是學的哩哩辣辣的 XDDD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在關公面前耍一下大刀～哈哈哈 

（302）這個是我在某堂課的英文作文，但是太久沒練英文你也知道嘛～阿哈哈 

另一方面，對於好友的郵件，受訪者中有三人都認為寫得好笑有趣可

加分，例如： 

（303）拜託，歌詞上的韓語，都是很簡單的我愛你，我總不能在作文上寫了滿滿

的我愛你吧 XDDDD 

（304）可以麻煩你幫我看一下這篇文章的寫作方式有沒有那裡不順或怪怪的嗎？ 

因為我自己看一整個覺得很順..(哈~自我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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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位受訪者認為，好友郵件用字遣詞偏向正式也不錯，但有

兩位受訪者則指出，好友郵件不要寫得太疏遠比較好。此外，也有兩位受訪

者表示就算是好友，也最好避免錯字或注音文的使用。 

7. 適度寒暄 

華語組受訪學生中，有三位都認為對不熟的對象適度寒暄、從輕鬆話

題入手，可緩解請求帶來的壓力。至於寒暄的內容，受訪者認為可提及兩人

共同的過去，幫助收件人回憶起兩人相處的經驗，以增加親切感。例如： 

（305）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我是 GN 的朋友，今年五月本來要跟她一起去

RN 找你玩的:) 上次很謝謝你熱心地要關心那位我在 CN 的朋友，後來 GN 介紹了

一位教會的弟兄，他剛好也在那裡唸書，所以就沒有再麻煩你了。現在我朋友已

經回 CN 準備開刀，應該之後會再回 CN。 

（306）你好啊！自從上次院必修 CS 課程之後，就沒有再見過面了，想必期間課

業也很忙吧！ 

不過，若對不熟的對象講些與兩人相處經驗無關之事，則會給人做作

或冗長的感覺，例如： 

（307）時間過的好快，你去 CN 也快一個月了呢！看到你 FB 上 po 的照片，CN

真是個很漂亮的地方，好羨慕你阿！！！ 

另一方面，對熟識的對象，有兩人認為個人化的寒暄有幫助，而另兩

人則認為沒有特別效果。同時，對好友寒暄，有兩位受訪者也認為應避免扯

太遠而造成冗長、離題。有一位受訪者甚至認為，若是好友，可接受未加鋪

陳、直接求助。 

除了以上七點之外，華語組部分受訪者也對「郵件版面」和「恭維收

件人」作出評述。郵件版面方面，有兩位受訪者皆提出無論對象熟識與否，

都希望郵件能有正確標點，並適度空行。對收件人的恭維方面，有兩位受訪

者認為對不熟的對象有效，而另兩位受訪者則覺得《恭維讚美》只是有求於

人時的慣用語句，因此沒有特別感覺。同時，也有受訪者指出，用〈對方能

力較佳〉作為理由，一方面可做為向收件人求助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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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維收件人的能力，因此可有效提升收件人提供協助的意願。此外，對於好

友，僅一位受訪者覺得恭維有效，其餘三人則覺得沒有特別效果；其中一位

受訪者甚至指出熟人之間互相笑罵玩鬧居多，彼此讚美則有些奇怪。 

四、 法語組學生 

本研究在法語組亦訪談了四位法籍學生，其中至少三位受訪者提到的

「請求修改作業」郵件撰寫要點共十項，分述如下。 

1. 壓迫感低 

如同華語組，法語組所有受訪學生也都認為請求郵件應避免讓收件人

感到壓迫。同樣的，降低壓迫感主要有「不勉強對方」及「減少要求」兩種

作法。以下分別說明其在法語組的表現。 

1.1 不勉強對方 

無論熟識與否，法語組受訪者都認為郵件中應有表示不勉強對方的內

容。具體作法包括使用規約型間接策略、給予拒絕餘地、提議別的選擇、避

免直接命令或假定對方一定幫忙；若是好友，則要注意避免用友情向對方施

壓。不勉強對方的範例，如： 

（308）J'aurais    aimé savoir s'il  te  serait  possible de me consacrer quelques 

minutes pour  relire ma rédaction. 

I’ve-Cond. loved know if it you be-Cond. possible to me  devote several 

minutes for  reread my  writing 

I would have liked to know if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you to spare me some 

minutes to reread my writing. 

我想知道你是否可能撥幾分鐘重讀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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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Aurais-     tu   la  gentillesse  de  le  relire  si   tu  n'es pas trop 

débordée? 

Have-Cond. you   the  kindness   to  it  reread  if  you not are not too 

overwhelmed? 

Would you be kind to read it again if you are not too much busy? 

如果不是太忙，你會好心地重讀我的文章嗎？ 

（310）Si  jamais tu    n'as pas      assez  de  temps,  je   comprendrai   

tout à fait  et  ne     t'en    voudrai   absolument  pas ! 

If never you   not have not   enough of   time,   I  understand-Fur.   

certainly  and not  you of it  want-Fur   absolutely   not 

If ever you don’t have enough time, I will certainly understand and absolutely 

won’t be angry against you! 

要是你時間不夠，我完全可以了解，也絕對不會生你的氣！ 

（311）Si  tu  es  surchargé  cette semaine, je  peux toujours  te l'envoyer par 

mail et  tu   renverra   les corrections. 

If  you are  overloaded this  week,   I   can  always  you it send by 

mail and you re-send-Fur. the corrections. 

If you are overloaded this week, I can always send it to you by mail and you 

send back the corrections. 

如果你這週太忙，我可以把它寄給你，然後你再把改好的寄回來。 

過於直接、壓迫，以至於使收件者覺得沒有選擇餘地的句子，則如： 

（312）J'espère que ça ne  te  prendra pas  trop  de  temps! 

I hope  that it not you take-Fur. not  too   of  time 

I hope it won’t take you too much time! 

希望不會花你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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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N'hésite    pas à  y  apporter les corrections que tu   jugerais  

nécessaires. 

Not hesitate  not to at it  bring  the corrections that you judge-Cond. 

necessary 

Don’t hesitate to make corrections that you think are necessary. 

儘管放上你覺得必要的修正。 

（314）tu   m'as  toujours promis  de m'aider en anglais   dès que  tu le pouvais! 

you me have always promised to me help on English as soon as you it could 

you always promised me to help me on English as soon as you could! 

你一直答應我只要可以就會幫我弄英文！ 

（315）Tu pourrais la lire et corriger mes fautes ? S'il te plait, s'il te plait, s'il te plait.  

You could it read and correct my faults?  Please,   please,    please 

Could you read it and correct my faults? Please, please, please. 

你可以幫我讀過然後改正錯誤嗎？拜託，拜託，拜託。 

例（312）和例（313）都預設了收件者一定幫忙，而例（314）則完全

不給好友拒絕餘地。至於例（315）以重複禮貌標記的方式加強請求，也給

了收件人不能拒絕的壓力。此外，關於是否直接附檔，有兩位受訪者認為先

附上檔案較為清楚，可節省郵件往返時間，也可增加對方幫忙的機率；但也

有一位受訪者較偏好不先附上檔案，認為應等收件人答應幫忙再寄較有禮貌。

例如： 

（316）Dis moi si  tu as  le temps  et, dans ce cas,  je t'enverrai   le  fichier. 

Tell me if you have the time and,  in this case, I you send-Fur. the document 

Tell me if you have time, and if yes, I will send you the document. 

跟我說你是否有空，有的話，我再把檔案寄給你。 

1.2 減少要求 

對於不熟的對象，法語組有三位受訪者皆指出，若郵件中能包含「要

求不多、工作量不大」的訊息，能提高其協助意願。對於熟識的對象，也有

一位受訪者認為此法有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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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je serais vraiment très reconnaissante si  tu  acceptais  de jeter  un  oeil à 

ce que j'ai fait,  juste pour vérifier qu'il   n'y    a pas  d'erreurs majeures. 

I be-Cond. really  very  grateful  if  you accept-Imp.to throw an eye at 

what I’ve done, just  for  check that it not there has not  of errors majors 

I would be really very grateful if you would accept to take a look at what I did, 

just to check if there’re not big mistakes. 

如果你能看一眼我寫的東西，我會非常感激；只要確認沒有太大的錯誤就

行。 

（318）Votre aide, même rapide,  pourrait  m'être  très précieuse et  utile,  et je 

vous en serais    très reconnaissant. 

Your  help, even  fast,  can-Cond. me be very precious and useful, and I 

you of it be-Cond. very  greateful 

Your help, even quick, could be very precious to me and I would be very 

greateful to you. 

您的幫助，就算簡短，對我而言也很珍貴，我會非常感激您。 

感覺要求太多或工作量太大的郵件內容，則如： 

（319）Est-ce que tu  voudrais  bien me corriger un commentaire de texte en anglais 

que je dois rendre  d'ici quelques jours, parce que cette note comptera beaucoup dans 

ma moyenne donc il faut  qu'il  soit   parfait. 

Whether  you want-Cond. well me correct a  comment  of  text in English 

that I should give of here several days,  because this grade count-Fur.  much   in  

my   GPA  so   it must that it be-Sub. perfect 

Would you like to correct for me a comment in English that I should hand in in 

several days, because this grade will count in my GPA so it must be perfect.  

你願意幫我改一份幾天後要交的英文評論嗎，因為這個分數會算進平均，

所以這份作業一定要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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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si  y  a  des passages vraiment incompréhensibles dis le moi et je t'appelle 

pour te dire ce que j'ai  voulu dire! 

if there has Art. passages  really  incomprehensible tell it me and I you call 

for you say  what I’ve wanted say 

If there are really passages that are incomprehensible, tell me and I’ll call you 

to tell you what I wanted to say! 

如果真的有無法理解的段落，跟我說，我打給你告訴你我想講什麼！ 

例（319）的寄件人希望作業能夠完美，在收件者看來是無理的要求；

例（320）中，從「段落」、「無法理解」等字裡行間，讓收件者感到這份作

業可能會改很久，因此降低了幫忙的意願。 

2. 提供清楚作業資訊 

法語組所有受訪者皆認為，無論熟識與否，提供清楚的作業資訊，可

提高請求被接受的機會。資訊清楚的郵件內容，例如： 

（321）Je dois  décrire mon activité  pendant  le   stage   en entreprise. 

I should describe my activity  during   the internship on enterprise 

I have to describe my activity during my enterprise internship. 

我必須描述自己在企業實習的活動。 

（322）Je pense que le  fond   est bon mais j'ai des doutes quant à  la  forme et 

notamment  à  l'orthographe. 

I  think  that the essence is good but I’ve Art. doubts as to  the form and 

especially  to  the orthpgraphy 

I think the content is good but I have doubts about the form and especially 

about the spelling. 

我想內容沒問題，但對表達形式我不太確定，尤其懷疑拼字的部分。 

例句（321）指出了作業的主題，而例句（322）則表明了希望對方協

助修正的地方，都使資訊更加清楚明確。受訪者認為資訊不清的內容，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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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J'aurais      voulu  savoir si tu pouvais  m'aider  sur mon texte pour  voir   

s'il   y    a   des choses  qui ne vont pas. 

I have-Cond. wanted  know if you could  me help  on  my text  for  see 

if it there  has  Art. things which not go not 

I would have wanted to know if you could help me on my text to see if there 

are things that don’t work. 

我想知道你能否幫我看看文章有沒有不好的地方。 

對法語組受訪者而言，例（323）的句子則太過模糊，內容為何、要改

什麼都沒講清楚。 

3. 有致謝、禮貌標記等禮貌用語 

所有法語組受訪者皆認為無論對象親疏，郵件中含有致謝、「請」等禮

貌用詞，可增加收件人對寄件人的良好印象，進而提高其協助意願。例如： 

（324）Pourrais-tu, s'il te plait, corriger si nécessaire la grammaire et  la syntaxe du 

texte que je te  fais  parvenir en pièce jointe ? 

Could you,  please,   correct if necessary the grammar and the syntax of the 

text that I you make  reach  on piece joined 

Could you please correct if necessary the grammar and the syntax of the text 

that I send to you in the attached? 

如果需要的話，你可以拜託幫我改附檔裡文章的文法和句型嗎？ 

（325）Je te  remercie  d'avance. 

I you   thank  of advance 

Thank you in advance. 

預先感謝。 

（326）J'apprécierais     énormément ton aide. 

I appreciate-Cond. enormously your help 

I would appreciate your help enormously. 

我會非常感激你的幫助。 

由上可見，如例（324）的《禮貌標記》、例（325）的《表達感謝》及



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204 

 

例（326）的《預先認可》在法語郵件中皆可增加其禮貌程度。唯須指出，

對受訪者而言，「s'il te plait」（拜託）為較為口語的禮貌標記，因此較適合

對好友使用。 

4. 合宜的書信格式 

無論對象是否熟識，法語組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合宜的書信格式是很重

要的。首先，所有受訪者皆提及應有適當的《結尾致意》。同時，有三位受

訪者提到開頭應稱呼對方、提及對方名字，而非只有招呼，且結尾應該寫上

自己的名字或姓氏。此外，也有兩位受訪者指出，《開頭招呼》也有幫助。

最後，無論對象，法語組受訪者都提及應避免錯字、錯標點、縮略語或語句

不順。 

5. 有適當鋪陳 

無論對象是否熟識，法語組受訪者皆認為信件開頭有適當鋪陳，可增

加收件人對寄件人的良好印象，進而提高其協助意願。對於不熟的對象，合

適的鋪陳以自我介紹為主，並可提及共同的朋友，以增加請求被接受的機會。

例如： 

（327）je suis GN, une  amie  de  GN (on  s'est  vu  à son anniversaire). 

I  am GN,  a  friend  of  GN we us are  seen at her birthday 

I am GN, a friend of GN (we saw each other on her birthday). 

我是 GN，GN 的朋友（我們在她的生日上見過）。 

對不熟的對象，若缺乏足夠自介，一開頭就解釋背景或提出要求，則

會讓受訪者覺得過於直接、無禮。另一方面，對於好友，法語組受訪者認為，

請求郵件應包含寒暄問候、關心對方的成份。例如： 

（328）Comment  vas tu depuis le temps? 

How      go you since the time 

How have you been? 

你近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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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Par ailleurs,  j'espère   que   tu  es  toujours   d'accord    pour aller au   

ciné   la semaine prochaine. 

Besides,     I hope   that   you are  always of agreement   for go to the 

cinema the week   next 

Besides, I hope that you always agree to go to the movies next week. 

對了，希望你下週還是想去看電影。 

對象為好友時，若整篇郵件都只有提出請求，而未顯示對對方的關心

或興趣，則會給人聯絡好友只為了作業之感。此外，對於不熟的對象，是否

適合採用《寒暄問候》策略，受訪者看法不一。有的受訪者認為對不熟的人

寒暄問候感覺很可笑；有的受訪者則認為無論對象與己關係，稍微問候、表

現出對對方有興趣的樣子，總是有幫助。最後，兩位受訪者也認為，提出請

求前說明理由也是鋪陳的一種方式。例如： 

（330）Il   y   a  un mois,  tu   m'as   dit que tu parlais couramment le 

japonnais. Je me permets de te contacter à  ce    sujet. 

It there has one month, you me have said that you spoke  fluently  the 

Japnaese. I me  allow to you contact  at  this  subject 

One month ago you told me that you spoke Japanese fluently. I allow myself to 

contact you for this purpose.  

一個月前你跟我說你日語講得很好。我為此冒昧聯繫你。 

6. 語言風格符合雙方關係 

法語組所有受訪學生皆提及郵件中的用語應符合兩人關係。對於不熟

的對象，受訪者偏好較正式的用詞，並認為應避免開玩笑、招呼隨便或者過

於口語。這一類的失誤，例如： 

（331）Salut GN 

Hello GN 

Hello GN 

嗨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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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ce     serait   vraiement super cool! 

this  be-Cond.    really  super cool 

It would be really super cool! 

那就真的太酷了！ 

例（331）的招呼用語「Salut」（嗨）對收件人而言僅適合熟悉的對象

使用，而例（332）的《預先認可》策略出現了「super cool」（超酷）這類

口語化用詞，對不熟的對象也不合適。 

另一方面，對於好友，所有法語組受訪學生皆認為，寫得有趣幽默可

以加分，如例（333）；也有兩位受訪者認為可以寫一些顯示兩人關係親密的

詞句，如例（334），或顯示兩人之前談過，如例（335）。同時，有兩位受訪

者指出對好友可接受較口語的用詞，而另有一位受訪者則認為對好友用詞典

雅也不錯。 

（333）Ne  te moques pas trop de moi quand même! 

Not you mock  not too of  me all the same 

Don’t laugh at me too much anyway! 

還是不要笑我笑得太厲害呀！ 

（334）j'ai utilisé le dictionnaire que  tu   m'as   offert pour mon anniversaire! 

I’ve used the dictionary  that you me have offered  for my  birthday 

I used the dictionary that you offered to me for my birthday! 

我用了生日時你給我的那個字典！ 

（335）J'ai  terminé  le texte  dont   je   t'avais   parlé 

I’ve terminated the text of which  I  you had  talked 

I finished the text that I had told you about. 

我寫完跟你提過的那篇文章了。 

7. 標題清楚 

法語組受訪學生中，無論對象熟識與否，有三人皆指出標題清楚的重

要。受訪者認為，郵件標題應以點出主題為主，並加上明示需求的成份，以

讓收件者第一時間明白此郵件之目的和主旨內容。此外，也有一位受訪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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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除了明示需要幫忙及求助主題，加上寄件人身分也是不錯的選擇。綜合

以上，受訪者認為清楚的郵件標題，例如： 

（336）Rédaction en japonnais 

Writing   on Japanese 

Japanese composition 

日文作文 

（337）Aide à la rédaction 

Help to the writing 

Help on the composition 

作文幫助 

不清楚的標題，則如： 

（338）rapport 

report 

report 

報告 

例（338）雖也與主題相關，但對收件人而言提供的資訊不足，未標明

是何報告，也未明白指出需要幫助。 

8. 承認打擾或對方付出 

無論對象熟識與否，法語組有三位受訪者指出，承認打擾對方，如例

（339）和例（340），或預先承認對方的付出，如例（341），都能增加收件

人對寄件人的好感，進而提升協助意願。 

（339）Je suis desolé de   t'embêter  avec   ça. 

I  am  sorry of  you bother  with  that 

I am sorry to bother you with that. 

很抱歉為此事打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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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Je sais que  c'est un grand service à te demander. 

I know that  it’s  a great service to you ask 

I know I’m asking you for a great help. 

我知道我請你幫的是個大忙。 

（341）Cela me  rendrait  un  grand service. 

That me give-Cond.  a  great  help 

It would be a great help to me. 

那真的會對我幫助很大。 

不過，在為打擾致歉時，兩位法語組受訪者並指出應避免過度、重複

地道歉，以免讓人懷疑「如果真的那麼抱歉，為何還前來求助」，而給人虛

偽之感。另一方面，若未能認可對方付出，反而把對方的協助講成一件小事，

則會造成不好的影響。例如： 

（342）cela ne    devrait    pas   te   prendre trop de temps. 

That not should-Cond  not  you   take   too of time. 

That shouldn’t take you too much time. 

那不會花你很多時間。 

例（342）中，寄件人目的在以「不會花很多時間」來說服對方答應，

但看在收件人眼裡，則像是對方不把自己可能的付出當一回事，也因此降低

了提供協助的意願。 

9. 提議回饋 

受訪的法語組學生中，有三人認為對不熟對象提議回饋可提高其協助

動力，而對熟識的對象也有兩人認為此法有效。回饋的種類方面，比起金錢

或食物飲料，法語組受訪者更偏好知道日後自己有需要時，對方可提供幫助。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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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Si  tu as  besoin d'aide pour tout devoir  en littérature ou en histoire, je suis 

bien entendu  disponible  pour te  rendre service. 

If you have need of help for all homework on literature  or on history, I am 

well understood available  for you  give service 

If you need help for any homework on literature or history, you know I’m 

available to give you a hand. 

如果你的文學或歷史作業需要任何協助，你知道我隨時可以幫你。 

10. 顯示認真、重視此作業 

法語組三位受訪者指出，對於好友，若能展現出自己認真、重視此作

業的態度，可提高對方協助的意願。對於不熟識的對象，也有兩位受訪者認

為此法有效。例如： 

（344）J'ai  déjà  rédigé  une première version de ce travail que  je mets en pièce 

jointe, j'ai   surligné toutes les formulations  dont   je ne suis pas vraiment sûre. 

I’ve already written one  first  version of this work that  I put on piece 

joined, I’ve highlighted all  the formulations of which  I not am not  really sure 

I’ve alreay written the first version of this homework that I put in the attached. 

I’ve highlighted all the formulations that I’m not sure about. 

我已經寫了一份第一版的草稿，附於郵件中。我把不確定的句型都畫了起

來。 

例（344）讓收件者感覺對方是努力過的，因此更想幫他。使人覺得不

認真的郵件內容，例如： 

（345）T'as      le temps de regarder vite fait avant que je l'imprime ? 

You have the time  of look at  fast do before that I it print 

You have the time to take a quick look at it before I print it out? 

你有空在我印出來之前很快地看一看嗎？ 

例（345）則給人倉促完成、只想靠朋友的印象，也讓人覺得這份作業

對寄件人而言大概不甚重要。 

除了以上十點，對於不熟的對象，還有兩位受訪者提出應注意版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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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太擠，且句子盡量簡短、清楚、有禮。 

五、 小結 

綜合本節第一小節至第四小節所言，可看出四組受訪者所提出的撰寫

要點有其相似之處；同時，老師組和學生組之間，以及華語組和法語組之間，

對於請求郵件撰寫的看法仍存在差異。 

四組的共同之處方面，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好的請求郵件應提供清楚

資訊、標題清晰、不勉強對方、有適當鋪陳，並且包含致謝、表示打擾等禮

貌用詞。首先，四組受訪者都認為，郵件內容應清楚交代請求事項。稍有不

同之處在於，華語組更講求資訊傳遞的效率，而法語組則更注重在提供資訊

時尊重對方的選擇空間。華語組師長歡迎各式幫助其了解求助事項或撰寫推

薦函的訊息，包括學生履歷、成績單、報告、自傳、獎學金性質、金額、推

薦信格式及希望撰寫的內容；甚至有的華語組老師期待學生將推薦信擬好後

一併附上。法語組師長則更偏好學生提議提供資訊；也就是說，在初步說明

獎學金性質及申請動機後，向老師提議面談或表示可提供相關資訊，好讓老

師先決定是否幫忙，再向學生詢問深入資料。同時，雖大部分學生都不排斥

寄件人直接將待改的作文檔案附上，甚至有兩位華語組學生偏好事先收到作

文資料以節省時間，但有一位法語組學生仍認為應等收件人決定幫忙後，再

寄送作文檔案，較為有禮。 

其次，四組受訪者都希望標題能明示主題。在華語組，明示主題的標

題成份有《主體行動》和《主題相關》；在法語組則以《主題相關》為主。

同時，華語組師長也歡迎寄件人於標題中自認身分，而法語組學生則希望寄

件人能在標題裡加上需要幫助的字詞。再者，四組受訪者皆認為請求郵件應

留給對方選擇空間，不應勉強對方或假定對方一定幫忙。在學生組，若郵件

含有顯示請求事項負擔不高的內容，也能提高收件人協助的意願。 

此外，四組受訪者也都提及請求郵件最好能有適當鋪陳。不過，偏好

的鋪陳方式各組看法略有不同。法語組認為不熟的對象最好能先自我介紹，

並提及兩人認識的經過，在學生組也可提到兩人共同的朋友；至於寒暄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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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關心對方，對不熟者則較無效。對於較熟識的對象，法語組師長可接受適

度寒暄，有的老師甚至接受有禮直接的破題；而法語學生組則希望好友郵件

能包含個人化的閒聊或對收件者近況的關心。另一方面，華語組受訪者無論

對象都不排斥以《寒暄問候》作為鋪陳。在師長組，無論對象熟識與否，都

歡迎郵件中包含關心師長近況的語句；學生組則認為對不熟者可提及兩人共

同的經驗作為寒暄鋪陳，而對較熟識的對象，可以有個人化的閒聊，同時也

較能接受直接請求。最後，對於四組受訪者而言，郵件中若含有致謝、表示

打擾等禮貌用詞可給收件者留下較好印象。唯法語組有一位老師認為，預先

為對方的協助道謝可能有強迫對方伸出援手之嫌，因此對於致謝的內容應特

別注意；譬如說，可「感謝對方花時間讀信」，但最好避免「感謝對方協助」。 

老師組和學生組的差異方面，老師組更重視提出有力理由及合宜的書

信格式，並更傾向認為適當恭維有效；學生組則更重視對方態度認真，同時

更強調親疏關係應適當反映於郵件語言上。首先，華法兩組師長皆認為請求

推薦信時提出有說服力的理由是很重要的。兩組師長都同意〈學業相關〉為

需要獎學金的有效理由，而〈老師專長相關〉及〈老師了解這位學生〉都是

前來拜託這位老師的適當理由。稍有不同之處在於，華語組師長可接受〈家

庭經濟〉因素作為需要獎學金的原因，而法語組師長則認為家庭或個人經濟

情況過於私密，不應出現在師生間的請求郵件中。同時，與華語組師長相比，

法語組師長更重視學生以學業相關的理由清楚描述其申請動機。其次，華法

兩組師長都偏好郵件中含有正式書信格式，而學生組方面，僅法語組受訪者

提出書信格式的重要性，華語組學生則較無所謂。由此可見，整體而言，高

位對象比平位對象更在意格式是否嚴謹。再者，華法兩組師長皆認為，稱讚

老師的教學並表示老師的課給自己帶來了正面影響可讓老師留下良好印象，

而學生組僅華語組兩位受訪者表示恭維有效，其餘則對於恭維讚美則較為無

感。另一方面，華法兩組學生則皆提出，寄件人是否表現出認真、重視此份

作業的態度，會影響其幫忙意願。此外，相較於老師組，學生組對寄件對象

與己熟識與否更為敏感，並強調郵件語言風格應符合雙方親疏關係。也可以

說，對師長而言，寄件人都是學生，熟識與否對其角色定位影響不大；但在

學生之間，熟識者為好友，疏遠者為不熟的朋友，其間差異則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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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組和法語組的差異方面，華語組更重視對方誠意、更能接受恭維，

也更能接受重複致歉；法語組則更強調適當書信格式和語言表達簡潔、傾向

認為《預先認可》策略有效，並認為若信中表示兩人之前談過與請求事件相

關的話題也有幫助。首先，華語組所有受訪者都指出寄件人若表現出重視此

份獎學金或作業，或表現拜託對方幫忙的誠意，可提高其協助意願。其中，

解釋〈為何不當面拜訪〉及《提議回饋》甚至分別被華語組師長和華語組學

生視為顯示誠意的一種方式。相較之下，對法語組而言，解釋〈為何不當面

拜訪〉及《提議回饋》雖也有效，但卻分別被詮釋為表示尊重和提供誘因的

手段，跟誠意無關。其次，華語組更傾向認為《恭維讚美》有效，且這個傾

向在對高位和不熟的對象時更為明顯；相反地，對法語組來說，讚美師長或

不熟的對象時，須點到為止、避免誇飾，以免流於虛偽。再者，華語組受訪

者普遍認為《表示歉意》為有效的策略，且不排斥一封郵件中重複出現道歉

的詞句；對法語組而言，適當致歉以表承認打擾對方也是有效的，但重複道

歉則太過，也易讓收件人感到不誠懇。另一方面，法語組所有受訪者都提及

郵件最好能有適當的書信格式，而華語組則只有師長組中的三人提出此點；

同時，法語組也有半數受訪者認為，語句簡潔、郵件長度適中能讓收件人對

其有較好印象。以上顯示，與華語組相較，法語組更重視郵件裡格式的完整

合宜。此外，法語師生兩組中，都有部分受訪者表示《預先認可》的語句讓

收件人感到自己可能的付出受到寄件者重視，因而提高了協助意願。最後，

法語組有三位師長指出，無論對象，若郵件中提及兩人之前談過與請求事項

相關的話題會有幫助，而學生組也有兩位受訪者認為，對於好友，此法有效。 

除了以上所述，本研究訪談也發現了一些其他與請求郵件撰寫要點相

關的面向。首先，對華法兩組師長而言，請求撰寫推薦信的郵件中，都應避

免使用「其他老師已答應幫忙」或「自己成績好」作為說服對方的手段。其

次，在華法兩組都有部分受訪者提出，郵件的排版若有適當空行，可讓收件

人看得較輕鬆。再者，《提議回饋》策略方面，各組偏好的回饋內容有所不

同。整體而言，學生組對回饋種類的接受度較廣，食物、飲料、金錢、日後

幫助都能接受，唯法語組學生更偏好「日後幫助」類型的回饋提議。師長組

方面，對華語組師長而言，提議回饋最好以「日後協助老師的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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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顯示此生認真，而食物飲料等回饋內容，則較不適當。至於法語組給師長

的郵件裡，則完全未曾出現提議回饋的現象。此外，對於《降低戒心》，華

法兩組學生也有不同詮釋。華語組學生較常將其看成顯示請求事項負擔不重

的方式，因此接受度較高，而法語組學生則認為《降低戒心》策略看輕了收

件人可能的付出，因而對之較為反感。最後，在中心行為策略方面，雖大部

分受訪者都指出規約型間接策略可給人不強迫對方的印象，但其適用性仍受

其他因素影響。舉例而言，法語組部分師長指出，未加包孕的《詢問可行》

問句及「être d’accord」（同意）動詞短語構成的《詢問意願》問句都因過於

口語而給人直接之感，因此不適合在給師長的郵件中使用。另外，也有部分

華語組受訪學生認為，「想」包孕另一動詞而成的直述句比問句更為正式，

因此適合對不熟的對象使用。 

第五節 延伸問題結果 

本節將呈現語料蒐集問卷中延伸問題量化後的結果，分為【熟悉程度】

及包含《麻煩程度》、《對方義務》、《己方權利》、《尷尬程度》和《己方好處》

等五個項度的【其他延伸問題】兩大部分，分述如下。 

一、 熟悉程度 

華法兩組郵件撰寫人對各情境寄件對象的平均熟悉程度如圖四-86 所

示。 

 

圖四-86 華法兩組各情境熟悉程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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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86 可見，華語組對〈好友〉、〈熟識老師〉及〈不熟老師〉的熟

悉程度都高於法語組，而法語組對〈不熟朋友〉的熟悉程度則高於華語組。

其中，華法兩組對〈熟識老師〉的熟悉程度差異達到統計顯著 F（1, 159）= 

5.285，p < .05。此外，華語組在〈好友〉和〈不熟朋友〉間，以及〈熟識

老師〉和〈不熟老師〉間的熟悉程度平均數值差異，亦比法語組為高。由上

可見，首先，相對於法語組，華語組郵件撰寫人跟老師之間顯著較熟；其次，

華語組對親疏關係的分別也較法語組明顯。 

另一方面，若考慮「相對權勢」在熟悉程度上的作用，可發現其在華

法兩組皆造成顯著差異，且在法語組尤為明顯（華語組 F（1, 79） = 4.313，

p < .05；法語組 F（1, 79）= 95.236，p < .001）。由此可見，華法兩組跟師

長的熟悉程度整體而言都較朋友為低，且此傾向在法語組更強。 

二、 其他延伸問題 

華法兩組郵件撰寫人在各情境對《麻煩程度》、《對方義務》、《己方權

利》、《尷尬程度》和《己方好處》的評價轉化為分數後，整體平均如圖四-87

所示。 

 

圖四-87 全體郵件延伸問題平均分數 

由圖四-87 可見，首先，整體而言，華法兩組在《麻煩程度》和《尷尬

程度》上的平均分數都趨近中間值（2 分）、在《對方義務》上的平均分數

更接近最低值（1 分），而在《己方好處》上的平均接近最高值（3 分），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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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感到有點尷尬」、「對方沒有義務幫忙」以及「請求事件的完成能給自己帶

來較多好處」。此外，對《己方權力》的評價上，華語組趨近中間值，而法

語組則趨近最高值，顯示華語組傾向認為「自己有一點權利提出此項請求」，

而法語組則更傾向認為「提出此項請求的確是我的權利」。 

華法差異方面，相較於法語組，華語組認為其請求可能帶來的《麻煩

程度》較高，而《對方義務》和《己方權利》都較低。同時，華語組也傾向

覺得做出請求較為尷尬，且此請求能給自己帶來較多好處。華法差異在《麻

煩程度》F（1, 159）= 23.602，p < .001 和《己方權利》F（1, 159）= 51.574，

p < .001 上達統計顯著。 

再者，若將「相對權勢」納入考量，華法郵件撰寫人在收件對象分別

為高位者和平位者時，對延伸問題的評估差異如圖四-88 和圖四-89 所示。 

 

圖四-88 華語組「相對權勢」與延伸問題平均分數 

 

 

圖四-89 法語組「相對權勢」與延伸問題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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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88 和圖四-89 可見，華法兩組都認為對高位者提出請求，會給

對方帶來的《麻煩程度》和自己感到的《尷尬程度》都較向平位者請求為高，

且若對方答應，也更多參與者認為《己方好處》較高。同時，向高位者求助

時，華法兩組參與者都認為《對方義務》和《己方權利》較平位者為高。平

高兩組在延伸問題上的平均得分差異，於華語組的《麻煩程度》F（1, 79）

= 4.378，p < .05、《對方義務》F（1, 79）= 11.214，p < .01、《尷尬程度》F

（1, 79）= 5.869，p < .05 和《己方好處》F（1, 79）= 4.613，p < .05 以及法

語組的《對方義務》F（1, 79）= 4.256，p < .05 等項度上達統計顯著，並於

法語組的《己方權力》F（1, 79）= 3.687，p < .07 上達邊緣顯著。 

另一方面，「社會距離」的影響上，華法郵件撰寫人在收件對象分別為

親近者和疏遠者時對延伸問題的評估差異，如圖四-90 和圖四-91 所示。 

 

圖四-90 華語組「社會距離」與延伸問題平均分數 

 

 

圖四-91 法語組「社會距離」與延伸問題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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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90 和圖四-91 可看出，華法兩組都認為對疏遠者提出請求會給

對方帶來的《麻煩程度》和自己感到的《尷尬程度》都較向親近者請求為高，

且《對方義務》和《己方權利》都較關係親近者為低。同時，若對方答應，

也更多參與者認為《己方好處》較高。親疏兩組在延伸問題上的平均得分差

異，於華語組的《麻煩程度》F（1, 79）= 55.848，p < .001、《對方義務》F

（1, 79）= 44.857，p < .001、《己方權利》F（1, 79）= 35.630，p < .001、《尷

尬程度》F（1, 79）= 146.729，p < .001 和《己方好處》F（1, 79）= 4.613，

p < .05，以及法語組的《麻煩程度》F（1, 79）= 59.126，p < .001、《對方義

務》F（1, 79）= 22.399，p < .001、《己方權利》F（1, 79）= 33.183，p < .001

和《尷尬程度》F（1, 79）= 45.403，p < .001 等項度上皆達統計顯著。 

第六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就第二節至第五節的研究結果，配合第二章所回顧的文獻，回

答本文的三項研究問題並解釋研究發現。 

一、整體而言，華語和法語的請求電子郵件分別偏好哪些標題成份、書信

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以及支援策略？  

本研究調查華法請求郵件在各方面的異同，並發現華法兩組在標題成

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中心行為筆數、內部修飾、支援策略大

類、支援策略細項及支援策略筆數等方面，皆有顯著不同。以下逐一詳述。 

標題成份的選擇上，法語組集中於《主題相關》和《需求明示》兩種

類型，且其採用次數皆顯著高於華語組。其中，又以《主題相關》的使用次

數最高，出現於 78%的郵件中。另一方面，華語組的標題成份種類則較多

樣，雖仍以《主題相關》及《需求明示》所佔筆數最多，但與法語郵件相較，

又顯著地採取了更多《問候表達》、《稱呼對方》、《自認身分》、《主體行動》

與《聲情符號》。 

若考慮評量者的觀點，量化統計上，華語組有效郵件比無效郵件顯著

採取了更多《主體行動》；質化訪談中，華法兩組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偏好明

白指出郵件主題的標題內容。所謂明示主題的內容，在華語組包括《主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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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和《主體行動》，而在法語組則以《主題相關》為主。此外，華語組師

長也歡迎寄件人在主題之外，於標題中自認身分，而法語組學生則希望寄件

人能在標題裡加上《需求明示》的成份，使來信目的更加清楚。綜上所述，

對華法兩組的收件人而言，標題皆以資訊清晰為要，反映了「線索濾淨」的

網路溝通環境重視訊息明確的特點；而郵件標題清楚為重的特色，也明確呈

現在法語組的語料中。至於華語組發信人，則更重視稱呼問候對方、表明自

己身份，並採更多非字符號以表情達意；這一方面反映華人重視稱謂的禮貌

觀（Gu，1990），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華語組的標題更重視雙方關係，並試

圖拉近距離，反映其「理想社會認同」的價值觀（Mao，1994）。 

書信格式成份方面，法語郵件集中於《結尾致意》、《結尾署名》、《開

頭招呼》及《開頭稱人》，其使用次數皆超過 100 筆；其中，《結尾致意》、《結

尾署名》及《開頭招呼》在法語郵件中的出現次數都較華語郵件顯著為多。

華語郵件則最常採《開頭稱人》，《結尾署名》次之，《開頭招呼》第三；其

中，僅《開頭稱人》和《結尾署名》的使用次數超過 100 筆，而《開頭稱人》

在華語郵件的出現次數顯著多於法語組。此外，《所屬單位》、《關係自稱》、

《日期標示》和《結尾敬詞》等成份使用次數不高，且受到傳統書信格式影

響，主要見於華語郵件；其中，《關係自稱》、《日期標示》和《結尾敬詞》

在華語組的使用筆數顯著多於法語郵件。 

若納入評量者的觀點，量化統計上，華法兩組有效郵件採取的各項書

信格式成份都較無效郵件為多，並都在《結尾署名》一項達到統計顯著。質

化訪談則顯示，整體而言，法語組受訪者比華語組受訪者更重視完整合宜的

書信格式。由上可見，首先，華法兩組的收件人都偏好含有充足書信格式的

郵件，且法語組無論發信人或收件人，重視書信格式的程度都較華語組為高。

這呼應了法國文化價值取向中「不確定規避指數」較高的特質，其與人互動

傾向正式，並重視書面的規則（De Luque & Javidan，2004，p. 618）；同時，

也呼應了 Jenkins 與 Hinds（1987）對法語書信重視格式的觀察。另一方面，

對華語組而言，信件開頭稱呼他人是最為重要的格式，而結尾時交代自己姓

名以及相對於對方的身分也有幫助。這再次反映了華人禮貌中的「稱謂原則」

（Gu，1990），以及重視雙方關係的「理想社會認同」傾向（Ma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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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行為策略方面，華語郵件最常採用的中心行為策略為《模糊施為》，

其次為《需求陳述》，《詢問可行》和《詢問允許》並列第三；法語郵件中最

常出現的中心行為策略為《詢問可行》，其次為《詢問意願》，《需求陳述》

第三，《詢問可能》第四。整體而言，華語組較常採取直接策略，且《祈使

應允》、《明示施為》、《模糊施為》、《需求陳述》的使用次數皆顯著較法語組

為多。法語組的中心行為則較常採規約型間接策略，而其《詢問意願》、《詢

問可能》、《詢問善意》和《事實推測》的筆數皆顯著高於華語組。再者，對

規約型間接策略，華法兩組也有不同的細部類型偏好。華語組的規約型間接

策略集中於《詢問可行》和《詢問允許》兩類；其中《詢問允許》更是僅見

於華語組的策略，使用筆數顯著較法語組為高；法語組的探詢則以《詢問可

行》和《詢問意願》為主。此外，中心行為策略筆數華語組顯著多於法語組。 

若將受話者的觀點納入考慮，量化統計上，僅見於華語郵件中的《祈

使應允》顯著更常見於無效郵件；此外，《明示施為》在華語組較常見於有

效郵件，而在法語組裡卻更常出現在無效郵件裡。另外，法語組有效郵件使

用《事實推測》的比例高於無效郵件，其差異達邊緣顯著。質化訪談則顯示，

首先，華法兩組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適當的規約型間接策略可給人不強迫

對方的印象，而直接命令則有勉強收件者之感，最好避免使用。此外，華語

組也有部分受訪者指出，「想」包孕另一動詞而成的直述句，也就是《模糊

施為》或《需求陳述》等策略，有比問句更為正式的效果。 

由上述對中心行為策略的分析結果可見，首先，相較於法語組，華語

組無論寫信者或收件人都更能接受直接策略，也更常於郵件中出現重複請求

的句子，對受話者反覆提出相同要求。這呼應了程鳴（2008）、姚舜霞、邱

天河（2003a，2003b）、Lin（2009）及 Tsuzuki 等人（2005）的研究中漢語

人士較常使用直接策略的發現，也呼應了程鳴（2008：150）、羅美娜（2010）

與 Zhu（2005）所見，漢語請求常以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中心行為結合使用的

現象。同時，不同於部分學者「漢語口語請求整體而言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

（Lin，2009；Tsuzuki et al.，2005）的觀察，本研究發現，在電子郵件環境

中，漢語的請求策略以直接策略佔大宗，呼應了 Biesenbach-Lucas（2007）

「電子郵件請求比面對面求助更為直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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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華語郵件最常採用《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的現象也呼應

了 Chang 與 Hsu（1998）及 Kirkpatrick（1991）所指出，漢語人士請求信件

常採《需求陳述》的發現；究其緣由，可能因素之一，如本文部分受訪者及

Chang 與 Hsu（1998）所提出，《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所使用的動詞

「希望」或「想」，在漢語中是禮貌且正式的用法，不帶給人強硬的感覺。

另外，本文還發現，華語組收件人對於最直接的《祈使應允》仍難以接受，

認為命令句會帶來強迫對方的印象，而造成對方不快。這顯示華語組雖較常

採直接策略，但中心行為句能被接受的直接程度並非毫無上限；這點在過往

針對漢語請求的研究中未見到相似論述。另一方面，法語組中心行為偏好間

接型規約策略，呼應了 Frank（2007）、Van Mulken（1996）及 Viet（2010）

對法語口語請求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電子郵件求助較為直接的情況

（Biesenbach-Lucas，2007），並未在法語組發生。最後，規約型間接策略的

次類偏好上，華語組常採《詢問允許》和《詢問可行》，而法語組則最常使

用《詢問可行》，而以《詢問意願》居次。華語組常採《詢問允許》的現象，

呼應了 Lin（2009）對漢語口語請求的研究發現，而法語組對《詢問可行》

的偏好，也與 Van Mulken（1996）對法語口語請求的觀察相符。 

內部修飾上，法語組以《條件式》、《包孕子句》、《過去式》等句法修

飾為主，詞彙修飾則以《程度減弱》和《禮貌標記》較為常見。華語組方面，

中心行為內部修飾以詞彙修飾中的《程度減弱》出現頻率最高，句法修飾《包

孕子句》次之，詞彙修飾《禮貌標記》第三。整體而言，法語組更常採用句

法修飾，在《條件式》、《過去式》和《條件否定》的使用頻率上皆顯著高於

華語組；華語組則更常採用詞彙修飾，對《程度減弱》、《附加問句》和《時

間限定》的使用皆較法語組為多。 

若考慮評量者觀點，量化統計方面，華法兩組的有效郵件都更常採用

《主觀標記》、較少使用《時間限定》；其中，《主觀標記》和《時間限定》

在華語組有無效郵件間的出現頻率差異達統計顯著。華法兩組不同之處在於，

華語有效郵件使用《包孕子句》的頻率高於無效郵件，而法語組則相反，《包

孕子句》更常為無效郵件採用。此外，《禮貌標記》在法語組顯著較常見於

有效郵件，而華語組則無此現象。質化訪談內，華法兩組皆有受訪者指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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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限定請求事項的完成期限，以免帶來壓力並降低對方協助意願。此外，

法語組也有受訪者提出，「s’il te plaît」（拜託）為適合用於平位親近對象的

禮貌標記，而「je me permets」（冒昧）則可拉遠雙方距離並表達敬意，是

適合用於疏遠或高位對象的禮貌標記；華語組受訪者則未對禮貌標記多作評

述。 

由上述對內部修飾的分析結果可見，首先，華語郵件較常採詞彙修飾，

而法語郵件則更偏好句法修飾，尤以《條件式》為大宗，呼應了姚舜霞、邱

天河（2003a，2003b）、熊曉燦（2006）與 Van Mulken（1996）分別對漢法

口語請求行為的研究結果。再者，在郵件的有效性上，華法兩組收件人皆排

斥《時間限定》，顯示在內部修飾的層次上，兩組受訪者皆不喜帶有勉強意

味的成份。至於兩組受訪者皆偏好《主觀標記》的現象，本文認為，主要是

由於《主觀標記》常搭配《事實推測》的中心行為出現，而委婉間接的《事

實推測》策略都受到華法兩組評量者歡迎之故。 

此外，本研究中，《包孕子句》在華法兩組有效傾向相反的現象，本文

認為，和共現於郵件中的其他元素有關。本文調查含有《包孕子句》的無效

郵件發現，這些郵件被評為無效通常是因為其他因素，譬如資訊不足、誠意

不夠，或中心行為句用詞過於隨便（如採用短語『être d’accord』）等緣故。

不過，若要確定《包孕子句》對華法兩組收件人而言有效程度為何，本文認

為尚須進一步研究，在控制其他語言成份的情況下，探討這些成分對收件人

觀感的影響。最後，法語組評量者對《禮貌標記》的偏好，及其於訪談中對

《禮貌標記》種類所提出的評述，顯示法語組評量者對《禮貌標記》較華語

組更為敏感。 

支援策略方面，華法兩組在大類策略上有相似的偏好，皆最常採取【解

釋說明】，【補償負債】次之，【開場進入】第三，【爭取強化】第四。不過，

華語組在各類大類策略中採取的筆數皆較法語組多，其差異並在【開場進入】、

【解釋說明】、【拉近距離】、【補償負債】與【緩解壓迫】等方面達統計顯著。

整體而言，華語組採用的支援策略筆數顯著高於法語組。支援策略細項上，

華法兩組皆最常採用《交代背景》、《提出理由》、《提供資訊》、《表達感謝》

和《自我引介》；這五類細項策略上華語組的筆數皆較法語組高，且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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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背景》、《提供資訊》、《表達感謝》和《自我引介》上達到顯著。同時，華

語組對《稱人招呼》、《寒暄閒聊》及《探詢條件》之使用次數亦顯著比法語

組為多。除了支援策略筆數的差異，華法兩組寫信人對【補償負債】和【爭

取強化】的方式亦有不同偏好。【補償負債】方面，除了《表達感謝》，華語

組亦顯著採用了更多《表示歉意》、《提議回饋》和《恭維讚美》，而法語組

則更常採取《預先認可》及《預先讚美》。【爭取強化】方面，華語組顯著採

用了更多《加強請求》和《深入提議》，而法語組則更常採取《自我推薦》、

《要求回應》及《降低戒心》。 

若納入評量者的觀點，量化統計上，首先，華法兩組的有效郵件皆比

無效郵件顯著採取了更多筆支援策略；其中，華語有效郵件採【緩解壓迫】

的次數，及法語有效郵件採【解釋說明】的平均次數皆顯著比無效郵件為多。

再者，華法兩組有效郵件皆顯著更常使用《提供資訊》；同時，華語有效郵

件採取《自我引介》、《資訊提議》、《降低強加》，以及法語有效郵件採取《預

先認可》的平均次數皆顯著多於無效郵件。此外，華語郵件中的《自我推薦》

和法語郵件中的《降低戒心》都顯著更常出現於無效郵件裡。 

質化訪談中，首先，華法兩組受訪者皆認為提供清楚資訊、表達感謝、

用《表示歉意》及《承認不當》等方式承認打擾，或以《減輕負擔》和《降

低強加》等策略表示不勉強對方都可提高收件人提供協助的意願。同時，華

法兩組師長也都認為，應避免在《交代背景》中提及另一位老師已答應幫忙，

或在《自我推薦》裡以自己成績好作為要求推薦信的手段。再者，法語組受

訪者又比華語組更偏好留給對方選擇空間的《資訊提議》策略及承認對方付

出的《預先認可》策略，並排斥看輕收件人付出的《降低戒心》策略；華語

組受訪者則重視寄件者表達出須要對方幫助的誠意，並更能接受誇大的《恭

維讚美》或重複出現的《表示歉意》，也普遍歡迎適當的《寒暄閒聊》。此外，

華法兩組都認為《提議回饋》有效，只是法語組將其視為提供協助的誘因，

而華語組將其視為對方誠意的象徵。 

另一方面，華法兩組在支援策略中《提出理由》的次類選用上亦有不

同偏好。在對朋友提出的理由方面，華法採用的策略大同小異，皆以〈作業

困難〉、〈自己程度較差〉和〈對方能力較佳〉為較常使用的理由，只是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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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更常提及〈自己程度較差〉，而法語組更常表示〈對方能力較佳〉。華法兩

組在《提出理由》上的差異主要見於對師長的郵件中。在解釋為何需要獎學

金時，法語組集中使用〈與己學業相關〉，而華語組則在〈與己學業相關〉

外，亦採用了較多的〈家庭經濟〉與〈其他私人因素〉為需要獎學金的原因。

其中，法語郵件採用〈與己學業相關〉的次數顯著高於華語組，而華語組郵

件中〈其他私人因素〉的數量則顯著比法語組多。說明為何求助於對方時，

法語組郵件使用〈對方了解自己〉的次數顯著高於華語組。 

納入評量者的觀點後，量化統計上，華法兩組的有效郵件比起無效郵

件，都更常出現〈與己學業相關〉、〈對方專業相關〉、〈對方了解自己〉以及

〈為何不當面拜訪〉等理由，而較不偏好〈其他私人因素〉。其中，有效郵

件對〈對方了解自己〉的平均使用次數在華法兩組中都顯著高於無效郵件；

同時，法語有效郵件採用〈與己學業相關〉和〈為何不當面拜訪〉等理由的

次數皆顯著比無效郵件多，而華語有效郵件對〈其他私人因素〉和〈人際關

係〉的使用頻率則顯著低於較無效郵件。此外，華法兩組對〈家庭經濟〉理

由有不同偏好。華語組有效郵件比無效郵件更常以〈家庭經濟〉作為需要獎

學金的理由，而在法語組裡，這種理由則更常見於無效郵件。 

質化訪談方面，首先，師長組比學生組更重視寄件人提出有效理由；

再者，華法兩組師長都同意〈與己學業相關〉為需要獎學金的有效理由，而

〈對方專業相關〉及〈對方了解自己〉都是前來拜託這位老師的適當理由。

稍有不同之處在於，華語組師長可接受〈家庭經濟〉有困難作為需要獎學金

的原因，而法語組師長則認為家庭或個人經濟情況過於私密，不應出現在師

生間的請求郵件中。同時，與華語組師長相比，法語組師長更重視學生以學

業相關的理由清楚描述其申請動機。此外，雖兩組師長都認為解釋〈為何不

當面拜訪〉可增加師長對寄件人的良好印象，但其原因不同；法語組師長認

為這顯示對老師的尊重，而華語組師長則認為這是學生誠意的一種展現。 

由上述對支援策略的各項分析可見，首先，本研究華法兩組最常採取

的支援策略種類皆為【解釋說明】，詳細闡述前來求助的前因後果，以說服

對方提供協助。配合 Van Mulken（1996）、Zhang（1995a）與李旭霞（1999）

對法、漢、英的口語請求行為分析可看出，在不同語種、不同溝通媒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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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說明都是請求言語行為最常採用的支援對策；這點可說是請求言語行為

的共同特色之一。其次，《表達感謝》亦是華法兩組請求郵件經常採取的補

償策略，但華法兩組的道謝方式則有所不同。孟筱敏（2006：156-157）指

出，法語人士常用「感謝語」加上「認可對方付出」的話語來道謝，而漢語

人士則會使用「感謝語」加上「道歉語」的方式來表示謝意；本研究也發現，

除了《表達感謝》外，華語組顯著更常採用《表達歉意》，而法語組則顯著

採取了更多《預先認可》和《預先讚美》。同時，法語組評量者對《預先認

可》的偏好及對《降低戒心》的排斥，也顯示對法語人士而言，預先承認對

方付出如同直接道謝一般，是一種重要的承認負債方式。 

再者，華人禮貌中「貶己尊人」的原則（Gu，1990），以及法語禮貌裡

「避免過度恭維」的傾向（Pu，2003）也可見於本文語料的支援策略選用

上。華語組郵件顯著採取了更多《恭維讚美》策略；同時，華語郵件評量者

顯著排斥《自我推薦》的使用。在對朋友提出的理由上，華語組亦比法語組

顯著採取了更多的〈自己程度不好〉。以上結果皆呼應了華人「貶己尊人」

的禮貌偏好，也呼應了 Leech（2007）所觀察，東亞文化較重視「謙遜」的

現象。法語組方面，「貶己」的現象不明顯，而稱讚對方往往須藉由《提出

理由》來包裝。舉例而言，對朋友提出的理由中，〈對方能力較佳〉在法語

組的使用次數顯著較高，而本章第四節第二部份也指出，受訪者認為稱讚老

師時須避免過份恭維，且可將對師長的讚美夾藏於提出來找此人協助的理由

當中。 

另一方面，若同時考察華法兩組支援策略裡對師長提出的理由種類，

以及本章第四節對師長熟悉程度的統計分析，則可看出華法兩組的師生關係

不盡相同。從老師的角度來說，雖華法兩組師長都認為〈與己學業相關〉、〈對

方專業相關〉及〈對方了解自己〉為有效理由，且同意〈其他私人因素〉較

為無效，但華語組師長尚可接受〈家庭經濟〉作為需要獎學金的原因，而法

語組師長則認為個人家庭的經濟情況過於私密，不適合出現在師生間的交流

中。從學生的角度而言，法語組寫信人比華語組顯著採取了更多〈與己學業

相關〉及〈對方了解自己〉，而華語組寫信人則採取了更多〈家庭經濟〉、〈其

他私人因素〉及〈人際關係〉；其中，〈其他私人因素〉的數量顯著比法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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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以〈家庭經濟〉為由的次數，與法語組相較亦達邊緣顯著。華語組學

生太常採〈其他私人因素〉及〈人際關係〉等對師長而言較為無效的理由，

也使得整體而言，《提出理由》策略在華語組更常見於無效郵件。若考察華

法兩組寫信人對師長的熟悉程度，則可發現華語組學生普遍認為自己跟老師

較熟，其師生熟悉程度與法語組之間的差異達統計顯著。以上現象顯示，在

法語組，師生間的關係是較為專業的，老師試圖和學生保持距離，避免非正

式或私人的話題，而學生也視師生間公事公辦的關係為常態，提出理由時傾

向採用專業相關的原因，且評價雙方關係時，也認為與朋友同學相較，老師

與己的關係更為疏遠。在華語組則不然。華語組學生不避諱以私人經濟情況

等原因，作為求助於老師的理由，而華語組師長也認為〈家庭經濟〉為有效

理由；同時，與法語組相較，華語組學生認為自己與老師的關係較為親近。

此發現呼應了 Chen（2006）和 Spencer-Oatey（1993）對華人師生關係的觀

察：華語學生傾向將師長視為父母或年長兄姐的延伸（Chen，2006），而華

人文化中，師生關係較親近，也較個人化（Spencer-Oatey，1993）。 

最後，同時考察華法兩組郵件使用中心行為策略及支援策略的情況，

可發現華語組傾向用較直接、多筆的中心行為，搭配較大量的支援策略，而

法語組則偏好以間接、單一的中心行為，搭配較少量的支援策略。對於此現

象，本文認為可從以下數個方面加以解釋。首先，如前所言，華語郵件常使

用的直接策略，如《模糊施為》、《需求陳述》等，對部分母語者來說並不帶

來強迫之感；同時，直接策略可能造成的壓迫，又受到大量訴諸於積極或消

極面子的支援策略所補償，就此緩解了冒犯。此外，華語郵件採用大量支援

策略的現象，也可能來自於華語組寫信人提出請求時，比法語組更易感到負

債。相較於法語組，華語組認為其請求可能帶來的《麻煩程度》較高，而《對

方義務》和《己方權利》都較低；同時，華語組也傾向覺得做出請求較為尷

尬。至於法語組，則普遍認為規約型間接策略較為有禮，也偏好以此作為中

心行為；而在中心行為策略較間接、寫信人負債感也較低的情況下，對支援

策略的需求就不如華語組高。 

另一方面，華法兩組對有效郵件的不同偏好，也可能導致中心行為和

支援策略不同的搭配現象。華語組郵件評量者指出，在不勉強對方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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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寄件人能表達出需要幫助的誠意。這點反映在寫信人所產出的郵件中，

則可見數個中心行為以及顯著較法語組為多的《加強請求》和《深入提議》，

反覆對收件人提出要求，顯示自己誠心需要幫助；同時，為給人尊重、不強

迫對方之感，又採取了更多【拉近距離】、【補償負債】與【緩解壓迫】等大

類策略，補償對方的積極暨消極面子，並在【開場進入】和【解釋說明】上

下功夫，透過《稱人招呼》、清楚的《自我引介》，及詳細的《交代背景》和

《提供資訊》，讓對方了解自己需要幫助的無可奈何及誠心誠意。這種對「誠

意」的重視，呼應了 Gu（1990）所謂漢語禮貌中的「誠懇原則」，透過重複

的話輪，表示發話者對某事件完成的誠心希望。在法語組方面，受訪者並不

特別看重對方誠意，而更強調不勉強對方、留給對方選擇空間，並偏好言簡

意賅的文章編排。在此情況下，法語組寫信人也就傾向使用規約型間接策略，

搭配適量的支援策略，以尊重收件人自由、不以冗長文字浪費對方時間、適

度表達禮貌，並傳達重點訊息為要。 

 

二、語篇組織方面，華語及法語請求電子郵件中，中心行為及支援策略所偏

好的排序配置有何異同？ 

本文從「首度與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及「支援策略前後配置」兩方

面回答此研究問題。 

中心行為方面，華法兩組中，首度出現的中心行為分布與全體中心行

為類型接近。至於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華語組最常採《需求陳述》策略，

而以《祈使應允》和《明示施為》次之；此外，規約型間接策略中，《提出

建議》、《條件假設》和《事實推測》也更常受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採用。法

語組郵件中，僅《條件假設》較常見於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其他策略都以

首度出現為主。由上可見，多數種類的直接策略，於華語組較常見於重複出

現的中心行為；同時，《條件假設》在華法兩組亦通常後置，委婉地重複請

求。 

支援策略的配置上，華語組和法語組的偏好相近，皆傾向將支援策略

前置。其中，華語組比法語組更傾向將支援策略置於首度出現的中心行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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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兩組間的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此外，華法兩組郵件無論有效與否，都傾向

將支援策略前置；同時，與有效郵件相較，無效郵件支援策略前置的比例更

高。不過，有無效郵件支援策略前後配置的差異在華法兩組亦皆未達顯著 

前後置的支援策略細項種類上，華法兩組也大同小異：《稱人招呼》、《自

我引介》、《交代背景》、《提出理由》、《預備行動》、《先備詢問》、《寒暄閒聊》、

《恭維讚美》、《自我推薦》等策略都傾向置於首度出現的中心行為之前，而

「《提供資訊》、《資訊提議》、《幽默言談》、《表達感謝》、《提議回饋》、《預

先認可》、《預先讚美》、《加強請求》、《深入提議》、《要求回應》、《降低戒心》、

《探詢條件》、《減輕負擔》和《降低強加》則都傾向置於首度出現的中心行

為之後。 

由上可見，本研究語料不支持「漢語語篇較法語語篇間接迂迴」的論

述。過往研究認為，傾向「集體主義」的漢語文化在溝通中更含蓄間接（Ma，

1996；Pu，2003；Sun，1987；Wang，2009），而傾向「個體主義」的法語

文化則偏好直接表達（Pu，2003；Sun，1987；Wang，2009），並認為請求

語篇結構上，漢語會比法語採用更多鋪陳，且更傾向將請求後置（Pu，2003）。

不過，本文研究結果則證實，在電子郵件請求語篇中，法語和華語一樣重視

鋪陳，並同樣傾向將中心行為後置。也就是說，以間接語篇表達禮貌（羅美

娜，2010；Chang & Hsu，1998；Chen，2006；Kirkpatrick，1991；Zhu，2005）

並非漢語獨有的現象；在本研究的華法請求電郵中，適當鋪陳都是禮貌與否

的指標之一。事實上，根據 Hofstede（1980，2001）和 GLOBE 團隊的文化

價值取向調查，法國雖明顯比台灣更傾向個體主義文化，但台法兩國的「剛

性指數」或「斷言程度」則較為接近，且都低於平均值；而「斷言程度」較

低，所反映的便是溝通較為間接、較曖昧不明。也就是說，在抱怨、表示反

對等發話者認為自己有理的情境中，法語人士或許常採取比漢語人士更直接

的手段（Pu，2003；Sun，1987），展現出個體主義文化重視個人權利的特

質，但在有求於人的情境，法語郵件則顯現與華語郵件相似、「斷言程度」

較低的特色，在語篇鋪排上有較為間接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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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社會變項層面，「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分別對華法請求電子郵

件之標題內容、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內部修飾以及支援策略產

生何種影響？ 

「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在華法請求電子郵件的標題成份、書信

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中心行為筆數、內部修飾、支援策略大類、支援

策略細項及支援策略筆數等方面皆有影響，不過影響程度不一。以下分別詳

述。 

標題成份方面，「相對權勢」在華法兩組皆造成顯著影響，而「社會距

離」的影響於華語組未達統計顯著，於法語組亦僅達邊緣顯著。「相對權勢」

上，華語組對地位較高的對象最常使用《稱呼對方》，《問候表達》居次，《主

題相關》第三，《自認身分》第四；其中，使用《稱呼對方》和《問候表達》

的次數都顯著較平位組為多。對地位相當的對象，則最常採《需求明示》，《主

題相關》次之，《自認身分》第三；其中採用《需求明示》的頻率顯著較高

位組為高。法語組無論對象地位都較常以《主題相關》和《需求明示》作為

標題成份，只是對高位者顯著地使用了更多《主題相關》，對地位相當者，

如同華語組，採取《需求明示》的頻率顯著較高。同時，華法兩組對於平位

者都顯著更常採用《請求輔助》，而採用《聲情符號》的頻率也較高。 

「社會距離」方面，華語組無論對象親疏，郵件標題皆常見《主題相

關》、《需求明示》和《稱呼對方》等成份，唯對關係疏遠者又採取了更多《問

候表達》和《自認身分》；其中，僅《自認身分》的採用次數顯著多於親近

對象。法語組無論對象關係親疏，皆較常採《主題相關》和《需求明示》等

成分進入標題，只是對於關係疏遠者，採取次數略多於關係親近的對象。此

外，《聲情符號》在華法兩組都較常用於親近對象，其與疏遠組間的次數差

異並在法語組達到顯著。 

若納入評量者的觀點，量化統計上，華語組高位郵件比平位郵件更偏

好《主體行動》，更排斥《聲情符號》，而法語組平位無效郵件則顯著忽略了

《主題相關》的使用。質化訪談中，受訪者整體偏好明示主題的標題；同時，

華語組師長也歡迎寄件人於標題中自認身分，而法語組學生則希望寄件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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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題裡加上《需求明示》的成份，使來信目的更加清楚。至於「社會距離」

和郵件有效性的交互作用，在華法兩組的標題成份上則皆未造成顯著影響。 

由上述「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華法郵件標題成份影響之分析

可見，首先，雖各組收件人都偏好直指主題的標題，但在華語組，寫信人對

高位對象會採更多《稱呼對方》和《問候表達》以表尊敬，而對疏遠對象則

使用較多《問候表達》和《自認身分》以表禮貌並使資訊更為清晰；這又再

次反映華人重視稱謂（Gu，1990）及雙方關係的禮貌觀。其次，法語組無

論對象，《主題相關》和《需求明示》都是最受偏好的兩種標題成份，而此

傾向與整體趨勢相符，顯示法語郵件標題在各個情境中都以標示來信目的為

最主要的功能。此外，除了收件人都偏好明示主題的標題之外，華法郵件標

題還有以下幾點共性：第一，華法兩組對直指主題標題的偏好，在高位郵件

中都更為明顯。例如，在華語組，《主體行動》對高位者更為有效，而法語

組高位郵件則顯著採取了更多《主題相關》。第二，對平位對象，華法兩組

都更常採取「表達求助需要」或「意圖提高對方接受機會」的成份，如《需

求明示》和《請求輔助》。第三，使標題更加活潑的《聲情符號》於華法兩

組都較常見於平位或親近對象的郵件；在華語組，高位郵件評量者甚至排斥

含有《聲情符號》的標題。從以上三點可看出，對高位對象的郵件標題，華

法兩組都傾向較為正式，而對平位或親近對象，標題則允許更輕鬆的表達。 

書信格式成份方面，「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在華法兩組皆造成顯

著作用。「相對權勢」的影響上，首先，華法兩組對地位較高的對象皆採取

了較多書信格式成份。其中，華語組在所有書信格式成份上，高位組的使用

次數都較平位組為多，並在《結尾致意》、《結尾署名》、《所屬單位》、《關係

自稱》和《結尾敬詞》達統計顯著，也在《開頭稱人》上達邊緣顯著。同時，

法語組除了《開頭招呼》的出現次數平位組顯著多於高位組外，其他書信格

式成份皆在高位郵件中更常出現，並在《結尾署名》和《所屬單位》上達統

計顯著。 

「社會距離」的影響方面，華語組對疏遠對象亦傾向採取較多書信格

式；除了《開頭稱人》之外，其他書信格式成份出現於疏遠對象郵件的次數

皆較親近對象為多，並在《結尾致意》和《結尾署名》上達到統計顯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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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組對疏遠對象較常採取《結尾署名》、《所屬單位》和《關係自稱》，而對

親近對象則更常見《開頭稱人》、《開頭招呼》和《結尾致意》，並在《開頭

招呼》和《結尾致意》兩項達統計顯著。 

此外，若同時考慮「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可見華法兩組在《開

頭招呼》的使用上有明顯差異：華語組較常將其用於高位或疏遠的對象，而

法語組則較常對平位或親近的對象採用。另外，無論收件對象，華語組的書

信格式成份皆以《開頭稱人》為主，《結尾署名》次之，《開頭招呼》第三，

而法語組則時常採用《開頭稱人》、《開頭招呼》、《結尾致意》與《結尾署名》

等成份；此傾向與兩組整體郵件對書信格式的偏好相同。 

納入評量者的觀點後，量化統計上，首先，在華語組，《結尾致意》在

高位組有效郵件中所佔比例明顯較高。其次，華語組親近對象的郵件中，較

無效者常忽略《結尾署名》的使用。再者，法語組的《開頭稱人》在親近對

象的郵件中更為有效。此外，《所屬單位》在華語親近組較常出現於無效郵

件，而在疏遠組則明顯更常見於有效郵件；法語組則相反，《所屬單位》在

親近組常出現於有效郵件，而在疏遠組則較常見於無效郵件。質化訪談中，

本文則注意到，整體而言高位對象比平位對象更重視合宜書信格式的使用。 

由上述「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華法郵件書信格式成份影響之

分析可見，首先，華法兩組無論對象，最常採取的書信格式成份皆與整體趨

勢相近，顯示在本研究的所有情境中，華語組皆表現出了重視稱謂、重視雙

方關係的文化特質，而法語組對書信格式較為全面的採用，則呼應了前人對

法語書信重視格式的觀察（Jenkins & Hinds，1987）。其次，華法兩組無論

寫信人或收件者，對高位郵件的書信格式成份皆較為看重，顯示對於高位者，

華法兩組皆認為應有更為完整的格式。再者，華語組對疏遠對象也採取了較

多筆的書信格式成份，以示禮貌；法語組對於親疏不同的對象則有分別偏好

的書信格式類型，顯示法語組對書信格式成份的使用區分更為細緻。此外，

華法郵件的《開頭招呼》在兩組間有不同功能：在華語組常用於高位或疏遠

的對象，以表禮貌；在法語組則常用於平位或親近的對象，以拉近距離。同

時，《開頭稱人》在法語組也是對於親近者有效程度較高。最後，華法兩組

郵件評量者對含有《所屬單位》郵件的不同偏好，本文則認為和共現於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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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其他元素有關，而非受到《所屬單位》此一成份的影響。 

中心行為策略方面，「相對權勢」對華法兩組皆產生顯著影響，而「社

會距離」則僅於法語組造成顯著作用。「相對權勢」上，華語組對高位者主

要採取《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而《詢問允許》和《詢問可行》位居

第三及第四；此傾向與整體趨勢相符。對地位相當的對象，華語組則較常採

《模糊施為》、《詢問可行》及《詢問允許》三種策略，而《需求陳述》的使

用次數遠低於高位組。所有中心行為策略中，華語高位組在《需求陳述》、《詢

問意願》及《條件假設》等策略的採用次數上顯著多於平位組，且《明示施

為》的使用頻率高於平位組的程度亦達邊緣顯著；華語平位組則僅在《祈使

應允》策略的使用次數上顯著比高位組多。法語組方面，對地位較高的對象，

中心行為策略以《詢問意願》最常出現，《詢問可能》第二，《詢問可行》和

《需求陳述》第三；對地位相當的對象，中心行為策略最常採用《詢問可行》，

《需求陳述》第二，而其他策略使用次數都未超過 10 筆。由此可見，法語

組在整體郵件最常出現的四種中心行為策略中，《詢問意願》和《詢問可能》

集中於高位組，《詢問可行》集中於平位組，而《需求陳述》的使用頻率則

以平位組略多。其中，法語組平高差異達顯著者包括《詢問意願》、《詢問可

能》和《詢問可行》；同時，平位組對《詢問打擾》的採用次數多於高位組

的程度亦達邊緣顯著。 

「社會距離」方面，華語組無論對象親疏，中心行為策略皆常採用《模

糊施為》、《需求陳述》、《詢問允許》和《詢問可行》；此傾向與整體趨勢相

符。其中，《模糊施為》、《需求陳述》和《詢問允許》較常用於疏遠對象，

而《詢問可行》則較常見於親近者郵件。同時，對關係親近者還採用了顯著

較多的《祈使應允》。法語組方面，無論收件對象與己關係親疏，最常使用

的中心行為策略皆為《詢問可行》，《詢問意願》次之，《需求陳述》第三，《詢

問可能》第四；此傾向亦與整體趨勢相符。其中，《詢問意願》和《詢問可

能》常見於疏遠者郵件，而《詢問可行》和《需求陳述》則常用於親近對象。

此外，法語組對疏遠對象還顯著使用了較多《模糊施為》。 

同時考慮「相對權勢」、「社會距離」以及郵件有效性對中心行為策略

的影響，可發現於華語組整體最常採用的五種策略中，《模糊施為》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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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陳述》都較常對高位或疏遠的對象採用，而《祈使應允》和《詢問可行》

常見於平位或親近的對象；其中，《祈使應允》常見於親近對象的無效郵件

中。《詢問允許》較常對平位或疏遠的收件人使用，但考慮評量者的觀點後，

發現《詢問允許》對親近者較有效，對疏遠者反而常見於無效郵件裡。法語

組方面，其整體最常採用的四種策略中，《詢問意願》和《詢問可能》都較

常對高位或疏遠的對象採用，《詢問可行》和《需求陳述》則常用於平位或

親近的收件人。不過，就收件人觀點而言，較常見於高位郵件的《詢問意願》

反而在平位郵件中較有效。此外，《條件假設》出現次數皆不多，但受到法

語高位評量者的偏好，常見於高位有效郵件中。 

在中心行為筆數方面，首先，華語組對地位較高者傾向使用更多中心

行為句，而法語組則相反，對地位相當者更常重複請求。其次，華法兩組對

疏遠對象所使用的中心行為次數皆比親近對象為多。其中，華語組平高之間，

以及法語組親疏之間的中心行為次數差異皆達統計顯著。至於有效性的介入，

則未在中心行為筆數上產生顯著影響。 

由上述「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華法郵件中心行為策略及中心

行為筆數影響之分析可見，首先，華語組對高位和疏遠對象、法語組對疏遠

對象都更常重複請求，可見對關係較遠者傾向以各式策略重複求助，是本文

語料的共同特色之一。其次，與法語組相較，華語組對高位或疏遠的對象更

偏好《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等直接策略，而《詢問可行》和《詢問允

許》等規約型間接策略在華語組反而更常受平位對象的郵件所採用。這又再

次呼應前人所言，由動詞「希望」或「想」所構成的直述句在漢語中是禮貌

且正式的用法（Chang & Hsu，1998）。不過，在華語組，最直接的命令句仍

傾向出現於給平位或親近者的郵件中；同時，就收件人觀點而言，就算關係

較近，《祈使應允》仍令人難以接受。 

另一方面，在法語組中，無論對象與己關係皆最常採用規約型間接策

略，但對其次類策略的偏好仍會因收件對象而有所不同：對高位或疏遠的對

象較常採用《詢問意願》和《詢問可能》，而對平位或親近的對象則更偏好

《詢問可行》。同時，法語組高位評量者也歡迎《條件假設》策略。這個觀

察從另一個角度呼應了 Lin（2009）的研究發現，顯示除了文化語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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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規約型間接策略次類的偏好以外，在整體偏好規約型間接策略的語言

中，受話者與己關係也會影響策略次類的選擇。此外，法語疏遠組較親近組

更常採用《模糊施為》的現象，本文認為是由於本研究法語語料中，《模糊

施為》句常以「Je me permets」（冒昧）這個動詞組所引領，而「Je me permets」

對法語人士而言乃適於用於疏遠對象的禮貌標記。最後，法語組的《詢問意

願》雖較常見於高位郵件，但從高位評量者的角度而言則常被歸於無效，反

而在平位組中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本文認為，這是由於法語組《詢問意願》

策略常用的動詞組有「accepter」（接受）和「être d’accord」（同意）；其中，

「être d’accord」對高位者而言過於口語且不夠有禮，但對於平位者，

「accepter」和「être d’accord」則都能接受。 

內部修飾方面，「相對權勢」對華法兩組皆造成顯著影響，而「社會距

離」則僅在華語組產生顯著作用。「相對權勢」的影響上，華語組對地位相

當者的郵件，內部修飾集中於《程度減弱》，《包孕子句》次之，《禮貌標記》

第三；此傾向與整體趨勢相同。對於地位較高者，華語組則最常使用《包孕

子句》，《禮貌標記》居次，《時間限定》第三。在法語組，無論收件對象地

位，中心行為內部修飾皆集中於《條件式》；此傾向亦符合整體趨勢。在華

法兩組中，《包孕子句》、《主觀標記》、《禮貌標記》和《時間限定》皆較常

對高位者採用；其中，華語組《包孕子句》、《主觀標記》與《時間限定》，

以及法語組《禮貌標記》的平高差異皆達統計顯著。此外，《程度減弱》在

華法兩組都顯著更常用於平位者郵件，而此傾向以華語組尤為明顯。同時，

《條件否定》這項僅見於法語郵件的內部修飾亦顯著更常用於平位對象上。 

「社會距離」的影響上，無論對象親疏，華語組都最常採用《程度減

弱》，《包孕子句》次之，《禮貌標記》第三；此傾向與整體趨勢相符。而法

語組無論對象，皆最常採取《條件式》，而以《包孕子句》和《程度減弱》

居次。華法兩組中，《禮貌標記》都較常為疏遠郵件採用，而《主觀標記》

皆較常對親近對象採用；其中，《主觀標記》在法語親疏兩組間的使用頻率

差異達統計顯著。此外，華語組對疏遠對象顯著採取了較多《包孕子句》，

而對親近對象則顯著使用了較多《附加問句》。 

納入評量者的觀點後，量化統計顯示，首先，《主觀標記》在華法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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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於高位組有效郵件，而《時間限定》則集中於高位組無效郵件，且以

華語組尤為明顯。再者，《禮貌標記》在法語親疏兩組及華語疏遠組都較常

為有效郵件採用，但在華語親近組則更常見於無效郵件。此外，《包孕子句》

在華語親近組較常見於有效郵件，而在疏遠組則稍微更常見於無效郵件；法

語組則不同，《包孕子句》於親近組更常受無效郵件使用，在疏遠組則較常

出現於有效郵件。  

由上述「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華法郵件內部修飾影響之分析

可見，首先，華法兩組中，《包孕子句》皆較常用於高位對象，《禮貌標記》

較常用於高位或疏遠對象，《主觀標記》較常見於高位或親近對象，而《程

度減弱》則最常見於平位郵件。這些是本研究華法語料的共同特點；這些特

點是出於此二語言在郵件請求下的共性，或僅限於本研究中的請求情境，尚

待往後研究加以補充。其次，法語組郵件在所有情境中最常採用的中心行為

內部修飾皆為《條件式》，則再次呼應了 Van Mulken（1996）對法語口頭請

求語言的觀察。再者，華語組對親近對象顯著使用了較多《附加問句》。本

文認為，這是由於《附加問句》常搭配中心行為《祈使應允》一同出現，用

以緩和命令強度，而《祈使應允》較常用於親近對象，以致於《附加問句》

在親近郵件中出現的次數也明顯較多。前人學者指出，漢語口語請求常見陳

述句或命令句搭配「行嗎」、「可以嗎」等附加問句出現（姚舜霞 & 邱天河，

2003a，2003b；程鳴，2008；熊曉燦，2006；蘇文妙，2003；Zhang，1995a）；

本文研究則發現，在華語郵件請求中，這類句型搭配主要對親近對象使用。

此外，華法兩組中，《主觀標記》的有效和《時間限定》的無效已於「研究

問題一」的回應中加以討論，而在本部份，則可見這兩項內部修飾主要見於

高位郵件中。最後，綜觀各組，可見《禮貌標記》是對法語組而言較為有效

的修飾成分，而《程度減弱》則是在華法兩組都傾向無效的修飾成分。 

支援策略方面，「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皆對華法兩組的支援策略

大類和支援策略細項造成顯著影響。「相對權勢」上，華法兩組無論是對高

位者或平位者，支援策略大類都最常採【解釋說明】；同時，華法兩組中，【開

場進入】、【解釋說明】及【爭取強化】等大類策略都較常用於高位對象，而

【預示請求】、【拉近距離】與【補償負債】則較常對地位相當者使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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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進入】及【補償負債】的平高差異在華法兩組皆達顯著，【預示請求】

的平高差異在華語組達邊緣顯著，而【解釋說明】、【爭取強化】和【拉近距

離】的平高不同也在法語組達統計顯著。華法不同之處在於，大類策略【緩

解壓迫】在華語組較常用於高位對象，而在法語組則顯著較常對平位對象使

用。 

接著，深入考察「相對權勢」對支援策略細項的影響，發現華法兩組

對平位及高位對象最常採取的五項支援策略中，皆包括【解釋說明】中的《交

代背景》、《提出理由》和《提供資訊》，以及【補償負債】中的《表達感謝》；

此傾向與整體郵件的趨勢相似。其中，《交代背景》和《資訊提議》在華法

兩組都較常對高位者採用，而《提出理由》則都更常見於平位郵件中；法語

組《交代背景》和華語組《提出理由》之平高差異並達統計顯著。同時，《提

供資訊》於華語組顯著更常出現於高位者郵件，而在法語平高兩組間的採用

次數則相差不大。再者，【開場進入】中的《自我引介》在華法兩組都顯著

更常對高位對象使用，而《稱人招呼》在華語組出現於高位郵件的次數也顯

著比平位郵件為多。【預示請求】和【拉近距離】下的所有細項在華法兩組

則都較常見於平位郵件；其中，《預備行動》和《先備詢問》在華法兩組平

高郵件間的差異皆達統計顯著，而《寒暄閒聊》和《幽默言談》的使用次數

於法語平位組亦顯著比高位組多。同時，【補償負債】裡，僅《恭維讚美》

在華法兩組皆顯著較常對高位者使用，其它如《表示歉意》、《表達感謝》、《提

議回饋》等策略在華法兩組受平位郵件採用的次數都較多，而《承認不當》

在平高間出現次數相當。此外，《預先認可》和《預先讚美》等僅見於法語

組的補償負債策略也較常對地位相當者使用。另外，【緩解壓迫】中的《減

輕負擔》和《降低強加》於華法兩組亦皆較常對平位者採用，其差異並於法

語組達統計顯著；不過，同屬【緩解壓迫】的《探詢條件》於華語組則顯著

更常用於高位對象。【爭取強化】中，《自我推薦》於華法兩組都僅見於高位

者郵件，而《降低戒心》則都更常為平位郵件採用。《加強請求》和《要求

回應》在法語組顯著更常見於高位郵件，在華語平高兩組採用次數則相當。

最後，《深入提議》在華語組多用於高位郵件，在法語組則顯著更常見於平

位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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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距離」在支援策略大類的作用上，首先，華法兩組無論收件對

象親疏，皆最常採取皆最常採取【解釋說明】類的策略，【補償負債】次之；

此傾向與整體趨勢相符。同時，對於較疏遠的對象，華法兩組都較常採用【開

場進入】、【解釋說明】、【預示請求】、【補償負債】及【緩解壓迫】；其中，【開

場進入】在華法兩組的親疏差異皆達顯著，【解釋說明】在法語組達顯著，

而【補償負債】和【緩解壓迫】的親疏不同則在華語組達到統計顯著。另一

方面，【拉近距離】在華法兩組都傾向用於親近對象，在法語組甚至僅見於

給親近對象的郵件中。 

深入探討「社會距離」對支援策略細項的影響，發現華法兩組對親近

和疏遠對象最常採取的五項支援策略中，皆包括【解釋說明】中的《交代背

景》、《提出理由》和《提供資訊》，以及【補償負債】中的《表達感謝》；此

傾向與整體郵件的趨勢相似。其中，【解釋說明】下的《提出理由》和《資

訊提議》在華法兩組都較常對不熟者採用，其差異並於法語組達統計顯著。

至於《交代背景》，在華語組較常用於親近對象，在法語組較常用於疏遠對

象，而《提供資訊》於華語組較常對疏遠對象使用，在法語組則較常見於給

親近者的郵件；不過，《交代背景》和《提供資訊》在華法兩組親疏間的差

異皆未達顯著。再者，【開場進入】中的《自我引介》在華法兩組都顯著更

常對疏遠對象使用。此外，【預示請求】中的《預備行動》在華法兩組親疏

間皆次數相近，而《先備詢問》則皆較常對疏遠對象使用；《先備詢問》之

親疏差異並在法語組達統計顯著。同時，【緩解壓迫】中的《降低強加》在

華法兩組亦較常用於疏遠對象，其親疏差異並在華語組達統計顯著。另一方

面，【拉近距離】中的所有細項，包括《寒暄閒聊》和《幽默言談》，在華法

兩組皆更傾向對親近者採用，其間差異在法語組分別達統計和邊緣顯著。【爭

取強化】下的《加強請求》及《深入提議》在華法兩組也都較常對親近對象

使用，而《自我推薦》和《要求回應》則都更常見於疏遠對象的郵件；其中，

《自我推薦》之親疏差異在華法兩組皆達統計顯著。最後，華法兩組在「社

會距離」上的差異主要見於【補償負債】大類中細項選用之不同。華法兩組

對《表達感謝》的使用雖都較常見於疏遠對象，但對《表示歉意》、《恭維讚

美》、《預先認可》和《預先讚美》的使用則不盡相同。《表示歉意》和《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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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讚美》在華語組顯著更常用於疏遠對象，但在法語組則更常對親近者採用。

《預先認可》和《預先讚美》皆主要見於法語郵件中；《預先認可》較常對

不熟者使用，《預先讚美》則更常用於親近對象之上。 

納入評量者的觀點後，量化統計顯示，在支援策略大類上，【解釋說明】

於華法兩組的高位郵件中都較有效。支援策略細項上，首先，《提供資訊》

明顯在華語組高位郵件中較為有效，《提出理由》則特別受法語組高位評量

者所偏好，而《資訊提議》在華語高位組及法語疏遠組中皆明顯較為有效。

其次，《自我引介》在華語平高親疏所有組別中都較常見於有效郵件，尤以

華語疏遠組為最，而《自我推薦》在華語高位及疏遠郵件裡都較無效；法語

組則無此現象。不過，法語組平位無效郵件採用了較多的《降低戒心》。另

一方面，【補償負債】大類下的細項中，《表示歉意》在華語平位組較常為有

效郵件採用，而在高位組則更常出現於無效郵件裡；《提議回饋》在華語高

位組更常受有效郵件採用，而在平位組則較常見於無效郵件。《承認不當》

於法語平位組較常見於無效郵件，在高位組則更常出現於有效郵件；《預先

認可》在法語親疏兩組都更常受有效郵件採用。 

支援策略筆數方面，華語組對高位、疏遠的對象傾向採取更多支援策

略，而法語組則對平位、疏遠的對象使用支援策略的次數更多。其中，「相

對權勢」對華法支援策略筆數皆未產生顯著影響，而「社會距離」的影響則

皆達統計顯著。也就是說，華法兩組對較不熟悉的對象皆顯著採用更多筆的

支援策略。 

由上述「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對華法郵件支援策略及支援策略

筆數影響之分析可見，首先，華法兩組無論對象，最常採取的五項支援策略

中皆含有《交代背景》、《提出理由》、《提供資訊》及《表達感謝》；可見無

論收件者與己關係為何，這四項策略都是請求郵件中最為核心的支援成份。

其次，在本研究情境中，華法兩組對高位及疏遠對象皆採用了更多【開場進

入】和【解釋說明】作為支援手段。再者，華法兩組對關係疏遠者皆顯著採

取了較多筆支援策略，且用了較多【補償負債】及【緩解壓迫】；對高位對

象則兩組都常採用【爭取強化】。此現象反映寫信人傾向對疏遠對象感到有

所虧欠，而採用較多減輕請求壓迫感的手段，但對高位對象則不然，反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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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更多提高強加程度的語言策略。若對照本章第四節對【其他延伸問題】

的結果分析，可發現雖然對高位和疏遠對象，華法兩組都覺得給對方帶來的

《麻煩程度》和自己感到的《尷尬程度》都較高，且也有更多參與者認為若

對方幫忙，《己方好處》較高，但對於高位對象，華法兩組也都認為《對方

義務》和《己方權利》都較平位對象高，而對疏遠對象則相反，華法兩組認

為《對方義務》和《己方權利》都較親近對象低。由情境評量搭配語言使用

可見，華法兩組寫信人普遍認為向疏遠對象提出請求負債感較高，因而搭配

了更多補償策略，但對於高位對象，兩組參與者皆認為在彼此的權利義務關

係中，對方較應該協助自己。本文推測，這是出於對權威的依賴所致：能夠

替自己撰寫推薦函的對象比能夠幫自己修改文章的對象更加珍稀，也因此對

此人的需求更加迫切，進而認為此人不應拒絕自己的請求。 

另一方面，向高位者請求推薦函時，華語組師長偏好寄件人《提供資

訊》，而法語組師長偏好對方《提出理由》；同時，華語組對於疏遠或高位對

象【開場進入】類型的策略，如《自我引介》和《稱人招呼》等，都更為重

視。此外，華法兩組在《表示歉意》、《恭維讚美》和《提議回饋》的使用上

有所差異，且對於《自我推薦》的評價也不盡相同。《表示歉意》和《恭維

讚美》在華語組常用於疏遠對象，而在法語組更常用於親近對象。其中，華

法兩組對《恭維讚美》的使用偏好不同，呼應了 Pu（2003）對漢法恭維語

的研究：漢語人士能較能接受不熟者的讚美，甚至誇大不實也不算冒犯；法

語的恭維則更常發生於熟人之間，對不熟的對象則較為節制。這一點也可從

法語郵件《預先讚美》主要用於親近對象上看出。《提議回饋》方面，華法

兩組都較常對平位對象採用，但在華語組，《提議回饋》於高位郵件中仍可

見，而法語組對高位對象則完全未採此策略。本文認為，這點又再次反映了

華語組師生關係較法語組親近的特色，甚至有的寫信人向老師提議「帶杯星

巴克」去拜訪；這對法語組參與者是難以想像的。至於《自我推薦》，在華

法兩組都僅對高位者使用；不過，對華語評量者而言，此策略顯著無效，而

法語評量者對此策略則較不敏感。這個現象再次反映了華語組重視謙虛的文

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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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節根據 MANOVA 分析中各組的多變量檢定報表結果32，將「相

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兩個變項於華法兩組各項度上差異之顯著情況整理

於表四-1 中。 

表四-1「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在華法郵件各項度上影響之顯著情況33
 

變項 組別 標題

成份 

書信

格式

成份 

中心

行為

策略 

中心

行為

筆數 

支援

策略

大類 

支援

策略

細項 

支援

策略

筆數 

中心

行為

內部

修飾 

相對權勢 
華語 O O O O O O X O 

法語 O O O X O O X O 

社會距離 
華語 X O X X O O O O 

法語 V O O O O O O X 

由表四-1 可見，「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在華法兩組郵件大部分的

項度上產生了顯著影響，且其影響程度在華法兩組間差異不大。此現象一方

面呼應了台法文化「權力指數」皆偏高的文化價值取向（Carl et al.，2004；

Hofstede，1980，2001），另一方面，則顯示對「圈內人」及「圈外人」的

區分，於請求類電子郵件中，華語並未比法語來得明顯。雖然過往研究指出，

集體主義的華人文化較個體主義的法語文化對「社會距離」更為敏感，並更

傾向在言語行為上，對圈內人及圈外人作出明確區別（孟筱敏，2006；Meng，

2006；Pu，2003；Wang，2009），但本研究對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言的分析

結果則證實，此現象並不存於所有溝通情境中。就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請求

言語行為而言，華語及法語對「社會距離」的敏感度相近。 

本節依研究結果分析及文獻回顧，回答了緒論中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

題，並對其中現象提出解釋。最後，對於整體結果，本文還有幾點觀察，補

充如下。首先，電子郵件雖為網路溝通的一種形式，但其溝通媒介，如同

Gu（2011）所指出，與個人書面信件更為相似：非同步、實體體現程度低，

且發話者和受話者彼此關係明確。體現在語言上，可見寫信人對書信格式成

份的使用和收件人對書信格式成份的看重，以及電子郵件請求言語行為和請

                                                      
32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及蕭惠貞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33

 「O」表示變項影響達統計顯著，「V」表示達邊緣顯著，「X」表示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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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書信，在中心行為策略和語篇特色上的相似之處（Chang & Hsu，1998；

Jenkins & Hinds，1987）。 

其次，禮貌理論方面，本文認為，綜合 Gu（1990）、Kerbrat-Orecchioni

（2011）及 Mao（1994）的理論整合而成的禮貌模型，最能適切解釋本文

研究發現：華人的禮貌重視稱謂、貶己尊人、展現誠意及平衡回報，體現的

是看重人己關係的「理想社會認同」；現代法語的禮貌在適度滿足對方積極

面子的同時，更重視對彼此個人領域的尊重，反映的是看重個體自由選擇的

「理想個人自主」。 

再者，華法文化「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特色，在本文語料中，

未體現於語篇排序及圈內圈外人的區分，而僅見於師生關係以及郵件策略搭

配所反映出的不同禮貌概念之上。本研究中，華語及法語郵件的請求中心行

為都傾向後置，語篇結構都重視鋪陳、傾向間接；同時，兩組對「社會距離」

的敏感程度也相近。不過，在師生關係上，華語組所顯現的更接近親族關係

的一種延伸，師生關係較親近，也較關心彼此的私人生活和家庭問題；至於

法語組，師生間維持著公事公辦的專業關係，語言使用正式，並避免談論涉

及個人私生活的話題。同時，華語郵件傾向用較直接、多筆的中心行為，搭

配較大量的支援策略，以展現求助誠意，而法語組則偏好以間接、單一的中

心行為，搭配較少量的支援策略，避免過度打擾對方。也就是說，在師生關

係及郵件的策略搭配上，華語組展現了更多集體主義文化的特點，而法語組

則顯露了較多個體主義文化的特色。 

最後，本文對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言語行為的對比研究顯示，影響本研

究語料的因素，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溝通媒介、禮貌模式及「集體與個體主義

文化」之外，尚包括如「不確定性規避程度」和「斷言程度」等其他文化價

值項度、請求作為言語行為本身的特質、華法語言在類型學上的差異，以及

華法文化對部分支援策略的不同使用方式等因子。本文認為，須從不同角度，

將各種可能影響皆納入考慮，才能完整解釋本研究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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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本章討論了本研究之發現並回答了研究問題。第一節說明本文語料分

析架構；第二節量化呈現華法兩組在郵件各項度上的不同偏好；第三節亦使

用統計軟體，分析「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兩個變項於華法兩組郵件各

項度上所造成的影響；第四節則整理了郵件評量者的訪談結果；第五節統計

兩組各情境【熟悉程度】的得分，以及【其他延伸問題】中各項度的分數；

第六節則綜合第二節至第五節的結果，配合第二章所整理的文獻，對本研究

之發現進行討論。 

結果可見，首先，華法請求郵件差異在本文分析的各個項度上都達到

統計顯著。整體架構上，華語郵件傾向用較直接、多筆的中心行為，搭配較

大量的支援策略，而法語郵件則偏好以間接、單一的中心行為，搭配較少量

的支援策略。其次，「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在兩組郵件大部分的項度

之上，也都造成顯著影響。語篇排序上，華法郵件都傾向將一半以上的支援

策略至於中心行為之前，偏好有適度鋪陳的間接語篇。再者，華語的「集體

主義」文化和法語的「個體主義」文化主要反映於兩組間師生關係以及禮貌

模式的差異上。此外，電子郵件媒介以及請求言語行為本身的特色也影響了

本文語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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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本章旨在將本文研究結果轉化為實際可行的教學方案。首先，第一節

回顧語用教學法相關理論及請求言語行為教學方案，以為本章教學設計提供

理論基礎。第二節檢視法國大學現行之漢語教材，以了解學習者背景知識。

第三節結合本文研究結果和語用教學理論，配合學習者程度，設計適用於法

國大三學生的請求郵件寫作教學方案。最後，第四節總結本章重點。 

第一節 語用教學理論回顧 

本節首先回顧近年來與語用教學法相關的重要理論及實證研究；接著，

本節將回顧兩組請求言語行為的教學模型，以作為本章教學設計的參考。 

一、 語用教學法 

根據 Taguchi（2011）對語用教學理論的整理回顧，可見近年來較為重

要的語用教學法研究涵蓋以下數個方面：顯性教學（explicit instruction）與

隱性教學（implicit instruction）、輸入處理教學法（processing instruction）以

及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其中，顯性教學（explicit instruction）

與輸入處理教學法（processing instruction）的相關研究與本文教學設計概念

有關，以下分別簡述。 

Schmidt（1990）提出「注意假說」（Noticing Hypothesis），認為成年外

語學習者只有在意識到學習標的之情況下，才有可能將語言輸入習得吸收；

他認為下意識的外語習得（subliminal language learning）是幾乎不可能發生

的（Schmidt，1990，p. 149）。在語用教學的研究中，Schmidt（1990）的理

論於「顯性教學」和「隱性教學」的對比研究裡得到了支持。「顯性教學」

在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習者後設語用知識，而「隱性教學」則只給予學習者語

言輸入，但未解釋其中蘊涵的語用規則（Ishihara，2010，p. 103）。Alcón-Soler

（2007）、Bu（2012）和 Takahashi（2001）等學者透過實證研究，都發現「顯

性教學」比「隱性教學」更能促進語用習得過程或維持習得效果，顯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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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語用規則、讓學習者意識到語言形式和語用意義之間的連結，是成功的

語用教學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另一方面，「輸入處理教學法」的相關研究則對「顯性教學」中後設語

言知識的功用或呈現方式提出質疑（Takimoto，2008；VanPatten & Oikkenon，

1996）。「輸入處理教學法」包含以下三個步驟：（1）解釋某語言形式及其意

義之間的關聯；（2）提供輸入資訊的處理策略；（3）進行結構輸入活動

（structured input activities）（Takimoto，2008，p. 370）。根據 Takimoto（2008）

及 VanPatten 與 Oikkenon（1996）的實驗設計，「結構輸入活動」中，教學

者首先在情境裡呈現所欲教授的語言成份；呈現時，除了該情境中的正確答

案外，同時呈現一至兩個錯誤的選項，並要求學習者挑出一個適合該情境的

選擇。學習者作出回應後，教學者告訴學習者正確答案，接著針對同樣的語

言項目反覆進行相似練習。此活動目的在於將學習者的注意力集中於所欲教

授的語言項目上，並引導他們對輸入的資訊進行正確處理。 

VanPatten 與 Oikkenon（1996）的實驗以教授英語母語者西班牙語中的

受格代名詞位置及格標記「a」為目標，將學習者分為三組：輸入處理教學

組、顯性資訊組及結構輸入活動組。其中，輸入處理教學組接受一般的輸入

處理教學訓練，內容包括後設語用知識及結構輸入活動；顯性資訊組僅得到

後設語用知識，但未進行任何練習；結構輸入活動組則僅進行結構輸入活動，

但未得到任何後設語用知識。實驗結果發現，輸入處理教學組及結構輸入活

動組在後測的表現都顯著較前測為佳，但顯性資訊組則沒有任何顯著進步。

VanPatten 與 Oikkenon（1996）從中發現，引導學習者注意力集中於正確語

言形式的「結構輸入活動」比純粹的後設語用知識更能促進語言習得。也就

是說，「顯性教學」中，後設語言知識僅是輔助，真正讓其成功的要素應在

於教學者選擇的練習項目，或後設語言知識與練習項目搭配所產生的效果；

單純的後設語言知識是不足的。 

Takimoto（2008）的實驗則旨在檢視後設語用知識與有效練習於教學活

動中的排序效果。Takimoto（2008）教授日語母語者英語請求行為中的內部

修飾成份，將學習者分為四組：演繹教學、解決問題式歸納教學、結構輸入

活動式歸納教學及控制組。演繹教學組採傳統「輸入處理教學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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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給予學生後設語用知識，再進行結構輸入活動練習。解決問題式歸納教學

先給學習者一連串含有請求行為及其內部修飾的情境，並將中心行為部分以

粗體標出，請學習者分析情境中的人物關係、請求強加程度及其達到禮貌的

語言策略，並藉由大量的情境例句分析使學習者最終歸納出顯性語用知識。

結構輸入活動式歸納教學亦提供學習者大量不同情境，內含標記出的請求中

心行為及其內部修飾，並藉由結構輸入活動，讓學習者歸納出顯性語用規則。

控制組則僅接受多益考試（TOEIC）閱讀測驗的訓練。實驗結果發現，三組

實驗組在後測四項測驗上的表現皆顯著勝過控制組；不過，在追蹤測驗中，

演繹教學組於聽力評判測試中的得分卻未能維持後測時水準，僅兩組歸納教

學組在所有測試中維持原有表現。Takimoto（2008）就此得出結論，認為先

做有效練習，並藉由練習推知規則的歸納式教學更能使學習者長期保有所習

得的語用能力。 

從以上研究可見，（1）後設語用知識搭配有效練習的顯性教學能讓學

習者順利習得語用知能；（2）通過歸納法得出的後設語用知識能更長時間地

存於學習者的語用知能中。 

二、 請求言語行為教學方案 

Martínez-Flor與 Usó-Juan（2006）以及 Akikawa與 Ishihara（2010）都

曾對請求言語行為的教學提出設計方案。以下分別回顧。 

Martínez-Flor與 Usó-Juan（2006）對英語請求行為教學提出名為「6R」

的教學流程，包含研究（Reseraching）、思考（Reflecting）、接收（Receiving）、

推理（Reasoning）、預演（Rehearsing）及修正（Revising）。首先，「研究」

步驟中，教學者向學習者解釋何謂語用能力，並介紹請求言語行為。而後，

學習者自行蒐集母語中的請求語料填入語料單中，並分析發話者年齡、性別、

雙方關係及其他情境變因。其次，「思考」步驟中，教學者引導學習者將收

集到的母語語料依語言形式分類，並思考對話雙方關係、年齡、性別以及事

件強加程度等情境變因是否對語言形式造成影響。第三，「接收」步驟中，

教學者向學習者說明英語請求中心行為的類型，介紹直接、規約型間接以及

非規約型間接等不同類型的請求策略，並讓學習者比較英語及其母語請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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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行為的異同。第四，「推理」步驟中，學習者透過中心行為句選擇、合適

度判斷以及情境構思等活動，練習第三步驟中所學到的英語請求中心行為。

第五，「預演」步驟中，學習者透過電影角色扮演、請求電郵撰寫、自由交

談等活動，從口語和書寫兩個層次上活用學到的請求語言。第六，「修正」

步驟中，教學者對學習者在自由交談中的表現提供回饋，讓學習者修正其請

求語言使用。 

另一方面，Akikawa與 Ishihara（2010）以英語高級學習者為對象，針

對請求電子郵件的撰寫提出了教學方案。他們以請求師長撰寫推薦函為例，

將教學設計分為六個步驟。以下逐一簡述。 

步驟一：情境變因分析及初稿撰寫 

學習者從「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分析自己與一位教師的關係，

並思考請求的強加程度，而後草擬一封郵件請求此位教師為己撰寫推薦函。 

步驟二：分組檢查初稿郵件 

學習者兩人一組，藉由互評表格檢察對方郵件是否包含標題、開頭稱

呼、自我介紹、提出理由、期限資訊、表達感謝、結尾致意、結尾署名等成

份，並檢查其請求中心行為是否有禮。同時，對整體郵件表現提出建議。 

步驟三：範例郵件分析 

教學者提供兩封範例郵件，引導學習者分析其結構成份。接著，討論

此二封郵件以何種語言手段使請求有禮合宜、提供了哪些必要資訊，以及情

境變因如何影響郵件撰寫。同時，引導學習者注意包孕子句、語態等內部修

飾成份，以及條件句等支援策略都可降低請求強加程度。最後，教師提供講

義，整理課堂中所提及的後設語用知識。 

步驟四：分組郵件撰寫 

學習者分為二至三人的小組，依教學者提供的情境，分組分析請求情

境並撰寫請求郵件。 

步驟五：郵件呈現及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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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分組呈現所撰寫的郵件，並從支援策略成份、中心行為選擇、

整體組織及合宜程度等方面，互相對彼此的郵件作出評述和建議。 

步驟六：初稿郵件修正 

學習者依課堂所學得的請求郵件撰寫要領，重新修正步驟一中所撰寫

的請求郵件。 

總結而言，Martínez-Flor與Usó-Juan（2006）及Akikawa與 Ishihara（2010）

的教學設計都注意到了後設語用知識和適當練習的結合，並引導學習者注意

情境變因和語言選用之間的關聯。其中，Martínez-Flor 與 Usó-Juan（2006）

的設計更重視文化比較，而 Akikawa與 Ishihara（2010）則更著重請求語篇

分析，並採歸納式教學，引導學習者將所觀察到的現象整理成語用規則。本

文認為，Akikawa 與 Ishihara（2010）的設計理念更符合本節回顧語用教學

法後所得的結論，且其教學方案與本研究內容也更為相關。因此，本章第三

節將參考 Akikawa與 Ishihara（2010）的架構，並依本文需求作出修正，設

計本研究的請求電郵撰寫教學方案。 

第二節 現行教材檢視 

本研究目的之一為設計適用於法籍漢語學習者的請求電郵寫作教學。

由於教學內容涉及短篇文字表達，學習者須有一定漢語語法及漢字讀寫基礎

才能參與此類課程。因此，本文教學對象定位為在大學主修漢語滿兩年的學

生，而本文所設計的教案則可置於第三年的課程中，作為專題或選修課進行。

為了解大三學生具有的先備知識，本節將分析兩套現行於法國大學中文系的

漢語教材。 

為擴大了解當今使用於法國大學的漢語教材，本研究採取了以下兩個

步驟。首先，本文透過法國的「國家課程與專業資訊站」（Office national 

d'information sur les enseignements et les professions，簡稱 Onisep）34，搜尋

在法國境內設有漢語項目的大學。接著，本研究再透過各大學網站，搜尋其

                                                      
34

 網址：http://www.onise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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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漢語教材。結果顯示，法國設有中文系所的大學共 15所；其中，

有 8所學校未於網上標明其漢語課所使用的教材，而至於另七所學校大一、

大二漢語課主要使用的教材資訊，則如表五-1所示。 

表五-1法國大學漢語教材使用現況 

教材名稱 使用學校 學校

總數 

漢語入門（Méthode de 

chinois, premier niveau） 

國立東方語言暨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土魯斯第二大學（Université de Toulouse 

II-Le Mirail） 

里爾第三大學（Université Lille 3） 

3 

中級漢語（Méthode de 

chinois, deuxième niveau） 

國立東方語言暨文化學院 1 

當代中文（一）、（二）（Le 

chinois contemporain (1), 

(2)） 

波爾多第三大學（Université Michel de 

Montaigne Bordeaux 3） 

1 

新實用漢語課本（一）、（二）

（Nouveau manuel de 

chinois pratique (1), (2)） 

阿爾圖瓦大學（Université d'Artois） 1 

漢語雙軌教程簡易本（二）

（C'est du chinois pour tous 

(2)） 

阿爾圖瓦大學 1 

漢語教程第一冊、第二冊 里昂第三大學（Université Jean Moulin - 

Lyon 3） 

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 

Paris 7） 

2 

表五-1顯示，《漢語入門》和《漢語教程》一、二冊是可取得資料中較

多學校採用的教材。以下檢視這兩套教材裡與請求及書信寫作相關的部分。 

一、 《漢語入門》 

《漢語入門》的編排結合語言功能及語法難度順序；其中，與請求語

言較為相關的章節包括第五課〈Proposer, accepter, refuser, donner un or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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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接受、拒絕、命令）及第八課〈Capacité, incapacité, permission, 

interdiction〉（能力、無能力、允許、禁止），內容涵蓋詞彙修飾《禮貌標記》、

《附加問句》和《程度減弱》、句法修飾《包孕子句》、助動詞「能」和「可

以」所構成的中心行為句《詢問可行》、《詢問允許》和《提出建議》、中心

行為《祈使應允》、可用於《模糊施為》或《需求陳述》的助動詞「想」，以

及可組成《詢問方便》的「方便」和「有空」等動詞。同時，部分請求語篇

中納入了《提出理由》為支援策略。此外，第十二課含有書信類型的短文閱

讀，包含《開頭稱人》、《開頭招呼》、《結尾致意》、《關係自稱》和《日期標

示》等書信格式成份。以下分別簡述。 

首先，詞彙修飾《禮貌標記》和《附加問句》可見於第五課的聽力理

解、文法解釋及口頭練習等部分，搭配中心行為《祈使應允》出現。聽力理

解兩段摘錄如表五-2及表五-3。 

表五-2 《漢語入門》第五課聽力理解 A-2節錄（Rabut et al.，2009，p. 172） 

學生：對不起，老師。您剛才說的我不懂，請您再說一遍，好嗎？ 

老師：好，我再說一遍，請你注意聽。 

 

表五-3 《漢語入門》第五課聽力理解 B-2節錄（Rabut et al.，2009，p. 174） 

男：請你幫我買一本漢法詞典，好嗎？ 

女：行，沒問題。 

從表五-2 及表五-3 可見，節錄的對話中帶出了敬詞「請」為主的《禮

貌標記》以及「好嗎」所構成的《附加問句》搭配《祈使應允》的請求用法。

同時，表五-2 的對話中，學生提出請求之前，也先以《提出理由》說明原

因。除了聽力理解，第五課的口頭練習裡也操練了「請 +〈命令句〉，好嗎 

/ 怎麼樣 / 行嗎 / 好不好？」這類句型。 

其次，第五課的文法解釋也介紹了與《包孕子句》相關的間接問句句

型，如例（346）（Rabut et al.，2009，p. 188）。同時，詞彙中包含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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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等動詞，但其例句則與請求行為無關。 

（346）張大海問他能不能來。 

再者，詞彙修飾《程度減弱》則在第八課的文法解釋中介紹，包含表

示動作時間短的「一下」、「VV」、「V 一 V」等短語或結構，如例（347）、

例（348）及例（349）所示（Rabut et al.，2009，p. 278-279）。 

（347）我能不能用一下你的電話？ 

（348）那我們讓他教教我們！ 

（349）我們去巴黎城裡看一看吧！ 

此外，助動詞「能」、「可以」、「想」以及中心行為句《詢問可行》、《詢

問允許》、《提出建議》、《需求陳述》的完整內容主要見於第八課。第八課聽

力理解及短文閱讀中的請求內容摘錄於表五-4及表五-5。 

表五-4 《漢語入門》第八課聽力理解 A-1節錄（Rabut et al.，2009，p. 264） 

女：我可以抽菸嗎？ 

老師：對不起，教室裡不許抽菸。抽菸請去外面。 

 

表五-5 《漢語入門》第八課短文閱讀節錄（Rabut et al.，2009，p. 281） 

前幾天的一個下午，公司的老闆問雅克：「你明天能不能帶兩位中國

客人去巴黎城裡看一看？他們不懂法語，你可以用漢語給他們介紹。」雅

克說：「當然可以。」 

表五-4包含中心行為《詢問允許》，而表五-5則可見《詢問可行》和《提

出建議》；同時，表五-5的對話中，老闆以《提出建議》做出要求前（你可

以用漢語給他們介紹）也採用了簡短的支援策略《提出理由》（他們不懂法

語）。另外，第八課在文法解釋的部分系統化地介紹了表示允許的助動詞「可

以」、表示能力或允許的「能」以及表示意願的「想」。其例句如例（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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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51）、例（352）所示（Rabut et al.，2009，p. 275-276）。 

（350）我可以抽菸嗎？ 

（351）你明天能來嗎？ 

（352）他們很想了解中國。 

最後，書信方面，第十二課的短文閱讀乃一封姐姐寄給弟弟的家信，

內容以問候近況為主；其書信格式部分如表五-6所示。 

表五-6 《漢語入門》第十二課短文閱讀節錄（Rabut et al.，2009，p. 385-386） 

二弟： 

你好！ 

[…] 

祝好！ 

大姐 

2003年 4月 10日 

表五-6顯示，《開頭稱人》、《開頭招呼》、《結尾致意》、《關係自稱》和

《日期標示》等書信格式成份在第十二課的短文閱讀中清楚呈現。 

二、 《漢語教程》第一冊、第二冊 

《漢語教程》的編排以語法順序為主，請求句型或用詞則配合語法點、

課文及部分練習出現。第一冊與第二冊中，出現與請求相關語句的單元包括

第一冊第五課、第九課、第十六課到第十九課、第二十二課到第二十六課、

第二十九課，以及第二冊第四課、第八課、第十二課、第十七課。其內容包

含詞彙修飾《禮貌標記》、《附加問句》和《程度減弱》、助動詞「能」、「可

以」、「想」、「要」、「願意」及其所構成的中心行為句《詢問可行》、《詢問允

許》、《模糊施為》、《需求陳述》、《義務陳述》、《詢問意願》以及中心行為《祈

使應允》。同時，部份請求語篇也可見《詢問條件》、《先備詢問》、《降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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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提出理由》等支援策略。此外，第一冊第二十課含有書信類型的成段

表達，包含《開頭稱人》、《結尾致意》、《結尾署名》和《日期標示》等書信

格式成份。以下分別簡述。 

首先，敬詞「請」所構成的《禮貌標記》可見於第一冊第五課、第九

課及第二冊第十三課的課文中，搭配中心行為《祈使應允》出現。僅以第十

三課的課文為代表，節錄於表五-7中。 

表五-7 《漢語教程》第二冊下第十三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d，p. 31-32） 

服務員：你口袋裡裝的是什麼？ 

夏雨：沒有什麼呀！ 

服務員：請把口袋裡的東西都掏出來。 

夏雨：啊，是幾把鑰匙和兩個硬幣。 

從表五-7 可見敬詞「請」搭配中心行為《祈使應允》出現，用以緩和

祈使力度。 

其次，詞彙修飾《附加問句》可見於第一冊第十六課、第十七課和第

二十六課的課文，以及第十八課的替換練習中，與中心行為《祈使應允》共

現。同時，第二十六課的請求語篇中也可見支援策略《詢問條件》出現於中

心行為之前。第二十六課課文對話節錄如表五-8所示。 

表五-8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二十六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147） 

張東：我想問問你，你不是要上托福班嗎？報名了沒有？ 

田芳：已經報了。你是不是也想考托福？ 

張東：是。我想明天去報名，你陪我一起去，好嗎？ 

田芳：好的。 

由表五-8 可見，請求中心行為的部分採《祈使應允》策略，搭配《附

加問句》「好嗎」出現。同時，張東在提出請求前，先詢問田芳是否也想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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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托福，以《詢問條件》方式探查田芳陪自己去報名的可能性，並藉此引出

請求主題。 

再者，詞彙修飾《程度減弱》可見於第一冊第十八課、第十九課、第

二冊第八課的課文，以及第一冊第十九課的語法註釋和替換練習中。同時，

第一冊第十八課的請求語篇裡並出現《先備詢問》類型的支援策略。第一冊

第十八課和第十九課的課文相關部分節錄如表五-9和表五-10所示。 

表五-9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十八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29-30） 

瑪麗：什麼時候回來？ 

珍妮：八號回來。替我辦一件事，行嗎？ 

瑪麗：什麼事？你說吧。 

珍妮：幫我澆一下兒花。 

瑪麗：行，沒問題。 

 

表五-10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十九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41） 

瑪麗：這件太肥了，有沒有瘦一點兒的？ 

售貨員：你再試試這一件。 

表五-9和表五-10中的中心行為分別採用「一下兒」和「VV」結構等

《程度減弱》為詞彙修飾，以緩解《祈使應允》的強度。同時，表五-9 的

請求語篇中，珍妮在提出請求前先採《先備詢問》（替我辦一件事，行嗎）

預告瑪麗自己即將提出請求，並試探對方的接受程度。除了課文外，第一冊

第十九課的語法註釋也介紹了動詞重疊的用法，指出動詞重疊用以表達動作

時間短，並有輕鬆、客氣的口氣，如例（353）所示（楊寄洲，2006b，p. 44）。 

（353）你聽聽這個句子是什麼意思？ 

此外，中心行為直接策略中的《模糊施為》、《需求陳述》和《義務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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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則可見於第一冊第二十二課，以及第二冊第四課和第十七課的課文裡。

其中，第二冊第十七課的請求語篇尚可見《詢問條件》、《降低強加》和《提

出理由》等支援策略。第一冊第二十二課、第二冊第四課和第二冊第十七課

的相關課文節錄，如表五-11、表五-12和表五-13所示。 

表五-11《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二十二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82） 

老師：今天想請大家談談自己的愛好。誰先說？ 

 

表五-12《漢語教程》第二冊上第四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c，p. 56） 

林老師：要記住開車的時間。都上來了嗎？好，師傅，開車吧。 

 

表五-13《漢語教程》第二冊下第十七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d，p. 96） 

海倫：時間過得真快！離開中國都三年多了。剛回國的時候，還常聽聽錄

音，讀讀課文。後來因為忙，也沒堅持下去。很長時間不說，漢語差不多

都忘光了，要用的時候，好多詞都想不起來了。 

王老師：是，學外語，只有堅持下去，多聽、多說、多練才能學好。 

海倫：我們還想請老師業餘教我們，不知道老師能不能抽出時間來。 

王老師：我工作比較忙，抽不出時間來。你們打算怎麼學？ 

海倫：白天我們都沒有時間，只有晚上才抽得出時間。要是老師同意的話，

我們想到老師家裡去上課。 

表五-11 和表五-12 分別呈現了《模糊施為》及《義務陳述》兩種中心

行為策略。表五-13的中心行為包括「我們還想請老師業餘教我們」和「我

們想到老師家裡去上課」兩句，分屬《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表五-13

的首度中心行為出現前，海倫說明了想找王老師上課的理由，並在首度中心

行為句後加上支援策略《詢問條件》（不知道老師能不能抽出時間來），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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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選擇餘地。同時，再度出現的中心行為前有以條件句組成的支援策略《降

低強加》（要是老師同意的話），也有緩解請求強加程度的功能。 

另一方面，中心行為規約型間接策略中的《詢問可行》、《詢問允許》

和《詢問意願》則可見於第一冊第二十四課、第二十五課和第二十九課的課

文、第二十三課和第二十五課的成段表達，以及第二十四課的語法解釋中。

其中，第二十四課的請求語篇裡也包含了支援策略《提出理由》。表五-14

和表五-15分別節錄第二十四課和第二十五課的請求相關對話。 

表五-14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二十四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115） 

瑪莉：老師，我們想學太極拳，現在可以報名嗎？ 

老師：可以。 

瑪莉：什麼時候開始上課？ 

老師：下星期一。 

瑪莉：每天下午都有課嗎？ 

老師：不，只一三五下午。 

瑪莉：對不起，您能不能再說一遍？我不懂「一三五」是什麼意思。 

 

表五-15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二十五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129） 

老師：羅藍，電視台想請留學生表演一個漢語節目，你願意去嗎？ 

羅藍：老師，我不想去。 

表五-14的第一句請求為《詢問允許》，第二句為《詢問可行》；其中，

《詢問可行》並伴隨著支援策略《提出理由》（我不懂「一三五」是什麼意

思）一同出現。至於表五-15則呈現了《詢問意願》的中心行為形式。 

最後，書信方面，第一冊第二十課的成段表達為一封女兒寫給父母的

家信，內容以近況報告為主。其中，書信格式包含《開頭稱人》、《結尾致意》、



第五章 教學應用 

255 
 

《結尾署名》和《日期標示》等成份，如表五-16所示。 

表五-16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第二十課課文節錄（楊寄洲，2006b，p. 65） 

爸爸媽媽： 

[…] 

祝爸爸媽媽好！ 

瑪麗 

十月十八 

本節回顧《漢語入門》及《漢語教程》中與請求行為和書信格式相關

的部分，發現兩套教材之共同點如下：（一）請求言語行為的呈現以口語對

話為主，書面請求則完全未見；（二）口語請求的工具上，內部修飾《禮貌

標記》、《附加問句》、《程度減弱》、《包孕子句》、中心行為《祈使應允》、《模

糊施為》、《需求陳述》、《詢問可行》、《詢問允許》及支援策略《提出理由》

的用法於兩套教材中皆可見，尤其以《祈使應允》搭配《禮貌標記》或《附

加問句》的用法最常出現；（三）書信格式成份方面，兩套教材都呈現了《開

頭稱人》、《結尾致意》、《結尾署名》/《關係自稱》、《日期標示》的結構。 

綜觀以上，可見學習者在學完兩年之後，對口語請求的常用句型和詞

彙應有基本認識，且對漢語書信格式也有一定了解。不過，此二套教材呈現

請求行為時，未強調情境變因，也未特別著重其語篇鋪排，因此學習者對適

合特定對象的請求模式恐不熟悉，也可能不清楚郵件請求語篇的鋪陳方式。

本章下一節將就本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配合本章第一節的語用教學理論回

顧，在考慮學習者的程度下，提出適用於法國大三學生的請求電郵教學。 

第三節 教學啟示與應用 

一、 教學啟示 

根據本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一封完整的請求郵件包含標題、書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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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份、中心行為、內部修飾、支援策略等五大部分。考量學生程度後，本

文認為各部份可納入教學的重點如下。 

首先，標題成份方面，無論對象為何，主題清晰的標題都為受話者所

偏好；也就是說，《主體行動》及《主題相關》在所有情境中都是適當的選

擇。此外，《主體行動》又特別受高位者歡迎，而《自認身分》則可放入對

高位或疏遠對象的郵件標題中，以增進郵件的清晰程度。 

其次，書信格式成份上，《開頭稱呼》及《結尾署名》是所有華語組郵

件都最常採用的兩種成份；《開頭招呼》使用頻率第三，且更常見於高位或

疏遠對象的郵件。同時，《結尾致意》顯著較常用於高位或疏遠對象，且高

位有效郵件對其偏好亦達統計顯著。此外，僅見於華語郵件的書信格式包括

《結尾敬詞》和《日期標示》；其中，《結尾敬詞》顯著較常見於高位郵件中。 

第三，中心行為方面，華語郵件最常採的四種策略為《模糊施為》、《需

求陳述》、《詢問允許》及《詢問可行》，其中又以《模糊施為》較常見於有

效郵件。至於法國大學漢語教材最常使用的《祈使應允》策略，在本文郵件

語料裡受採用的頻率居中，且顯著較常出現於無效郵件，因此郵件教學中應

協助學習者避免使用《祈使應允》。考量人際關係變項後，可見《模糊施為》

和《需求陳述》更常見於高位或疏遠對象的郵件，而《詢問允許》及《詢問

可行》則常受平位郵件採用；其中，《詢問允許》顯著受親近對象的有效郵

件所偏好。同時，高位郵件又比平位郵件顯著採用了更多《詢問意願》和《明

示需求》；其中《明示需求》在整體華語郵件裡顯著較為有效。整體而言，

高位郵件比平位郵件顯著採取了更多筆中心行為句。此外，直接策略除了《模

糊施為》外，皆傾向用於重複出現的中心行為句上。 

第四，內部修飾方面，華語郵件最常採《程度減弱》，《包孕子句》次

之，《禮貌標記》第三。其中，僅《包孕子句》在整體郵件中較常見於有效

郵件，尤其在親近對象的郵件中更為有效。此外，《程度減弱》集中用於平

位對象，且較常見於無效郵件中；《禮貌標記》則較常對高位或疏遠對象使

用，尤其在疏遠對象的郵件裡較為有效。法國大學的漢語教材裡，請求內部

修飾的語料集中出現在《禮貌標記》、《附加問句》和《程度減弱》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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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學過《包孕子句》，但對其緩解請求強加程度的功能則恐怕不太熟悉。

有鑒於此，本文教學設計於內部修飾方面將著重於《包孕子句》的介紹；至

於《程度減弱》和《禮貌標記》會在教學材料中出現，但不特別強調。 

第五，支援策略方面，首先，較有效華語郵件的支援策略筆數平均每

封為十筆左右，且 57%置於首度中心行為之前。其中，對高位或疏遠對象

的支援策略筆數又較對平位或親近對象為多。策略種類上，無論情境，最常

採取的策略皆包含《交代背景》、《提出理由》、《提供資訊》及《表達感謝》。

若考慮人際關係變項，首先，《自我引介》和《恭維讚美》顯著較常見於高

位或疏遠對象的郵件，而其中《自我引介》在所有情境裡都較常受有效郵件

採用；《提供資訊》和《稱人招呼》在高位郵件中顯著較常出現，而其中《提

供資訊》在高位郵件裡特別有效。再者，《表示歉意》顯著較常見於平位或

疏遠的郵件，且在平位郵件中較為有效；《寒暄閒聊》較常用於平位或親近

對象，而質化訪談結果則顯示，華語組所有受訪者都不排斥適當的《寒暄閒

聊》。此外，【緩解壓迫】類型的策略普遍較為有效；其中，《探詢條件》顯

著常用於高位對象，而《減輕負擔》和《降低強加》顯著常用於平位對象。

同時，《減輕負擔》因預設了對方會答應幫忙，因此更適合對親近對象使用。 

在《提出理由》的類型方面，對朋友常見〈自己程度差〉、〈對方程度

佳〉和〈作業困難〉等原因，而對師長則以〈學業相關〉、〈對方專業相關〉、

〈對方了解自己〉等原因較為有效。此外，華語組師長也能接受〈家庭經濟〉

相關的原因；這點在文化上與法語組不同，因此教學時也可考慮納入教材，

以藉此闡釋華法文化中師生關係的相異之處。至於【預示請求】類型的策略，

因出現次數不多，也不特別有效，因此教學中暫不納入。同時，【爭取強化】

類型的策略，除了《自我推薦》顯著無效外，其他策略在量化的有效性統計

上無顯著表現，在質化訪談中也未被受訪者提及，因此也不在教學中強調；

僅須提醒學習者避免採用《自我推薦》策略。 

二、 教學應用 

本小節將在研究結果、語用教學理論及法國漢語教材回顧的基礎上，

設計適用於法國大三學生的請求郵件教學方案。首先，依據本節第一小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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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文郵件教學的內容重點依情境和郵件成份項目整理如表五-17所示。 

表五-17 請求郵件寫作教學重點內容 

郵件成份項目 情境：請好友

修改作業 

情境：請不熟

朋友修改作業 

情境：請熟識

老師寫推薦函 

情境：請不熟

老師寫推薦函 

標題成份 1.《主體行動》

或《主題相關》 

1.《主體行動》

或《主題相關》 

2. 自認身分 

1.《主體行動》

或《主題相關》 

2. 自認身分 

1.《主體行動》

或《主題相關》 

2. 自認身分 

書信格式成份 1.《開頭稱人》 

2.《結尾署名》 

1.《開頭稱人》 

2.《開頭招呼》 

3.《結尾致意》 

4.《結尾署名》 

1.《開頭稱人》 

2.《開頭招呼》 

3.《結尾致意》 

4.《結尾署名》 

5.《結尾敬詞》 

1.《開頭稱人》 

2.《開頭招呼》 

3.《結尾致意》 

4.《結尾署名》 

5.《結尾敬詞》 

中心行為策略 《詢問可行》

或《詢問允許》 

《詢問可行》

或《詢問允許》

或《模糊施為》 

首度： 

《模糊施為》

或《詢問意願》

或《詢問允許》

或《詢問可行》 

重複： 

《需求陳述》

或《明示施為》 

首度： 

《模糊施為》

或《詢問意願》

或《詢問允許》

或《詢問可行》 

重複： 

《需求陳述》

或《明示施為》 

內部修飾 《包孕子句》

為主，《程度減

弱》為輔 

《包孕子句》

為主，《程度減

弱》為輔 

《包孕子句》

為主，《禮貌標

記》為輔 

《包孕子句》

為主，《禮貌標

記》為輔 

支援策略 1.《寒暄閒聊》

2.《交代背景》 

3.《提出理由》 

4.《提供資訊》 

5.《表達感謝》 

6.《減輕負擔》

或《降低強加》 

1.《自我引介》 

2.《交代背景》 

3.《提出理由》 

4.《提供資訊》 

5.《表示歉意》 

6.《表達感謝》 

7.《降低強加》 

選擇性： 

8.《寒暄閒聊》 

1.《寒暄閒聊》

2.《交代背景》 

3.《提出理由》 

4.《提供資訊》 

5.《探詢條件》 

6.《表達感謝》 

選擇性： 

7.《稱人招呼》

8.《自我引介》 

1.《自我引介》 

2.《寒暄閒聊》

或《恭維讚美》 

3.《交代背景》 

4.《提出理由》 

5.《提供資訊》 

6.《探詢條件》 

7.《表達感謝》 

選擇性： 

8.《稱人招呼》 

教學流程方面，本文考慮內容難度，設計時依照以下順序進行：（一）

先教「請朋友改作業」情境，再教「請師長寫推薦函」情境；（二）先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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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成份」和「書信格式成份」，再教「中心行為策略」及「支援策略」，而「內

部修飾」則與「中心行為策略」的教學一起進行。同時，本文參考 Takimoto

（2008）的實驗結果及 Akikawa與 Ishihara（2010）的架構，教學採用歸納

法，先引導學習者從經驗或語料例子中找出規則，再給予學習者整理過的後

設語用知識，最後才要求學習者進行全篇郵件的寫作練習。 

同時，本文考慮法國大學的學期規劃，將請求郵件寫作教學以選修課

程形式，安排在十一堂課中完成，每堂課兩小時。法國大學每學期上課十二

週，不含期末考，而其中一週為假期。以下詳述本文請求郵件寫作教學的完

整方案。 

【第一堂課】請朋友改作業：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 

課堂活動： 

1. 分組填寫〔郵件學習單一〕 

教學者將學習者分為二至四人的小組，並發下含有兩封請求郵件的〔郵

件學習單一〕。這兩封郵件分別向好友及不熟的朋友請求修改作業。郵件中，

標題及書信格式的部份皆為空白。接著，教學者請各小組在讀完郵件後，把

自己認為適當的郵件標題及書信格式成份填入空格中。〔郵件學習單一〕的

內容請見附錄九。 

同時須指出，為使讀者閱讀方便，學習單和講義的指導語都暫以中文

撰寫，但在實際使用時，所有的說明文字皆可以學習者的母語呈現，僅郵件

內容以中文書寫，以使學習目標更為集中。附錄九中，新細明體所撰寫的部

分皆可在教學時譯為學習者母語，而標楷體的部分則保持中文呈現。 

2. 合班檢討〔郵件學習單一〕 

教學者引導各組分享所填寫的標題及書信格式內容，並說明好的郵件

標題和書信格式寫法。接著，教學者發下〔郵件標題整理一〕及〔書信格式

整理一〕兩份講義，總結本階段學習內容。〔郵件標題整理一〕及〔書信格

式整理一〕請見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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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班閱讀〔郵件學習單一〕中的郵件內容 

教學者帶領學習者閱讀〔郵件學習單一〕中的兩封郵件，解釋其中生

詞、語法，並稍作練習，以確保學習者理解郵件內容。 

作業：填寫〔郵件學習單二〕 

〔郵件學習單二〕首先簡短說明各個支援策略的定義，並給予各策略

一個代碼。接著，〔郵件學習單二〕將〔郵件學習單一〕中的郵件拆成句段

呈現，每句之後留有空格，要求學習者分析各句段的功能後，將其所代表的

支援策略代碼填入空格中。〔郵件學習單二〕請見附錄九。 

【第二堂課】請朋友改作業：中心行為、內部修飾、支援策略 

課堂活動： 

1. 合班檢討作業〔郵件學習單二〕 

教學者隨機指定學習者，請其說明郵件分析結果和理由，並引導學習

者注意對象不同的請求郵件分別包含的支援策略內容，以及支援策略和中心

行為的排列次序。 

2. 分組填寫〔郵件學習單三〕 

教學者將學習者分為二至四人的小組，並發下〔郵件學習單三〕，其中

含有另兩封分別向好友及不熟朋友請求修改作業的郵件。郵件裡，中心行為

的部份空白，同時，各句段已拆開，等待分析。接著，教學者請各小組在讀

完郵件後填入適當的中心行為，並依〔郵件學習單二〕的模式分析各句段。

〔郵件學習單三〕請見附錄九。 

3. 合班檢討〔郵件學習單三〕 

教學者引導各組分享所填寫的中心行為句及支援策略分析，說明好的

中心行為句寫法，並一併介紹內部修飾《包孕子句》的用法。同時，教學者

也再次引導學習者注意兩封郵件中支援策略的選用及排列方式。接著，發下

〔中心行為整理一〕講義，總結本階段學習內容。〔中心行為整理一〕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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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4. 合班閱讀〔郵件學習單三〕中的郵件內容 

教學者帶領學習者閱讀〔郵件學習單三〕中的兩封郵件，解釋其中生

詞、語法，並稍作練習，以確保學習者理解郵件內容。 

作業：填寫〔郵件學習單四〕 

〔郵件學習單四〕中含有一份給不熟朋友的請求郵件。其中，標題、

書信格式和中心行為皆為空白；同時，各支援策略句段皆已拆開，等待分析。

學習者須填入適當的標題、書信格式和中心行為，並分析支援策略句段。〔郵

件學習單四〕請見附錄九。 

【第三堂課】請朋友改作業：郵件寫作 

課堂活動： 

1. 合班檢討作業〔郵件學習單四〕 

教學者隨機指定學習者，請其說明所填的標題、書信格式、中心行為

句，以及支援策略分析，並藉此複習。 

2. 合班閱讀〔郵件學習單四〕中的郵件內容 

教學者帶領學習者閱讀〔郵件學習單四〕中的郵件，解釋其中生詞、

語法，並稍作練習，以確保學習者理解該篇郵件內容。 

3. 獨立郵件寫作 

學習者各自寫一封郵件，請一位不熟的中國朋友幫自己改一份漢語作

文。郵件須包含完整的標題、書信格式、中心行為以及適當的支援策略。 

4. 分組評量郵件 

學習者兩人一組，依〔不熟朋友郵件評量表〕評量對方的郵件寫得是

否完善，並向對方提出建議。〔不熟朋友郵件評量表〕請見附錄九。 

作業：郵件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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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依同學所提出的建議修改郵件。 

【第四堂課】請老師撰寫推薦函：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 

課堂活動： 

1. 分組填寫〔郵件學習單五〕之標題和書信格式 

教學者將學習者分為二至四人的小組，並發下〔郵件學習單五〕，內含

一篇請求熟識師長撰寫推薦函的郵件。郵件中，標題及書信格式的部份皆為

空白；同時，各句段皆已拆開，等待分析。各組首先須閱讀郵件，並填入適

當的標題和書信格式。〔郵件學習單五〕的內容請見附錄九。 

2. 合班檢討〔郵件學習單五〕之標題和書信格式 

教學者引導各組分享所填寫的標題、書信格式內容，並說明給師長的

郵件標題和書信格式寫法。接著，教學者發下〔郵件標題整理二〕及〔書信

格式整理二〕兩份講義，總結本階段學習內容。〔郵件標題整理二〕及〔書

信格式整理二〕請見附錄九。 

3. 合班閱讀〔郵件學習單五〕 

教學者帶領學習者閱讀〔郵件學習單五〕中的郵件，解釋其中生詞、

語法，並稍作練習，以確保學習者理解郵件內容。 

作業：分析〔郵件學習單五〕 

學習者依指示，分析〔郵件學習單五〕中的郵件。 

【第五堂課】請老師撰寫推薦函：支援策略 

課堂活動： 

1. 合班檢討作業〔郵件學習單五〕 

教學者隨機指定學習者，請其說明郵件分析結果和理由，並引導學習

者注意支援策略、首度中心行為和重複中心行為的排列次序。 

2. 分組填寫〔郵件學習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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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將學習者分為二至四人的小組，並發下〔郵件學習單六〕，內含

一篇請求不熟師長撰寫推薦函的郵件。郵件中，各句段皆已拆開，等待分析。

各組閱讀並分析郵件。〔郵件學習單六〕的內容請見附錄九。 

3. 合班檢討並閱讀〔郵件學習單六〕 

教學者讓各組分享郵件分析結果和理由，並藉由〔郵件學習單三〕、〔郵

件學習單五〕、〔郵件學習單六〕，引導學習者比較不同情境間的支援策略之

異同。同時，教學者帶領學習者閱讀〔郵件學習單六〕中的郵件，解釋其中

生詞、語法，並稍作練習，以確保學習者理解郵件內容。 

【第六堂課】請老師撰寫推薦函：中心行為、內部修飾 

課堂活動： 

1. 分組填寫〔郵件學習單七〕及分析中心行為 

教學者將學習者分為二至四人的小組，並發下〔郵件學習單七〕，其中

含有另兩封分別向熟識及不熟的師長請求推薦函的郵件。郵件中，各句段皆

已拆開，等待分析。各組閱讀並分析郵件。同時，各組透過〔郵件學習單五〕、

〔郵件學習單六〕和〔郵件學習單七〕，整理對師長使用的中心行為句類型。

〔郵件學習單七〕請見附錄九。 

3. 合班檢討〔郵件學習單七〕及中心行為分析結果 

教學者讓各組分享所填寫的支援策略分析和中心行為整理結果，說明

適合師長情境的中心行為句。同時，教學者引導學習者注意師長郵件裡中心

行為句重複出現的現象，以及分別適合首度和重複出現時使用的中心行為策

略。此外，教學者也再次引導學習者注意兩封郵件中支援策略的選用及排列

方式。接著，發下〔中心行為整理二〕講義，總結本階段學習內容。〔中心

行為整理二〕請見附錄九。 

4. 合班閱讀〔郵件學習單七〕中的郵件內容 

教學者帶領學習者閱讀〔郵件學習單七〕中的兩封郵件，解釋其中生

詞、語法，並稍作練習，以確保學習者理解郵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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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不熟師長郵件撰寫 

學習者寫一封郵件，請一位不熟的中文老師幫自己寫一份台灣留學獎

學金推薦函。郵件須包含完整的標題、書信格式、中心行為以及適當的支援

策略。 

【第七堂課】請老師撰寫推薦函：郵件寫作 

課堂活動： 

1. 分組評量郵件 

學習者兩人一組，依〔不熟師長郵件評量表〕評量對方作業所寫的郵

件是否完善，並向對方提出建議。〔不熟師長郵件評量表〕請見附錄九。 

2. 獨立郵件改寫 

學習者各自依同學建議，改寫作業郵件。 

3. 郵件呈現 

教學者尋求志願者朗讀其改寫後的郵件，並請指定其他學習者發表評

論。同時，教學者給予志願者再次修改建議。 

【第八堂課】問題郵件改寫 

課堂活動： 

1. 分組分析問題郵件 

教學者依學習者在郵件撰寫中常犯的錯誤編寫兩份問題郵件，並將學

習者分為二至四人一組，分析兩份郵件中的問題。 

2. 合班檢討問題郵件 

教學者讓各組陳述兩封郵件的問題所在，並引導學習者提出修改方

式。 

3. 分組修改問題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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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二至四人一組，依討論結果，合力修改問題郵件。 

4. 分組呈現修改郵件 

各組分別朗讀其所修改的郵件，而後全班給予意見。  

【第九堂課】實際演練 

課堂活動： 

1. 分組郵件互寫 

教學者安排電腦教室，將學習者分為兩人一組，互相給對方寫請求電

子郵件。撰寫情境包含「請好友修改作業」及「請不熟朋有修改作業」，由

學習者抽籤決定情境。 

2. 分組郵件互評 

學習者接到對方的郵件後，依〔好友郵件評量表〕或〔不熟朋友郵件

評量表〕給予對方回饋。〔好友郵件評量表〕請見附錄九。 

3. 獨立郵件修改 

學習者依同學回饋修改郵件。 

4. 合班郵件呈現 

教學者隨機抽選學習者，將其修改後的郵件寄給全班，由全班及教學

者一同評價。 

作業：複習所有上過的內容 

【第十堂課】隨堂測驗 

測驗內容： 

請學習者假設自己正在中國讀書，需要申請一份留學生獎學金以支付

生活開銷。這份獎學金要求一份教師推薦函。學習者寫一封電子郵件拜託一

位在中國熟識的老師協助撰寫。郵件須包含完整的標題、書信格式、中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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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及適當的支援策略。 

【第十一堂課】測驗檢討、總複習 

此堂課以個別指導方式進行，每位學習者可得時間依全班人數決定。

教學者與學習者一一面談，檢討其隨堂測驗結果，並針對其個人在請求電郵

撰寫上的常見問題進行整理複習。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回顧語用教學法及請求言語行為教學之相關文獻，為教學設

計提供了理論基礎。其次，本章考察現行於法國大學中文系大一及大二的漢

語教材，發現學習者學完兩年之後，對口語請求的常用句型和詞彙有基本認

識，且對漢語書信格式也有一定了解；不過，對於書面請求、語篇鋪排及情

境變因等方面則恐不甚熟悉。接著，本章從研究結果中挑選重點部分納入教

學內容，並依語用教學理論及學習者程度設計請求電郵教學方案。課程採選

修課形式，分為十一堂進行；教學採用歸納法，先引導學習者從語料中找出

規則，再給予學習者整理過的後設語用知識，最後要求學習者進行全篇郵件

的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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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總結全文。第一節簡短回應研究問題，並指出本研究之貢獻；第

二節說明本研究的限制；第三節對未來相關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貢獻 

本節就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簡述本文研究結果，並說明本文在語

用學研究及華語教學應用上的貢獻。 

首先，華法請求郵件差異在標題成份、書信格式成份、中心行為策略、

內部修飾和支援策略等項度上都達到統計顯著。標題成份方面，華法兩組皆

最常採《主題相關》和《需求陳述》，顯示網路溝通重視訊息清晰的特色；

此外，華語組又比法語組更常使用《問候表達》、《稱呼對方》、《自認身分》

與《聲情符號》，稱呼問候對方、表明自己身份或拉近彼此距離。書信格式

成份方面，法語組比華語組更重格式，在大部份書信格式項目上採取筆數都

較多，而華語郵件則以《開頭稱人》和《結尾署名》兩項最為常見。標題成

份和書信格式成份的分析結果一方面反映了華人文化重視稱謂（Gu，1990）

的價值觀及看重雙方關係的「理想社會認同」傾向（Mao，1994），另一方

面，則反映了法國文化價值取向中「不確定規避指數」較高的特質，與人互

動傾向正式，並重視書面規則（De Luque & Javidan，2004；Jenkins & Hinds，

1987）。 

中心行為策略和內部修飾方面，華語組最常採取《模糊施為》、《需求

陳述》等直接策略，間接型規約策略則以《詢問允許》和《詢問可行》為主；

同時，受話者對於《明示施為》、《模糊施為》等直接策略的評價亦佳，唯不

能接受最為直接的《祈使應允》策略，認為其有命令、勉強對方之嫌。法語

組主要採取規約型間接策略，並以《詢問可行》最為常見，《詢問意願》次

之。華語組常採《模糊施為》和《需求陳述》的現象，呼應了 Chang與 Hsu

（1998）所提及「希望」和「想」等動詞在漢語郵件中是正式且禮貌的用法，

而不給人強硬的感覺。同時，規約型間接策略上，華語組對《詢問允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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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組對《詢問可行》的偏好也呼應了過往研究的觀察（Lin，2009；Van 

Mulken，1996）。內部修飾方面，華語組較常採詞彙修飾，法語組則偏好句

法修飾，且以《條件式》的使用為大宗，呼應了過往學者的研究結果（姚舜

霞、邱天河，2003a，2003b；熊曉燦，2006；Van Mulken，1996）。不過，

郵件有效性統計則發現，在華語組最常採取的三種內部修飾中，受話者最偏

好句法修飾《包孕子句》，而非發話者最常採用的詞彙修飾《程度減弱》。 

中心行為和支援策略的搭配上，華語郵件傾向採用較直接、多筆的中

心行為搭配較大量的支援策略，而法語郵件則偏好以間接、單一的中心行為

搭配較少量的支援策略提出請求。也就是說，華語請求郵件傾向採取重複請

求和【爭取強化】策略表達發話者對得到幫助的誠心希望，再藉由大量【拉

近距離】、【補償負債】、【緩解壓迫】等支援策略補償受話者的積極暨消極面

子，並透過多樣的【開場進入】和【解釋說明】讓對方了解自己需要幫助的

無可奈何及誠心誠意；其中，受話和發話雙方對於「誠意」的重視呼應了

Gu（1990）所提出漢語禮貌中的「誠懇原則」。另一方面，法語組受話者則

不特別看重誠意，而更強調留給受話人選擇空間；同時，法語組郵件亦傾向

採規約型間接策略搭配適量的支援策略，以尊重對方自由、適度表達禮貌並

傳達重點訊息為要。這反映了法語文化「理想個人自主」的禮貌傾向

（Kerbrat-Orecchioni，2011；Mao，1994）。此外，對《提出理由》種類的

不同偏好也反映了華法師生關係的差異。華語組師生關係更為親近，類似家

族關係的延伸（Chen，2006；Spencer-Oatey，1993），而法語組師生則更傾

向維持公事公辦的專業關係。 

其次，在語篇組織方面，華法兩組都傾向將支援策略置於首度出現的

中心行為前，且前後置的支援策略種類也大同小異。由此可見，本研究語料

不支持「漢語語篇較法語語篇間接迂迴」的論述（Pu，2003）。以間接語篇

表達禮貌（羅美娜，2010；Chang & Hsu，1998；Chen，2006；Kirkpatrick，

1991；Zhu，2005）並非漢語獨有的現象；在本研究的郵件評量訪談中，適

當鋪陳在華法兩組都是禮貌與否的指標之一。本文認為，這可能是由於台法

兩國的「剛性指數」和「斷言指數」皆低於平均值（Hofstede，1980，2001；

Den Hartog，2004），而「斷言指數」較低所反映的便是溝通傾向間接（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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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og，2004，p. 405）。在抱怨、表示反對等發話者認為自己有理的情境中，

法語人士或許常採取比漢語人士更直接的手段（Pu，2003；Sun，1987），

展現出個體主義文化重視個人權利的特質，但在有求於人的情境，法語郵件

則顯現與華語郵件相似、「斷言程度」較低的特色，在語篇鋪排上有較為間

接的傾向。 

「相對權勢」和「社會距離」的影響上，統計顯示「相對權勢」和「社

會距離」在華法兩組郵件大部分的項度上都產生了顯著影響，且其影響程度

在華法兩組間差異不大。此現象一方面呼應了台法文化「權力指數」皆偏高

的文化價值取向（Carl et al.，2004；Hofstede，1980，2001），另一方面，則

顯示於請求類電子郵件中，華語組並未比法語組更明顯區分「圈內人」及「圈

外人」，兩者在請求電郵中對「社會距離」的敏感度相近。由上可見，華法

文化「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特色，在本文語料中未體現於語篇排序

及圈內圈外人的區分，而僅見於師生關係以及郵件策略搭配所反映出的不同

禮貌概念之上。 

最後，本文從研究結果中挑選重點部分應用於華語教學，並依語用教

學理論及學習者程度設計請求電郵教學方案。課程採選修課形式，分為十一

堂進行，內容涵蓋請求郵件標題、書信格式、中心行為、內部修飾及支援策

略，並引導學習者注意受話對象不同對語言所造成的影響。教學採用歸納法，

先引導學習者從語料中找出規則，再給予學習者整理過的後設語用知識，最

後要求學習者進行全篇郵件的寫作練習。 

本研究在語用理論方面彌補了過往文獻之不足，以華語及法語為主體，

對比其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請求言語行為。同時，本文也從漢法文化特色、

請求言語行為、以電子郵件為媒介的溝通等方面，印證或修正了過往研究的

觀點。另一方面，本文嘗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華語教學，並在語用理論及教

材回顧的基礎下提出請求電郵寫作教學方案。本文的研究結果及教學提案皆

可作為日後相關研究或教材編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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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文之研究限制包含研究情境設定、評量者訪談、評量結果解釋及教

學應用等四方面。以下逐一詳述。 

首先，研究情境設定上，本文僅調查了法籍學習者及華語母語者撰寫

請求電子郵件的情況，並依此設計研究情境，但對法語母語者透過電子郵件

進行請求的現況則未詳加了解，因此設定上對法語郵件情境真實性的掌握恐

有不足。35此外，本研究所蒐集的語料集中於學業情境，而對於其他情境則

未曾觸及；同時，學業情境設定上也僅包含「請求修改作業」和「請求撰寫

推薦函」兩項。因此，本文語料分析結果之適用性恐怕有限，是否能衍生預

測其他情境中的請求電郵語言特點，還有待日後研究加以證實。同時，工作

相關的情境在第三章【需求分析問卷】中甚常被學習者提及，但本文因篇幅

之故無法納入考察，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其次，評量者訪談方面，本研究由於時限及人力之故，僅訪談十六名

評量者，且各封郵件僅由兩位評量者評分。同時，評分者間信度在加權卡帕

的檢測下也不高。日後研究可對【郵件評量表】的問題加以修正，並在正式

評量前先統合參與者之評量標準，以提高評分者間信度。同時，也可納入更

多評量者參與訪談。 

再者，評量結果解釋上，本文對有無效郵件的統計結果中出現了目前

無法完整解釋的現象，例如華法兩組對內部修飾《包孕子句》的偏好相反、

華語親疏兩組對《包孕子句》和《禮貌標記》的偏好相異等。這些現象是出

於策略本身或者其他共現成份影響，尚須進一步研究，在控制其他語言成份

的情況下，探討受話者對目標成份的觀感。 

最後，教學應用上，本文所提議的教學方案仍處於理論階段，尚未實

際應用於華語教學課堂中，其可行性及有效程度皆有待驗證。同時，由於研

究時限及文章篇幅之故，本文僅在語用教學理論的基礎上提議了一種教學方

案，而對於其他可能的教學方式則未提及。何種教學法最能有效協助學習者

                                                      
35

 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教授給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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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撰寫適當的華語請求電子郵件，尚待後續研究釐清。 

第三節 未來展望 

本文在研究結果及研究限制的基礎上，對未來可能的相關研究方向提

出建議。首先，未來研究可擴大探討不同的電子郵件請求情境，尤其是學習

者所須的工作相關情境可優先納入研究。其次，除了「請求受話者行動」之

外，「詢問資訊」也是經常透過電子郵件進行的請求行為，值得深入探討。

再者，本文嘗試在分析中納入受話者觀點，但訪談設計仍有缺陷。未來研究

可改善訪談問卷並納入更多參與者進行郵件評量，以期能更準確地了解受話

者看法，並深入剖析成功請求郵件之撰寫規則。此外，本文研究範圍僅限於

華法兩組母語者的對比分析，而對學習者中介語的分析則因篇幅之故未納入

研究。對學習者中介語的了解能為華語教學帶來幫助，而目前對於華語學習

者電子郵件寫作的中介語研究仍極有限，也是未來值得探索的研究議題。最

後，教學法方面，依本文了解，目前對漢語請求言語行為教學法的實證研究

大多限於口語請求的層面，而漢語電子郵件請求的教學則較缺乏實證研究支

持。漢語請求電子郵件寫作牽涉到的層面較廣，除了語用策略外，尚包括漢

字認讀、擅打，以及版面配置等方面，如何發展出完善的教學模型，還有待

後續研究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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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法籍人士中文電郵請求需求分析問卷 

Etude Linguistique 

sur Les Requêtes Adressées par Courriel par des Francais en Chinois 

Mesdames, Messieurs, 

Etudiante en master de chinois langue étrangère, j'effectue une recherche 

sur les requêtes adressées par courriel, rédigées par des Français en langue 

chinoise. Il m'est donc indispensable d'obtenir le concours de Français, dont la 

langue maternelle est le francais et capable de s'exprimer même à minima en 

chinois.  

Aussi, je vous serais très reconnaissante de bien vouloir répondre au 

questionnaire suivant. 

Toutefois, je précise qu'il n'est pas nécessaire d'avoir déjà rédigé des 

requêtes par courriel en chinois pour répondre à ce questionnaire, dont l'objet est 

également d'évaluer les différentes situations dans lesquelles des Français 

pourraient être amenés à les envoyer. 

Enfin, cette enquête est anonyme ;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recueillies 

resteront confidentielles et les résultats de l'étude ne seront utilisés qu'à des fins 

de recherche universitaire. N'hésitez donc pas à me faire part de votre 

expérience, et de vos réflexions. 

Merci d'avance pour votre temps et votre aide. 

Mes sincères salutations, 

Ting-shiu LIN 

Etudiante en master 

Institut de Didactique de Chinois langue étrangère 

Université Normale Nationale de Taiwan 

salivacat@gmail.com 

I. Informations Générales 

1. Sexe: □ M  □ F      

2. Age: □ moins de 17   □ 18-22   □ 23-27   □ 28-32   □ 33-37    

□ 38-42   □ 43-47   □ 48-52   □ 53-57   □ plus de 58     

3. Langue(s) maternelle(s): _____________________   

4. Ville d'où vous provenez?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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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fession: □ agriculteur  □ artisan, commerçant, chef d'entreprise   

□ cadre, profession libérale  □ fonctionnaire  □ ouvrier  □ retraité   

□ étudiant  □ autre : ________________ 

6. Avez-vous déjà vécu dans un pays sinophone ?   

□ Non  □ Ou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 oui, pendant combien de temps?   

En ______________ pendant ______ an(nées) et ______mois 

 

7. Niveau de chinois : 

 débutant intermédiaire avancé maîtrise 

Compris □ □ □ □ 

Parlé □ □ □ □ 

Lu □ □ □ □ 

Ecris □ □ □ □ 

Ecris/Transcris avec 

clavier 

□ □ □ □ 

 

II. Les Requêtes par Courriels Rédigées en Chinois 

1. Avez-vous déjà envoyé des courriels écris en chinois?   

□ Oui   

□ Non (dans ce cas merci d’aller à la question 4) 

 

2. Avez-vous déjà fait une requête, à caractère privé ou officiel, au travers d'un 

courriel rédigé en chinois ? (par exemple : pour demander un service, une faveur, 

ou une information dont vous auriez besoin.) 

□ Oui   

□ Non (dans ce cas merci d’aller à la question 4) 

 

3. Dans laquelle des situations énumérées ci-dessous avez-vous effectué une 

requête au travers d’un courriel rédigé en chinois? (pour chaque catégorie, merci 

de donner le plus d'informations possible.) 

(a) Situations d’ordre académique (par exemple : pour une aide concernant un 

devoirs auprès d’un autre élève ou d’un professeur, pour prendre rendez-vous 

avec un professeur, à l’administration de l’école concernant les droits 

d’inscription, ou tout autre cas en relation avec vos études.)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à été 

adressé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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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ituations d’ordre professionnel (par exemple : recherche d’un emploi, 

demande à un collègue de travail, demande d’information ou de fourniture de 

prestation ou de produit à un client ou une autre entreprise, demande à votre 

employeur, ou tout autre demande en relation avec votre travail.)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c) Activités commerciales privées (par exemple : demande d’achat ou de 

location, collecte de renseignement au sujet d’un produit, prise de renseignement 

ou demande d’aide à votre banque, ou tout autre demande commerciale d'ordre 

privée.)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d) Situations à caractère officiel (par exemple : demande d’information pour 

l’obtention d’un visa, ou d’une carte de résident ou encore concernant votre 

assurance santé, ou tout autre demande adressée à l'état concernant votre 

situation personnelle.)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e) Autres situations d’ordre personnel (par exemple : demande à un proche de 

vous apporter, vous envoyer, ou de réparer quelque chose à votre attention, 

demande à des tiers d’informations pour préparer un voyage, ou pour vous 

apporter un renseignement sur un traitement médical ou un problème technique, 

demande à toute personne privée ou association d’une aide pour votre situation 

personnelle, ou tout autre requête en relation avec votre vie privée.)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f) Autres cas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4. Dans quelles situations aurez-vous ou pourriez-vous avoir besoin d’adresser 

une requête au travers d’un courriel rédigé en chinois? (par exemple : p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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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er un service, une faveur, ou une information dont vous auriez besoin.) 

Pour chaque catégorie, merci de donner le plus d'informations possible. 

(a) Situations d’ordre académique (par exemple : pour une aide concernant un 

devoirs auprès d’un autre élève ou d’un professeur, pour prendre rendez-vous 

avec un professeur, à l’administration de l’école concernant les droits 

d’inscription, ou tout autre cas en relation avec vos études.)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à été 

adressée) : 

 

(b) Situations d’ordre professionnel (par exemple : recherche d’un emploi, 

demande à un collègue de travail, demande d’information ou de fourniture de 

prestation ou de produit à un client ou une autre entreprise, demande à votre 

employeur, ou tout autre demande en relation avec votre travail.)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c) Activités commerciales privées (par exemple : demande d’achat ou de 

location, collecte de renseignement au sujet d’un produit, prise de renseignement 

ou demande d’aide à votre banque, ou tout autre demande commerciale d'ordre 

privée.)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d) Situations à caractère officiel (par exemple : demande d’information pour 

l’obtention d’un visa, ou d’une carte de résident ou encore concernant votre 

assurance santé, ou tout autre demande adressée à l'état concernant votre 

situation personnelle.)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e) Autres situations d’ordre personnel (par exemple : demande à un proche de 

vous apporter, vous envoyer, ou de réparer quelque chose à votre attention, 

demande à des tiers d’informations pour préparer un voyage, ou pour vous 

apporter un renseignement sur un traitement médical ou un problème technique, 

demande à toute personne privée ou association d’une aide pour votre situation 

personnelle, ou tout autre requête en relation avec votre vie privée.)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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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essée) :  

 

(f) Autres cas  □ Non   □ Oui 

(Merci de préciser à qui et dans quel but chaque requête été adressée) : 

 

5. En composant un courriel en chinois, quelles difficultés avez-vous rencontré? 

Si vous n’avez jamais rédigé de courriel en chinois, quelles difficultés 

pensez-vous que cela puisse entraîner? 

 

6. Enfin j'aimerais avoir avec vous un entretien au cours duquel il vous serait 

posé quelques questions à propos de votre usage du chinois dans la rédaction de 

courriels. Cet entretien durerait une heure au plus et une compensation financière 

vous serait versée. Si vous acceptiez de participer à cet entretien, merci de me le 

faire savoir en inscrivant ci-après votre adresse email, ou tout autre moyen de 

vous joind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rci Beau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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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法籍人士中文電郵請求需求分析問卷 

【中譯版】 

法語母語者中文電子郵件中請求語言之使用 

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碩士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

文的前驅研究。本研究主題為「法語母語者中文電子郵件中請求語言之使

用」。由於研究需要，在此，希望能邀請母語為法語的中文學習者填寫本問

卷。 

問卷填寫者不一定要擁有撰寫中文電子郵件的經驗，因為了解法籍學

生未來撰寫中文電子郵件的需求，亦為本問卷的目的之一。 

本問卷乃匿名填寫，且所有資料都僅做為學術研究用途，將全部保密，

僅供研究者和指導教授分析討論用，請您安心填答。 

感謝您的參與和協助。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林亭序 

salivacat@gmail.com 

I.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 女      

 

2. 年齡：□ 17歲以下   □ 18-22   □ 23-27   □ 28-32   □ 33-37    

□ 38-42   □ 43-47   □ 48-52   □ 53-57   □ 58歲以上     

 

3. 母語：____________________  4. 曾居住過的城市：________________  

 

5. 職業：□ 農  □ 商  □ 自由  □ 公教  □ 工  □ 已退休  □ 學生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6. 您曾在華語區居住過嗎？  □ 否  □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然，大約居住了多長時間？ 在 _________ 居住 _____ 年 _____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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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文程度 : 

 初級 中級 高級 流利 

聽力 □ □ □ □ 

口說 □ □ □ □ 

閱讀 □ □ □ □ 

寫作 □ □ □ □ 

打字 □ □ □ □ 

 

II. 中文請求類電子郵件 

1. 您曾以中文寫過電子郵件嗎？   

□ 是。   

□ 否（請跳至第 4題）。 

 

2. 您曾因私人或公事因素，以中文電子郵件進行過請求嗎？（例如：請他

人做某事或提供某個資訊。） 

□ 是。  

□ 否（請跳至第 4題）。 

 

3. 您曾在下列哪項情境中，以中文電子郵件進行過請求？（請於各個情境

中，盡可能地提供最詳實的資訊。） 

(a) 學業相關情況（例如：向老師或同學尋求作業方面的協助、跟老師約時

間、向行政單位詢問註冊資訊，或其他與您的學習相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b) 工作相關情況（例如：找工作、向同事或老闆提出請求、向客戶或其他

公司要求資訊或請其提供資金或貨物，或其他與您的工作相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c) 個人商業活動（例如：要求購物或租屋、蒐集產品情報、向您的銀行要

求資訊或協助，或其搭與您私人商業行為有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d) 官方情況（例如：要求簽證、居留證，或健康保險等相關資訊，或其他

因私人因素向政府機關提出請求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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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私人情況（例如：請親友幫您攜帶、寄送，或修理東西、向他人詢

問旅遊、醫療或科技等相關資訊、向任何個人或組織因私人因素求助，或其

他與您個人生活相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f) 其他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4. 在何種情況下，您將會或是有可能需要以中文電子郵件進行請求？（例

如：請他人做某事或提供某個資訊。）請於各個情境中，盡可能地提供最詳

實的資訊。 

(a) 學業相關情況（例如：向老師或同學尋求作業方面的協助、跟老師約時

間、向行政單位詢問註冊資訊，或其他與您的學習相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b) 工作相關情況（例如：找工作、向同事或老闆提出請求、向客戶或其他

公司要求資訊或請其提供資金或貨物，或其他與您的工作相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c) 個人商業活動（例如：要求購物或租屋、蒐集產品情報、向您的銀行要

求資訊或協助，或其搭與您私人商業行為有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d) 官方情況（例如：要求簽證、居留證，或健康保險等相關資訊，或其他

因私人因素向政府機關提出請求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e) 其他私人情況（例如：請親友幫您攜帶、寄送，或修理東西、向他人詢

問旅遊、醫療或科技等相關資訊、向任何個人或組織因私人因素求助，或其

他與您個人生活相關的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f) 其他情況   

□ 否。  □ 是（請註明各個請求的目的及對象）。 

 

5. 以中文撰寫電子郵件時，您曾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若您從未以中文撰寫

過電子郵件，您認為您在撰寫時可能會遇到何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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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後，我希望能邀請您與我進行面談，面談中我將詢問您在電子郵件中

使用中文的情況。面談不會超過一小時，研究者並將提供您薄酬。若您願意

參加，請留下您的電郵信箱或其他聯絡方式，以便研究者與您聯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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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請求郵件撰寫現況訪談大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使用語言：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姓名： 

2. 出生日期： 

3. 性別： 

4. 語言背景： 

5. 居住背景： 

6. 教育背景： 

7. 工作經歷（含打工）： 

8. 現職： 

 

第二部分：使用電子郵件的情況 

1. 每週上網的頻率（一週幾小時）： 

2. 每週收發電子郵件的頻率（一週幾次、幾小時）： 

3. 常用的電郵信箱有哪些？  

4. 什麼情況下會寫 e-mail？ 

 

第三部分：以電子郵件進行請求的情況 

1. 您曾在以下哪種情況中以 e-mail的方式拜託別人，或是詢問某個資訊？ 

(1) 學業相關的情況 

 

(2) 工作相關的情況 

 

(3) 個人商業行為 

 

(4) 私人生活中必須面對官方的情況 

 

(5) 其他與您私人生活相關的事務（例如：用電子郵件拜託朋友或家人某件

事、詢問他人關於生活、旅遊、醫療、科技…等問題。） 

 

(6) 其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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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電子郵件語料整理 

郵件編號： 使用信箱： 寄件日期： 

寄件前是否曾以其他方式告知收件者將拜託該人此事？□否 □是： 

是否曾經拜託過收件者類似的事情？□否 □是： 

是否曾經以電子郵件拜託過收件者類似的事情？□否 □是： 

是否夾帶檔案？□否 □是： 

收件人類型：□一人 □兩人以上 □機關團體：          □其他： 

寄件人 年齡： 收件人 年齡： 收件人之

於寄件人 

地位： 

性別： 性別： 關係： 

當時電郵使用頻率：□ 每天數次  □ 每天一次  □ 每週五次  □ 每週

1-4次  □ 每月至少 1次  □ 每月 1次以下 

熟悉程度：□ 不認識  □ 不熟  □ 普通  □ 熟  □ 親密 

通信頻率：□ 從未  □ 每年 1-5  □ 每年 6-11  □ 每個月 1-3   

□ 每週 1-3  □ 每天 1-2  □ 每天三次 up  □ 其他： 

本郵件之目的： 

負擔程度（時間、心力、金錢、心理負擔、合理性）：□ 低  □ 中  □ 高 

對方能從中獲益程度：□ 低  □ 中  □ 高 / □ 較低  □ 相當  □ 較高 

對方義務程度：□ 低  □ 中  □ 高 

為何選擇以電子郵件之方式進行此請求： 

收件者是否回應：□ 是  □ 否  □ 等待中  □ 忘記了 

若無，為何？ 

*記得確認信件是否含：標題、日期、開頭稱呼、結尾署名（或附加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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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文版郵件語料蒐集問卷 

台灣大學院校學生中文電子郵件之語言使用 

您好： 

歡迎您填寫本問卷。 

本問卷旨在調查中文電子郵件的語言使用，想請您依指定情境撰寫四

封電子郵件，並回答一些相關問題。您在本問卷中所提供的資料將全部保

密，僅做為學術研究用途，請安心填答。 

本問卷填寫需時約 60分鐘；完成一份有效問卷可獲得新台幣 300元之

報酬。 

如果您對本問卷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時與研究者聯繫。 

感謝您！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 

林亭序 

salivacat@gmail.com 

您是否同意填寫「台灣大學院校學生中文電子郵件之語言使用」線上問卷？

□ 同意。 

 

壹、基本資料 

1. 性別： 

□ 女  □ 男 

 

2. 年齡：_____________ 

 

3. 母語：______________ 

 

4. 居住過 6個月以上的城市：________________ 

 

5. 教育程度： 

□ 在學大學生 

□ 在學碩士生 

□ 在學博士生 

 

6. 目前修業領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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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子郵件撰寫 

以下您將看到四個需要撰寫電子郵件的情境，請您依提示，設想您在

這些情境中會如何撰寫郵件，並將郵件標題及內文打在問卷所提供的空格

中。 

郵件中若有需要，請放心提及您的學校、系級、姓名、暱稱等與您真

實身分相關的資訊。這些資料將全部保密，僅供本研究使用。 

若您實在不願於本問卷郵件中提及您的真實姓名或暱稱，您可選擇使

用研究者所提供的假名： 

女性—周家宜（綽號：小貓） 

男性—王立陽（綽號：陽光） 

 

開始撰寫每封郵件之前，都請您花一些時間，想像自己處於該情境。同時，

請將收件人設定為您所認識的某人。他的性別須與您相同。 

 

情境一：請好友修改外語作文 

本學期你修了一門外語課，期末必須繳交一篇五百字的作文。文章完成後，

你對某些句子和字詞的用法不太確定。這時，你想到有個好朋友非常擅長這

種外語。你決定寫 email給他，請他幫你修改文章。 

 

請自行設定該外語課程名稱和作文內容， 

並選定你真實生活中的某位同性好友為收件人。 

 

郵件標題： 

郵件內文： 

 

你跟這位收件人的熟悉程度為？（0：完全不認識；10：親密） 

□ 0（完全不認識）□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親

密） 

 

你會在這封郵件中夾帶作文檔案，把它連信件一起寄給你的好朋友嗎？ 

□ 會。  □ 不會。 

 

情境二：請不熟的朋友修改外語作文 

你處於和情境一相同的狀況：你修了一門外語課，期末必須繳交一篇五百字

的作文，但寫好後，你對某些句子和字詞的用法不太確定。你的朋友中，有

一人非常擅長這種外語。你和他不熟，但你還是決定寄 email給他，請他幫

你修改文章。 



華法電子郵件請求語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298 
 

 

請選定你真實生活中某位不熟的同性友人為收件人， 

外語課程名稱和作文內容則與情境一相同。 

郵件標題： 

郵件內文： 

 

你跟這位收件人的熟悉程度為？（0：完全不認識；10：親密） 

□ 0（完全不認識）□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親

密） 

 

你會在這封郵件中夾帶作文檔案，把它連同信件一起寄給這位不熟的朋友

嗎？  

□ 會。  □ 不會。 

 

情境三：請熟識的老師寫獎學金推薦函 

你想申請一個獎學金，需要兩位老師寫推薦函。第一封，你想拜託一位很熟

的老師。你修過他好幾門課，平常也會閒聊近況。你必須在兩週之內拿到這

封推薦函，但你最近碰不到這位老師，因此，你決定寫 e-mail 給他，拜託

他這件事。 

 

請自行設定獎學金名稱和內容， 

並選定你真實生活中某位很熟的同性老師為收件人。 

 

郵件標題： 

郵件內文： 

 

你跟這位收件人的熟悉程度為？（0：完全不認識；10：親密） 

□ 0（完全不認識）□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親

密） 

 

情境四：請不熟的老師寫獎學金推薦函 

第二封推薦函，你想拜託另一位老師。你跟他不熟，但你曾修過他一門課，

在課上表現還不錯。你必須在兩週之內拿到這封推薦函，但你最近碰不到這

位老師，所以你決定寫 e-mail給他，拜託他這件事。 

 

請選定你真實生活中某位不熟的同性老師為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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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名稱和內容則與情境三相同。 

 

郵件標題： 

郵件內文： 

 

你跟這位收件人的熟悉程度為？（0：完全不認識；10：親密） 

□ 0（完全不認識）□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親

密） 

 

參、延伸問題 

一、在「請好友修改外語作文」的情境中： 

1. 你認為這個請求會給他帶來的麻煩程度為（時間、心力、金錢、心理負

擔…等等）：□ 不麻煩。  □ 有點麻煩。  □ 非常麻煩。 

 

2. 你覺得這位好友有沒有義務要幫你修改作文？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他的義務。 

 

3.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權利向好友提出這個請求？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我的權利。 

 

4. 若你真的處於這個情境，在撰寫郵件拜託好友修改作文時，會感到尷尬

嗎？ 

□ 不覺得尷尬。  □ 有點尷尬。  □ 非常尷尬。 

 

5. 若好友幫你修改作文，你覺得誰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能得到較多好處。 

□ 他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和他能得到的好處差不多。 

 

6. 你在真實生活中，有過寫電子郵件請好友幫忙修改作業的經驗嗎？ 

□ 有。  □ 沒有。 □ 不記得了。 

 

如果有，是哪方面的作業呢？_______________ 

 

二、在「請不熟的朋友修改外語作文」的情境中： 

1. 你認為這個請求會給他帶來的麻煩程度為（時間、心力、金錢、心理負

擔…等等）：□ 不麻煩。  □ 有點麻煩。  □ 非常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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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覺得這位朋友有沒有義務要幫你修改作文？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這的確是他的義務。 

 

3.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權利向這位朋友提出這個請求？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我的權利。 

 

4. 若你真的處於這個情境，在撰寫郵件拜託不熟的朋友修改作文時，會感

到尷尬嗎？□ 不覺得尷尬。  □ 有點尷尬。  □ 非常尷尬。 

 

5. 若這位朋友幫你修改作文，你覺得誰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能得到較多好處。 

□ 他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和他能得到的好處差不多。 

 

6. 你在真實生活中，有過寫電子郵件請不熟的朋友幫你修改作業的經驗

嗎？ 

□ 有。  □ 沒有。  □ 不記得了。 

 

如果有，是哪方面的作業呢？_______________ 

 

三、在「請熟識的老師寫獎學金推薦函」的情境中： 

1. 你認為這個請求會給老師帶來的麻煩程度為（時間、心力、金錢、心理

負擔…等等）：□ 不麻煩。  □ 有點麻煩。  □ 非常麻煩。 

 

2. 你覺得這位跟你很熟的老師有沒有義務要幫你寫推薦函？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他的義務。 

 

3.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權利請這位老師幫你寫推薦函？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我的權利。 

 

4. 若你真的處於這個情境，在撰寫郵件拜託熟識的老師寫推薦函時，會感

到尷尬嗎？□ 不覺得尷尬。  □ 有點尷尬。  □ 非常尷尬。 

 

5. 若老師幫你寫推薦函，你覺得誰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能得到較多好處。 

□ 老師能得到較多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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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師能得到的好處差不多。 

 

6. 你在真實生活中，是否曾透過電子郵件，拜託過熟識的老師寫推薦函？ 

□ 有。  □ 沒有。  □ 不記得了。 

 

如果有，是為了什麼目的呢？_______________ 

 

四、在「請不熟的老師寫獎學金推薦函」的情境中： 

1. 你認為這個請求會給老師帶來的麻煩程度為（時間、心力、金錢、心理

負擔…等等）：□ 不麻煩。  □ 有點麻煩。  □ 非常麻煩。 

 

2. 你覺得這位跟你不熟的老師有沒有義務要幫你寫推薦函？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他的義務。 

 

3.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權利請這位老師幫你寫推薦函？ 

□ 完全沒有。  □ 有一點。  □ 這的確是我的權利。 

 

4. 若你真的處於這個情境，在撰寫郵件拜託不熟的老師寫推薦函時，會感

到尷尬嗎？□ 不覺得尷尬。  □ 有點尷尬。  □ 非常尷尬。 

 

5. 若老師幫你寫推薦函，你覺得誰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能得到較多好處。 

□ 老師能得到較多好處。 

□ 我和老師能得到的好處差不多。 

 

6. 你在真實生活中，是否曾透過電子郵件，拜託過不熟的老師寫推薦函？ 

□ 有。  □ 沒有。  □ 不記得了。 

 

如果有，是為了什麼目的呢？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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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法文版郵件語料蒐集問卷 

Langage Utilisé dans les Courriels  

Rédigés par des Etudiants d'Université Français 

 

Mesdames, Mesdemoiselles, Messieurs, 

Etudiante en master à Taipei, j’effectue en ce moment une recherche 

linguistique sur les courriels rédigés en français. Je recherche des étudiant(e)s 

ayant grandi en France, qui y étudient et n’ont aucune connaissance de la langue 

chinoise. 

Aussi, je souhaiterais que vous acceptiez de rédiger des courriels et de 

répondre à quelques questions en rapport avec quatre situations prédéfinies. 

Je précise que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recueillies resteront confidentielles et 

ne seront utilisées qu’à des fins de recherche universitaire. 

Ce questionnaire s’effectue en une heure environ. 

Recevez mes plus vifs remerciements. 

Ting-shiu LIN 

Etudiante en master 

Institut de Didactique du Chinois Langue Etrangère 

Université Normale Nationale de Taiwan 

salivacat@gmail.com  

 

I. Informations Générales 

1. Sexe : □ M  □ F      

 

2. Age : _________________ 

 

3. Langue(s) maternelle(s) : _______________ 

 

4. Dans quelle(s) ville(s) avez-vous vécu plus de six mois? _______________ 

 

5. Diplôme préparé : 

□ licence  □ master  □ doctorat 

 

6. Domaine(s) d'étude :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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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Rédaction de courriels   

Vous trouverez ci-dessous quatre situations dans lesquelles vous devrez 

rédiger un courriel : donnez-lui un titre et rédigez-le à la rubrique « texte », à la 

suite de l’exposé de chaque situation.  

N'hésitez pas à y mentionner votre nom et celui de l’établissement où vous 

étudiez si cela vous paraît plus naturel.  

Si vous ne souhaitez pas mentionner des informations personnelles, vous 

pouvez utiliser par exemple les pseudonymes suivants:  

Pour les femmes: DURAND Julie (surnom: Lila) 

Pour les hommes: DUPONT Jérôme (surnom: Gégé)  

 

Avant de répondre, prenez le temps d’imaginer que vous êtes dans la situation 

décrite. Pensez à quelqu’un que vous connaissez en réalité, qui est du même 

sexe que vous et qui serait destinataire du courriel. 

 

Situation 1 : Demande à un(e) ami(e) proche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Vous suivez un cours de langue étrangère pour lequel vous devez rendre un 

devoir de 500 mots à la fin du semestre. Votre rédaction est terminée, mais vous 

hésitez sur le bon usage de certaines phrases et de certains mots. Or vous avez 

un(e) ami(e) proche qui étudie cette langue à un niveau supérieur. Vous décidez 

de lui demander par courriel de corriger votre travail. 

 

Attention : 

1. Dans le courriel, précisez l’intitulé du cours et le sujet de rédaction si 

nécessaire. 

2. Imaginez que le destinataire est réellement un(e) de vos ami(e)s proches. 

3. Il/Elle est du même sexe que vous. 

 

Objet: 

Texte: 

 

Précisez votre degré de proximité avec cette personne sur une échelle de 0 à 10. 

(0 étant une personne inconnue et 10 une personne intime). 

□ 0 (inconnu)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intime) 

 

Enverriez-vous directement votre rédaction dans ce courriel ? □ Oui  □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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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ffirmative, pourquoi ? Dans la négative, pourquoi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tuation 2 : Demande à un(e) étudiant(e) que vous connaissez peu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Vous êtes dans la même situation que précédemment : vous suivez un cours de 

langue étrangère pour lequel vous devez rendre un devoir de 500 mots à la fin du 

semestre. Mais vous hésitez sur le bon usage de certaines phrases et certains 

mots. Or vous connaissez l’existence d’un(e) étudiant(e) de très bon niveau dans 

cette langue. Vous le(la) connaissez peu, mais vous décidez de lui demander par 

courriel de corriger votre travail. 

 

Attention : 

1. Imaginez que le destinataire est réellement une de vos connaissances. 

2. Il/Elle est du même sexe que vous. 

3. Le cours suivi et le sujet de rédaction sont les mêmes que dans la situation 1. 

 

Objet: 

Texte: 

 

Précisez votre degré de proximité avec cette personne sur une échelle de 0 à 10. 

(0 étant une personne inconnue et 10 une personne intime). 

□ 0 (inconnu)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intime) 

 

Enverriez-vous directement votre rédaction dans ce courriel ? □ Oui  □ Non 

Dans l’affirmative, pourquoi ? Dans la négative, pourquoi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tuation 3 :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d’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bien. 

Vous voulez postuler pour l'obtention d'une bourse d'étude et vous avez besoin 

de deux lettres de recommandation de professeurs. Vous envisagez de solliciter 

un professeur avec qui vous avez réellement sympathisé après avoir suivi ses 

cours. Il vous faut disposer de cette lettre dans un délai de deux semaines. Pour 

diverses raisons vous ne pouvez pas le rencontrer en personne. Vous faites d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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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re demande par courriel. 

 

 

Attention : 

1. Précisez pour quelle bourse vous envisagez de postuler si cela vous paraît 

utile. 

2. Imaginez que le destinataire est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réellement. 

3. Le professeur est du même sexe que vous. 

 

Objet: 

Texte: 

 

Précisez votre degré de proximité avec cette personne sur une échelle de 0 à 10. 

(0 étant une personne inconnue et 10 une personne intime). 

□ 0 (inconnu)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intime) 

 

 

Situation 4 :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d’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peu. 

Pour la deuxièm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vous pensez demander à un autre 

professeur. Vous le connaissez peu, mais vous avez déjà suivi ses cours et obtenu 

de bons résultats. Vous avez besoin de cette lettre dans un délai de deux 

semaines. Cependant, pour certaines raisons vous ne pouvez pas rencontrer ce 

professeur en personne. Aussi, vous décidez de lui adresser votre demande par 

courriel. 

 

Attention : 

1. Imaginez que le destinataire est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réellement. 

2. Le professeur est du même sexe que vous. 

3. La bourse est la même que dans la situation 3. 

 

Objet: 

Texte: 

 

Précisez votre degré de proximité avec cette personne sur une échelle de 0 à 10. 

(0 étant une personne inconnue et 10 une personne i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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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inconnu)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intime) 

 

III. Quelques questions. 

1. Dans la situation «demande à un(e) ami(e) proche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 

(1) A votre avis, cette requête dérangerait-elle votre ami(e)? (temps, coût 

éventuel, énergie dépensée, stress, etc.) □ Pas du tout.  □ Un peu.  □ 

Beaucoup.  

  

(2) Pensez-vous que votre ami(e) soit obligé(e)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   

□ Pas du tout.  □ Un peu.  □ Il/Elle se doit de le faire.  

 

(3) Pensez-vous être en droit de faire une telle demande à un(e) ami(e) proche ?  

□ Pas du tout.  □ Un peu.  □ C'est mon droit.  

 

(4) Si vous étiez vraiment dans cette situation, seriez-vous embarrassé(e) de 

demander à cet(te) ami(e) de corriger ce devoir pour vous ? 

□ Pas du tout.  □ Un peu.  □ Je serais très embarrassé(e). 

 

(5) Si cet(te) ami(e) corrigeait votre rédaction, qui parmis vous tirerait le plus 

avantage de cette action ? □ Moi.  □ Lui/Elle.  □ Nous en tirerions un avantage 

égal.  

 

(6) Vous est-il arrivé de demander à un(e) ami(e) proche de corriger un devoir 

par courriel ? □ Oui.  □ Non.  □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Dans l’affirmative, de quel devoir s’agissait-il ? _______________ 

 

2. Dans la situation « demande à un(e) étudiant(e) que vous connaissez peu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 : 

(1) A votre avis, cette requête dérangerait-elle cet(te) étudiant(e) ? (temps, coût 

éventuel, énergie dépensée, stress, etc.) □ Pas du tout.  □ Un peu.  □ 

Beaucoup.  

 

(2) Pensez-vous que cet(te) étudiant(e) soit obligé(e)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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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 du tout.  □ Un peu.  □ Il / Elle se doit de le faire.  

 

(3) Pensez-vous être en droit de faire une telle demande à une simple 

connaissance ?  

□ Pas du tout.  □ Un peu.  □ C'est mon droit.  

 

(4) Si vous étiez vraiment dans cette situation, seriez-vous embarrassé(e) de 

demander à une simple connaissance de corriger votre rédaction ? 

□ Pas du tout.  □ Un peu.  □ Je serais très embarrassé(e).  

 

(5) Si cette connaissance corrigeait votre rédaction, qui parmis vous tirerait le 

plus avantage de cette action ? □ Moi.  □ Lui/Elle.  □ Nous en tirerions un 

avantage égal.  

 

(6) Vous est-il arrivé de demande à une connaissance de corriger votre devoir par 

courriel ?  □ Oui.  □ Non.  □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Dans l’affirmative, de quel devoir s’agissait-il ? ________________ 

 

3. Dans la situation « demande à un professeur avec qui vous avez 

réellement sympathisé de rédiger 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 : 

(1) A votre avis, cette requête dérangerait-elle ce professeur? (temps, coût 

éventuel, énergie dépensée, stress, etc.) □ Pas du tout.  □ Un peu.  □ 

Beaucoup.  

 

(2) Pensez-vous que ce professeur soit obligé de rédiger cette lettre ?    

□ Pas du tout.  □ Un peu.  □ Il se doit de le faire.  

 

(3) Pensez-vous être en droit de faire une telle demande à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bien ? □ Pas du tout.  □ Un peu.  □ C'est mon droit. 

 

(4) Si vous étiez vraiment dans cette situation, seriez-vous embarrassé(e) de 

demander à ce professeur de rédiger cett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 

□ Pas du tout.  □ Un peu.  □ Je serais très embarrassé(e).  

 

(5) Si ce professeur rédigeait cette lettre, qui parmis vous tirerait le plus avantage 

de cette action ?    □ Moi.  □ Lui.  □ Nous en tirerions un avantage é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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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ous est-il arrivé de demander par courriel, à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bien, de vous faire 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  

□ Oui.  □ Non.  □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Si oui, dans quel but ? ________________ 

 

4. Dans la situation « demande à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peu de 

rédiger 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 : 

(1) A votre avis, cette requête dérangerait-elle ce professeur? (temps, coût 

éventuel, énergie dépensée, stress, etc.) □ Pas du tout.  □ Un peu.  □ 

Beaucoup.  

 

(2) Pensez-vous que ce professeur soit obligé de rédiger cette lettre ?    

□ Pas du tout.  □ Un peu.  □ Il se doit de le faire.  

 

(3) Pensez-vous être en droit de faire une telle demande à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peu ?  □ Pas du tout.  □ Un peu.  □ C'est mon droit. 

 

(4) Si vous étiez vraiment dans cette situation, seriez-vous embarrassé(e) de 

demander à ce professeur de rédiger cett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 

□ Pas du tout.  □ Un peu.  □ Je serais très embarrassé(e).  

 

(5) Si ce professeur rédigeait cette lettre, qui parmis vous tirerait le plus avantage 

de cette action ?   □ Moi.  □ Lui.  □ Nous en tirerions un avantage égal.  

 

(6) Vous est-il arrivé de demander par courriel, à un professeur que vous 

connaissez peu, 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 □ Oui.  □ Non.  □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Si oui, dans quel but ? ________________ 

 

 

Merci d’avoir contribué à cette recherche. Veuillez me communiquer votre 

adresse courriel afin que je puisse vous faire part des résultats de ma recherc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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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ez-vous que votre participation à ce questionnaire soit utilisé pour mon 

étude de linguistique? □ Oui.  □ Non. 

 

Mer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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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華語組郵件評量表範例 

一、女性老師範例 

郵件評量表（郵件 1號-20號） 

說明：郵件 1號到 20號皆為女性學生寫給女老師的郵件。老師對學生認識

不深，但學生曾修過老師的一門課，在課上表現不錯。請在讀過郵件後，依

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想幫她。 

□ 會，讓人很想幫她。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以往表現…等）。 

 

郵件評量表（郵件 21號-40號） 

說明：郵件 21號到 40號皆為女性學生寫給女老師的郵件。寄件人和收件人

彼此熟悉，關係不錯。請在讀過郵件後，依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2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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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想幫她。 

□ 會，讓人很想幫她。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以往表現…等）。 

 

二、男性老師範例 

郵件評量表（郵件 1號-20號） 

說明：郵件 1號到 20號皆為男性學生寫給男老師的郵件。老師對學生認識

不深，但學生曾修過老師的一門課，在課上表現不錯。請在讀過郵件後，依

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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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想幫他。 

□ 會，讓人很想幫他。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以往表現…等）。 

 

郵件評量表（郵件 21號-40號） 

說明：郵件 21號到 40號皆為男性學生寫給男老師的郵件。寄件人和收件人

彼此熟悉，關係不錯。請在讀過郵件後，依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2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想幫他。 

□ 會，讓人很想幫他。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以往表現…等）。 

 

三、女性朋友範例 

郵件評量表（郵件 1號-20號） 

說明：郵件 1號到 20號皆為女性學生寫給她們女性朋友的郵件。收件人和

寄件人彼此不太熟、交情不深。請在讀過郵件後，依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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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想幫她。 

□ 會，讓人很想幫她。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交情、心情…等）。 

 

郵件評量表（郵件 21號-40號） 

說明：郵件 21號到 40號皆為女性學生寫給她們女性好友的郵件。收件人和

寄件人彼此很熟，交情不錯。請在讀過郵件後，依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2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她。 

□ 會，讓人有點想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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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人很想幫她。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交情、心情…等）。 

 

四、男性朋友範例 

郵件評量表（郵件 1號-20號） 

說明：郵件 1號到 20號皆為男性學生寫給他們男性朋友的郵件。收件人和

寄件人彼此不太熟、交情不深。請在讀過郵件後，依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想幫他。 

□ 會，讓人很想幫他。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交情、心情…等）。 

 

郵件評量表（郵件 21號-40號） 

說明：郵件 21號到 40號皆為男性學生寫給他們男性朋友的郵件。收件人和

寄件人彼此很熟，交情不錯。請在讀過郵件後，依您的直覺勾選下列問題： 

郵件 21 

(1) 這封郵件的目的是否清楚？ 

□ 很不清楚 □ 不清楚 □ 普通 □ 清楚 □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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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封郵件寫得是否得體？（考慮雙方關係，這封郵件的禮貌表現是否恰

當？） 

□ 很不得體 □ 不得體 □ 普通 □ 得體 □ 很得體 

 

(3) 同時考慮清晰程度和得體性，您覺得這封郵件寫得好不好？ 

□ 很差 □ 不太好 □ 普通 □ 還不錯 □ 很棒 

 

(4) 若您是收件人，這封郵件的寫法會影響您幫忙對方的意願嗎？ 

□ 會，讓人很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不想幫他。 

□ 會，讓人有點想幫他。 

□ 會，讓人很想幫他。 

□ 不會。是否幫忙主要取決於其他因素（時間、交情、心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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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法語組郵件評量表範例 

一、女性老師範例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1 - 2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1 à 2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es à leurs 

professeurs féminins. Ces professeurs ne les connaissent pas bien, mais ces 

étudiantes ont déjà suivi un cours avec ces professeurs et obtenu de bons 

résultats.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a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ric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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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rice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les résultats scolaires et la motivation de l’étudiante, etc.)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21 - 4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21 à 4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es à leurs 

professeurs féminins. Ces étudiantes ont réellement sympathisé avec ces 

professeurs après avoir suivi leurs cours.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2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a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ric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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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rice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les résultats scolaires et la motivation de l’étudiante, etc.)  

二、男性老師範例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1 - 2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1 à 2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s à leurs 

professeurs masculins. Ces professeurs ne les connaissent pas bien, mais ces 

étudiants ont déjà suivi un cours avec ces professeurs et obtenu de bons résultats.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e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eur,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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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eur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les résultats scolaires et la motivation de l’étudiant, etc.)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21 - 4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21 à 4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s à leurs 

professeurs masculins. Ces étudiants ont réellement sympathisé avec ces 

professeurs après avoir suivi leurs cours.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2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e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eur,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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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eur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les résultats scolaires et la motivation de l’étudiant, etc.)  

三、女性朋友範例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1 - 2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1 à 2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es à leurs amies. 

Les destinataires et expéditrices sont toutes féminines ; elles se connaissent peu.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a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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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rice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notre relation, mon humeur du moment, etc.)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21 - 4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21 à 4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es à leurs amies 

proches. Les destinataires et expéditrices sont toutes féminines ; elles se 

connaissent bien.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2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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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a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ric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rice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notre relation, mon humeur du moment, etc.)   

四、男性朋友範例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1 à 2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1 à 2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s à leurs amis. Les 

destinataires et expéditeurs sont tous masculins ; ils se connaissent peu.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 Il est v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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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e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eur,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eur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notre relation, mon humeur du moment, etc.)  

 

Evaluation des courriels（Courriels 21 - 40） 

Explication：Les courriels 21 à 40 sont rédigés par 20 étudiants à leurs amis 

proches. Les destinataires et expéditeurs sont tous masculins ; ils se connaissent 

bien.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après lecture des courriels. 

Courriel 21 

(1) L’objetif de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exprimé de façon claire ? 

□ Il est obs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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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est vague. 

□ Il est compréhensible. 

□ Il est clair. 

□ Il est limpide. 

 

(2) En prenant en considération la relation entre le destinataire et l’expéditeur,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rédigé avec un ton juste ? 

□ Il est très inapproprié. 

□ Il est inapproprié. 

□ Il est moyennement approprié. 

□ Il est approprié. 

□ Il est très approprié.  

 

(3) En considérant simultanément sa clarté et sa formulation, ce courriel vous 

parait-il bien formulé ? 

□ Il est mal formulé.  

□ Il est assez mal formulé. 

□ Il est moyennement formulé. 

□ Il est bien formulé. 

□ Il est très bien formulé. 

 

(4) Si vous en étiez destinataire, la façon dont est rédigé ce courriel 

influencerait-elle votre décision d’aider ou non son expéditeur ?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ne voudrais pas du tout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hésiterais à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accepterais de l’aider. 

□ Oui. En raison de sa façon d’écrire,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l’aider. 

□ Non. Mon attitude dépendrait d’autres facteurs. (le temps nécessaire pour 

répondre, notre relation, mon humeur du mo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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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代號意義對照表 

 

代號縮寫 代號全稱 意義 

Add Address 地址 

AN Abbreviated name 專有名詞縮略 

Art. Article 冠詞 

CN Country name 國家名稱 

CS Course name 課程名稱 

Cond. Conditional  條件式 

DN Department name 科系名稱 

FN Family name 姓氏 

Fur. Future tense 未來式 

GN Given name 名字 

Imp. Imperfect 未完成過去式 

IN Institute name 學校單位名稱 

NN Nickname 暱稱 

PN P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RN Region name 地區名稱 

SN Scholarship name 獎學金名稱 

Sub. Subjunctive 虛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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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教學活動學習單及講義 

一、郵件學習單（一） 

郵件一：王天明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的好朋友李大山，請李大山幫他修改

一份日文作業。請閱讀郵件，並填上你認為合適的標題及書信格式成份。 

 

__________________ （郵件標題） 

__________________：（稱呼） 

你好嗎？ 

我這學期有一門日文課，老師要我們交一篇作文，介紹我們的家庭。我寫

完了，可是有些地方不確定。你可以幫我看看嗎？別花太多時間，大概看

一下就好。感謝你！ 

 

__________________（署名） 

 

郵件二：白文心也有一份日文作業須要人幫她改。可是，她的好朋友裡沒有

人會日文。所以，白文心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一個叫王如月的女生，請她幫

忙。她們兩人不太認識，不是很熟。請閱讀郵件，並填上你認為合適的標題

及書信格式成份。 

 

__________________ （郵件標題） 

__________________：（稱呼 + 問好） 

我是白文心，王明的朋友。我們之前見過幾次面，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不好意思突然來麻煩你。是這樣的，我這學期有一門日文課，老師要我們

交一篇作文，介紹我們的家庭。我寫完了，可是有些地方不確定。聽王明

說你的日文很好，所以想問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作文。如果可以的話，

我的作文就在附件裡。不好意思打擾你，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禮貌慣用語） 

__________________（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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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件標題整理（一） 

中文請求電子郵件的標題以清楚表明請求事項為主，可以寫上與求助

主題相關的短語，例如：「日文作文」，也可以用一整個句子表示希望對方幫

助，例如：「想請你幫我看日文作文」、「可以幫我看日文作文嗎？」 

此外，對於不熟悉的對象，還可以在標題中表明自己的身分，以增加

郵件的清晰程度，例如：「文心的日文作文」、「我是文心，想請你幫我看日

文作文」。 

以郵件一和郵件二為例，可以使用的標題例子如下。 

郵件一： 

日文作文 

日文作文修改 

想請你幫我看日文作文 

可以幫我看日文作文嗎？ 

 

郵件二： 

文心的日文作文 

日文作文問題（文心） 

我是文心，想請你幫幫我的日文作文 

想請你幫忙日文作文（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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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信格式整理（一） 

中文電子郵件裡，「稱呼」和「署名」是最重要的兩項書信格式。此外，

對於比較不熟悉的對象，還可以在「稱呼」後加上「問候」，並在郵件結尾

處加上「禮貌慣用語」。以郵件一和郵件二為例，適合的書信格式成份如下。 

郵件一 

大山： 

[…] 

 

天明 

 

郵件二 

如月你好： 

[…] 

 

祝安好 / 祝好 / 祝事事順心 / 祝順利 

 

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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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郵件學習單（二） 

說明：一封郵件裡，每個句子都有它的功用。在郵件一和郵件二中，它們大

概可以分成以下這幾種。 

0. 《提出請求》：明確說出希望對方幫忙的句子。 

1.《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誰。 

2.《寒暄問候》：向對方問好、關心對方、提起兩人以後或未來共同的活動。 

3.《交代背景》：說明整件事情的起因（為什麼會有作業、作業完成的情況）。 

4.《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作業需要找人修改、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5.《提供資訊》：提供與作業或有關的訊息（內容、期限）、自己的聯絡方式

或其他與自己有關的資料。 

6.《表示歉意》：因打擾對方道歉。 

7.《表達感謝》：為對方的幫助道謝。 

8.《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對方幫忙，常用「如果…」、「要是…」等假設

句。 

9. 《減輕負擔》：表示對對方的要求不多、減少對對方的要求。 

請再讀一次兩封郵件，思考每句話的功能，並在〔  〕中填上每句話的功能

代號。 

 

郵件一： 

郵件標題：想請你幫我看日文作文 

大山： 

你好嗎？〔  〕 

我這學期有一門日文課，〔  〕 

老師要我們交一篇作文，〔  〕 

介紹我們的家庭。〔  〕 

我寫完了，〔  〕 

可是有些地方不確定。〔  〕 

你可以幫我看看嗎？〔  〕 

別花太多時間，大概看一下就好。〔  〕 

感謝你！〔  〕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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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二： 

郵件標題：文心的日文作文 

如月你好： 

我是白文心，〔  〕 

王明的朋友。〔  〕 

我們之前見過幾次面，〔  〕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 

不好意思突然來麻煩你。〔  〕 

是這樣的，我這學期有一門日文課，〔  〕 

老師要我們交一篇作文，〔  〕 

介紹我們的家庭。〔  〕 

我寫完了，〔  〕 

可是有些地方不確定。〔  〕 

聽王明說你的日文很好，所以想問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作文。〔  〕 

如果可以的話，〔  〕 

我的作文就在附件裡。〔  〕 

不好意思打擾你，〔  〕 

謝謝！〔  〕 

 

祝安好 

 

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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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郵件學習單（三） 

說明：以下兩封郵件中，「提出請求」的句子都消失了。請閱讀郵件，填入

適當的「提出請求」句，並將其他句子的功能代號填入〔  〕裡。 

1.《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誰。 

2.《寒暄問候》：向對方問好、關心對方、提起兩人以後或未來共同的活動。 

3.《交代背景》：說明整件事情的起因（為什麼會有作業、作業完成的情況）。 

4.《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作業需要找人修改、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5.《提供資訊》：提供與作業或有關的訊息（內容、期限）、自己的聯絡方式

或其他與自己有關的資料。 

6.《表示歉意》：因打擾對方道歉。 

7.《表達感謝》：為對方的幫助道謝。 

8.《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對方幫忙，常用「如果…」、「要是…」等假設

句。 

9. 《減輕負擔》：表示對對方的要求不多、減少對對方的要求。 

10. 《詢問條件》：詢問對方的時間和意願，以留給對方拒絕的餘地。 

 

郵件三：吳心元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的好朋友李相，請李相幫他修改一份

英文作業。 

郵件標題：可以幫我看看英文作文嗎？ 

親愛的小李： 

好久不見，〔  〕 

你在美國過得好嗎？〔  〕 

是這樣的，這學期的英文課，老師要我們交一篇 500 字的作文。〔  〕 

可是你也知道，我的英文實在不怎麼樣，〔  〕 

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寫，但還是有些不確定的地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提出請求〕 

謝謝你。〔  〕 

等你回來，我們再一起吃飯吧！〔  〕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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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四：林明山也有一份英文作業須要人幫他改。他認識一個英文很好的人，

叫許天成。於是，林明山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請他幫忙。他們兩人不太認識，

不是很熟。 

郵件標題：想請你幫忙英文作文（明山） 

天成你好： 

我是林明山，〔  〕 

跟你一起上《國際經濟》的同學。〔  〕 

你最近還好嗎？〔  〕 

我這學期有一門英文課，〔  〕 

要寫一篇 500 字的作文，〔  〕 

介紹一本中文書。〔  〕 

我寫完了，〔  〕 

可是有幾個句子不太確定。〔  〕 

我記得你在英國住過，英文很好，〔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提出請求〕 

不知道你最近有沒有空？〔  〕 

如果你很忙也沒關係，跟我說一下就好。〔  〕 

不好意思打擾你，〔  〕 

感謝你看過這封信。〔  〕 

 

祝事事順心 

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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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求中心行為整理（一） 

對好朋友的請求郵件裡，適合用來提出請求的句子有以下幾種；其中，

「可以」又比「能」更為常用。 

（你）可以幫我...嗎？/ （你）可不可以幫我...？ 

（你）能幫我...嗎？/ （你）能不能幫我...？ 

（我）可以請你...嗎？/ （我）可不可以請你...？ 

（我）能請你...嗎？/ （我）能不能請你...？ 

此外，也可以使用「不知道…」所引導的間接問句，使請求更委婉。例如：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我...？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你...？ 

至於對不熟的朋友，除了以上幾種用法之外，有時候也會看到「（我）

想請你…」這樣的句子，搭配《詢問條件》或《降低強加》出現，例如：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請你... 

（我）想請你...，（不知道你有沒有空？/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 

以郵件三和郵件四為例，可以使用的請求中心行為如下。 

郵件三：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檢查一下？/ 不知道能

不能請你幫我看看？ 

…等等 

郵件四： 

（我記得你在英國住過，英文很好，）所以想請你幫我看看作文 / 想請你

幫我檢查一下，（不知道你最近有沒有空？） 

 

（我記得你在英國住過，英文很好，）你可以幫我看看作文嗎？/ 不知道可

不可以請你幫我檢查一下作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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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郵件學習單（四） 

說明：以下這封郵件中，「郵件標題」、「書信格式」和「提出請求」的句子

都消失了。請閱讀郵件，填入適當的「郵件標題」、「書信格式」和「提出請

求」句，並將其他句子的功能代號填入〔  〕裡。 

郵件五：王紅如有一份法文作文須要人幫她改。她認識一個法文很好的人，

叫李雲心。於是，王紅如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請她幫忙。她們兩人不太認識，

不是很熟。 

郵件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稱呼 + 問候） 

我是紅如。〔  〕 

聽小月說你到法國去了，〔  〕 

不知道你在那邊過得好嗎？〔  〕 

我也開始學法文了。〔  〕 

這學期老師要我們交一篇家庭介紹，〔  〕 

我花了很多時間寫，也檢查過幾遍，可是還是有幾個不確定的地方。〔  〕 

如果你有空的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提出請求〕 

如果你很忙也沒關係，我再想別的辦法。〔  〕 

不好意思打擾你，〔  〕 

感謝你看過這封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禮貌慣用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署名） 

 

句子功能代號： 

1.《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誰。 

2.《寒暄問候》：向對方問好、關心對方、提起兩人以後或未來共同的活動。 

3.《交代背景》：說明整件事情的起因（為什麼會有作業、作業完成的情況）。 

4.《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作業需要找人修改、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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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資訊》：提供與作業或有關的訊息（內容、期限）、自己的聯絡方式

或其他與自己有關的資料。 

6.《表示歉意》：因打擾對方道歉。 

7.《表達感謝》：為對方的幫助道謝。 

8.《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對方幫忙，常用「如果…」、「要是…」等假設

句。 

9. 《減輕負擔》：表示對對方的要求不多、減少對對方的要求。 

10. 《詢問條件》：詢問對方的時間和意願，以留給對方拒絕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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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郵件評量表（不熟朋友） 

郵件撰寫人：                  郵件評量人： 

郵件標題 1. 郵件標題是否清楚指出需要幫助的事項？  

2. 標題中是否標明自己的身分？  

書信格式 3. 郵件開頭是否適當地稱呼對方？  

4. 郵件開頭是否向對方問好？  

5. 郵件結尾是否有禮貌慣用語？  

6. 郵件結尾有沒有署名？  

支援策略 7. 這封郵件是否有清楚的自我介紹？  

8. 這封郵件是否說明了整件事情的起因（為什麼會

有作業、作業完成的情況…等等）？ 

 

9. 這封郵件是否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作業需要找

人修改或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10. 這封郵件是否提供與作業相關的資訊？  

11. 這封郵件是否為打擾對方而道歉？  

12. 這封郵件是否感謝了對方的幫忙？  

13. 這封郵件是否包含不勉強對方、讓對方自由選

擇是否幫忙的詞句？ 

 

中心行為 14. 這封郵件有沒有適當的中心行為？  

語篇排序 15. 提出請求的中心行為出現之前，是否有足夠的

解釋說明？ 

 

整體而言，你覺得這封信是否清楚、有禮？為什麼？ 

 

 

 

 

整體而言，你覺得這封信怎麼樣可以寫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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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郵件學習單（五） 

說明：以下這封郵件中，「郵件標題」和「書信格式」都消失了。請閱讀郵

件，填入適當的「郵件標題」和「書信格式」，並將其他句子的功能代號填

入〔  〕裡。 

郵件六：白文心想去日本留學，要申請一個留學獎學金。這個獎學金要求繳

交兩封師長推薦信。其中一封推薦信，白文心想請跟她最熟的教授－李老師

幫她撰寫。 

郵件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稱呼 + 問候） 

老師好久不見。〔  〕 

我聽系辦說您這學期休假，也看到老師在 Facebook 上的照片，應該很有

意思吧！〔  〕 

文心下學期要到日本學習一年，〔  〕 

想申請一個日本留學獎學金，〔  〕 

需要兩封學校老師的推薦信。〔  〕 

我想您是系上最了解我的老師，〔  〕 

所以想請老師幫忙寫一封，〔  〕 

不知道老師願不願意。〔  〕 

申請截止日期是 5 月 6 號。〔  〕 

這個獎學金可以補助我出國的機票和生活費，〔  〕 

我覺得是個很好的機會，〔  〕 

懇請老師幫忙。〔  〕 

非常感謝您，〔  〕 

祝您假期愉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禮貌慣用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署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結尾敬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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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功能代號： 

0.《提出請求》；明確說出希望對方幫忙的句子。 

1.《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誰。 

2.《寒暄問候》：向對方問好、關心對方、提起兩人以後或未來共同的活動。 

3.《交代背景》：說明整件事情的起因（決定申請獎學金、獎學金需要推薦

信、申請準備情況）。 

4.《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需要申請獎學金、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5.《提供資訊》：提供與獎學金或有關的訊息（內容、申請期限）、自己的聯

絡方式或其他與自己有關的資料。 

6.《表示歉意》：因打擾對方道歉。 

7.《表達感謝》：為對方的幫助道謝。 

8.《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對方幫忙，常用「如果…」、「要是…」等假設

句。 

9. 《減輕負擔》：表示對對方的要求不多、減少對對方的要求。 

10. 《詢問條件》：詢問對方的時間和意願，以留給對方拒絕的餘地。 

11. 《恭維讚美》：稱讚對方，以搏得對方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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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郵件標題整理（二） 

寫給師長的請求電子郵件標題也是以清楚表明請求事項為主，可以寫

上與求助主題相關的短語，例如：「日本留學獎學金推薦信」，也可以用一整

個句子表示希望對方幫助，例如：「想請老師幫忙寫推薦信」。 

此外，對於老師，也可以在標題中表明自己的身分，以增加郵件的清

晰程度；對於不熟的師長尤是如此。例如：「獎學金推薦信（日文系白文心）」。 

以郵件六為例，可以使用的標題例子如下。 

日本留學獎學金推薦信 

想請老師幫忙寫推薦信 

文心想請老師寫推薦信 

我是文心，想請老師幫忙寫推薦信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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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書信格式整理（二） 

給師長的電子郵件，書信格式應包含「稱呼」、「問候」、「禮貌慣用語」、

「署名」和「結尾敬詞」。以郵件六為例，適合的書信格式成份如下。 

郵件六 

李老師您好： 

[…] 

 

敬祝 教安 / 敬祝 安好 

 

文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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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郵件學習單（六） 

說明：請將下列郵件中各個句子的功能代號填入〔  〕裡。 

郵件七：白文心想去日本留學，要申請一個留學獎學金。這個獎學金要求繳

交兩封師長推薦信。請李老師寫了其中一封推薦信後，另一封信，白文心則

請王老師幫忙。 

 

郵件標題：懇請老師幫忙寫推薦信（白文心） 

王老師您好： 

老師您好，〔  〕 

我是白文心，〔  〕 

去年上過您的日語寫作（二），〔  〕 

當時對您的教學印象深刻，也在您的課上學到了很多，謝謝您。〔  〕 

我下學期想到日本學習一年，〔  〕 

希望能申請日本留學獎學金。〔  〕 

這個獎學金需要兩封老師的推薦信，〔  〕 

我想請您幫忙寫一封，〔  〕 

不知道您最近方不方便。〔  〕 

申請截止日期是 5 月 6 號。〔  〕 

您是日語教學方面的知名學者，〔  〕 

如果有您的推薦，相信一定能給我很大的幫助。〔  〕 

我把成績單和履歷放在附件，〔  〕 

懇請老師幫忙。〔  〕 

謝謝老師。〔  〕 

 

敬祝 安好 / 敬祝 教安 

 

文心 

敬上 

 

句子功能代號： 

0.《提出請求》；明確說出希望對方幫忙的句子。 

1.《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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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寒暄問候》：向對方問好、關心對方、提起兩人以後或未來共同的活動。 

3.《交代背景》：說明整件事情的起因（決定申請獎學金、獎學金需要推薦

信、申請準備情況）。 

4.《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需要申請獎學金、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5.《提供資訊》：提供與獎學金或有關的訊息（內容、申請期限）、自己的聯

絡方式或其他與自己有關的資料。 

6.《表示歉意》：因打擾對方道歉。 

7.《表達感謝》：為對方的幫助道謝。 

8.《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對方幫忙，常用「如果…」、「要是…」等假設

句。 

9. 《減輕負擔》：表示對對方的要求不多、減少對對方的要求。 

10. 《詢問條件》：詢問對方的時間和意願，以留給對方拒絕的餘地。 

11. 《恭維讚美》：稱讚對方，以搏得對方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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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郵件學習單（七） 

說明：請將下列郵件中各個句子的功能代號填入〔  〕裡。 

郵件八：林明山想去英國留學，要申請一個留學獎學金。這個獎學金要求繳

交兩封師長推薦信。其中一封推薦信，林明山想請跟他最熟的教授－孫老師

幫他撰寫。 

 

郵件標題：英國留學獎學金推薦信 

孫老師您好： 

老師您好，〔  〕 

我是明山。〔  〕 

您最近好嗎？〔  〕 

明年畢業以後，我想到英國讀研究所，學習國際關係，〔  〕 

但是我家經濟情況不好，不能支持我出國，〔  〕 

所以我想申請英國留學獎學金，〔  〕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您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 

這個獎學金可以支付我在英國學習和生活的費用，對我會有很大的幫

助。〔  〕 

我把獎學金的資料放在附件，〔  〕 

懇請老師幫忙。〔  〕 

申請截止日期是 5 月 6 號，〔  〕 

不知道您有沒有時間？〔  〕 

感謝您看過這封信。〔  〕 

 

敬祝 教安 

 

明山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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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九：另一封推薦信，林明山則請吳老師幫忙。 

 

郵件標題：英國留學獎學金推薦信（經濟系林明山） 

吳老師您好： 

老師您好，〔  〕 

我是林明山，〔  〕 

去年上過您的《國際經濟》。〔  〕 

當時常常跟老師討論問題，對您的博學多聞深感欽佩。〔  〕 

明年畢業以後，我想到英國讀研究所，學習國際關係，〔  〕 

但我家的經濟情況不能支持我出國，〔  〕 

所以我想申請英國留學獎學金。〔  〕 

這個獎學金需要兩封老師的推薦信，〔  〕 

不知道您願不願意幫我寫一封。〔  〕 

申請截止日期是 5 月 6 號。〔  〕 

如果得到獎學金，就可以支付我在英國學習和生活的費用。〔  〕 

我把獎學金資料和我的成績單都放在附件，〔  〕 

懇請老師幫忙，〔  〕 

不知道您最近方不方便？〔  〕 

如果有您的推薦，相信一定能給我很大的幫助。〔  〕 

感謝您。〔  〕 

 

敬祝 教安 

 

明山 

敬上 

 

句子功能代號： 

0.《提出請求》；明確說出希望對方幫忙的句子。 

1.《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誰。 

2.《寒暄問候》：向對方問好、關心對方、提起兩人以後或未來共同的活動。 

3.《交代背景》：說明整件事情的起因（決定申請獎學金、獎學金需要推薦

信、申請準備情況）。 

4.《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需要申請獎學金、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5.《提供資訊》：提供與獎學金或有關的訊息（內容、申請期限）、自己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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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方式或其他與自己有關的資料。 

6.《表示歉意》：因打擾對方道歉。 

7.《表達感謝》：為對方的幫助道謝。 

8.《降低強加》：表示不勉強對方幫忙，常用「如果…」、「要是…」等假設

句。 

9. 《減輕負擔》：表示對對方的要求不多、減少對對方的要求。 

10. 《詢問條件》：詢問對方的時間和意願，以留給對方拒絕的餘地。 

11. 《恭維讚美》：稱讚對方，以搏得對方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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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請求中心行為整理（二） 

對老師的請求郵件裡，有時會看到兩個中心行為句同時出現。第一個

中心行為句用來提出請求，第二個中心行為句用來加強請求。第一個中心行

為句常見的形式有：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您...？/不知道能不能請您...？ 

不知道您願不願意...？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 /不知道您能不能...？ 

（我）想請您...，（不知道您最近方不方便？/不知道您願不願意？） 

從中可看出，問句通常以「不知道…」所引導的間接問句形式出現，使請求

更委婉。 

第二個出現的中心行為句，常見的形式則有： 

懇請老師...。 

希望您能...。 

 

  



附錄九 

347 
 

十五、郵件評量表（不熟師長） 

郵件撰寫人：                     郵件評量人： 

郵件標題 1. 郵件標題是否清楚指出需要幫助的事項？  

2. 標題中是否標明自己的身分？  

書信格式 3. 郵件開頭是否適當地稱呼對方？  

4. 郵件開頭是否向對方問好？  

5. 郵件結尾是否有禮貌慣用語？  

6. 郵件結尾有沒有署名？  

7. 署名後有沒有敬詞？  

支援策略 8. 這封郵件是否有清楚的自我介紹？  

9. 這封郵件是否說明了整件事情的起因（決定申請

獎學金、獎學金需要推薦信、申請準備情況…等

等）？ 

 

10. 這封郵件是否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需要獎學

金及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11. 這封郵件是否提供了與獎學金及自身相關的資

訊？ 

 

12. 這封郵件是否含有恭維或寒暄等軟化對方的內

容？ 

 

13. 這封郵件是否感謝了對方的幫忙？  

14. 這封郵件是否包含不勉強對方、讓對方自由選

擇是否幫忙的詞句？ 

 

中心行為 15. 這封郵件有沒有適當的中心行為？  

語篇排序 16. 提出請求的中心行為出現之前，是否有足夠的

解釋說明？ 

 

整體而言，你覺得這封信是否清楚、有禮？為什麼？ 

 

 

整體而言，你覺得這封信怎麼樣可以寫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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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郵件評量表（好友） 

郵件撰寫人：                  郵件評量人： 

郵件標題 1. 郵件標題是否清楚指出需要幫助的事項？  

書信格式 2. 郵件開頭是否適當地稱呼對方？  

3. 郵件結尾有沒有署名？  

支援策略 4. 這封郵件是否有適當的寒暄問候？  

5. 這封郵件是否說明了整件事情的起因（為什麼會

有作業、作業完成的情況…等等）？ 

 

6. 這封郵件是否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作業需要找

人修改或為什麼找對方幫忙？ 

 

7. 這封郵件是否提供與作業相關的資訊？  

8. 這封郵件是否感謝了對方的幫忙？  

9. 這封郵件是否包含降低對方負擔的詞句？  

中心行為 10. 這封郵件有沒有適當的中心行為？  

語篇排序 11. 提出請求的中心行為出現之前，是否有足夠的

解釋說明？ 

 

整體而言，你覺得這封信是否清楚、有禮？為什麼？ 

 

 

 

 

整體而言，你覺得這封信怎麼樣可以寫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