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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可視爲人與人溝通上的潤滑劑，適當且真心的讚美可以提升人際關係，

不過要如何回應他人的讚美更是一門學問。影響回應讚美的因素，個人的文化背

景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將針對台灣人、德國人以及德國籍的華語學習者

進行回應讚美的對比分析，除了找出兩組母語者回應讚美上的異同之處之外，同

時研究華語學習者在回應策略上的偏好爲何。 

    本文以書面話語完成測驗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的問卷調查法爲語料

搜集方式，主要分析讚美主題以及社會變項對於回應讚美的影響力。問卷分爲外

表、財物、能力、個性四個讚美主題，並研究場所、自我評估和社會地位三個社

會變項。筆者從搜集到的 1250筆語料中歸納出 16 個回應讚美策略，並分爲「接

受」、「修正」和「拒絕」三種主類策略。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人與德國人皆傾向於「接受」回應策略，其次爲「修正」

以及「拒絕」策略。儘管華語中「拒絕」被視爲常規化的回應策略，但本研究發

現台灣人大多數已不採用這樣回應。不過，與德國人的回應相比台灣人還是比較

傾向謙虛的回應。分析讚美主題對回應策略的影響發現，僅在針對能力爲讚美主

題的情況下，呈現出兩組的差異，台灣偏向「修正」和德國人偏向「接受」策略。

除此之外，社會變項對回應策略的選擇也顯出不可忽略的影響，其中自我評估以

及社會地位的影響力比場所來得高。德國華語學習者結果顯示，他們反而以「修

正」爲主要的回應策略，策略選擇上也比台灣人更謙虛，但還是會有語用遷移的

現象。筆者從教材分析發現，德國漢學系使用的教材，大部分只教學生華語中該

用「拒絕」策略回應讚美。如今時代變遷，台灣華語母語者也已大量「接受」他

人的讚美，因此在教學應用上，筆者將根據本研究觀察到的結果提出教學建議，

以幫助德國籍華語學習者學以致用，除了語言進步之外，也可提高語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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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gmatic Analysis of Compliment Responses: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Germans and 

German Learners of Mandarin 

Abstract 

Keywords: Compliment Response Strategies, Chinese-German, German Learners of 

Mandar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Transfer 

 
Compliments can be seen as a communicative social lubricant, since sincere 

compliments can enhan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speaker's cultural 
background ofte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when it comes to what is considered the 
proper way of responding to a compliment. In this thesis,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compliment response (CR) behavior of Taiwanese, Germans and German 
learners of Mandarin. Not only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ompliment 
related verbal behavior between native speakers (NS) of Mandarin and German 
considered, but also the L2 behavior of German-speaking learners of Mandarin. 

The data for the current study was collected through the use of 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s (DCT). The contexts given in the questionnaire were designed for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four different compliment topics (appearance, possession, 
ability and character) and three social variables (setting, self-evaluation and social 
status) on participant compliment response. 16 CR-strategies were extracted out of a 
corpus of 1250 CRs. These 16 can be grouped into the three main strategies 
“acceptance”, “evasion” and “rejection”.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all in all, both Taiwanese and German NSs opted 
for “acceptance” first, then “evasion” and lastly “rejection” (in that order). 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evasion” and “rejection” responses for the Taiwanese exceeded that 
of the Germans, indicating that Taiwanese responses were more modest, which can also 
be seen in their use of sub-strategies. The findings further show that compliment topics 
as well as the three social variables under examination do influence CRs in a significant 
way. As for L2 learner behavior, “evasion” was the number one choice, exceeding even 
the Taiwanese NSs in terms of modest responses. Although results from the learners do 
show a small amount of pragmatic transfer, most of their CR-strategy choices (mainly 
“evasion” and “rejec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structions found in the Mandarin 
textbooks used in Germany. However, even Mandarin NSs tend to use “acceptance” 
strategies when 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nowadays. Additionally, based up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language teaching that are 
aimed at raising the pragmatic abilities and awareness of German learners of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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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序論序論序論序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二、三十年以來，全球化的發展，不但影響到全世界的金融界，也給

語言與文化交流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從前要到距離較遠的國外去旅遊或留學

並不容易，然而現今德國學習者只要搭十三小時的飛機，就可以到台灣來學

華語，直接接觸到中華文化。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對於語言能力

的要求也有所改變。因此，國家與國家、企業與企業，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愈來愈依賴語言與文化上的知識。此外，許多人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而

學華語。因此，華語教學的具體內容不能只注重書面的閱讀，而應特別注重

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其中又以口語表達最爲重要。然而，希望在目標

語的環境裡與母語者成功進行溝通的學習者，往往不只能依賴目標語語法和

詞彙的知識，而必須了解該語言在語用方面的特徵，這樣才能在進行跨文化

溝通時，避免誤解的產生。 

    德語僅次於英語，在歐盟爲使用人口排名第二的語言。以德語爲母語者

約有九千萬人，主要居住在德國、奧地利及瑞士三個國家。由於使用人口眾

多，加上經濟、科技等因素，德語被列爲全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前十大語言。

同樣的，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全球引起了「華語熱」。根據德語區漢語教

學協會 (Fachverband Chinesisch e.V.) 的統計，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三個地

區 2009 年共有二萬人學習華語，漢學系大學生佔將近一半。除了德國 26

所大專院校開設漢學相關的課程之外，從 2006年起在德國地區已創辦了 12

所孔子學院（信世昌、張鳳圻，2009）。華語目前也已列入徳國教育體制中

高畢業考試科目之一，種種跡象顯示在德國的外語課程裡，華語已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因此，德語以及華語此兩種語言的語用分析，在華語教學上有

其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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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請求與道歉等語言現象相同，讚美語是一種言語行爲 (speech act)，

基本上可分爲「讚美他人」以及「回應讚美」兩個部分。讚美一般可說是人

與人之間溝通中非常普遍的言語行爲，大部分的語言都有讚美語。然而，因

爲文化背景的差異，各個語言在提出讚美頻率上或是回應讚美策略上仍大不

相同。如 Mulo Farenkia (2004) 指出，德語中 “danke”（謝謝）爲最理想的

讚美回應，表示接受對方提出的讚美。反之，日本人主要以「拒絕」(reject) 

的方式回應對方提出的讚美 (Barnlund & Araki, 1985)。社會語言學和語用學

界對於讚美語研究的關注，可以追溯至美國學者 Pomerantz (1978) 所發表的

關於美國人讚美語的研究。 

    讚美語爲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Yuan (2001: 273) 曾提出，「讚美

語呈現出語言使用的規則，也能夠讓我們更了解某語言社群的文化以及使用

語言的意義」1。針對讚美的回應行爲，Yu (2003: 1687) 指出，「由於它在

生活中經常發生，卻常產生誤解的言語行爲，所以很有研究價值。」2。從

這兩段文字可歸納出，讚美與其回應可能會造成溝通誤解與不良，尤其是來

自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説話者。Kasper和 Zhang (1995) 曾研究外國學生

如何學習華語的語用現象，訪談 21位美國華語學習者發現，用華語回應讚

美是最讓他們感到困難的言語行爲之一。儘管學習者知道華語中的讚美回應

與在美國不同，但因沒有固定的答案，他們使用的回應經常造成誤解。3 

Billmyer (1990: 32) 指出，就外語學習者而言，由於讚美語可以當對話的開

場白，用目標語適當地回應讚美有助於對話的維持。因此，本文將研究台灣

                                              
1 英語原文：“The compliment event is worth studying because, like all speech acts, it can show 

us the rules of language use in a speech community. Studying who compliments whom, how, 

on what topics, in what social contexts, for what purposes, and receiving what responses will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a people’s culture, social value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language use in a community.” (Yuan, 2001: 273)。 
2 英語原文：“Compliment responses are worthy of study because they are ubiquitous, yet 

frequently problematic speech acts.” (Yu, 2003: 1687)。 
3 Meier (2010) 分析來自不同文化説話者的言語行爲發現，溝通上的誤解可導致對方感到

其行爲驕傲、不真實、不友善、不正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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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德國人使用讚美回應策略異同之處，並分析德國華語學習者使用華語回

應讚美的特色爲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一一一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在母語環境中，讚美與讚美回應爲十分普遍的行爲。但當外語學習者接

觸到目標語言與文化的言語行爲時，這個情境就會變成跨文化溝通。所謂跨

文化溝通不僅牽涉到語言本身，另外也包含其對於另一個文化的知識與了解。

關於文化學習的分類，Alatis, Straehle, Gallenberger & Ronkin (1996) 主要將

文化分爲兩種，廣義文化 (culture with a capital C) 和狹義文化 (culture with 

a small c)。基本上，前者包含對於某族群的歷史、文學、藝術、音樂等方面

的知識與了解。狹義文化爲族群的整個生活方式，包含人與人之間各種方面

的溝通方式，如問候語、拒絕、祝賀、稱謂，以及讚美等言語行爲。狹義文

化是每個人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習得的，並不需要特別去學習，因爲它是每一

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無意識地學到的。但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對於陌生文

化並不熟悉，必須進行對於狹義文化的學習。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期望自

己能精通目標語的學習者，必須要了解該文化的文化背景，才能有效地應用

目標語進行溝通。更確切地說，會說華語不代表了解整個中華文化，在不了

解對方文化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溝通上的誤會與尷尬。因此，跨文化溝通是

將來在華語教學中值得研究的領域。 

    綜合上述的觀點，筆者希望華語學習者來台灣時不只是學習華語本身，

而可以了解並融入台灣的社會。不僅能夠靈活運用華語，也能符合當地文化

的溝通標準。德語以及華語兩種語言的讚美語都已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大

多數的研究都以英語爲比較對象。由於筆者的母語爲德語，又致力於華語教

學研究，華語和德語兩種語言爲筆者最熟悉的語言。此外，關於德語回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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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學術資料並不多，主要具有參考價值的是 Golato (2002, 2003, 2005) 全

面分析德語讚美語的研究。因此，筆者希望通過本文對於兩種語言的對比分

析，能夠做出具有學術價值的貢獻。本文的分析一來增加兩種語言讚美語研

究的文獻，二來進一步了解德國華語學習者用華語進行言語行爲的現況，有

助於使學習者減低溝通上的誤解。 

二二二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本論文針對三組受試者回應讚美的語用策略提出以下五個研究問題： 

（1） 台灣人與德國人所運用的讚美回應策略之異同之處爲何？  

（2） 讚美主題對於回應讚美行爲的影響如何？ 

（3） 社會變項對於回應讚美行爲的影響如何？ 

（4） 德國華語學習者在使用華語回應讚美的策略偏好，是否和語用遷移有

關？ 

（5） 德國華語學習者在使用華語回應讚美的策略偏好，是否受到教材的影

響？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範圍與本文架構範圍與本文架構範圍與本文架構範圍與本文架構 

    外語教學不應該侷限於學習者對於語言本身的能力，也要教導相關的語

用知識。但外語學習者往往因爲對外語的語用知識不足，將自己母語中的語

用策略遷移到目標語。儘管各種語言的讚美研究並不少，但至今沒有學者專

門做過華語與德語兩種語言的對比分析。研究題目限定爲回應讚美，有以下

原因：學華語的德國學習者，一到台灣來就會有台灣人讚美其華語能力，這

在台灣是十分普遍的事情。故筆者欲了解，德國人與台灣人在回應讚美的語

用策略是否有所不同，並了解雙方的溝通是否會因爲受到自己語言與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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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影響而產生溝通不良的情形。本文的研究對象限定爲至少必須受過大學

教育，平均年齡 25歲左右。之所以如此設定條件有兩個因素：第一，年輕

人爲出國機會最大的世代；第二，大學生爲華語學習者人數最多的族群。 

    本文共分爲六章：第一章序論，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

問題，以及研究範圍與本文架構，並提出名詞解釋。第二章文獻回顧，先從

宏觀的角度回顧相關理論，再討論讚美語較爲微觀的特徵，如句法結構、讚

美主題、功能，以及回應策略的分析。第三章論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

搜集語料、問卷設計的準則、取樣方式與研究對象的選擇，及語料分析方式。

接著，第四章將呈現出三組受試者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第五章除了進行本研

究的結果討論之外，也會探討現有的華語教材並提出回應讚美的教學建議。

第六章則爲結論，在此除了回答研究問題之外，也會提出研究限制以及相關

領域的未來研究展望。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一一一一、、、、    回應讚美回應讚美回應讚美回應讚美 

    本文所謂「回應讚美」的定義參考 Herbert和 Straight (1989) 之定義，

是指所有回應讚美的語言形式或非語言形式。受試者的回應可分爲不同主類

和次類的「回應策略」，是指面對讚美的回應方式。 

二二二二、、、、    華語華語華語華語 

    本文使用的「華語」一詞指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官方語言，對應於英語即

爲 “Mandarin”。中國大陸稱之爲「普通話」或是「漢語」，台灣俗稱爲「國

語」，詞面上不同，但意義上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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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德國華語學習者德國華語學習者德國華語學習者德國華語學習者 

    本文指的「德國華語學習者」爲三組受試對象的其中一組，指的是非亞

裔背景學習華語的德國人，母語皆爲德語，年齡 19至 29歲，且至少具有兩

年學習華語的經驗，並曾待過華語地區一年以上的時段。 

四四四四、、、、語用遷移語用遷移語用遷移語用遷移 

    本文所謂「語用遷移」的定義參考 Kasper (1992)，是指外語學習者學習

目標語語用訊息的過程中，受到目標語之外的語言與文化的語用知識之影響。

因此，本研究利用的遷移概念爲 L1 到 L2 的語用遷移。 

五五五五、、、、社會變項社會變項社會變項社會變項 

    從事讚美語研究可分析的社會變項 (social variables) 很多樣，本研究主

要討論讚美情境的場所、受到讚美的人對讚美内容的自我評估，以及提出讚

美的人的社會地位三種社會變項。儘管讚美主題也可視爲一種社會變項 

(Holmes, 1986)，但本文各別討論讚美主題的部分，因此並未將之列爲社會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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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本章將回顧與本研究題目具有關聯性的文獻，分爲五個部分：首先在第

一節會介紹相關的理論；第二節指出讚美行爲的定義與功能；第三節進一步

討論讚美主題與句法結構；第四節回顧不同語言讚美回應行爲的研究；最後，

第五節討論語言遷移以及語用失誤。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相關理論相關理論相關理論相關理論 

一一一一、、、、言語行爲理論言語行爲理論言語行爲理論言語行爲理論 

 言語行爲是英國哲學家 Austin (1975) 在其 1955年哈佛大學的演講系列

所提出的理論。他將話語分爲言語行爲 (speech acts)，並分析其溝通功能。

Austin認爲，人所說的話隨時包含以下三種行爲：言内行爲 (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爲 (illocutionary act) ，以及言後行爲 (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爲

是指説話者所說的話，也就是說話本身的行爲。因此，假設有人無法清楚地

發出某語言的字詞，他就無法進行言内行爲。言外行爲指的是説話者利用話

語得到的某種目的，如傳達訊息或發出命令。以何兆熊（2000：93）的話來

講，「言内行爲和言外行爲的區別在於前者是通過説話表達字面意義，後者

是通過字面意義表達説話人的意圖」。最後，言後行爲是指話語對聽話者所

帶來的後果，如受到警告等。三種言語行爲中，主要是言外行爲受到學者的

關注，因此說到言語行爲一般指的就是言外行爲 (Yule, 1996)。 

 美國哲學家 Searle (1969) 針對言語行爲作出進一步的探討。他除了將言

語行爲分類之外，還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言外之力 (illocutionary 

force)。 言外之力意指説話者通過言外行爲所帶的力量，此力量可能藉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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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重音、語調、語氣等語言手段來表達。4 Searle主要將言語行爲分爲五

大類：闡述類 (representatives)、指令類 (directives)、承諾類 (commissives)、

表達類 (expressives)、宣告類 (declarations)。闡述類的主要特徵是說，説話

者必須相信自己說的話的真實性。因此，説話者提出事實、斷言、結論等言

語行爲皆屬於此類的言語行爲。指令類的言語行爲中，説話者的目的是讓聽

話者做某一件事情。此類的言語行爲可能是命令、請求或建議等。承諾類指

説話者於未來打算做的某件事情。因此，如許諾、恐嚇、誓言等都屬於此類

的言語行爲。表達類的言語行爲意指説話者所表達的感情，如樂趣、疼痛、

悲慼 。最後，宣告類是一種通過語言真正改變某狀況的言語行爲。譬如說，

一家公司的老闆向員工說：「你被開除了！」，老闆通過這句話真正地開除

那位員工，也就是說老闆説話的同時實行開除的動作。顯而易見，上例説話

者必須先被社會承認爲具有權威的人士，才能成功地作出宣告類的言語行

爲。 

二二二二、、、、Brown 和和和和 Levinson 的禮貌理論的禮貌理論的禮貌理論的禮貌理論                                                                                       

 Brown和 Levinson (1987) 是禮貌研究十分重要的兩位學者。他們的理

論中，最注重的是「面子」(face) 一詞的概念，理論通常稱爲「面子保全論」

(face-saving theory)。根據他們的定義，所謂的「面子」意指「每一個社會

成員都要求在公衆中的自我形象」5。人與人溝通時，每一個參與者都有兩

種面子期望 (face wants)，也就是「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 以及「消極面

子」(negative face) 的期望。前者是指説話者受到他人贊同或喜愛的期望，

後者則指説話者不受到他人干擾或妨礙的期望。如果説話者某一種行爲不符

合以上兩個期望，可能會給自己或聽話者帶來或多或少的威脅，兩位作者則

稱之爲「面子威脅行爲」(face-threatening act, FTA)。由於兩位認爲很多言語

                                              
4 Searle (1969) 的研究以英語爲主。 
5 英語原文： “[T]he public self-image that every member wants to claim for himself.” (Brown 

& Levinson, 198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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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爲都具有對面子的威脅性，他們則提出五種避免面子威脅行爲或是降低其

威脅程度的策略，並稱之爲「補救策略」(redressive strategies)6： 

1.公開施行面子威脅行爲，並不使用補救策略  (bald on-record without 

redressive actions) 

 2.積極禮貌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 

 3.消極禮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4.非公開施行面子威脅行爲 (off-record) 

 5.不施行面子威脅行爲 (don’t do the FTA) 

    以上五種策略，積極面子與消極面子是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也就是說

積極禮貌及消極禮貌策略爲最重要的兩種補救策略 (Yu, 2003)。針對積極禮

貌的部分，兩位學者提出十五個策略，皆欲滿足聽話者的積極面子需求。消

極禮貌部分，他們提出十個策略，這些策略則欲滿足聽話者的消極面子需求。

故通過前者（積極面子策略），説話者主要的目的在於與聽話者保持良好的

關係，使用消極面子策略，説話者主要的目的在於不阻礙聽話者的行動自

由。 

 儘管以上理論是禮貌研究很重要的文獻，它還是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

Leech (2007) 整理學術界針對 Brown和 Levinson (1987) 的指責，並歸納出

三個主要的批評：第一，他們的理論中，尤其是面子期望的部分，兩位學者

太注重個人的面子需求，卻忽略如中華文化的東方文化比較注重集體價值。

第二，Brown 和 Levinson對面子以及禮貌兩個概念的了解並不等於中華文

化對面子、臉及禮貌的了解，因此又比較偏重西方文化的概念。第三，兩位

學者太過於重視所謂的面子威脅行爲。對 Brown和 Levinson而言，積極禮

貌就是處理面子威脅行爲的補救方式，但 Leech (2007: 190) 認爲，如讚美

                                              
6 策略名稱的華語翻譯主要參考何兆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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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禮貌行爲，並不是面子威脅行爲，而是一種「面子增進行爲」

(face-enhancing act)。 

三三三三、、、、Leech 的禮貌原則的禮貌原則的禮貌原則的禮貌原則 

 在禮貌研究領域當中，Leech (1983) 提出的「禮貌原則」(Principle of 

Politeness) 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論。按照 Leech的了解，禮貌行爲都包含兩個

角色：「自身」(self) 以及「他人」(other)。「自身」通常指的是説話者，

「他人」則是指聽話者或第三者，後者可能在場，可能不在場。Leech (1983: 

132) 列出六項「禮貌準則」(Maxims of Politeness)7： 

 1.策略準則 (Tact Maxim)：使他人受損最小，（使他人受惠最大） 

 2.寬容準則 (Generosity Maxim)：使自身受惠最小，（使自身受損最大） 

3.讚揚準則 (Approbation Maxim)：盡量縮小對他人的貶損，（盡量誇大對他

人的讚揚） 

4.謙虛準則 (Modesty Maxim)：盡量縮小對自身的讚揚，（盡量誇大對自身的

貶損） 

5.贊同準則 (Agreement Maxim)：盡量縮小自身和他人之間的分歧，（盡量誇

大自身和他人之間的一致） 

6.同情準則 (Sympathy Maxim)：盡量縮小自身對他人的厭惡，（盡量誇大自

身對他人的同情） 

 針對以上的準則 Leech指出，並非每六個準則的重要性都是相同的。此

外，每一個準則括號外的次準則 (sub-maxim) 好像比括號内的次準則還要

                                              
7 準則名稱的華語翻譯主要參考何兆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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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故 Leech推論，若真是如此，那麽消極禮貌策略的重要性，也就是避

免不和，高於積極禮貌策略（尋求一致）(Leech, 1983: 133)。 

 Leech的禮貌原則在學術界受到不少的批評 (Brown & Levinson, 1987; 

Thomas, 1995)，他所使用的術語也造成讀者的混肴，但 Leech在 2007年回

顧其二十多年前的理論，並加以更改。回顧禮貌原則時，Leech再度強調，

禮貌是避免不和以及尋求一致的概念。他認爲，禮貌不能分爲有禮和失禮，

它反而是一個以程度來區分的概念，並可分之爲兩種禮貌刻度 (Leech, 2007: 

174)：語義（絕對性）禮貌刻度 (semantic (or absolute) politeness scale) 以及

語用（相對性）禮貌刻度 (pragmatic (or relative) politeness scale)。語義禮貌

刻度的意思是說，在完全忽略語境之情況下，人們都會同意 “非常感謝你！” 

比 “謝謝！” 的禮貌程度來得高。這就是因爲前者不只是最基本的謝意話語，

而帶有加強謝意的意味。因此，分析此類的禮貌行爲主要是看該話語的語義

内涵。語用禮貌刻度則指的是，在有特定的語境之下，人們話語中的禮貌程

度爲何。舉例來說，母親幫兒子倒一杯水的情況下，上例的 “非常感謝你！” 

儘管語義上是非常有禮貌的話語，但它並不適合該情境使用，甚至可能還帶

諷刺的意味。Leech 推論，語用禮貌其實可分爲「過度禮貌」(overpoliteness)、

「不夠禮貌」(underpoliteness)，以及「適合情境禮貌」(politeness appropriate 

to the situation)，但是什麽樣的禮貌行爲屬於以上哪一種禮貌的詮釋，這就

要看每一個文化的禮貌規範了。 

 Leech 將 1983 年的六個禮貌準則總結爲一個「禮貌大策略」(Grand 

Strategy of Politeness)，其定義如下 (Leech, 2007: 181)：「爲了表現出禮貌

的行爲，説話者明確地或含蓄地表達意義，此意義給他人帶來很高的價值，

或給説話者帶來很低的價值」。8 Leech認爲英語中 “other”，也就是定義中

的「他人」，通常指的是聽話者，但如果第三者也在場，或是他與聽話者有

                                              
8 英語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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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ch, 2007: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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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關係，所謂的 “other” 也能指那個第三者。根據上述的定義，Leech列

出十個「制約」 (constraints)，再將制約分類，並針對每一個制約提出很典

型的相關言語行爲。十個制約中，與本研究有較密切的關係的是「給予他人

優勢高的價值」9，以及「給予自己優勢低的價值」10。 Leech 給前者的標

記爲「讚揚」(approbation)，讚美語就是一個屬於「讚揚」中很典型的言語

行爲。後者的標記爲「謙虛」(modesty)，一個典型的言語行爲則是自貶 

(self-devaluation)。針對十個制約 Leech表示，禮貌大策略本身即爲一制約，

十個制約的類別盡是其變項表現，並非額外的規範。 

四四四四、、、、Gu 的禮貌概念的禮貌概念的禮貌概念的禮貌概念 

 Gu (1990) 討論現代華語中的禮貌現象，並根據 Leech (1983) 的禮貌準

則提出相關的理論。Gu 認爲，中國禮貌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四個要素11：尊

敬他人 (respectfulness)、謙虛 (modesty)、態度熱情 (attitudinal warmth)、溫

文爾雅 (refinement)。尊敬他人是指對他人的積極態度，亦是對他人面子與

社會地位等的肯定；謙虛指的就是自貶的意思；態度熱情是對他人表示好意

以及關心的意思；最後，溫文爾雅指的是以某種標準的行爲對待他人。Gu

將以上四個要素列入四種禮貌準則：第一，自貶準則 (self-denigration maxim) 

包含尊敬他人以及謙虛這兩個要素，因此不尊敬他人與誇大自己就被視爲失

禮的行爲。必須注意的是，Gu與 Brown和 Levinson (1987) 不同，他將「自

身」及「他人」兩個概念擴展到較大的範圍，也就是說家人、親戚與配偶皆

包含在「自身」這一概念裡頭。第二，稱呼準則 (address maxim) 是指以適

當的方式稱呼對方，包括尊敬他人和態度熱情這兩個要素。通過適當地稱呼

對方，説話者表示對對方社會地位的承認，並對雙方社會關係的了解。第三

與第四，也就是寬容準則 (generosity maxim) 和策略準則 (tact maxim)，Gu

                                              
9 英語原文：“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qualities” (Leech, 2007: 182)。 
10 英語原文：“place a low value on S’s qualities” (Leech, 2007: 182)。 
11 華語翻譯參考何兆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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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這兩個準則具有相對應的關係，包含的要素爲態度熱情與溫文爾雅。針

對上述介紹的四個要素，它們並不需要同時出現，強調其中一個要素的行爲，

通常就被視爲有禮貌的行爲。由於本研究分析中華文化以及德國文化的禮貌

特色，而此理論是專門針對中華文化而提的，對本研究肯定有參考價值。 

    以上四個理論中，以Leech與Gu的論點較適合作爲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Austin的言語行爲理論與 Brown和 Levinson的禮貌概念爲理論方面的背景

知識，並語用學領域相當重要的理論，但因爲本文不會進一步討論言語行爲

的部分，另外也並未深入探討面子概念，因此後兩種理論在此僅提出供讀者

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讚美定義與功能讚美定義與功能讚美定義與功能讚美定義與功能 

一一一一、、、、讚美定義讚美定義讚美定義讚美定義 

 由於人們進行讚美回應，必須事先感受到讚美的出現。欲研究讚美回應，

必須先了解何謂讚美，學術界針對讚美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定義，以下筆者列

出幾個比較常見的定義，並提出本文所採用的定義。Jucker (2009) 將英語中 

“compliment” 一詞的概念分爲三個類別12：個人讚美 (personal compliments)、

儀式讚美  (ceremonious compliments)，以及時節與送禮讚美  (season 

compliments and free gift compliments)。儀式讚美的意思與一般現代對讚美

的了解不同，指的是三百多年前在歐洲施行典禮時的一種禮貌敬意。時節讚

美主要是指表示好意的祝福（如聖誕節等），德語中 “Kompliment” 和英語

中 “compliment” 另外可用於進行送禮的行事。但因該兩個定義沒有説話者

對聽話者表示讚揚的意思，這樣 “compliment” 的概念也並不是一種言語行

                                              
12 由於 Jucker提出讚美的定義是針對英語 “compliment” 一詞而下的，不同語言對讚美的

概念可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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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然而，Holmes (1986: 485) 下的定義符合 Jucker所提出的個人讚美，定

義如下：「讚美是明確地或含蓄地讚揚聽話者的言語行爲，内容爲説話者與

聽話者皆認同值得讚揚的事物（如：資產、個性、能力等）」13。定義中，

「含蓄」指的是説話者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讚美，例如 “我好想要跟你一樣的

髮型！”，説話者並沒有直接誇讚對方的髮型，但聽話者一般還是可以推論

出説話者讚美的意思。由於此類的讚美對於聽話者感受比較模糊，且過去也

並未受到學者的關注，因此本文的範圍僅限定於明確的讚美，不討論含蓄讚

美的部分。14 

 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對讚美内容可能有不同的認同，也就是說，在某一語

言所說的一句話被視爲讚美，但在另一個語言中同樣的話反而不帶有讚揚的

意思。舉例來説，“你買東西應該很累吧！”，這句話印尼語中帶有讚美之意，

但英語中並沒有人會這麽覺得 (Wolfson, 1981: 118)。因此可見，跨文化讚

美的研究中，尤其是問卷設計的部分，研究者必須注意兩個文化對讚美可能

有不同的了解，否則很容易造成受試者問卷填寫的不良，且問卷調查結果的

不准。 

 無論哪一個語言，讚美的回應很容易被認出，因此可以減少研究者搜集

語料的困難。以 Herbert和 Straight (1989) 的話來講，讚美回應「就是任何

接著被認出爲讚美的回應」15。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原文定義中 “anything” 

一詞，也就是華語翻譯的 “任何回應”，不僅指言語回應，而同樣可以指像

肢體語言或是微笑不語的非語言回應。 

                                              
13 英語原文：“A compliment is a speech act which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attributes credit to 

someone other than the speaker, usually the person addressed, for some “good” (possession, 

characteristic, skill, etc.) which is positively valued by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Holmes, 

1986: 485)。 
14 Manes和Wolfson (1981) 的研究發現，大約 700句讚美語只有 5% 屬於含蓄的讚美，

可見其頻率並不高。 
15 英語原文：“[Compliment-responses] can be identified simply as anything that follows an 

identifiable compliment.” (Herbert & Straight, 198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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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讚美功能讚美功能讚美功能讚美功能 

 以上已討論過讚美的定義，接下來談的是讚美的功能，也就是要分析，

提出讚美時説話者表達的意思是什麽。Manes和 Wolfson (1981) 指出，由於

讚美是對聽話者說出好聽的話，讚美最主要的功能是「建立或確認相互之間

的關係」16，“建立” 指的是兩個陌生人之間的關係，“確認” 則是指已經認

識的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説話者通過讚美表示對聽話者的好感，同時因爲聽

話者受到他人對他自己本身的贊同，會造成聽話正面的反應 (Probst, 2003)。

Wolfson (1983) 曾也指出，讚美是一種社會策略，能夠讓説話者與對方「建

立或保持友好的關係」17。與問候語或告別語不同，讚美語在對話中完全沒

有固定的位置，但它常常當作對話的開頭，這樣的情況下讚美語也扮演問候

語的角色。如 Manes和 Wolfson (1981) 表示，讚美與其回應英語中甚至可

當整個言語事件 (speech event)，如下例的對話只有簡短的兩句話，但已經

算是完整的對話內容 (Manes & Wolfson, 1981: 126)： 

 S: That’s a really nice skirt you’re wearing. 

 A: Oh, and I had so much trouble trying to decide what to wear this morning. 

 此外，讚美也可以有緩和批評的功能，如下例所顯示，說話者一開始先

進行讚美，再提出對方應該修改的建議 (Manes, 1983: 89)： 

“This is good. I like the way you’re handling this. You might put more on the 

students though, and let them carry the conversation.” 

 Holmes (1986: 486) 曾將讚美稱爲「社會潤滑劑」，表示她也認同讚美

的社會功能，她還根據 Brown和 Levinson (1978) 的禮貌理論指出，藉由讚

美説話者欲滿足對方的積極面子，讚美言語行爲可視爲一種積極禮貌策略。

                                              
16 英語原文：“[T]he major function of complimenting [is]: creating or affirming solidarity.” 

(Manes & Wolfson, 1981: 131)。 
17 英語原文：“create or maintain rapport .” (Wolfson, 198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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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1993) 同樣表示，受到讚美的人只能正面地接受讚美並表示謝意，否

則會威脅到對方的積極面子。由此可見，讚美以及讚美的回應甚至還可以被

視爲面子威脅行爲。Holmes針對此觀點表示，由於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往往

也有不同之處，溝通中雙方針對讚美背後隱藏的意義也有詮釋上的差異。舉

例説明，在薩摩亞文化中讚美常常被詮釋爲要求，因此可能會威脅到聽話者

的消極面子 (Holmes, 1986: 487)： 

 情境：一位歐裔紐西蘭女士拜訪來自薩摩亞的朋友： 

 C: What an unusual necklace. It’s beautiful. 

 R: Please take it. 

 如 Holmes (1986) 指出，像上述 R 的回答在薩摩亞文化中是十分普遍的

讚美回應，並不是她語料中唯一這樣的例子。 

 有關讚美語的溝通功能，Ye (1995) 以及 Yu (2005) 指出，中華文化中

讚美具有與英語地區文化不相同的功能。Ye 認爲，中華文化在此方面比較

接近日本文化。如 Daikuhara (1986) 假設，讚美是一種增加人與人之間距離

的言語行爲，但透過拒絕性的回應，日本人不但避免自我讚揚，也同時維持

雙方之間的和諧。因此，根據這個觀點，禮貌行爲可視爲增加對話者之間的

距離。也就是拒絕性回應多數出現於社會關係較疏遠的對話中，顯示

Daikuhara的假設可拿來解釋 Ye的這一項研究結果。 

 如上述所提，Manes和 Wolfson (1981) 認爲讚美主要是一個可以建立雙

方之間關係的工具，但根據 Yu (2005) 的觀點，中華文化中讚美並沒有這種

功能。舉例來講，受到陌生人的讚美在美國可能很普遍，且是個可以建立關

係的行爲，但中華文化中會讓聽話者感到尷尬。簡單地說，美國文化中讚美

主要有 Manes和 Wolfson提出的功能，但華語中人們需要真誠地佩服對方

的某一件事，才會進行讚美。他另外指出，對「面子」的概念是影響不同讚

美功能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華語中非出自真誠提出的讚美可能會損害

説話者與聽話者的面子，但美國文化中讚美可建立一致性，故可視爲禮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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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對方面子的行爲 (Yu, 2005: 106)。觀察上述許多讚美的功能發現「系統地

研究不同文化的讚美語有助於顯示出讚美普遍性以及文化特有的屬性」18。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讚美讚美讚美讚美主題與主題與主題與主題與句法結句法結句法結句法結構構構構 

一一一一、、、、讚美主題讚美主題讚美主題讚美主題 

 一般可能會認爲，讚美他人的主題並無限制，但許多學者分析真實的語

言發現，人們主要只會針對少數不同的主題提出讚美。根據 Wolfson (1983) 

所發現，外表 (appearance) 以及能力 (ability) 爲美國人最常用來讚美他人

的兩種主題。外表的部分主要是指對方的穿著，如：“I like those pants on you.”，

同樣也可以指其他像房屋、汽車等個人的財產，例如：“I think your apartment 

is fantastic.”。能力的部分可指像技巧、天賦等個人特徵，如：“You do this kind 

of writing so well.”，也可以指比較具體的能力，如：“Is that the chest you made? 

You really did a good job.”。然而，Wolfson並未提供這些讚美主題出現具體

的百分比，因此難以與其他研究比較。此外值得一的是，讚美主題往往是說

話者新發現的事物，Manes (1983) 曾指出，美國人提出的讚美也會反映出，

這個文化針對新東西 (newness) 的價值觀。無論是新買的房屋、汽車，或

是剪的新髮型，美國人發覺到對方這樣的變化，通常就會針對此新東西提出

讚美。 

 Knapp、Hopper和 Bell (1984) 藉由訪談的方式研究美國人讚美及回應

讚美的模式，歸納出四種主要的讚美主題，其百分比如下 (Knapp et al., 1984: 

                                              

18 英語原文：“[A] systematic study of compliments in different cultures may help reveal both 

universal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features of compliments.” (Ye, 1995: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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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能力（44%）、外表/裝束（40%）、財產（9%）、個性/整個人（7%）。

與 Wolfson (1983) 不同，Knapp et al. 將外表及財產分爲兩個不同的主題，

另外也觀察到美國人讚美個性這一主題。對Knapp et al. 訪問的受試者而言，

受到關於自己個性的讚美，是最有價值的。不過，以頻率來看，美國人還是

以能力及外表爲主要的讚美主題。 

 Holmes (1986) 研究關於紐西蘭人的讚美主題，也觀察到很相似的現象。

具體的讚美對象主要爲對方的穿著以及髮型，每兩個讚美就有一個是針對對

方的外表而提（50.7%），是紐西蘭人最常讚美的一個主題。次於外表的主

題爲能力，佔語料中所有讚美的 30.6%。最後兩種較常出現的讚美主題爲財

產以及個性，前者比率爲 11.2%，後者 2.7%。與 Knapp et al. (1984) 相同，

外表與能力顯然地是紐西蘭人認爲最值得讚揚的兩個主題。 

 至此，筆者回顧的是兩個英語地區不同讚美的主題，接著要看的是，其

他語言的讚美主題是否呈現同樣的結果。在 Yuan (2002) 研究昆明華語讚美

語的文獻中，針對搜集到的讚美語，歸納出六種讚美主題，百分比分析如下 

(Yuan, 2002: 205)：能力（25.39%）、外表（22.66%）、財產（18.75%）、

孩子（18.36%）、裝束（11.33%）、個人整體（3.52%）。如果將外表和裝

束結合爲一大主題，其百分比佔 33.99% ，超過能力的 25.39%, 變成最能吸

引昆明人提出讚美的一題。因此，儘管讚美孩子是昆明華語中比較特殊的主

題，但是，讚美能力、外表、財產仍是主要的主題。 

 Yu (2005) 曾研究台灣人提出讚美的模式，將讚美主題分爲外表與財產，

以及能力與表現兩個大類別。他搜集的真實語料中，36.3% 的讚美爲針對

外表與財產這一主題而提，但能力與表現佔整個語料的 57.1%，其他主題則

佔不到 7%。Yu 認爲，由於中華文化很注重個人性質，因此比較不會把外

表與財產視爲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將 Yuan (2002) 的研究結果重新分配，假

                                              
19 Knapp等 (1984) 介紹三個研究，針對其中兩個提供讚美主題的百分比，筆者在此回顧

的是樣本最豐富的，因此最有代表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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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其與 Yu 相同把外表、財產，以及裝束變成單一的大主題，得出 52.74% 的

百分比，表示最吸引人家提讚美的主題就是外表與財產這一大主題。可見，

同一文化背景，但不同地區來源的受試者，可能會導致相當大的結果差異。 

 有關於德國人讚美主題的了解，迄今的文獻並沒有提供比較完整的資料。

Golato (2005) 以錄影的方式所搜集到的語料，多數來自一個人邀請朋友到

他家吃飯的場景，故 37% 的讚美都是針對飲食品而提的，指的是對方做飯

的能力。然而，Golato的語料中也包含外表、能力、個性以及財物等主題的

讚美，但作者並未提供這些主題出現的百分比，因此很難客觀地與別的研究

來比較。 

 Herbert (1991) 分析波蘭人的讚美語發現，雖然波蘭語也出現同樣的讚

美主題，但是其百分比呈現出相當明顯的差異。波蘭人認爲對方的財產或財

物是最值得讚揚的主題，這一主題的比率接近 50%。其次頻率比較高的主

題爲外表（32.25%）、能力（11.75%）以及個性（1.25%）。Herbert 認爲

財物對波蘭人的重要性，可歸因於波蘭到 1989年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由於當時財物比較不容易得到，波蘭人就十分注重這個部分，因此也會針對

對方的財物提出讚美。 

二二二二、、、、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 

 Manes 和 Wolfson，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不少關於讚美語的研究論文 

(Wolfson & Manes, 1980; Manes & Wolfson, 1981; Manes, 1983; Wolfson, 

1989)。Manes和 Wolfson (1981) 從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搜集的 686筆讚美

語發現，讚美在美式英語中句法及語義上是一個高度公式化  (highly 

formulaic) 的言語行爲。句法結構部分，其中有三個句型佔所有讚美語的

85%，其分別如下 (Manes & Wolfson, 1981: 120)： 

（1）【NP – is/looks – (really) ADJ】（53.6%），例：“Your hair looks nice.” 

（2）【I (really) like/love NP】（16.1%），例：“I love your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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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 is (really) (a) ADJ NP】（14.9%），例：“That is a nice piece of work.” 

 以上三個例句出現的 “really” 一詞，是語言學所謂的「程度副詞」

(intensifier)，語料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讚美語包含如 “really” 的程度副詞。語

義部分，語料中 80% 的讚美語由形容詞帶讚揚含義 (positive semantic load)，

美國受試者共用了 72個不同的形容詞，“nice” 與 “good” 兩詞的頻率爲最

高，佔五個最常見的形容詞所有形容詞的三分之二。此外，語料中只出現了

五個帶讚揚含義的動詞， “like” 和 “love” 共佔了 86%。 

 Holmes (1986) 曾研究紐西蘭人讚美語的表現，在分析此地區讚美語的

句法結構發現，只有四種句型佔整個語料的 78%，例子如下 (Holmes, 1986: 

489)： 

（1a） 【NP – BE – (INT) ADJ】（41.4%），例：“Your hair is really great.” 

（1b） 【NP – BE – LOOKing (INT) ADJ】，例：“You’re looking terrific.” 

（2） 【I (INT) LIKE NP】（15.9%），例：“I simply love that skirt.” 

（3a） 【PRO – BE – a (INT) ADJ NP】（13.0%），例：“That’s a very nice coat.” 

（3b） 【PRO – BE – (INT) (a) ADJ NP】，例：“That’s really great juice.” 

（4） 【(INT) ADJ (NP)】（7.7%），例：“Really cool ear-rings.” 

 從此可見，紐西蘭英語讚美語的句法公式，大致呈現與美國地區很相似

的句型。此外，語義方面，六個形容詞佔所有帶讚揚含義的形容詞的 75%，

其中 “nice” 一詞出現的頻率最高，遠超過居第二位的 “good” 一詞。另外，

語料有五個常出現的動詞，其中 “like” 和 “love” 佔所有動詞的 90%。因

此可推論，與在美國地區相同，讚美在紐西蘭也是一個高度公式化的言語行

爲。 

 Yuan (2002) 是一篇全面研究讚美及回應讚美的研究，這位學者分析的

是昆明華語，也就是華語的地區方言。他運用的研究方法有話語完成測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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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然觀察法 (natural observational notebook data)，另外還進行受試者訪談。

Yuan結果發現，華語也有句法公式化的特性，例子如下 (Yuan, 2002: 206)： 

（1）【(NP) (INT) ADJ/VERB (Object)】，例：“喔，愛學習了嘛。” 

  （百分比：話語完成測驗 61.45%，自然觀察法 64.06%） 

（2）  【(NP) V得 Complement】，例：“你傢裝修得太好了嘛。”（21.82%，19.14%） 

（3） 【(NP) {Agent} (INT) 是個 NP】，例：“你真是個多面手。”（7.02%，5.86%） 

（4）【(NP) {Agent} (INT) 有 NP】，例：“你很有眼光。”（3.65%，4.69%） 

 從話語完成測驗以及自然觀察法搜集到的語料可知，有四個句型佔所有

讚美的 93% 以上，昆明華語的讚美語因此也是高程度地公式化。值得注意，

語料中讚美的句子幾乎沒有出現第一人稱的主語，如上例顯示，受試者反而

主要以第二與第三人稱爲主語。此發現與美國人的讚美策略相當不同，以第

一人稱爲主語是美式英語主要的讚美句型之一 (Manes & Wolfson, 1981)。 

 Golato (2005) 使用錄影以及錄音的方式研究德國人的讚美語，通過對話

分析法 (conversation analysis) 搜集到 62句讚美語及其回應。分析德國人提

出讚美的句法特色發現，將近一半的讚美完全沒有提出被讚揚的事物 

(assessable)，也就是說，這些句子的主題多以名詞短語 (noun phrase) 或是

代名詞呈現。因此，德語中大部分單獨的讚美句，並沒有任何的意義，欲了

解讚美的內容，必須注意到提出讚美時的整個語境。語義部分，語料 62% 的

讚美，爲形容詞帶讚揚含義，比率最高的爲 “schön” (美好) 以及 “gut” (好)，

出現的比率各爲百分之二十以上。因此可見，形容詞方面，德語讚美語已如

英語般形成公式化。在動詞方面的研究結果出現了差異，德語中 35% 的讚

美語不帶任何的動詞，而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動詞爲 “是” (sein)，也僅佔語

料的 35%，“haben” (有) 只佔 10%。但是 “sein” (是) 與 “haben” (有) 這兩

個動詞都不帶任何讚揚的含義，是十分中性的動詞。值得注意的是，Golato

的語料中，如 “mmmh” (嗯) 或 “ohh, aah” (哇) 的「讚賞聲音」(appreciatory 

sounds) 是相當普遍的讚美方式，主要用來讚美對方做飯等的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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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st (2003) 運用問卷調查法來搜集語料，以研究德國人與法國人提出

讚美的語用策略。句法結構部分，Probst歸納出七種德國人常用的句型，與

Golato (2005) 的研究相同，在許多讚美句裡受試者完全沒有提及被讚揚的

那一事物。也就是說，提出如 “Macht dich jünger.” (讓你比較年輕) 的讚美

時，對方就會知道説話者讚美的是什麽東西，例如新髮型等。語義方面，德

國人提出的讚美 80% 是形容詞帶有讚揚含義，出現的比率最高的形容詞爲 

“gut” (好)。動詞的部分，作者只表示語料中，帶讚揚含義的動詞，出現比

率相當低，可惜的是，他並未提供相關的百分比來做證明。研究結果也顯示

德國人常用程度副詞來加強形容詞正面的意思，例如：“sehr” (很)、 “total” 

(非常) 以及 “wirklich/richtig” (真)。根據不同學者的研究可發現，無論是英

語、華語或是德語的讚美語句，都有其一定的句型公式，儘管三種語言之間

的公式不僅相同，但是仍可以說明讚美語是一個具有公式化的言語行爲。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讚美回應讚美回應讚美回應讚美回應 

    至此主要討論讚美語本身的特徵，本節將深入探討讚美回應行爲的部分。

第一階段先從回應讚美研究的起源著手，並討論英語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相

關文章。在第二與第三階段進一步探討華語以及德語讚美回應的研究，討論

重點主要在於指出不同研究的受試者在回應策略選擇以及比例上的異同之

處。 

一一一一、、、、起源與英語地區研究起源與英語地區研究起源與英語地區研究起源與英語地區研究 

Pomerantz (1978) 是回應讚美研究的前驅，她的論點有相當重要的參考

價值，筆者首先回顧她針對美國人回應讚美的研究。按照 Pomerantz (1978) 

的觀點，回應讚美在心境上，具有以下的衝突：一方面，爲了避免不和，説

話者應該贊同對方的話，也就是接受他所提出的讚美；另一方面，接受讚美

就等於違背不應該自我讚揚的原則。面對這樣的衝突，該怎麽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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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erantz歸納出美國人主要使用的三種策略，並將之分爲「接受」 

(acceptance) 、「拒絕」 (rejection)，以及「避免自我讚揚」 (self-praise 

avoidance)。她指出，後者不是「接受」，亦不是「拒絕」的回應方式，故

美國人主要以這樣的回應方式解決該衝突。Pomerantz詳細的分類如下（轉

自 Herbert, 1989: 10）：  

「接受」(acceptances)： 

 （1）「感謝標誌」(appreciation token)20 

 （2）「同意」(agreement) 

「拒絕」(rejections)： 

 （1）「不同意」(disagreement) 

「避免自我讚揚策略」(self-praise avoidance mechanisms)：  

 （1）「降值」(praise downgrades) 

  （a）「同意」(agreement) 

  （b）「不同意」(disagreement) 

 （2）「讚揚轉移」(referent shifts) 

  （a）「轉移」(reassignment) 

  （b）「反讚美」(return) 

分析紐西蘭人讚美回應的模式，Holmes (1986: 492) 歸納出三個主要的

類別，以及十二種小類別，説明如下21： 

「接受策略」(accept)： 

 （1）「感謝/同意標誌」(appreciation or agreement token)，例：“thanks”、“yes” 

                                              
20 此類回應表示，説話者認出並感謝對方提出的讚美，但語義上並未針對該讚美内容回

應 (Pomerantz, 1978: 83)。 
21 列出的例句皆爲語料中針對 “What a beautiful jersey!” 一句讚美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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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意話語」(agreeing utterance)，例：“I think it’s lovely, too” 

 （3）「降值」(downgrading or qualifying)，例：“it’s not too bad, is it” 

 （4）「反讚美」(return compliment)，例：“you’re looking good, too” 

「拒絕策略」(reject)： 

 （1）「不同意話語」(disagreeing utterance)，例：“I’m afraid I don’t like it much” 

 （2）「提出疑問」(question accuracy)，例：“is beautiful the right word?” 

 （3）「懷疑真心」(challenge sincerity)，例：“you don’t really mean that” 

「轉向/逃避策略」(deflect/evade)： 

 （1）「讚揚轉移」(shift credit)，例：“my mother knitted it” 

 （2）  「訊息回覆」(informative comment)，例：“I bought it at that Vibrant Knits 

 place” 

 （3）「忽略」(ignore)，例：“it’s time we were leaving, isn’t it?” 

 （4） 「合法逃避」(legitimate evasion)：提出讚美的人提出讚美後還加另一 

 個話語，給聽話者機會針對讚美不做出回應。 

 （5） 「要求重複讚美」(request reassurance / repetition)，例：“do you really think 

so?” 

 Holmes (1986) 分析以上的分類發現，紐西蘭人主要會「接受」他人的

讚美 (61.1%)，其次爲 「轉向/逃避」 (28.8%) 策略，只有少數的人會用「拒

絕」的方式來進行讚美回應 (10.0%)。有關於讚美主題與社會地位之間的關

係，Holmes指出，聽話者地位較高或較低的情況之下，一半以上的讚美是

指能力與成就，只有 27% 是指外表這一主題。不過，雙方地位相同的情況

下，讚美外表則佔 57%，能力與成就只佔 25%。這裡可以發現，社會地位

對讚美主題的選擇有所影響，但 Holmes並沒有針對社會地位與回應讚美之

間的關係加以分析。 

 Herbert (1989) 與 Herbert和 Straight (1989) 曾研究來自美國和南非的英

語母語者讚美與讚美回應的策略。Herbert主要是用 Pomerantz (1978)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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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分類，並加以修改，分析出兩個地區的受試者回應讚美上的異同。之

後，Herbert和 Straight再度針對回應策略的分類加以修改，並歸納十二個策

略，具體的舉例説明如下 (Herbert & Straight, 1989: 39) ： 

「接受」(accepting)： 

 （1）「感謝標誌」(appreciation token)，例：C: “That’s a great cake.” 

              R: “Thank you.” 

 （2）「接受話語」(comment acceptance)，例：C: “You have such a nice house.” 

R: “It’s given us a lot of pleasure.” 

「降值、變位、拒絕」(deflating, deflecting, rejecting)： 

 （1）「轉移」(reassignment)，例：C: “You’re a really skilled sailor.” 

           R: “This boat virtually sails itself.” 

 （2）「反讚美」(return)，例：C: “You sound really good today.” 

           R: “I’m just following your lead.” 

 （3）「定位」(qualification (agreeing))，例：C: “Your report came out very well.” 

R: “But I need to redo some figures.” 

 （4）「降值」(praise downgrade (disagreeing))，例：C: “Super chip shot.” 

          R: “It’s gone rather high of the pin.” 

 （5）「不同意」(disagreement)，例：C: “Your shirt is smashing.” 

          R: “Oh, it’s far too loud.” 

「疑問、忽略、重新解釋」(questioning, ignoring, reinterpreting)：  

 （1）「疑問」(question)，例：C: “That’s a pretty sweater.” 

           R: “Do you really think so?” 

 （2）「誇大讚美」(praise upgrade (often sarcastic))，例：C: “I really like this soup.” 

               R: “I’m a great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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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來述説」(comment history)，例：C: “I love that suit.” 

             R: “I got it at Boscov’s.” 

 （4）「轉移話題」(no acknowledgement)，例：C: “You’re the nicest person.” 

         R: “Have you finished that essay yet?” 

 （5）「詮釋爲要求」(request interpretation)，例：C: “I like those pants.” 

          R: “You can borrow them anytime.” 

頻率上，讚美回應出現了相當大的差異：南非人約 76% 的回應都屬於

兩種「接受」(accepting) 策略，但美國人只有約 36% 使用這兩個策略。差

距最明顯的小類別爲「接受話語」策略，因爲南非語料共有 43% 的回應是

屬於這個策略，但美國部分不到 7%。美國人反而以相當大的比率使用各種

接受策略以外的回應，比率最高的小類別爲「由來述説」（19.3%）。另外

有 10% 美國回應屬於「不同意」，但南非的語料中連一筆此類的回應也沒

有。從此可見，同一個語言不同地區的母語者在回應讚美方面或多或少還是

具有差異。Herbert和 Straight (1989) 回憶 Pomerantz (1978) 的衝突觀點指

出，美國人往往以「接受」以外的策略來回應讚美，南非人卻以根本不常提

出讚美的原則爲主。換句話說，美國人雖然提出許多讚美，但同時也會拒絕

很多讚美。南非人反而較少提出讚美，但卻接受大部分的讚美。兩位學者認

爲，美國人藉由讚美建立彼此的價值與平等，南非人的讚美模式反而表示，

他們欲保持與對方之間的距離，並以接受讚美的回應承認自己比對方上等的

地位。Herbert (1989) 認爲，此差異主要來自於兩組受試者不同的價值觀。

也就是說，因爲美國文化十分注重民主和人際平等的價值觀，因此常用「接

受」之外的回應策略。南非的受試者反而皆爲屬於社會階層較高的白人，對

他們而言讚美可能就沒有社會功能，因此大量接受他人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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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華語讚美回應華語讚美回應華語讚美回應華語讚美回應 

 除了英語之外，華語算是讚美研究文獻最豐富的語言，以下介紹最有代

表性的研究論文來探討華語回應讚美的部分。Chen (1993) 運用「話語完成

測驗」22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分析來自中國大陸以及美國的

大學生回應讚美的策略。美國人的部分，Chen歸納出四個大的回應策略（「接

受」、「反讚美」、「轉向」、「拒絕」），但因爲筆者主要回顧 Chen針

對大陸受試者回應策略的分類，在此先忽略美國人的部分。針對在中國大陸

搜集到的 292筆讚美回應，Chen將之分爲三個大類別以及五個小類別，詳

細説明如下 (Chen, 1993: 55/56)23： 

「拒絕」(rejecting)： 

 （1）「不同意並貶低」(disagreeing and denigrating)，例：“No. I was so nervous.”  

 （2）  「表示羞恥」(expressing embarrassment)，例：“No. I didn’t do it well. I’m 

 embarrassed.” 

 （3）  「解釋」(explaining)，例：“No. There were some things I tried to understand 

 but still didn’t .” 

「感謝並貶低」(thanking and denigrating)： 

 （4）  「感謝並貶低」(thanking and denigrating) ，例：“Thanks. I’m sure I bored 

 you for an hour.” 

「接受」(accepting)： 

 （5）「只有感謝」(thanking only) ，例：“Thanks.” 

                                              
22 有關於此問卷調查法的説明以及運用利弊，請見本文第三章。 
23 Chen在此提供的是大陸受試者讚美回應的英語翻譯，筆者列出的例句是受試者針對以

下的讚美回答的話：“That was a great presentation. I really enjoyed it.” (Chen, 199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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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接受」與「拒絕」是兩組對象通用的策略，比較兩組使用這兩個

策略有助於了解兩組較明顯的回應差異。美國語料中有 39.28%，但大陸部

分只有 1.03% 爲「接受」的回應。「拒絕」策略佔美國人的 12.70%，中國

人有 95.73%以「拒絕」策略回應讚美。可見，美國大學生與中國大學生回

應讚美的語用策略大相徑庭。Chen接著一一討論Brown和Levinson (1987)、

Gu (1990)，以及 Leech (1983) 關於禮貌的理論，並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套進

該三種理論。結果發現，雖然 Gu的禮貌原則可以用於解釋中國人的讚美回

應，它卻不適於解釋美國部分。反之，Brown 和 Levinson的理論因爲太偏

重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則不能拿來解釋中國人的部分。根據 Chen的看法，

Leech的禮貌原則可以解釋中國人的回應策略，也可以解釋美國人的回應。

因爲美國人以約 40的百分比「接受」他人的讚美，因此這就符合 Leech的

贊同準則 (Agreement Maxim)。24 中國語料中幾乎所有的回應爲「拒絕」策

略的回應（約 96%），因此就可以拿 Leech的謙遜準則 (Modesty Maxim) 來

解釋這個特別高的比率。值得一提，Leech該兩個準則，以及 Pomerantz (1978) 

有關於受到讚美所提出的心理衝突，是相同的原則。也就是說，美國人可能

比較重視於贊同對方的話，因此回應讚美時以「接受」爲主要的策略（贊同

準則）。但中國人反而比較重視謙虛的行爲，因此幾乎都用「拒絕」的方式

來回應他人的讚美（謙遜準則）。 

 2010年 Chen和 Yang (2010) 一起研究來自中國大陸大學生回應讚美的

語用策略，結果發現，與 Chen (1993) 十七年來的研究相比，來自同一個地

區（西安）的受試者已有相當大的改變。2010 年的研究中，西安大學生不

再以「拒絕」爲主要的回應策略。他們反而以 62.60%「接受」他人的讚美，

作爲語料中比率最高的策略。1993年最受歡迎的「拒絕」策略，則從約 96% 

(1993年) 降至約 9.13% (2010年)。因此可見，1993年的受試者還是十分注

重謙虛一事，到了 2010年受試者就比較注重與對方的贊同，多數「接受」

                                              
24 表面上，Chen (1993) 關於美國人接受他人讚美的結果與 Pomerantz (1978) 不同，但

Pomerantz沒有提供研究結果的百分比，兩個研究則難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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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讚美。兩位作者認爲，此變化主要是因爲受到大學生本身自信心的增加，

以及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Chen和 Yang的這項研究可視爲讚美研究中，首

次注意到時間距離的長期變化的研究，其研究結果對於讚美回應領域確實有

所貢獻。 

 Ye (1995) 是第一篇全面研究華語讚美語的論文，通過話語完成測驗，

分析來自中國大陸的受試者提出讚美以及回應讚美的策略。分析讚美回應部

分，他將讚美回應策略分爲五大類以及 16小類，五大類分別如下：「接受

並修正」(acceptance with amendment)，47.2%；「接受」 (acceptance)，24.4%；

「不接受」 (non-acceptance)，13.5%；「結合」 (combination)25，9.0%；「沒

有回應」 (no response)，5.9%。儘管 Ye 指出，屬於非接受的回應一般爲中

華文化規範的回應，兩種接受策略爲語料中最常見的回應方式。而 16小類

中「降值」(downgrade) 爲比率最高的策略（17.2%），他認爲這就是受試

者一種避免自我讚揚的回應策略 (Ye, 1995: 251)，符合作者所認爲的中華文

化規範的回應。然而，16小類中「感謝」策略 (appreciation) 佔整個語料第

二高的位置（16.4%），與「降值」策略相差不到 1% 的差距，這卻不符合

所謂中華文化規範的回應，Ye 認爲這是因爲受試者接觸不同文化與社會變

化的影響。觀察主題對讚美回應的影響發現，雖然受試者以能力爲主要讚美

的主題，他們反而也會以相當高的比率用「不接受」的策略來面對這一主題

的讚美（18.8%）。關於兩性回應讚美的差異，最常用的都是「接受並修正」

策略，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第二重要的策略爲「接受」策略（31.7%），

男性此策略的比率不到女性的一半。此外，男性「不接受」策略的比率高於

「接受」策略，因此還比較接近所謂規範的回應方式。Ye 接著在結果討論

部分指出，雖然「不接受」不是受試者特別常用的策略，但它還是華語一種

常規化 (routinized) 的回應策略。他認爲，「不接受」並不代表拒絕讚美，

儘管語義上帶有不同意的意味，但語用上反而具有接受該讚美之意。語料中

最常見的「降值」策略也符合這個解釋，也就是說，受試者以「降值」策略

                                              
25 「結合策略」指的是受試者用兩個以上的不同策略來回應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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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讚美的程度，不是直接拒絕對方提出的讚美，而只是強調被讚美那一事

物的弱點。 

Yuan在2002年所出版的論文也是篇全面研究讚美及回應讚美的文章，

這位學者分析的是昆明華語，也就是華語的地區方言。Yuan 運用的研究方

法有話語完成測驗、自然觀察法 (natural observational notebook data)，以及

受試者面談三種。作者將讚美回應分爲 12個策略，其中九個屬於「接受」

大類別，「降值」與「不同意」屬於「拒絕」一大類別，最後一策略爲「沉

默不語」。結果發現，43.28% 話語完成測驗的回應爲「説明」(explanation)26 

策略，其次爲「降值」 (16.55%) 與「不同意」(12.38%)。Yuan認爲，「説

明」可納入接受的範圍，但人們通過「説明」的回應不是直接地接受他人的

讚美，而是間接並含蓄地接受此讚美。因此可見，加上「接受」這一策略（7%），

超過一半的回應都屬於接受性策略的範圍。通過自然觀察法，兩個「拒絕」

策略共佔語料的 34%，「説明」策略降至 15.63%，但「接受」策略增到與

「説明」相同的比率（15.63%）。Yuan認爲，接受讚美的回應方式，將來

在中華文化中很可能變得越來越普遍。 

 Yu (2003) 的文章是分析台灣人與美國人回應讚美策略的研究，以分析

中華與美國文化的禮貌差異。針對來自兩個文化中的受試者，Yu 歸納出六

種主要的策略，並將前三個策略另外細分爲不同的次策略，六大分類説明如

下 (Yu, 2003: 1688)： 

（1）「接受策略」 (acceptance strategies)：表示認同讚美的話語（包含四種次策

略）。 

（2）「修正策略」(amendment strategies)：表示認同讚美並修正的話語（包含七

種次策略）。 

（3）「不接受策略」(non-acceptance strategies)：拒絕、疑問或玩笑讚美内涵的話

語（包含四種次策略）。 

                                              
26
 「説明」策略的範例（受到新台電視機的讚美）：“這電視畫面大，看起來舒服，感覺

好” (Yuan, 200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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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子策略」(face relationship related response strategies)：非接受、非修正或

非拒絕的話語，例如：“不好意思”。 

（5）「結合策略」(combination strategies)：結合前四種策略其中兩個以上的話語。 

（6）「沒有回應」(no acknowledgment)：受到讚美的人沒有任何回應。 

 Tang和 Zhang (2009) 透過話語完成測驗來分析澳洲英語與華語回應讚

美上的差異，澳洲受試者皆爲在澳洲出生的英語母語者，華語對象皆爲當年

在澳洲念書的大陸人。問卷設計的情境中，讚美的人地位與受試者相同，讚

美主題有外表、個性、能力，以及財物四種。兩位學者在分析的過程當中，

利用 Holmes (1986) 的分類加上 Yu (2003) 的「結合」策略。從宏觀的角度

來看，兩組受試者「接受」策略的比率最高，其次爲「逃避」策略，「拒絕」

策略比率最低。兩組相比，澳洲人接受讚美比大陸人多，但用「逃避」與「拒

絕」的策略比大陸人少。大陸人「接受」策略的比率接近 50%，呈現出與

Chen和 Yang (2010) 很相似的現象，也就是，來自大陸的受試者在此兩個

研究中大量用「接受」策略來回應讚美。Tang和 Zhang進一步進行微觀的

分析發現，華語組針對外表的讚美以 40% 的比率用 “謝謝” 之類的「接受」

策略，但此策略的比率針對能力（27%）、財物（17%）以及個性的讚美（4%）

不斷下降。大陸人的外表被讚美時，就比較能夠接受該讚美，但面對個性的

讚美，他們以「讚揚轉移」爲主要的回應策略。整體而言，大陸人面對能力

與外表的讚美主要用「接受」策略，但面對個性與財物的讚美則以「逃避」

策略爲主。兩位作者認爲，受到集體主義的影響，大陸人認爲幫助朋友是應

該的，而並不值得被讚美的小事，故他們就不會接受此方面的讚美。27 同

樣的，他們認爲財不露白，對自己的財物應該表示謙虛，不值一提。 

                                              
27 問卷中的這一題，情境爲幫助朋友照顧孩子 (Tang & Zhang, 2009: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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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德語讚美回應德語讚美回應德語讚美回應德語讚美回應 

    Golato (2002) 應用 Pomerantz (1978) 關於讚美回應的分類，研究德國

人讚美的回應，並進行德國人與美國人的對比分析。她藉由對話分析法發現，

德國人大量「接受」他人的讚美，50筆回應中有 32筆屬於這一策略的回應。

令人驚訝的是，語料中完全沒有出現如 “danke”（謝謝）之類的感謝標誌 

(appreciation token)。德國受試者反而多會提供「權衡」(assessment) 來進行

讚美的回應，權衡的不是讚美的具體内容，而是讚美本身，請見下例 (Golato, 

2002: 557)： 

 A: Aber heute abend war’s schön bei euch  （但我們今天晚上在你們這兒玩

               得很開心） 

 B: schön.          （很好）。 

 Golato的語料中，德國人最常用 “ja”（是的、對）一詞來回應他人的讚

美。下例中，B 說的第二句話就是該策略一例 (Golato, 2002: 558)：  

 A: übrigens (.) das fleisch exzel [lent  （還有，這個肉很好吃） 

 B:                        [super ne? （很棒，對吧？） 

 A: exzellent       （好吃） 

 B: joa.        （是啊）。 

 除此之外，從上例 B 第一句的回覆中可見，德國人也會重復對方讚揚的

話，並另外加上 “ ne?”（對吧？）一詞來徵求對方再度確認前面所說的話。

但因爲透過 “ne?” 此類的回應徵求 (response pursuit)，似乎帶有博取再度讚

揚的意味，這樣的回應就可視爲自我讚揚，故違反 Pomerantz (1978) 避免自

我讚揚的原則。不過，Harren (2001) 認爲，德語中 “ne?” 一詞，反而有助

於保持雙方之間的關係。Golato (2005) 接著利用 Harren 的觀點來分析出 

“ne?” 三個功能 (Golato, 2005: 180)：第一、 “ne?” 表示 B 自己的評估；第

二、它同意 A 提過的評估；第三、它表示 B 了解 A 的意思。儘管 Gola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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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未提供德國人回應讚美策略具體的百分比，但她列出許多語料中的例

句來闡釋研究結果。除了大量接受讚美之外，德國人與美國人相同，也會以

「拒絕」、「疑問」、「降值」 等方式來進行讚美回應。Golato的研究套

用 Pomerantz (1978) 的分類，發現德語中僅未出現美國人的兩個回應策略，

同時有三個策略在美國語料中是不出現的。從此可見，美式英語和德語回應

讚美的語用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性。不過，筆者再度強調，兩個研究皆

未提供具體的百分比，故分析其研究結果必須要考慮到這點。此外，兩個文

獻中間隔了 24年，因此這對其對比分析的結果也會有所影響。 

    爲了比較不同研究法於分析讚美回應對其研究結果的影響，Golato 

(2003) 運用話語完成測驗來分析德國人回應讚美，並將結果與 2002年以對

話分析法搜集的語料做一對比。以話語完成測驗搜集的語料中，73.8% 的

回應屬於「修正」這一範疇，64.9% 屬於「接受」，而只有 1.4% 的回應屬

於「決絕」策略。28 2002年研究中，德國人最常用的策略，是以 “ja” 一詞

來回應讚美，這一策略在 2003年的研究中只佔 14.3%，而完全缺乏單獨使

用的語料，而且語料中只有一筆 “ne?”。話語完成測驗搜集的語料中反而是

「由來/説明」(history/explanation) 策略的比例爲最高（28.6%），另外有 12.4% 

屬於「感謝標誌」的回應，但這樣的回應 2002年的語料中完全缺乏。Golato 

(2003) 針對兩種研究法引發的不同結果推斷，話語完成測驗的研究結果通

常會反映出受試者認爲他們應該說什麽，但搜集不到他們的真實語料。 

 Nixdorf (2002) 的博士論文研究德語、英語以及俄語三個語言讚美的回

應策略。29 作者搜集到各語言 50名受試者的語料，除了分析他們使用母語

之外，也分析出他們用目標語是否會出現和母語一樣的結果。Nixdorf 將回

應讚美策略分爲四個主要的策略，德國人最常使用「接受」策略（43.3%），

其中「感謝」爲最普遍的具體回應（20%）。緊接在「接受」策略之後爲「逃

                                              
28 Golato (2003) 將其語料中的回應單獨分類，但並未對結合性的回應特別加以分析。因

此，會出現百分比超過 100的統計結果。 
29 由於英語和俄語不列入本研究範圍，筆者只回顧此文獻關於德語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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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以及「拒絕」策略，皆佔 23.3%，只有 10% 的回應屬於「反讚美」。

因此，德國人雖然同樣以「接受」爲最主要的回應策略，Nixdorf 的語料中

也有許多表示感謝的回應，但 Golato (2002) 反而完全缺乏這樣的回應。從

此可見，相同的研究題目，基於受試者抽樣的差異，也會造成不同的結果。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 

 語言遷移 (language transfer) 是一個受到社會語言學界許多學者關注的

領域，研究的是外語學習者用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進行溝通時，受到母

語影響的程度。基本上，母語對目標語可能帶有正面的影響  (positive 

transfer)，又可能帶有負面的影響 (negative transfer)。簡單地說，前者是指

當外語學習者的母語以及他所學習的目標語，某方面很相似時，學習者能成

功地把母語的語言特徵傳到目標語，而並不會造成溝通不良。負面遷移則是

指，學習者把自己母語與目標語不同的語言特徵應用在目標語時，可能會造

成溝通不良。因爲正面遷移特別難以測試，學者主要研究的是負面遷移。由

於本文研究的是受試者回應讚美這一語用策略，談到語言遷移時，本文只討

論語用遷移的部分，而不探討語法或語義方面的遷移。 

 根據 Kasper (1992) 的定義，「語用遷移是指外語學習者在了解、應用，

以及學習目標語語用訊息的過程中，受到目標語之外的語言與文化的語用知

識之影響」30。Saito和 Beecken (1997) 總結語用遷移的研究，提出可能產

生語用遷移三項主要的因素：第一，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之間的語用差異；

第二，學習者目標語能力不足；第三，學習者對溝通中的情境不熟悉。論上

述第二個因素，若學習者外語能力不足時，其對目標語的語用知識一般也不

會達到很高的程度。然而，Kasper (1992) 指出，學習者外語能力越高，發

                                              
30 英語原文：“[P]ragmatic 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learners’ pragmatic knowledg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ther than L2 on their comprehension,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of L2 

pragmatic information.” (Kasper, 199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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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語用遷移的可能性也隨著增加。如果真是如此，高程度的外語學習者在與

來自目標文化的對方溝通時，可能會遇到困難。Liang (2008: 20) 進一步解

釋，語法或語義上的錯誤聽話者較易於諒解，因爲這樣的失誤仍可歸因於學

習者語言能力的不足。但是，由於人們對學習者語用能力的期望隨著其語言

程度的提高而增長，因此語用上的失誤反而會導致對學習者個性的懷疑。 

 Thomas (1983) 將這樣的「語用失誤」(pragmatic failure) 分爲「語用語

言失誤」 (pragmalinguistic failure) 以及「社會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前者指用外語溝通時，學習者會用母語的語言形式（如言語行爲），

但因爲目標語對該形式的詮釋不同，故造成語用失誤。因此可見，此類的失

誤主要是語言本身的問題。社會語用失誤則指，用外語進行溝通時，通過學

習者用母語中社會文化的規則，造成的語用失誤。由於 Thomas直接以「語

用失誤」一詞來解釋該兩種語用遷移，可見她指的是負面語用遷移。接下來，

筆者針對兩篇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論文作語用遷移研究的介紹。 

 Yu (2011) 研究來自台灣的英語學習者用英語如何提出讚美，通過與華

語和英語母語者的比照，分析出學習者母語的習慣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用英語

提出讚美的模式。Yu 運用比較特殊的研究法：他請的調查人士做出會吸引

對方提出讚美的事情，例如新髮型、準備飲料、口頭報告等，並記錄所有讚

美的話語。若受試者未提任何讚美，調查者也會紀錄，Yu 以這樣的方式搜

集到相當自然的真實語料。結果發現，美國人提出讚美的比率最高，而華語

母語者比率最低，英語學習者則介於兩者之間，但是學習者提出讚美的次數

仍不到美國人的一半。此外，「不説話」爲華語母語者和英語學習者最常用

的反應。Yu 和別的學者不同，還特別分析受試者提出讚美時是否會同時採

取扶助行動 (supportive move) 或是閒談 (small talk)。結果發現，華語母語

者與英語學習者 26% 的讚美言語都包含扶助行動，而 16% 的讚美包含閒

談的話語，但美國人此方面的比率反而只到 4%。Yu 認爲，台灣人可能會

將直接提出讚美視爲沒有禮貌的行爲，因此藉由扶助行動與閒談將整個讚美

的言語加以禮貌化。整體而言可歸納出，雖然這些英語學習者在台灣已學了

七年的英語，並有三年居住在美國的經驗，還是在各方面呈現出語用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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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指出，這些受試者在美國就讀時，可能與當地英語母語者的接觸程度不

高，因此較沒有體會到美國當地較規範的語用策略。 

 反觀研究英語學習者使用目標語是否會呈現出語用遷移，Yu (2004) 分

析兩組學習英語的台灣受試者（一組居住在台、一組居住在美）用目標語回

應讚美的語用策略。此研究運用話語完成測驗，爲了能夠將兩組學習者的結

果與母語者相比，作者同時也搜集了英語和華語母語者的語料。他利用其在

2003 年歸納出的六大回應策略進行量化的分析發現，在美學生回應策略比

較接近美國人的結果，在台的學生則比較接近華語母語者的結果。因此，目

標語的學習環境仿佛有助於外語學習語用方面的進度。Yu (2004) 接著進一

步進行四組受試者的質化分析發現，例如「降值」 這一回應策略，兩組學

習者的比率相當接近華語母語者，呈現出這方面的語用遷移。觀察「非接受」

策略可見，華語母語者使用這類回應的比率比美國人來得高，雖然兩組學習

者都呈現出語用遷移，在美的學習者還是比較接近美國人所顯示的英語規範。

Yu 認爲此結果表示，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對其回應讚美策略的選擇具有不可

忽略的影響。整體而言，因受到十分重視謙虛的中華文化的影響，台灣人仍

會以「不接受」策略進行謙虛且禮貌的讚美回應，用英語回應時雖然比率比

較低，但也透露出「不接受」策略在台灣社會中有相當的影響力。 

    以上回顧與本研究題目具有關聯性的文獻，先從相關的理論著手，接著

探討讚美與讚美回應言語行爲，並介紹語言遷移的相關研究。由此可見，儘

管讚美爲高度公式化的行爲，但在分析不同語言社群於讚美回應行爲的表現

上，仍有極大的差異。這不但可歸因於不同受試對象的文化背景，同樣也受

不同研究方式的影響。因此，由於目前還缺乏華語和德語的相關對比分析，

本文通過話語完成測驗，欲分析台灣人和德國人回應讚美上的異同之處，並

了解德國中高級的華語學習者面對讚美時，如何用華語來進行讚美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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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三章將説明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本章分爲四個部分：首先在第一

節説明研究取向；第二節解釋資料搜集方式，並介紹本文三組受試對象的背

景；第三節具體説明問卷內容；最後，筆者在第四節會説明語料的分析方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取向取向取向取向 

 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法爲「話語完成測驗」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透過問卷，爲語用學領域普遍運用的研究工具。此研究方法可回溯至

Blum-Kulka於 1982年用以分析母語者與外語學習者如何使用目標語進行言

語行爲的研究。在話語完成測驗中，研究者以書面語清楚告知受試者其所假

想的情境，接著學者針對研究目的於特殊的情境中提出與該情境有關的問題，

並讓受試者填寫其於該情境下將出現的回應，受試者的回答就是學者所欲分

析的言語行爲。話語完成測驗大致可分爲開放式 (open-ended) 以及封閉式 

(closed-ended) 兩種設計，後者請參考下例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14)： 

At the university 

Ann missed a lecture yesterday and would like to borrow Judith’s notes. 

An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udith: Sure, but let me have them back before the lecture next week. 

上列問卷即屬於封閉式的設計法，學者以設定好的假想情境讓受試者提

出「請求」這一言語行爲。在此，學者將提出對話第二個話輪 (turn) 來完

成該情境的對話。然因受試者事先已知對方將回應的話語，此類問卷設計無

法引發受試者自然的言語行爲表現 (Jucker, 2009: 1618)。爲獲得更正確的語

料，至今有關「回應讚美」的研究，大多設計爲開放式的話語完成測驗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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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受試者回應讚美的言語行爲。從以下例句可看出，若研究者設定了第二話

輪，將使受試者的回應內容受到限制。若欲引發受試者的讚美回應，開放式

的問卷設計爲較可行的選擇。以下爲 Tang 和 Zhang (2009: 343) 舉例原文： 

你的朋友們爲慶祝學期的結束搞了一個聚會。你悉心打扮了一番。當你出現

在聚會時，你的一位朋友說：「嘿，你真精神！今天看起來很帥/漂亮。」 

你的回答： 

話語完成測驗受到許多學者們的歡迎，顯示它在研究途徑中有許多的優

勢，對此，何兆熊（2000：363）曾清楚歸納出該調查法的六大優點，分別

如下： 

1.比較容易收集到大量的語料，且較便捷； 

2.能有效地控制要研究的情景變量； 

3.能有效地比較不同語言中的言語策略； 

4.能有效地對母語使用者和外語學習者的言語策略進行對比； 

5.能給受調查者提供日常客套用語的信息； 

6.能給受調查者提供他們在實現言語行爲時認爲是重要的社會因素。 

當然，每一研究法除了優點之外也有其限制，何兆熊（2000: 364）也針

對話語完成測驗提出四項限制： 

1.由於問卷上空間有限，受調查者的話語長度也受到限制； 

2.受調查者可能會根據自己對詞彙的熟悉程度來選擇其語言形式； 

3.由於話語完型法是書面調查，受調查者會潛意識地認爲要用書面語言來完

成； 

4.問卷法調查的是受調查的人在某一情景中會說什麽，也就是說調查的還是

其直覺，這不能反映他們在真實情景中實際使用的語言。 

不同的研究領域所運用的研究工具不盡相同，每位研究者也各有其偏好，

沒有任何一個研究法是絕對適用於某種情境的。Jucker (2009: 1633) 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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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言語行爲，尤其是讚美語，單一最理想的研究法是不存在的。」31。

筆者認爲，根據何兆熊（2000）上述針對話語完成測驗歸納出的優缺點可知，

本研究運用此研究法的優點將多過於限制。其一，話語完成測驗有檔案管理

的好處，無需把問卷印刷出來，可用電子郵件將問卷發給三組居住在不同地

區的受試者，排除傳統研究時間與空間上的障礙，不但能較爲快速地搜集語

料，並能減少研究者花時間在搜集語料上的精力。此外，本文研究的主題，

正符合何兆熊的觀點，除不同語言中的言語策略外，筆者也將比較母語者與

外語學習者言語策略的表現。爲突破話語完成測驗對本研究可能造成的限制，

筆者在設計問卷過程中也相當注意，這部分的説明請見本章第三節。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資料搜集方式與研究對象資料搜集方式與研究對象資料搜集方式與研究對象資料搜集方式與研究對象 

    筆者透過 Google網路問卷的方式，任意發放以隨機取樣，通過在台灣

與德國友人尋找適當的受試對象。發送問卷的過程中，基本上只須使用電子

郵件將問卷的連結傳給受試者。問卷填寫完畢之後，受試者只須按送出鈕，

即可回收問卷。六週內筆者回收了 125 份有效問卷，受試者分別爲台灣人

60名、德國人 45名，以及德國華語學習者 20 名。爲提高本研究對比分析

的可信度，三組受試者學歷皆爲大學以上，受試者大多數爲各大專院校的大

學或研究生，少數爲上班族，工作領域則並不加以限定。台灣受試者年齡介

於 19至 31歲之間，平均年齡爲 25.1歲，德國受試者年齡介於 18至 32歲，

平均年齡 25.0歲，德國華語學習者年齡介於 19至 29歲，平均 25.7歲，可

見本研究受試者皆屬於年輕世代。台灣受試者皆爲華語母語者，其中無人住

過德語地區。德國人皆爲德語母語者，其中無人學過華語或是其他亞洲語言，

因此填問卷時不會受到中華文化方面的影響。德國華語學習者一半以上是德

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學生或畢業生，學華語經歷平均學習時間 5.3年，居

                                              
31 英語原文：“The ideal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speech acts, and in particular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pliments, does not exist.” (Jucker, 2009: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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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於華語地區的時間平均爲兩年。下表三-1 爲筆者整理出各組受試者的分

布情況，以便讀者閱讀： 

表 三-1、受試者分配數據 

組別 台灣人 德國華語學習者 德國人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28 32 11 9 26 19 

平均年齡 25.1歲 25.0歲 25.7歲 

總數 60 20 45 

母語 華語 德語 德語 

    筆者回收了 125份有效問卷，搜集到台灣人 600筆，德國人 450筆，及

德國華語學習者 200筆語料，總共 1250筆讚美回應。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本文問卷爲開放式填寫的問卷，内容大致可分爲三部分：使受試者了解

問卷操作的説明、受試者基本資料，以及問卷情境設定。在操作説明部分，

筆者告訴受試者，問卷「是爲了解台灣人與德國人語言應用而設計」，但並

未提到「讚美」一詞，以免受試者的作答帶有先入爲主的影響 (Beebe & 

Takahashi, 1989)。爲避免話語完成測驗的缺點（見本章第一節），筆者盡可

能地尋找因應的策略，以免對語料搜集以及整個研究結果產生不良的影響。 

有關於問卷中給受試者的填寫空間有限這一缺陷，筆者選擇 Google文

件的軟體設計作爲媒介，如此一來，可確保填寫空間足於容納受試者欲寫入

的任何話語，而不像用紙本的問卷般可能影響到受試者答話的長度。針對受

試者僅用較熟悉的詞彙來填問卷這一限制，筆者認爲並不能稱之爲限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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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用詞會顯示出母語者與非母語者的語言形式，也就是說，由於人們所使

用的話語總是隨著其語言表達能力而決定，這一項目無論使用什麽樣的研究

方法都是十分普遍且自然的現象。假設何兆熊（2000）提出這一缺陷指的是

外語學習者的手寫能力，那麽因本研究華語學習者的語言能力限定爲中高等

能力，而他們也並不需要依靠手寫能力，這一點可能帶來的影響已排除掉。

由於受試者的確可能會認爲，書面問卷應該要用較書面的語言來填寫，筆者

在問卷操作説明部分特別提醒受試者，僅用口語化的語言回答，並舉標準模

式的回答範例，以免搜集到書面語言的語料。因此可見，針對何兆熊列出的

前三個缺陷，本文問卷設計盡量避免讓這些缺點帶來負面影響，但第四點，

也就是話語完成測驗無法搜集真實情境中的語料，這就是學者仍然改善不了

的事情。不過，Blum-Kulka等 (1989) 指出，由於利用書面引發研究法能夠

較容易搜集到典型 (steoreotyped) 的語料，因此這類研究法十分適於分析跨

文化的言語行爲。 

除了上述幾項問題之外，何兆熊（2000）與 Bonikowska (1988) 也提出

兩個往往被視爲使用話語完成測驗的研究限制，第一，如本章第一節提出的

封閉式例句所呈現，受試者填寫問卷時往往要扮演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角色。

這樣的任務確實可能會影響到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因此，本研究問卷設計每

一題都會將受試者稱爲 “你”，而讓他們在問卷的情境中扮演自己最熟悉的

角色。此外，問卷中的情境皆爲一般大學生十分熟悉的語境，他們則對該語

境不會有任何陌生感。第二，一般使用話語完成測驗的言語行爲研究，學者

會要求學生用言語來回答問卷中碰到的每一題目。但如Bonikowska所指出，

在真實的語境裡，説話者仍可以選擇不説話，也就是沉默不語 (opting out) 

的方式來回應對方的話，而一樣能達到溝通目標。因此，爲引發受試者較真

實的回應，而不只是強迫的話語回應，筆者在操作説明告知受試者，如果不

會用言語回答，也可以選擇「微笑」的非語言形式來回答對方的話。舉例而

言，Daikuhara (1986) 研究日本人回應讚美發現，近四分之一的受試者以微

笑或不説話的方式來回應讚美。同樣的，來自泰國的英語女學習者面對他人

的讚美，每四筆回應就有一筆屬於微笑或不説話這一策略 (Ceda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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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可見，在其他東亞文化中，這一回應策略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筆

者也將之列入本文的研究範圍。 

 在問卷第二部分，也就是受試者的基本資料，筆者列出國籍、性別、年

齡三個項目，另外問他們的外語能力及留學經驗。欲知道後兩個項目，是因

爲筆者將台灣受試者限定爲無德語區留學經驗之人，而德國受試者限定爲無

華語區留學經驗之人。由於留學時通常會吸收到當地語言與文化的特徵，這

可能會影響到用母語進行言語行爲的表現。關於第三組受試者，也就是來自

德國的華語學習者，筆者詢問其學習華語的時間、在華語地區居住的時間，

以及開始學習華語的地方或是學習機構。前兩題是爲確認學習者已達到相當

高的華語能力，後者的目的爲分析出當地使用的教材對他們用華語進行回應

讚美是否具有影響力。  

 問卷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引發受試者讚美回應的題目，總共包含十個

項目。前四題都是由不同的讚美主題而組成的語境，主題爲外表、財物、能

力，以及個性。這四題的目的爲了解受試者在面對不同讚美主題時，是否會

使用不同策略來回應，而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試者是否會傾向使用不同回應策

略。正式進行問卷調查前，首先請幾位華語以及德語母語者填寫問卷初稿，

並提出問卷不清或不足之處。接著，訪談華語母語者，並與指導老師討論其

内容之後，筆者修改並完成問卷最後一個可行的版本。除了給台灣人填寫的

華語版之外，還有給德國人填寫的德語版，以及給德國華語學習者填寫的版

本。爲使德國華語學習者快速地閲讀問卷内容，其所填寫的問卷版本，操作

説明以及每一題情境説明的部分都是用德語書寫，只有每一題讚美的話語才

是用華語書寫，德國華語學習者與台灣受試者相同使用華語填寫問卷。以下

爲最後一版本前四題詳細的提問模式，受試者填寫的問卷上，筆者未提供每

一題的標題，以免受試者受到影響。32 

（1）外表爲主題： 

                                              

32 本論文的問卷分爲三個版本：華語版、德語版、德國華語學習者版，具體問卷內容請

見附錄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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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剛去剪頭髮，隔天在學校碰到一位同學，他/她跟你說：「你剪頭髮喔，還蠻

好看的！」 

你回答： 

（2）財物爲主題： 

你買了新手錶，今天第一次戴著上學，跟一位同學聊天的時候，他/她看到你的手

錶說：「哇，你有新手錶，好好看喔！」 

你回答： 

（3）能力爲主題： 

你喜歡打桌球，有一天一位同學看到你練球，隔天他/她在學校碰到你，並跟你說：

「我昨天看到你打球，你打得很好耶！」 

你回答： 

（4）個性爲主題： 

你的一位同學還不知道下學期要修什麽課。因爲你已修完所有的課，你主動跟他/

她說，明天可以借他/她去年的資料。 他/她接著跟你說：「你人真好！」 

你回答： 

五至十題則不再研究不同讚美主題，而分析不同變項對受試者回應讚美

的影響。因此，由於能力在中華文化中往往被視爲最值得讚美的主題 (Ye, 

1995)，問卷後六題的情境都設定爲能力一大主題。問卷項目第（5）和第（6）

欲分析私底下及公開場所的語境，對受試者回應讚美是否造成差異，第（7）

和第（8）題談的是受到讚美的人對讚美内容的自我評估是否影響其回應。

最後兩題欲分析，地位較高的人提出的讚美是否會引發受試者不同的回應策

略。以下列出該六題的内容： 

（5）私底下情境： 

博士班放榜了，結果你考上了，有一位同學私底下跟你說:「你真的很厲害！」 

你回答： 

（6）公開場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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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放榜了，你和同學們在公布欄前看榜單，結果你考上了，同學們跟你說:「你

真的很厲害！」 

你回答： 

（7）正面自我評估： 

你剛剛在學校口頭報告，自己覺得報告得很不錯，下課後有一位同學跟你說： 「我

覺得你今天報告得很好！」 

你回答： 

（8）消極自我評估： 

你剛剛在學校口頭報告，自己覺得報告得不太好，下課後有一位同學跟你說： 「我

覺得你今天報告得很好！」 

你回答： 

（9）地位相同情境： 

一位同學在學校聽到你跟外國人講英文，他/她跟你說：「你英文講得好好喔！」 

你回答： 

（10）地位不同情境： 

你的英文老師在學校聽到你跟外國人講英文，他/她跟你說：「你英文講得很好！」 

你回答： 

 從筆者設計的十個情境可見，除了問卷第十題，也就是特別研究地位對

於回應讚美的影響以外，其餘九個語境，對話中的兩個角色，彼此的關係皆

爲一般的同學。這樣設計語境的主要原因來自於 Wolfson (1988) 的研究。

Wolfson發現，社會距離 (social distance) 這一變項往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與親密的人或是陌生人溝通時，因雙方的相對關係較固定，故不需太過於關

心與對方將來關係的改變。然而，當與認識的人或是普通朋友溝通的情況之

下，這種關係反而比較缺乏固定性。因此，爲了與對方保持良好的關係，雙

方就比較依賴禮貌的言語行爲。儘管家人或是陌生人也會彼此讚美，但如

Holmes (1986) 以及 Yu (2005) 發現，80% 以上的讚美仍侷限於雙方之間保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5 

 

持一定社會距離的關係之下。筆者在設計本研究的問卷時也考量到這點，故

問卷前九個項目皆設定爲同學讚美同學的情境。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語料分析方式語料分析方式語料分析方式語料分析方式 

    本節針對受試者回應讚美的策略進行分類。受試者之回應策略主要可分

爲「接受」(acceptance)、「修正」(evasion)，以及「拒絕」(rejection) 三種

主要策略。這樣的分類源自於 Pomerantz (1978) 的論點，可以算是所有回應

讚美研究的起始點，也就是說，在刻度上的一個極端爲「接受」策略，在另

一個極端爲「拒絕」策略，而在兩個極端中間則爲其他的回應策略，本研究

稱之爲「修正」策略。接下來會針對受試者使用的每一個回應策略提出説明
33，並從語料中舉華語及德語的具體例句。 

「接受」主類策略：此範疇包含七個次類策略。 

（1） 「感謝」：這樣的回應表示説話者感謝對方提出的讚美，但這並不見

得等於説話者贊同該讚美的内容，典型的例子爲：“謝謝你”、 “謝啦”、 

“謝謝老師”，德語語料主要爲 “danke”（謝謝）。 

（2） 「同意」：表示説話者同意讚美内容，例如：“對啊。我很喜歡”、 “是

啊，我也這麼覺得”，德國人回應有 “Ja, finde ich auch.”（對啊，我也

覺得）。 

（3） 「高興」：以這種回應，説話者表示他聽到讚美感到很開心，例如：

“很高興你喜歡”、 “爽啊”，德語語料有 “Super Sache, das freut mich.”

（好棒喔，我好開心）、“Wow, ich bin sprachlos.”（哇，我沒話講）。 

（4） 「反回」：這樣的回應將讚美返回到提出讚美的人身上，例如：“老

師你教的好啦”、“謝謝，你也不錯喔!”，德國人的回應有 “Das haben 

                                              
33 筆者主要參考 Pomerantz (1978)、Holmes (1986)，以及 Yu (2004) 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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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mir ja auch beigebracht.”（這就是您教我的）、 “Danke schön, Sie 

auch.”（謝謝，您也是）。 

（5） 「誇大」：這種回應誇大讚美的力量，通常是帶有幽默的意味，例如 

“我真的人好好喔！”、“人帥剪怎樣都好看”，德語例句爲 “Nicht 

schlecht? Ich finde das grandios.”（只是不錯嗎？我覺得很厲害）。 

（6） 「説明」：這類回應針對被讚美的事物提出説明，通常是提出對方爲

何覺得那件事物值得讚美的理由，比如：“我也是認真很久才考上的”，

“我可是有練過的”，德國部分有 “Das Thema hat mich auch sehr 

interessiert.” （我對這題目真的很感興趣）、 “Ich war ja auch während 

der Schule in Kanada und habe dann in England studiert.” （我念高中時

就去加拿大念書，後來大學也是在英國念）。 

（7） 「結合接受」34：這類回應結合兩個以上的次類策略，例如：「感謝+

説明」：“謝謝，我從國小開始練的”、「同意+感謝」：“我也那麼覺

得，謝謝”、「感謝+高興」：“Vielen Dank. Freut mich, dass es dir gefällt.”

（謝謝，很高興你喜歡）。 

「修正」主類策略：此範疇包含八個次類策略。 

（1） 「降值」：通過這樣的回應，説話者降低讚美的力量，例如：“還好

啦”、“你過獎了”，德語語料有 “Eher bescheiden glaube ich.”（還好吧，

我想）、“Kein Problem, gerne.”（沒事，應該的）。 

（2） 「疑問」：説話者懷疑對方提出讚美的真誠度，例如：“真的嗎？”，

“有嗎？”，德語語料中有 “Findest du?”（你這樣覺得嗎？）。 

                                              

34 值得注意，「結合策略」可以融合三個主類策略中兩個以上的策略，但是所表達的涵

意是明確地「接受」或是「修正」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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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訊息」：說話者通常是述説被讚美的那件事物的由來，或是針對該

事物加以説明，例如：“哈，在夜市買的”、“對啊，我的生日禮物”，

德語部分有 “Die habe ich mir gerade neu gekauft.”（最近新買的）。 

（4） 「轉移/笑話」：「轉移」將讚美力量轉移至第三人身上，或是轉到運

氣，例如：“哈，我女朋友挑的喔”、“是運氣好”，德語語料中例如有 

“Glück gehabt, hätte ich auch nicht gedacht.” （運氣好，我也沒想到）。

「笑話」策略是指用開玩笑的方式來進行回應，只有台灣人用此類回

應方式，例如：“拜託，不要發我好人卡，哈哈”。 

（5） 「關心」：表示説話者關心對方的意思，具體的回應内容可能是提供

對方某件事情或是鼓勵對方繼續努力，例如：“下次要跟我一起玩

嗎？ ” 、 “ 你們也辦的到!” ，德語例句有  “Danke, bist du auch 

angenommen worden?”（謝謝，你也被錄取了嗎？）。 

（6） 「迴避」：説話者避免直接回應對方提出的讚美，而進行話題轉換，

例如：“總算可以好好睡覺了”、“喔喔，消息還傳真快”，德語部分有 

“Ach, du warst gestern auch in der Sporthalle? Hab dich gar nicht 

gesehen.”（你昨天也在體育館？我都沒看到你）。 

（7） 「微笑」：說話者不作任何言語表達，僅以笑聲、微笑或是不語來回

應讚美。Cedar (2006) 提出，以「微笑」策略回應讚美可同時避免正

面「接受」或直接「拒絕」讚美，因此「微笑」列爲「修正」主類策

略的範疇内。 

（8） 「結合修正」：這類回應結合兩個以上的次類策略，例如：「疑問+

降值」：“真的假的？才一百塊”、「降值+轉移」：“還好啦，運氣好”、

「疑問+降值」：“Findest du? Ich war gar nicht so zufrieden damit.”（你

這樣覺得嗎？我沒有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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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主類策略：此範疇未細分爲次類策略。 

「拒絕」：表示説話者不同意讚美的内容，因此等於拒絕該讚美，例

如：“哪裡，不會啦”、“沒有吧，我報告得不好啦”、德國人語料中有 

“Quatsch, mein Englisch ist murks!”（哪有，我英語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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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本章將以圖表以及描述説明的方式，一一呈現出受試者針對問卷每一題

統計結果，不針對結果做深入地分析。第一節首先提出三組受試者所有語料

的整體結果，接者在第二與第三節說明他們針對不同讚美主題以及社會變項

的讚美情境如何使用回應策略，並列出受試者語料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例句。

問卷每一題的結果將會有兩個圖像，第一個圖像爲三個主類策略的統計結果，

第二個圖像則顯示次類策略的分布，前者爲比較廣泛，後者爲比較詳細的統

計結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整體統計整體統計整體統計整體統計 

    針對搜集到的 1250筆語料進行統計後，下圖四-1 顯示三組受試者在三

個主類策略上整體的統計結果： 

圖 四-1、三組受試者主類策略運用統計35 

                                              
35 第三組受試者「華語學習者」，國籍亦爲德國人，然爲了閱讀上的方便，以下稱之爲

「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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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四-1 可見，台灣人與德國人都以「接受」爲最主要的回應策略，

其次爲「修正」，比例最低的則是「拒絕」策略。與德國人相比，台灣人比

較少用「接受」，但多用「修正」以及「拒絕」策略來回應對方的讚美。德

國人「接受」回應百分比高達 67%，但「拒絕」低至 2.4%，兩種策略使用

頻率上的差距很大。台灣人部分，有超過一半的回應是採用「接受」策略，

但比例上仍比德國人低。而且從上圖四-1 可以發現台灣人儘管最常用「接

受」策略，但也有 37.2% 的受試者以「修正」的方式來避免直接「接受」

讚美。台灣人這樣的結果相近於 Tang和 Zhang (2009) 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

對象，兩個研究結果在這三個策略中，只差幾個百分點。 

    學習者部分共有 47.5% 回應屬於「修正」，爲頻率最高的策略，甚至

超過台灣人的比例。「接受」策略只達 42% ，爲三組受試者中最少用「接

受」策略的小組。除此之外，學習者「拒絕」策略接近台灣人。整體看來，

他們表現得比較像台灣人。爲進一步了解三組受試對象回應策略的狀況，以

下歸納出他們回應上所使用的次類策略，下圖四-2可清楚看出三組的異同： 

圖 四-2、三組受試者次類策略運用統計36 

                                              
36 如圖四-2 呈現次類策略的圖像，從「感謝」到「結合接受」屬於「接受」主類策略；

「降值」到「結合修正」屬於「修正」主類策略；最右邊爲「拒絕」策略的部分。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轉移

/笑

話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19.3% 1.7% 1.5% 1.8% 0.8% 2.5% 23.3%14.7% 3.3% 0.5% 4.2% 0.7% 1.2% 2.8% 9.8% 11.8%

學習者 13.5% 3.0% 4.5% 0.0% 0.5% 3.0% 17.5%18.5% 4.0% 1.0% 0.0% 1.0% 1.5% 4.0% 17.5%10.5%

德國人 20.0% 2.4% 4.4% 1.1% 0.2% 2.9% 36.0%12.4% 0.9% 1.1% 0.9% 0.2% 0.4% 4.2% 1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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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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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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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頁圖四-1 得知，67% 德國人的回應屬於「接受」策略，圖四-2 可

見他們主要選擇「結合接受」與「感謝」這兩種策略來進行回應，故除了常

常直接表示謝意之外，他們更常結合兩個以上的次類策略來正面「接受」讚

美。台灣人「接受」策略同樣也是以該兩種次類策略爲主，但其「結合接受」

策略比例只有 23.3%，少於德國人約 13 個百分點。儘管台灣人在「接受」

策略的比例不像德國人那麽高，但 Gao和 Ting-Toomey (1998: 47) 提出的論

點，公然且直接地「接受」讚美在中華文化中被視爲不禮貌的行爲。可見，

這已經不代表現代華人的現狀。在「修正」策略中，台灣人與德國人常用「降

值」以及「結合修正」次類策略。「拒絕」策略只有「拒絕」一種次類策略，

從比例上可發現台灣人（11.8%）使用「拒絕」次類策略，與「結合修正」

次類策略頻率相當，但德國人用此策略比例卻只有 2.4%。故可觀察到，兩

組次類策略大致上很相似，實際上只有「結合接受」和「拒絕」兩種策略具

有四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 

    學習者部分反而呈現出相當不同的結果：他們「降值」爲比例最高的次

類策略（18.5%），其次爲「結合接受」以及「結合修正」策略，而第四常

用的策略才是「感謝」（13.5%）。可見，學習者使用「降值」和「結合修

正」上爲三組受試者的首位，而「感謝」與「結合接受」佔最小的比重。另

外，學習者每十筆回應就有一筆「拒絕」，故此方面很接近台灣人的表現。

整體而言，學習者統計結果與本研究德國人的結果不太相同，反而比較接近

台灣人的表現。他們在不同情境的回應是否皆接近台灣人的結果，或某方面

受自己母語的影響，這就是接著欲了解的研究目的之一。下表四-1 可以清

楚看出三組受試對象所使用的回應讚美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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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三組受試者策略整體分配37 

 台灣人 學習者 德國人 

回應策略 次數 (%)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主類策略    

1.感謝 116 (19.3) 27 (13.5) 90 (20.0) 

2.同意 10 (1.7) 6 (3.0) 11 (2.4) 

3.高興 9 (1.5) 9 (4.5) 20 (4.4) 

4.反回 11 (1.8) 0 (0.0) 5 (1.1) 

5.誇大 5 (0.8) 1 (0.5) 1 (0.2) 

6.説明 15 (2.5) 6 (3.0) 13 (2.9) 

7.結合接受  140 (23.3) 35 (17.5) 162 (36.0) 

小計 306 (50.9) 84 (42.0) 302 (67.0)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主類策略    

1.降值 88 (14.7) 37 (18.5) 56 (12.4) 

2.疑問 20 (3.3) 8 (4.0) 4 (0.9) 

3.訊息 3 (0.5) 2 (1.0) 5 (1.1) 

4.轉移/笑話 25 (4.2) 0 (0.0) 4 (0.9) 

5.關心 4 (0.7) 2 (1.0) 1 (0.2) 

6.迴避 7 (1.2) 3 (1.5) 2 (0.4) 

7.微笑 17 (2.8) 8 (4.0) 19 (4.2) 

8.結合修正  59 (9.8) 35 (17.5) 46 (10.2) 

小計 223 (37.2) 95 (47.5) 137 (30.3) 

「「「「拒絕拒絕拒絕拒絕」」」」主類策略    

拒絕 71 (11.8) 21 (10.5) 11 (2.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600 200 450 

                                              
37 本研究結果數據採用四捨五入的計算方式，所以在總數上可能會出現不滿一百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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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讚美主題讚美主題讚美主題讚美主題 

    第一節已呈現出語料整體的統計結果，本節將針對問卷前四題，也就是

針對外表、財物、能力，以及個性四個主題的讚美情境，顯出回應主類與次

類策略的百分比統計表，並提出三組受試者典型回應讚美的例句。 

一一一一、、、、外表外表外表外表 

    以下爲三組受試者針對外表（新髮型）爲主題的研究結果，首先顯出三

主類策略的比例分布： 

圖 四-3、外表爲主題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上圖四-3顯出，雖然三組偏好仍依序爲「接受」、「修正」、「拒絕」

的回應，組與組之間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德國人以 97.8% 的比例「接受」

這類的讚美，「修正」策略只達到 2.2%，而「拒絕」回應一筆語料也沒有。

雖台灣人同樣以很高的比例「接受」針對新髮型的讚美（86.7%），他們還

是用「修正」策略（11.7%），也有一筆「拒絕」，宏觀來看，台灣人針對

這類的讚美使用的主類策略，大致上相似於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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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反而僅有 60% 爲「接受」策略的回應，但同時有 40% 屬於「修

正」策略，與另外兩組的結果產生很大的差異，學習者不但完全不像自己母

語者的表現，「修正」策略也大量超越台灣人的比例。 

 以下圖四-4爲受試者針對外表的讚美使用的次類策略，呈現出相當有意

思的結果： 

圖 四-4、外表爲主題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顯而易見，16個次類策略，僅有五個策略超過 5%，是比較被使用的，

其他策略各組對象則只出現一筆以下的語料。德國人部分，使用比例最高爲

「感謝」策略，「結合接受」策略排在第二位。該兩個策略同樣也是最受台

灣人歡迎的，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不像德國人那麽大。台灣人除 5% 的回

應用「降值」策略，其他策略的百分比皆不值得一提。因此可見，雖然比例

上具有差距，兩組使用次類策略的結果非常相似。「結合接受」部分，兩組

的回應都含有「感謝」這一策略的元素，台灣人主要使用「疑問+感謝」的

結合，例句如下： 

例 1：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轉移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43.3% 1.7% 0.0% 0.0% 1.7% 0.0% 40.0% 5.0% 1.7% 0.0% 1.7% 0.0% 0.0% 1.7% 1.7% 1.7%

學習者 35.0% 0.0% 0.0% 0.0% 0.0% 0.0% 25.0%10.0% 5.0% 0.0% 0.0% 0.0% 0.0% 0.0% 25.0% 0.0%

德國人 57.8% 2.2% 2.2% 0.0% 0.0% 0.0% 35.6% 0.0% 0.0% 0.0% 0.0% 0.0% 0.0% 0.0% 2.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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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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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謝謝你！” 38 

    台灣人「結合接受」有 16筆含「疑問」策略的語料，故他們大約四分

之一的回應都含有這一策略。德國人只出現二筆此類回應，他們反而主要用

「感謝+同意」以及「感謝+説明」，例如： 

例 2：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mir gefällt's auch richtig gut.” 

“謝謝，我也很喜歡。” 

例 3：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wurde auch mal wieder Zeit.” 

“謝謝，時間到了就要剪。” 

    學習者雖然也以「感謝」爲最主要的回應策略（35%），但除「結合接

受」之外還有「結合修正」也達 25%，後者百分比與另兩組差距約 23個百

分點。可見，學習者「感謝」和「結合接受」皆爲三組受試者最低的比例，

而「降值」以及「結合修正」佔比例最高的位置。學習者例句如下： 

例 4：學習者「降值」次類策略 

“還行吧，老樣子。” 

例 5：學習者「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覺得好看嗎？剪得特別便宜，我覺得看起來不太特別的。” 

例 6：學習者「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38 由於在類似 “真的嗎？” 這樣的回應從詞面上無法看出其語氣，它可能是很高興的或

很懷疑的，因此這樣的回應難以分類。不過 “真的嗎？謝謝你！” 這一例句還帶「感謝」

策略的元素，則被分爲「接受」主類策略的範疇内。同樣的，「疑問」策略與「拒絕」

搭配時，這樣的回應就被放在「拒絕」一範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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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還好吧，其實我覺得還是有點長喔。” 

    分析次類策略的結果可知，台灣人與德國人雖然表面上表現得很相似，

仔細看還是能看出相當明顯的差異，如台灣人大量使用的「疑問」策略。幾

乎所有德國人「結合接受」的語料皆結合兩個屬於「接受」的次類策略，但

台灣人往往以「疑問」策略的方式，還是顯出比較謙虛的回應。 

二二二二、、、、財物財物財物財物 

    以下觀看的是，受試者針對財物（新手錶）爲主題的讚美，如何回應。

首先呈現主類策略，再來是次類策略的統計結果： 

圖 四-5、財物爲主題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從上圖四-5 可知，德國人與台灣人還是一樣以「接受」爲主要的回應

策略，但學習者的回應反而一半以上（55%）屬於「修正」，很顯然佔三組

在「修正」最頂端之位。也就是說，學習者比另外兩組少用「接受」，但多

用「修正」，且兩者策略都有 25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 

    與外表爲主題相比，德國人和台灣人針對財物爲主題的讚美回應，較少

用「接受」但多用「修正」策略。此外，針對財物讚美的情境，所有語料中

只有一筆「拒絕」回應（台灣人），可見三組受試者皆認爲，這一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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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用於回答財物爲主題的讚美。下圖四-6 爲針對該主題次類策略的統

計結果： 

圖 四-6、財物爲主題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從上圖四-6 可看出，德國人和台灣人平均每四筆回應就有一筆「感謝」

回應，學習者反而每十筆才會出現一筆這樣的回應。與外表爲主題的結果相

比，針對財物爲主題的讚美，每一組「感謝」策略用得比較少，德國人此比

例甚至降了約 31個百分點。不過，他們在「結合接受」這一策略上，幾乎

所有的語料都含有「感謝」策略的元素，而這一策略往往與「訊息」搭配。

可見，雖然德國人「感謝」對方提出的讚美，他們較少會單用 “danke”（謝

謝）一詞來回應，請參考下列例句： 

例 7：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schön! Hab sie gestern gekauft!” 

“謝謝！昨天買的！” 

例 8：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ich fand die Farbe gut.”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轉移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25.0% 8.3% 3.3% 1.7% 0.0% 0.0% 31.7% 6.7% 6.7% 3.3% 3.3% 1.7% 0.0% 3.3% 3.3% 1.7%

學習者 10.0%10.0% 0.0% 0.0% 0.0% 0.0% 25.0%10.0% 5.0% 10.0% 0.0% 0.0% 5.0% 0.0% 25.0% 0.0%

德國人 26.7%11.1% 0.0% 0.0% 0.0% 2.2% 44.4% 2.2% 0.0% 11.1% 0.0% 0.0% 0.0%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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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喜歡這個顔色。” 

    台灣人「結合接受」的回應，一半以上也帶有「感謝」策略，但與德國

人不同，他們反而常和其他策略搭配，例如： 

例 9：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謝謝，別人送我的。” 

例 10：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謝謝，我的生日禮物。” 

    在以外表爲主題時，「同意」策略並不受三組受試者的歡迎，但這一策

略針對財物讚美各組比例皆達到 8% 以上。原因可能在於，如手錶這樣的

財物畢竟是人們自己喜歡才帶在身上的物品，因此受到這方面的讚美時，人

們也比較容易贊同讚美的内容。但對於自己的外表，人們反而往往感到不自

在，故只表示謝意，但不見得會坦率地贊同讚美的内容。 

    至於學習者的結果比較特別，「結合修正」同「結合接受」，兩種策略

都高達 25% 的比例，但德國人所有屬於「修正」的策略達不到 16%。學習

者全部回應共有 35% 含有「降值」策略的元素，可見他們此方面與自己母

語者幾乎沒有相同之處，「訊息」策略則是該兩組唯一雷同的地方。以下列

出學習者含有「降值」策略的例句： 

例 11：學習者「降值」次類策略 

“還可以吧。” 

例 12：學習者「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不怎麽好看！只希望這手錶時間是可靠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與外表爲主題不同，受試者針對財物這一主題讚美

的回應策略是很分散的。尤其是台灣人，除了三個次類策略之外，其他 13

個次類策略都被用到，表示針對此方面的讚美並沒有很典型的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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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此階段將談能力這一主題的讚美引發受試者什麽樣的回應。問卷中具體

的讚美爲打桌球能力，主類策略百分比統計如下： 

圖 四-7、能力爲主題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針對能力如打球的讚美可見，只剩德國人保持依序爲「接受」、「修正」、

「拒絕」的傾向。但他們前兩個策略之間比例上的差距也只有 22.2 個百分

點，表示德國人不再像針對外表或財物的讚美，大量地使用「接受」策略，

而同時以 37.8% 的比例進行「修正」策略的回應。不過，他們仍認爲「拒

絕」是最不適當的策略（比例 2.2%）。台灣的受試者針對能力讚美的表現，

「修正」策略比例首次超越「接受」，一半以上的回應屬於「修正」主類策

略。與外表及財物相比，「接受」策略從 70% 以上的比例降至 33.3%，顯

出針對不同主題的讚美，回應上有很大的差異。有 15% 的比例，「拒絕」

策略也第一次達到相當高的比例。 

學習者在此類主題的結果跟財物爲主題的讚美相同，「修正」策略比例

高於「接受」，而甚至「拒絕」策略的比例（25%）比「接受」（15%）來

得高。接下來要看的是，受試者針對能力爲主題的讚美 16個次類策略的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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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能力爲主題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從上圖四-8 可知，三組受試者「感謝」策略上只達到 10% 左右的比例

（德國人 13.3%），作爲這一策略至此最低的百分比，「同意」策略也僅出

現一筆語料（台灣人）。「接受」主類策略中最受德國與台灣人歡迎的是「結

合接受」，佔德國人 37.8% 的比例（台灣人 20%）。進一步分析德國人「結

合接受」的組合可見，每 17筆語料都含「感謝」，而該回應主要與「説明」

搭配，如下例所顯示： 

例 13：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Tischtennis zu spielen macht mir Spaß, deshalb trainiere ich auch viel.” 

“謝謝，我覺得桌球很好玩，所以我也常常練球。” 

例 14：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ich spiele auch schon seit Jahren.” 

“謝謝，我已經打了好幾年了。” 

    台灣人「結合接受」的語料全部皆包括「感謝」策略，但他們較多與「關

心」搭配，請見以下例句：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轉移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10.0% 1.7% 0.0% 0.0% 1.7% 0.0% 20.0%16.7% 1.7% 0.0% 1.7% 3.3% 0.0% 3.3% 25.0%15.0%

學習者 10.0% 0.0% 0.0% 0.0% 0.0% 0.0% 5.0% 20.0%10.0% 0.0% 0.0% 10.0% 0.0% 0.0% 20.0%25.0%

德國人 13.3% 0.0% 2.2% 0.0% 0.0% 6.7% 37.8%13.3% 2.2% 0.0% 0.0% 2.2% 2.2% 0.0% 17.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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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謝謝你，你也喜歡打桌球嗎？下次可以一起練習喔。” 

例 16：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謝謝，要不要哪天一起打一場？” 

    另外有一位台灣人針對這題讚美運用一種 Yu (2003) 稱爲「面子策略」

(face relationship related response strategies) 的回應。儘管 Yu 將此類回應列

入爲六個主要的回應類別之一，而此策略在 Yu (2004) 一研究中由台灣受試

者達到 4% 的比例，但因本研究所有語料中只出現一筆這樣的回應，故沒

有將之列爲單一的次類策略。以下爲該策略的具體語料（與「感謝」搭配）： 

例 17：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你看到囉！真不好意思！呵呵，謝謝！” 

    上例 17 説話者以 “真不好意思！” 一句，並不是因爲被讚美而感到不

好意思，而是因爲不知道被同學看到才感到不好意思，因此這樣的回應與讚

美本身的内容並無關聯。 

   「修正」主類策略部分，德國人與台灣人較常用的兩個策略爲「降值」

和「結合修正」，台灣人兩者都用得比德國人多一些。值得注意，兩組「結

合修正」策略除了一兩筆語料之外，其他所有的回應都含有「降值」策略。

以下先列出台灣人「降值」策略最爲典型的回應，再來是兩組「結合修正」

的例句： 

例 18：台灣人「降值」次類策略 

“還好啦。” 

例 19：台灣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真的嗎？我還需要多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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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0：台灣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是嗎？要多加練習才會更好。” 

例 21：德國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Naja, ich weiß ja nicht. Spielst du auch? Dann könnten wir ja mal zusammen 

spielen.” 

“我也不知道。你也打桌球嗎？我們也可以一起打。” 

例 22：德國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Geht so, früher war ich besser.” 

“還好啦，我以前打得比較好。” 

    除此之外，台灣人還以 15% 的比例使用「拒絕」策略來回應這一情境

的讚美。針對前兩個主題的讚美各只出現了一筆「拒絕」的回應，但能力則

出現九筆此類回應，下列範例可見，「拒絕」策略可單獨使用，又可與其他

策略搭配： 

例 23：台灣人「拒絕」次類策略 

“哪有。” 

例 24：台灣人「拒絕」次類策略 

“哪裡，才剛學沒多久而已。” 

    學習者回應總共只有 15% 屬於「接受」主類策略，「修正」佔 60%，

最常用的次類策略爲「降值」與「結合修正」（比例各 20%），其次爲「疑

問」和「關心」策略，各達 10% 的比例，例句如下： 

例 25：學習者「關心」次類策略  

“咱們来打一個吧！看看你打得怎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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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6：學習者「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真的嗎？我覺得我中國隊員都比我強。” 

    「降值」、「疑問」與「關心」這三個策略，學習者百分比來得比另外

兩組高，連「拒絕」策略學習者也用得最多（比例 25%），可見本研究來

自德國的學習者用華語回應讚美時，以相當高的比例會用與德語規範不同的

回應方式，而甚至超過台灣人此方面的比例，請參考下例： 

例 27：學習者「拒絕」次類策略 

“沒有啊，我總是輸。” 

例 28：學習者「拒絕」次類策略 

“哪裡？我打得不好。” 

例 29：學習者「拒絕」次類策略 

“沒有啦，昨天亂打的啦。” 

    整體而言，受試者針對前面兩種主題的讚美（外表與財物），大致上偏

重「接受」主類策略的回應，但對於能力爲主題的讚美顯然較偏向「修正」

及「拒絕」。也就是說，三組受試者不但「接受」策略用得比較少，「修正」

用得比較多，而且共大約七分之一的語料爲「拒絕」策略的回應。儘管三組

之間比例上保持一定的差距，但是能力這一主題卻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引發

受試者與前兩題不同的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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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個性個性個性個性 

    接著來看有關個性的讚美回應結果，跟前面三個主題一樣，將首先呈現

受試者回應三個主類策略的百分比，再來是次類策略的比例，問卷設計中的

具體情境爲主動借資料給同學。下圖四-9，顯出與前三個主題截然不同的結

果，表示三組受試者回應讚美上受到該讚美主題的影響。 

圖 四-9、個性爲主題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如圖四-9 所示，三組受試者皆選擇「修正」主類策略來回應個性爲主

題的讚美，德國人甚至一筆「接受」或「拒絕」的語料也沒有。儘管針對前

三題都至少以 60% 的比例使用「接受」策略（針對外表讚美比例甚至高達

98%），但針對個性這一主題的讚美完全缺乏「接受」的語料，這個現象值

得深入研究。另兩組受試者「修正」策略的比例平均也達到 85% 以上，台

灣人還以各 6.7% 運用「接受」以及「拒絕」策略。以下爲三組受試者次類

策略的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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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0、個性爲主題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圖四-10深入呈現各組受試者所使用的次類策略，很明顯地，三組受試

者皆以「降值」爲最主要的次類策略，德國人比例高達 73.3%，其次爲學習

者（70%）及台灣人（48.3%），學習者這方面的比例較接近德國人，這是

語用遷移的現象。另外值得一提，三組受試者都用很雷同的字眼來降低對方

提出的讚美，請見下列例句： 

例 30：德國人「降值」次類策略 

“Das ist doch selbstverständlich.” 

“這是應該的。” 

例 31：台灣人「降值」次類策略 

“互相幫忙啊，應該的。” 

例 32：學習者「降值」次類策略 

“那是應該的嘛，沒關係！” 

    以上三個例句都出現 “應該的”，是降低引發對方提出讚美的前提（借

資料給同學），並不是回應該讚美本身的内容（被稱爲好人）。也就是說，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笑話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0.0% 0.0% 1.7% 0.0% 3.3% 0.0% 1.7% 48.3% 0.0% 1.7% 10.0% 0.0% 0.0% 8.3% 18.3% 6.7%

學習者 5.0% 10.0% 0.0% 0.0% 0.0% 0.0% 0.0% 70.0% 0.0% 0.0% 0.0% 0.0% 0.0% 15.0% 0.0% 0.0%

德國人 0.0% 0.0% 0.0% 0.0% 0.0% 0.0% 0.0% 73.3% 0.0% 0.0% 0.0% 0.0% 2.2% 0.0% 24.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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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 “應該的” 這樣的回應，説話者不是說他是好人一事是應該的，而是說

他借資料給同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需特別被表揚。 

    除大量單用「降值」策略之外，約四分之一的德國人使用「結合修正」

的策略，這些回應也都含「降值」策略的元素，主要與「迴避」搭配： 

例 33：德國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Kein Problem, ich hoffe sie helfen dir weiter.” 

“沒問題，希望對你有幫助。” 

例 34：德國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Kein Problem, ich brauch sie ja gerade nicht.” 

“沒問題，我最近也不需要。” 

    例 34 是很典型的「迴避」策略，也就是前段 “沒問題” 爲上述已談過

的「降值」方式，後段 “我現在也不需要” 是指借給同學的資料，故這位受

試者避免直接回應讚美的内容。與德國人不同，台灣人「結合修正」（比例

18.3%）主要使用「拒絕+降值」這一組合，請見下列例句： 

例 35：台灣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不會呀，舉手之勞而已！” 

例 36：台灣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不會，我手邊剛好有而已！” 

     三組受試者「接受」主類策略幾乎沒有語料，唯兩筆「同意」的回應

是來自學習者的語料，這樣的回應聽起來帶有幽默的涵義在内，台灣人兩筆

「誇大」策略的回應一樣也可視爲帶幽默的意味 (Wu, 2011)，例句如下： 

例 37：學習者「同意」次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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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 

例 38：台灣人「誇大」次類策略 

“我真的人好好喔！” 

    除此之外，台灣受試者還出現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有 10% 的人以一

種開玩笑的方式（「笑話」策略）來回應個性爲主題的讚美。原因可能在於，

被稱爲好人會讓他們感到尷尬，故用開玩笑的方式來回應此讚美。這是在別

種主題的讚美完全沒有搜集到的語料，請見以下例句： 

例 39：台灣人「笑話」次類策略 

“哈哈, 我被發好人卡了。（詼諧的口氣）” 

例 40：台灣人「笑話」次類策略 

“拜托，不要發我好人卡！” 

    另外，台灣人還有接近 6.7% 的語料爲「拒絕」策略，但另兩組完全沒

出現這樣的語料。與其他主題相比，也出現相當比例的受試者以「微笑」做

回應，「微笑」策略首次達到較高的比例。學習者這樣的回應佔 15%，台

灣人 8.3%。雖然德國人這題未用到「微笑」策略，前兩組此策略還是佔一

定的份量，可見個性一主題與其他主題相比，引發受試者比較特殊的回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社會變項社會變項社會變項社會變項    

    本章在第二節觀察到不同主題的讚美對於受試者回應有所影響，本節進

一步探討三種特定的社會變項是否也具有影響力。首先討論場所與在場人數

的變因，再來是受讚美者本身的自我評估，最後分析讚美者的社會地位對回

應讚美的影響。爲避免不同讚美主題會影響受試者的策略選擇，問卷這六題

情境都設定爲能力或成就爲主題的讚美，以確保讚美主題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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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場所與在場人數場所與在場人數場所與在場人數場所與在場人數 

    爲了解場所與在場人數對讚美回應是否有影響，問卷設計的情境有以下

兩種：第一爲私底下的情境（在場人數少）、第二爲公開場所的情境（在場

人數多）。與本章前兩節相同，首先呈現回應主類策略，再來是次類策略的

百分比統計結果。 

1.私底下情境私底下情境私底下情境私底下情境 

圖 四-11、私底下情境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從上圖四-11可見，三組受試者一致都傾向於「接受」策略來回應私底

下受到的讚美。德國人「接受」高達 80%，但「修正」只達 20%。台灣人

策略選擇反而比較平均，排在「接受」（50%）之後爲「修正」（31.7%）

以及「拒絕」（18.3%）策略。學習者以三組最高的比例使用「修正」策略

（40%），「拒絕」策略只達 5%。下圖四-12爲次類策略百分比統計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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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2、私底下情境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從圖四-12可見，「接受」主類策略内，台灣人以「感謝」爲最主要的

回應（比例 23.3%），與德國人和學習者皆差距超過 14 個百分點。後兩組

傾向於「結合接受」，而這是德國人唯一比例較高的策略（62.2%）。德國

人此策略搜集到的 28 筆語料中，共有 21 筆以「同意+高興」或「感謝+高

興」而組成，例句如下： 

例 41：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Ja, ich hätte ja nie damit gerechnet. Ich bin so glücklich.” 

“是的，我完全沒想到，好開心。” 

例 42：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ich bin auch echt froh, dass ich genommen wurde!” 

“謝謝，我也很開心被錄取！” 

    如上例 41 所示，這一回應「同意」的部分爲短短的 “Ja” 一詞，但這

一詞其實並沒有「同意」讚美内容本身的意涵，而只是肯定對方提出讚美前

所說的 “聽説你考上了” 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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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值得注意，德國人的語料 60% 以上含有「高興」策略的元素，爲

德國人最受歡迎的次類策略（見上例 41與 42）。學習者「結合接受」也達

到 40%，但他們此類回應搭配的策略都不同。儘管學習者「結合修正」比

例也偏高（25%），但同時有六個次類策略達到 5% 至 10% 的比例，可見

他們針對這題的回應十分廣泛，故難以看出這組較爲具有代表性的回應。 

    台灣人的回應也相當廣泛，值得注意的是，排在「感謝」之後就是「拒

絕」策略（比例 18.3%），可見私底下面對讚美時，接近四分之一的台灣人

選擇「感謝」策略的同時，也有接近五分之一選擇另一個極端的回應（「拒

絕」）。另外，台灣人接近三分之一的語料含有「轉移」策略，它不但被單

獨使用，也是在「結合修正」以及「拒絕」上最常搭配的次類策略，巧妙地

將被稱讚的焦點轉移到運氣上或是上帝的青睞，請見下列例句： 

例 43：台灣人「轉移」次類策略 

“老天爺幫忙。” 

例 44：台灣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還好啦，幸運考上。” 

例 45：台灣人「拒絕」次類策略 

“沒有啦，運氣好而已。” 

    接下來討論在公開場所的情境裡，受試者使用的回應策略是否顯出比例

上的變化，首先觀察主類策略的表現，接著討論次類策略的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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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公開情境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如上圖四-13所示，每一組受試者偏向的策略依序皆不同：台灣人以各

40% 的比例用「接受」以及「修正」策略，「拒絕」則只達 20% 的比例。

學習者以「接受」作爲回應比台灣人多五個百分點，但「修正」策略僅達到

25% 的比例，他們運用「拒絕」策略（30%）的比例反而來得比「修正」

還高。德國人在此的表現接近他們所有語料的整體表現：最受他們歡迎的是

「接受」策略（64.4%），其次以 35.6% 的比例爲「修正」，但「拒絕」策

略一筆語料也沒有。下圖四-14爲三組受試對象次類策略的表現： 

圖 四-14、公開情境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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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四-14顯示的統計結果，起伏很明顯，不僅是比例最高的策略只高

達 31.1%（德國人「結合接受」），同時有三個次類策略三組受試者皆未出

現任何語料，可見公開場所這一情境也引發受試者很廣泛的回應。圖四-14

從左至右分析可發現，與私底下的情境相同，台灣人皆較喜愛「感謝」策略，

其使用的比例（18.3%）高於他組。值得一提，包括「結合接受」部分，德

國人語料中只有六筆回應含有「感謝」策略，表示在德國人眼中，在公開場

所回應針對能力讚美時，「感謝」該讚美不是很適當的回應。他們較多使用

的回應有「高興」及「結合接受」，兩者各佔 30% 左右。另外，約三分之

二「結合接受」策略的回應也含有「高興」的元素，故這一策略與在私底下

的情境相同皆爲德國人最常用的。學習者同樣也以「高興」爲最主要的回應

策略（30%）。由於在台灣人語料中幾乎沒有這樣的回應，故學習者儘管是

在用華語的情況下，也呈現出比較像德國人的回應模式，例句如下： 

例 46：學習者「高興」次類策略 

“哇，怎麼可能，今天真是我的吉日喔！” 

例 47：學習者「高興」次類策略 

“我非常高興！” 

    根據台灣人的統計結果，「轉移」爲他們最常用的次類策略。不僅單獨

使用的比例偏高（18.3%），他們「結合接受」、甚至「拒絕」策略都含有

「轉移」的元素，以下爲此類回應兩個例句： 

例 48：台灣人「轉移」次類策略 

“我很幸運，一切榮耀歸上主天主。” 

例 49：台灣人「拒絕」次類策略 

“沒很厲害啦，只是運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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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針對這一情境的讚美，接近 25% 的德國受試者不會用任何

話語回答，而用「微笑」策略的方式來回應該讚美。學習者「微笑」策略也

達到偏高的 15%，但台灣人卻沒有出現任何這類語料。以下爲德國人「微

笑」策略的例句： 

例 50：德國人「微笑」次類策略 

“Ich lächle nur.” 

“我只用微笑回應。” 

    「拒絕」則呈現出很不同的結果：學習者比例高達 30%，作爲他們「高

興」外最常用的策略，台灣人也達到 20%，但德國人反而完全缺乏「拒絕」

策略的回應。 

二二二二、、、、自我評估自我評估自我評估自我評估 

    Knapp et al. (1984) 曾研究過美國人讚美與回應讚美言語行爲，在此研

究中介紹一個相關的理論，並稱之爲「認知相符理論」(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這一理論主要被拿來解釋美國人的讚美回應，其重點假設爲，人們

只會根據個人的自我評估來進行讚美回應。換句話說，在自己認同讚美内容

的情況之下，受試者就會「接受」該讚美。相反的，不贊同讚美内容時，他

們就不會正面「接受」此讚美。爲了解此理論是否也適合用來解釋本研究三

組受試者回應策略的選擇，問卷中設計了兩個情境：在第一個情境中，説話

者贊同對方提出讚美的内容，受試者認爲自己報告得很不錯；在第二個情境

中，説話者不贊同該讚美内容，受試者會認爲自己的報告不太好。根據受試

者選擇的策略，筆者欲分析出兩種情境對受試對象回應讚美的影響。以下爲

在正面自我評估的情況之下，三組受試者的統計結果，依序爲主類策略和次

類策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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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5、正面自我評估情境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上圖四-15的結果顯示，三組受試者回應大致上呈現很相似的趨向：最

爲受三組歡迎的是「接受」策略，德國人此策略的比例特別高（97.8%），

其次爲台灣人（80%）以及學習者（75%）。「修正」策略部分，德國人則

只達到 2.2% 的比例，學習者 25%，而台灣人 20%。三組受試者語料中一筆

「拒絕」策略語料也沒有出現。從此可見，面對自己認爲值得讚揚的讚美時，

三組受試者都「接受」該讚美，較少用「修正」方式，且完全不會違反自己

的評估而採用「拒絕」策略。跨組次類策略使用狀況的研究結果如下： 

圖 四-16、正面自我評估情境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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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16 爲各組使用次策略的統計結果，大多數回應皆集中於「結合

接受」，另加上「感謝」，每一組受試者此兩種策略高達 60% 以上的比例，

德國人甚至達到 80%。單用「感謝」策略，台灣人比例爲最高（28.3%），

學習者這一策略只有三筆語料（15%），這方面學習者就比較像德國人的表

現。除了「感謝」以及「結合接受」之外，三組受試者沒有任何次策略超過

10% 的比例，德國人甚至有十個次策略毫無語料。爲能夠了解三組回應上

内在是否有差異，筆者進一步分析各組「結合接受」策略的組合。首先可發

現，三組同樣僅有少數回應不含有「感謝」策略的元素。德國人一半以上「結

合接受」策略皆以「感謝+説明」而組成，「感謝+高興」的組合也是相當

受到歡迎，例句如下： 

例 51：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schön, ich habe auch echt gut was dafür getan!” 

“謝謝，我也真的付出了很多！” 

例 52：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Ich habe mich auch sehr gut vorbereitet.” 

“謝謝！我準備得很好。” 

例 53：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Vielen Dank, das freut mich zu hören.” 

“謝謝，聽你這樣說我很高興。” 

    台灣人「結合接受」的語料比較多樣，他們除了「感謝+説明」之外，

還用了相當多「降值+感謝」以及「疑問+感謝」這兩種組合，例句分別如

下： 

例 54：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畢竟我也只會報告，謝謝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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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5：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真的嗎？謝謝你的誇獎。” 

    值得一提，台灣人接近 40% 的「結合接受」如上例 38 含有「疑問」

策略，德國人這一策略反而卻只出現了兩筆語料，這是兩者內在很明顯的差

異。學習者「結合接受」也有 20% 含「疑問」這一策略，介於台灣人與德

國人之間，以下爲學習者「疑問+感謝」次類策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回應： 

例 56：學習者「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你覺得嗎? 謝謝你!” 

例 57：學習者「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有嗎? 謝謝你!” 

    除此之外，德國人只出現了一筆「接受」以外的回應（「微笑」），但

台灣人與學習者還是以 20% 以上的比例使用「修正」策略。可見，儘管本

身贊同讚美的内容，後兩組仍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受試者還是不會正面「接受」

該讚美。學習者在這題的表現大致上達到與台灣人相似的結果。 

2.消極自我評估消極自我評估消極自我評估消極自我評估 

    在消極自我評估的情況下，受試者回應讚美時是否會顯出策略選擇上的

差異，這就是以下欲分析的重點。在此首先觀看受試者在這部分主類策略的

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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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7、消極自我評估情境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從上圖四-17可知，三組受試者回應都不相同，台灣人組内各策略使用

的比例差距不大，依序爲「拒絕」、「接受」、「修正」，可見台灣人對這

題讚美的回應並沒有特別的偏愛。德國人依序的表現爲「修正」、「接受」

以及「拒絕」。反之，學習者比例最高爲「修正」，其次「拒絕」以及「接

受」。值得注意，學習者「修正」與「接受」策略與德國人相似，只有「拒

絕」比例像台灣人。由此可以推論，受試者的自我評估對其讚美回應具有相

當大的影響，以德國人「接受」策略從 97.8% 降至 24.4% 爲最明顯。關於

受試者次類策略的使用，請見下圖四-18： 

圖 四-18、消極自我評估情境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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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正面自我評估的情境不同，圖四-18表示，受試者選擇的次策略不再

完全集中於「結合接受」。在消極自我評估的情況下，他們主要用「結合修

正」、「降值」、「結合接受」以及「拒絕」四種不同的策略，其中有八種

次類策略一筆語料也沒有。台灣人是三組中「結合接受」比例最高的（26.7%），

搭配的策略大多數爲「降值+感謝」，此類回應例句如下： 

例 58：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謝謝，但還有很多需要改進。” 

例 59：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但我覺得還好耶，不過還是謝謝妳。” 

    由例 59 可見，這位受試者將 “但” 一詞當作回應的開頭，表示他不大

同意讚美内容，不過最後還是「感謝」對方提出讚美一事。「修正」策略部

分，「降值」即唯一單獨使用，且比例又偏高的次類策略。至此這一策略幾

乎都是學習者爲三組最高的比例，但在這個情況下，德國人使用的頻率反而

比其他組都高，以下爲該策略的例句： 

例 60：德國人「降值」次類策略 

“Naja, hätte besser sein können. Ich war heute irgendwie nicht gut drauf. Habe mir 

eigentlich mehr erhofft.” 

“其實可以做得更好，今天不是很順，本來希望可以做得比較好。” 

例 61：德國人「降值」次類策略 

“Naja, es war nicht optimal, aber ich hoffe es hat dem Professor gefallen.” 

“沒有很好，但我希望老師喜歡。” 

    德國人大部分這類回應都帶有 “naja” 一詞當作句子的開頭，雖然它語

義上沒有意思，不過本身就帶有「降值」的意味， 而常被説話者拿來表達

不是完全認同的感覺。學習者同德國人在「降值」及「結合修正」策略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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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滿意” 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台灣人卻完全沒有這樣的回應，可見學

習者在此，詞面上將德語中的話語移到華語裡面。 

    「結合修正」的比例，德國人以及學習者兩者達到 30% 以上，但台灣

人比例只達 8.3%。有意思的是，德國人每一筆「結合修正」的語料都以「疑

問+降值」而組成，學習者除了一筆之外也是相同，但台灣人使用這一組合

次數很低，故可視爲學習者語用遷移的現象。以下爲德國人「疑問+降值」

的例句： 

例 62：德國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Wirklich? Ich fand es eher mittelmäßig.” 

“真的嗎？我覺得普通而已。” 

例 63：德國人「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Ehrlich? Ich war nicht so zufrieden!” 

“真的嗎？我沒有很滿意。” 

    如上例所示，德國人語料中，含有「疑問」策略的回應約佔 47%。可

見接近一半的德國受試者，在自己認爲表現得不太好的情況下，都會用「疑

問」策略來表達對讚美内容的懷疑。學習者含「疑問」策略的回應也高達

30% ，台灣人約 27%，兩組差異在於，學習者像德國人一樣，使用這一策

略時主要與「降值」搭配，但台灣人主要搭配的是「拒絕」策略，搜集到如

下列的句子： 

例 64：台灣人「拒絕」次類策略 

“真假？我覺得我講得不好耶！” 

例 65：台灣人「拒絕」次類策略 

“真的嗎？我覺得蠻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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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學習者「拒絕」策略的比例高達 30%，接近台灣人在這方面的

表現（比例 36.7%），德國人反而以 17.8% 的比例排在最後。如上所述，

學習者在「結合修正」上，百分比以及具體搭配的策略，表現得與德國人幾

乎相同。可見學習者使用的回應一方面與台灣人相近，但另一方面還是受德

語的影響。 

三三三三、、、、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 

    對話者的地位關係，對於雙方溝通的模式，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問卷

中最後兩題設計的重點主要在探討地位關係對於受試對象讚美回應的影響。

爲分析這個問題，筆者設計了兩個不同的情境：第一種情形和上述分析的八

個情形一樣，提出及受到讚美的人都是同學，地位是相等的；第二種情形爲

老師讚美學生，讚美在地位關係則由上到下。 

1.地位相同地位相同地位相同地位相同 

    受試者在對話者雙方社會地位相同時的表現，首先觀看的是主類策略的

結果，再來是他們在次類策略上的表現。 

圖 四-19、地位相同情境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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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和德國受試者的回應結果與前面對能力（打桌球）的回應是十分相

似的，也就是說，台灣人以「修正」爲最常用的策略，其次爲「接受」以及

「拒絕」。德國人的回應反而以「接受」爲主，「修正」只達到「接受」不

到一半的比例， 而「拒絕」以 4.4% 的比例排在最後。 

    學習者部分可見，他們的表現在此十分接近台灣人：選擇的策略與台灣

人相同，依序爲「修正」、「接受」以及「拒絕」策略。此外，如圖四-19

所示，學習者每三個主類策略，百分比都佔三組中間的位置，大致上都比較

靠近台灣人的比例。爲了解這一結果在次類策略的使用狀況，請見下圖四-20

的内容： 

圖 四-20、地位相同情境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如上圖四-20所示，三組受試者都傾向於不同的次策略來回應這題的讚

美。德國人以「感謝」和「結合接受」爲主，台灣人最常用「降值」，其次

爲「結合接受」以及「拒絕」，而學習者「説明」、「降值」和「結合修正」

皆達到 20% 的比例。德國人有 24.4% 都爲「感謝」回應，而且「結合接受」

裡幾乎所有語料也含有「感謝」這一策略。整體計算，德國人語料約有 47% 

含有「感謝」策略，但台灣人此比例只達 25%，學習者甚至只有 20%。德

國人「結合接受」主要與「感謝」搭配的是「説明」策略，請見下列兩例：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轉移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6.7% 3.3% 0.0% 0.0% 0.0% 3.3% 18.3%30.0% 6.7% 0.0% 0.0% 0.0% 0.0% 1.7% 11.7%18.3%

學習者 10.0% 0.0% 0.0% 0.0% 0.0% 20.0%10.0%20.0% 5.0% 0.0% 0.0% 0.0% 0.0% 0.0% 20.0%15.0%

德國人 24.4% 4.4% 0.0% 0.0% 0.0% 8.9% 26.7%11.1% 4.4% 0.0% 0.0% 0.0% 0.0% 4.4% 11.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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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6：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Ich schaue Filme und Serien immer auf Englisch, das hilft mir sehr!” 

“謝謝！電影和影集我都看英文版的，這很有幫助！” 

例 67：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Ich gebe mir Mühe, danke.” 

“我很努力的，謝謝。” 

    從以上兩個例句可知，通過句子中「説明」策略的部分，這兩位受試者

提出原因，也就是「説明」英語爲什麽說得那麽好。當然所提出的原因十分

多樣，可能是自己努力地學習、對英語的興趣、留學經驗或是學語言的天分

等。另外兩組受試者同樣也會用「説明」策略來回應這題的讚美，不過學習

者幾乎都是單獨使用，其具體内容與德國人也很相似。 

    有關於台灣人的表現另外可觀察到，他們比例最高的是「降值」策略

（30%），例句如下： 

例 68：台灣人「降值」次類策略 

“還好啦，普通而已。” 

例 69：台灣人「降值」次類策略 

“我只是敢講而已，還好啦。” 

    德國人「降值」未出現太高的比例（11.1%），但這一策略卻出現了一

筆值得列出的回應：  

例 70：德國人「降值」次類策略 

“Ja, geht so. (mein Englisch ist nicht richtig gut)” 

“還好啦。（我英語不是那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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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德國受試者回應爲 “Ja, geht so.”（“還好啦”），括號内的是他個人

對此回應的解釋，也就是說，因爲自己認爲英語說得不太好，所以才會進行

「降值」的回應。 

    「結合修正」部分，學習者比例高於另外兩組八個百分點以上，「拒絕」

策略台灣人佔三組最高的比例（18.3%），其次爲學習者（15%）以及德國

人（4.4%）。從此可見，與針對打球能力這一情境的回應不同，台灣人用

「拒絕」策略的比例來得比學習者還高。這一發現可歸咎於許多台灣人認爲

自己英語說得不好，故往往用「拒絕」策略來回應此方面的讚美。反之可假

設，少數用「感謝」或「説明」策略的台灣人，基本上皆認爲本身英語說得

不錯或是比一般台灣人更好，所以才沒有進行「拒絕」的回應。若真如此，

自我評估對讚美的回應，不論是對哪個組別都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 

2.地位不同地位不同地位不同地位不同 

    爲了解提出讚美者的社會地位對受試者讚美回應上的影響，接下來以他

們面對師長提出的讚美爲例，討論其在回應上是否會造成變化。以下爲這方

面主類策略的研究結果： 

圖 四-21、地位不同情境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顯而易見，上圖四-21與地位相同的情境（圖四-19）呈現十分不同的結

果：圖四-19除了德國人在「拒絕」策略的運用之外，每一組還達到三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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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策略至少 15% 以上的比例，但圖四-21 反而三組受試者連一筆「拒絕」

語料都沒有出現。德國人「修正」策略也只出現單一筆語料，剩下語料皆爲

屬於「接受」策略的回應。台灣人同樣以很高的比例「接受」師長提出的讚

美（78.3%），不過還是有 21.7% 的台灣人進行「修正」回應。 

    學習者在此「接受」的使用佔三組比例最低，「修正」佔最高的位置，

顯出與另外兩組相比較特殊的結果。大體上看來，上位者對下位者提出讚美

時，「接受」策略的回應跨組爲最規範的回應。接下來將分析三組受試者使

用次類策略的比例，請先參考下圖四-22的研究結果： 

圖 四-22、地位不同情境次類策略運用統計 

    如上圖四-22所示，針對師長提出的讚美，三組受試者皆傾向於「感謝」

策略。與地位相同的情境相比，三組使用此策略的頻率皆大幅增加，特別是

學習者這一組增加 30個百分點。德國與台灣人還以相當高的比例運用「結

合接受」，德國人高於台灣人約 11個百分點。第三種受到德國人與台灣人

歡迎的「接受」策略爲「反回」，同時也是該兩組常與「感謝」搭配的策略，

請見下列例句： 

例 71：台灣人「反回」次類策略 

“老師你教的好啦。” 

感謝 同意 高興 反回 誇大 説明
結合

接受
降值 疑問 訊息 轉移 關心 迴避 微笑

結合

修正
拒絕

台灣人 31.7% 0.0% 1.7% 16.7% 0.0% 1.7% 26.7%10.0% 6.7% 0.0% 0.0% 0.0% 3.3% 1.7% 0.0% 0.0%

學習者 40.0% 5.0% 0.0% 0.0% 0.0% 5.0% 5.0% 20.0% 5.0% 0.0% 0.0% 0.0% 0.0% 0.0% 20.0% 0.0%

德國人 46.7% 0.0% 0.0% 11.1% 0.0% 2.2% 37.8% 0.0% 0.0% 0.0% 0.0% 0.0% 0.0%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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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2：台灣人「反回」次類策略 

“那是因為老師你教的好。” 

例 73：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das habe ich alles von Ihnen gelernt.” 

“謝謝，這都是跟您學的。” 

    面對同學提出的讚美，受試者並未使用任何「反回」的回應，但這一策

略在針對師長的讚美時，卻爲德國與台灣受試者很普遍的回應方式，反觀學

習者則完全沒有用這樣的回應。台灣人在「結合接受」中較常用的組合爲「疑

問+感謝」，德國人反而最常用的是「感謝+説明」，請見下例： 

例 74：台灣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真的嗎？謝謝老師！” 

例 75：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Vielen Dank! Dann hat sich ja gelohnt, Filme auf Englisch zu schauen.” 

“謝謝！那我看英文版電影真有用。” 

例 76：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Vielen Dank, ich war während meiner Schulzeit ein Jahr in den USA.” 

“謝謝，我念高中時在美國留學一年。” 

    學習者除了「感謝」策略外，「降值」以及「結合修正」的使用比例也

偏高，佔三組比例最高（各 20%）。「降值」策略的部分，台灣人只有學

習者一半的比例（10%），但德國人卻沒有任何這類語料，而「結合修正」

策略，台灣人與德國人皆未出現任何語料。值得一提，學習者「結合修正」

策略，四分之三的語料含有「拒絕」的元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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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7：學習者「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哪裡哪裡，還好。” 

例 78：學習者「結合修正」次類策略 

“哪裡哪裡。是我從小學的，比較像德語！” 

    從上例 77和 78可見，這兩位學習者先用華語中被視爲標準的「拒絕」

回應（“哪裡哪裡”），再提出另一句話來「降值」讚美内容。如上段所述，

當讚美者與被讚美者地位相同時，學習者也常常使用這樣的回應。因爲台灣

人與德國人面對師長提出的讚美並未進行任何含有「拒絕」策略的回應，筆

者大膽假設，這是因爲學習者在填問卷時沒有注意到對話者地位上的變化，

否則，結果可能與另外兩組相同。 

    本章以圖像的方式呈現三組受試者針對問卷十項情境在回應策略選擇

上的百分比統計。整體而言，從此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發現：首先，情境中不

同的讚美主題以及社會變項，對受試者策略選擇上具有很明顯的影響。這不

但反映在策略選擇的比例上，也反映在策略的集中程度上。針對某些情境，

受試者傾向於使用少數的策略，但針對其他情境，策略選擇則十分分散。再

者，從台灣人和德國人的結果可見，儘管比例上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但大致

上仍然是同多於異。最後，德國學習者的表現整體而言比較接近台灣人的整

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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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結果討論與教學建議結果討論與教學建議結果討論與教學建議結果討論與教學建議 

    本章將針對第四章的統計結果進行更深入地討論。第一節重點在於台灣

人與德國人整體的研究結果，在此主要討論兩組使用回應策略上的異同之處，

並分析出如何用相關的理論來解釋該結果。第二節談的是德國華語學習者使

用華語回應讚美的表現，接著，第三與第四節進一步分析讚美主題以及三個

社會變項對受試者回應上的影響。最後，第五節先進行德國漢學系現行的教

材分析，再來針對其教學内容及本文學習者的研究結果提出教學建議。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台灣人與德國人整體的對比分析台灣人與德國人整體的對比分析台灣人與德國人整體的對比分析台灣人與德國人整體的對比分析 

    如 Guder (2005) 指出，華語在語言、文字、文化三方面與德語具有很

大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顯出令人驚訝的結果：從整體語料中歸納出的 16

種回應次類策略，在兩組中每種策略都至少出現了一筆以上的語料。可見，

回應策略選擇上兩組對象未顯出差異，因語料中沒有出現台灣人或德國人專

用的回應策略。39 由於兩組受試者使用相同的策略，就必須分析使用各策

略的比重，才能較明確地知道兩組彼此異同之處。從兩組的整體結果可知，

雖具有比例上的差異，但傾向的策略從比例高到低依序同樣爲「接受」、「修

正」以及「拒絕」，顯然同多於異，請參考下圖五-1： 

 

 

 

 

                                              
39 唯一例外的是台灣人「笑話」策略，這一策略德國人一筆語料也沒有，但因台灣人僅

針對問卷第四題（個性爲主題）用到此類回應，筆者並未將之列爲單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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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三組受試者主類策略運用統計 

    值得注意，兩組相同之處不只限於個別讚美情境的比例，正如針對讚美

者地位上的變化，他們使用的回應策略也會同步隨之而更改（社會變項的討

論請見本章第四節）。另外，若進一步分析次類策略的整體結果可發現，僅

有「結合接受」和「拒絕」此兩種策略顯出兩組四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故

兩組連次類策略的表現也相當相似。 

    值得一提，部分次類策略僅在特定的讚美情境被受試者使用。此最明顯

反映在「反回」策略：受試者幾乎僅在針對問卷第十題（老師讚美學生）的

情境下會使用此策略，將讚美焦點反推到對方身上。儘管台灣人針對其他情

境的語料中，在結合策略内也出現了少數「反回」策略的元素，但讚美由上

對下這一情境是唯一兩組受試者常用此策略的項目。加上「結合接受」部分，

台灣人出現了 15筆「反回」的語料，德國人共有十筆。其實，仔細看這些

「反回」回應可發現，受試者並不是讚美老師本身的英語能力，而是讚美或

是感謝老師的教導，請見下列例句： 

例 79：台灣人「反回」  

“是你教得好。” 

例 80：德國人「反回」 

“Das habe ich ihnen zu verd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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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您。” 

    雖然「反回」策略出現的整體比例並不高，但此策略幾乎都只出現於讚

美由上對下的情境，與Chen (2003) 的發現有很不相同的結果。在其研究中，

台灣受試者在地位相同的情況下使用「反回」策略的比例，與面對老師的讚

美相比來得還要高。Chen 假設其結果原因在於，因怕造成負面的詮釋 

(negative interpretation)，人們其實很少會讚美上位者。然而，本研究結果可

見，台灣人以及德國人有時會以「反回」策略作爲讚美上位者的回應方式。

筆者認爲，兩個研究結果的差異在於問卷讚美主題的設定：如本章第三節所

述，讚美主題對於回應策略的選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從 Chen問卷設計

的讚美主題可見，老師讚美的主題爲口頭報告、論文寫作、演講比賽以及考

試成績，皆爲屬於成就的讚美主題，不適合受試者以「反回」策略讚美老師。

反之，地位相等的朋友讚美的是個人房間、服裝儀容，皆爲屬於財產（個人

房間）或外表爲主題的讚美，較適合朋友之間以「反回」進行讚美回應。 

    至此，本節談的是台灣人與德國人相同之處，儘管兩組之間的結果同多

於異，顯出不同之處則更值得加以探討。首先，再度回溯兩組的整體結果（圖

五-1），可見台灣人「接受」策略的比例低於德國人 16.1 個百分點，「修

正」策略同時高於德國人 5.5個百分點，「拒絕」策略差距甚至 9.4百分點。

因此，本文結果與先前分析中西方文化讚美回應的研究相同，華人進行「接

受」策略以外的回應，頻率仍比西方人來得還要高 (Chen, 1993; Yu, 2004; 

Tang & Zhang, 2009)。以下針對兩組在「修正」和「拒絕」策略上的表現加

以討論之前，首先進行兩組使用「接受」策略的對比。 

    從次類策略整體的統計可知，屬於「接受」主類策略僅有「結合接受」

顯出兩組之間較明顯的差距（12.7百分點），其他屬於「接受」的次類策略

比例上都很相似。兩組使用「感謝」策略的比例皆高達 19% 以上。利用話

語完成測驗來搜集語料時，「感謝」爲德國人常用的策略，與 Golato (2003) 

的結果相同。接著，針對兩組「結合接受」的回應做出進一步的分析，可歸

納出以下有趣的發現：台灣人「結合接受」中，72% 的語料含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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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元素，而只有 28% 以兩個以上屬於「接受」的次類策略而組成。反

之，德國人純粹的「結合接受」語料比例高達 63%，但含有「接受」以外

的回應只達到 37%。從此可知，兩組之間在「結合接受」的差異是相當明

顯的。爲了解次類策略搭配的狀況，下表五-1 呈現出兩組最常用的組合，

同樣也反映出剛提到的百分比： 

表 五-1、「結合接受」策略對比分析 

 台灣人 德國人 

「疑問+感謝」 27 (19.3%) 4 (2.5%) 

「感謝+降值」 22 (15.7%) 10 (6.2%) 

「感謝+説明」 16 (11.4%) 40 (24.7%) 

「感謝/同意+高興」 5 (3.6%) 43 (26.5%) 

    表五-1 呈現台灣人與德國人在「結合接受」策略上最常搭配的兩種組

合。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表上每一組合皆含「感謝」策略在内，故除兩組單

獨使用「感謝」之外（比例各組約 20%），「結合接受」也大量含有這一

策略的元素。表五-1 的上兩欄，也就是台灣人出現比例最高的兩個組合可

知，他們與「感謝」搭配的策略，「疑問」以及「降值」，兩者都屬於「修

正」主類策略的範疇。以下爲台灣人該組合的例句： 

例 81：台灣人「結合接受」 

“真的嗎？謝啦。” 

例 82：台灣人「結合接受」 

“謝謝，可是我覺得不是很好。” 

    如 Yuan (1996) 指出，當説話者「接受」讚美前，先提出像 “真的嗎？” 

（例 81）的「疑問」回應，這樣就能避免違反謙虛準則。但下面兩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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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主要搭配的策略（「説明」和「高興」），反而皆屬於「接受」主類

策略，請見下列例句： 

例 83：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macht mir auch sehr viel Spaß.” 

“謝謝，我覺得很好玩。” 

例 84：德國人「結合接受」次類策略 

“Danke, ich bin auch voll happy.” 

“謝謝，超開心的。” 

    由此可見，儘管兩組「結合接受」的回應大多數含「感謝」策略，德國

人通常搭配的是另一個屬於「接受」的次類策略，但台灣人主要是偏向「修

正」的次類策略，故後者還是反映出比較謙虛的回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問卷第七題（正面自我評估）引發受試者（含學習

者）最多「結合接受」策略的回應。原因可能在於，在自己認爲表現得不錯

的情況下受到讚美時，人們可能不只想用很短的話語來回應，而較願意以兩

個以上的策略與對方分享自己對讚美内容的感想。爲獲得台灣人與德國人回

應策略上更廣泛的了解，接著討論的是他們「修正」以及「拒絕」兩個主類

策略上的表現。 

    上述已提過，台灣人「修正」和「拒絕」的比例來得比德國人高。觀看

兩組屬於「修正」使用的次類策略可知，「轉移/笑話」是他們唯一比例差

距超過三個百分點的次類策略。雖然它是台灣人比例第六高的次類策略，但

他們其實也只有針對問卷第四及第六題出現較多這樣的回應。德國人部分，

所有屬於「修正」的語料中，接近 33% 都是針對問卷第四題（個性爲主題），

而約 19% 針對第八題（消極自我評估）而提的。可見，在很特定的讚美情

境下，德國人才會較大量地進行「修正」策略的回應，但台灣人反而幾乎針

對每一題都出現許多此類回應。根據饒斌（2009）的論點，中華文化注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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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之間的關係，自謙爲禮貌地表現，故即使遇到讚美時，會使用「修正」

策略，並將對讚美的認同隱藏起來。 

    「修正」部分另外只有在「微笑」和「結合修正」這兩種策略上，德國

人的比例超過台灣人。先前讚美回應的研究發現，日本人和泰國人約 25% 的

回應屬於「微笑」或是「不語」的回應策略 (Daikuhara, 1986; Cedar, 2006)，

但本研究此方面顯出比較特殊的結果。儘管台灣受試者針對問卷每一題至少

出現了一筆此策略的回應，但其整體比例（2.8%）一點也不像上述提過的

另外兩種來自東南亞的受試者。德國人部分，共有四題未引發受試者任何「微

笑」策略。同時，針對問卷第六題（公開場所）他們使用此策略的比例則高

達 24.4%。從此可見，德國人在公開場所上面對讚美時，爲了避免在很多人

面前表現不當，就會謙虛地以「微笑」策略進行回應。 

    本階段最後談的是兩組在「結合修正」上的表現。40 雖然台灣人與德

國人此策略的比例皆達約 10%，但仔細審視可發現不同讚美情境的不同影

響。台灣人在問卷項目的分布上相當平衡，但德國人大致上僅針對問卷第四

題（個性爲主題）以及第八題（消極自我評估）的情境，比較大量使用此回

應策略，並在這兩題超過台灣人的比例。有趣的是，在消極自我評估這一情

境中，「結合修正」只佔台灣人 8.3% 的比例，但德國人在此方面的比例反

而高達 31.1%。針對本研究這一發現就可以提問，台灣人在問卷這一題，「結

合修正」策略這麽低的比例原因爲何？此問題的解答就在於「拒絕」策略的

使用：也就是說，在如第八題設計的情境（消極自我評估），德國人因爲主

要進行「修正」的回應策略，其「拒絕」策略的比例則只達 17.8%，但台灣

人在此方面的比例反而高達 36.7%。這一發現顯示出，台灣人在特定的情況

下，還是會傾向「拒絕」策略的回應方式。接下來就要討論「拒絕」這一策

略，在兩組回應讚美上的角色。 

                                              
40 兩組在「結合修正」策略的組合，最常出現的都是「疑問+降值」，這一組合在台灣人

所有「結合修正」的語料佔比重 22%，德國人甚至 41%，後者大多數出現於消極自我評

估這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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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看，台灣人「拒絕」策略的比例超過德國人 9.4個百分點。進一

步觀看不同情境可見，台灣人只有針對問卷第七題（正面自我評估）以及第

十題（老師讚美）完全沒有使用任何這樣的回應，但德國人針對問卷中的十

個項目，甚至有七題連一筆「拒絕」策略的語料也沒有，他們少數「拒絕」

的回應反而主要集中於消極自我評估這一情境。儘管此情境同樣也引發台灣

人最多「拒絕」策略的回應，但他們在問卷第五題（私底下）以及第六題（公

開場所）這兩個情境也大量使用「拒絕」，而與德國人的差距如在第六題甚

至有 20個百分點。如 Ye (1995) 所指出，像 “哪裡” 此類的讚美回應，在

中華文化中可稱爲「常規化回應」(routinized rejoinder)。也就是說，無論説

話者對於對方提出的讚美有什麽樣的感想，此類屬於「拒絕」策略的回應，

在中華文化中就會受到大家的認同 (Ye 1995: 268)。因此，此類的回應並不

是真的「拒絕」對方的讚美，而較有讓讚美隨風而逝的功能 (Ye 1995: 272)。 

    仔細分析本研究台灣受試者71筆「拒絕」策略的回應可見，其中有25.4% 

爲純粹的常規化回應，語料中具體的回應有 “哪有”、“哪裡”、“沒有啦”、“不

會啦”。另外 40.8% 爲以常規化回應加上另一個策略而組成，例如：“哪裡，

才剛學沒多久而已” 或 “哪有！我覺得爛死了！”。剩下 33.8% 的「拒絕」

回應完全不帶任何常規化的部分，例如：“其實我覺得很差”。從此分布可知，

台灣人進行「拒絕」回應時，大部分（66.2%）這些回應都帶有常規化的成

分。 

    Pomerantz (1978) 早已指出，美國文化中「接受」爲最理想的回應方式，

人們「拒絕」讚美甚至被視爲缺乏自信心。反之，如上所述，華語中甚至有

常規化的「拒絕」策略，這等於所有進行「拒絕」回應的華人沒有自信心嗎？

答案當然沒有那麽簡單。Ma (1996) 研究中國人的溝通方式指出，「拒絕」

爲中華文化中客氣的讚美回應。舉例説明，當客人讚美主人做飯的能力時，

主人「接受」的回應可能會導致客人感到壓力，採取「拒絕」策略的回應，

主人能客氣地讓對方知道他很感激受到讚美 (Ma, 1996: 260)。不過，儘管華

語有俗語說「禮多人不怪」，但 Spencer-Oatey、Ng和 Dong (2008) 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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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和英國人對於不同回應讚美策略的評估發現，太過於謙虛的回應，連中

國人也會視之爲帶有自高自大的含義。 

    本節最後欲解答的是，針對兩組以上所討論的整體表現，如何運用相關

的理論來解釋其結果。解釋本研究台灣人的結果，首先會想到 Gu (1990) 在

其討論現代中國禮貌現象一文中所提到的理論。Gu 在此文中指出，中華文

化的禮貌概念基本上包含以下四個要素：尊敬他人 (respectfulness)、謙虛 

(modesty)、態度熱情 (attitudinal warmth)、溫文爾雅 (refinement)。他將前

兩個要素（尊敬他人與謙虛）結合爲所謂的自貶準則 (self-denigration maxim)，

這一準則由兩種次準則組成，也就是提高他人以及自我貶損。回顧本研究台

灣人的整體結果可知，大致上只有 11.8% 的回應（「拒絕」策略）符合 Gu

的自貶準則。也就是說，由於「拒絕」策略等於否認讚美内容，因此説話者

用這樣的回應時，同時也在進行一種自我貶損的行爲。不過，台灣受試者主

要還是偏向「接受」策略的回應，其整體比例佔 50.9%。但因爲「接受」讚

美常常與自我提高的行爲聯想在一起，且違反自貶準則，這類策略的回應

Gu 的理論就無法解釋。另外，屬於「修正」主類策略的回應因不符合 Gu

的準則，所以其理論同樣無法拿來解釋此類的回應。因此可知，只有在如

Chen (1993) 的受試者大量進行「拒絕」策略回應的情況下，Gu這一理論真

的有辦法全面解釋華人的回應讚美言語行爲。41 最後，由於德國受試者使

用的回應策略與台灣人相同，Gu 只能解釋他們 2.4% 的語料，也就是「拒

絕」策略部分。 

    Leech (1983; 2007) 的禮貌原則是另外一個可試圖拿來解釋本研究結果

的理論。由於 Leech在 2007年的文章中針對 1983年提出的理論進行修改，

故以下分析主要參考的是 2007年的修訂版。他將「禮貌大策略」歸納出的

十個制約，針對讚美回應研究最有參考價值的兩個制約爲「給予他人意見高

的價值」42 以及「給予自己優勢低的價值」43
，也就是所謂的「贊同」以及

                                              
41 Chen (1993) 來自中國大陸的受試者，「拒絕」策略的比例超過 95%。 
42 英語原文：“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opinions” (Leech, 2007: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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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虛」制約。回溯本文台灣人與德國人的整體結果可見，Leech的贊同制

約可以解釋他們大部分的結果。由於兩組回應都偏重「接受」主類策略，而

「接受」讚美等於贊同對方的話，故此類回應就會符合 Leech的贊同制約，

台灣人語料比重佔 50.9%，德國人甚至高達 67%。如 Chen (1993) 所指出，

屬於「接受」的「反回」策略不只是贊同對方的讚美，而同時也讚美對方，

故也受「讚揚」制約的影響（「給予他人優勢高的價值」44
）。另外值得一

提，「誇大」次類策略雖因列入「接受」策略的範疇也符合贊同制約，具有

自我讚揚的含義，故表面上強烈違反謙虛制約。不過，「誇大」策略的回應

通常都會帶有開玩笑的意味，且受試者所有語料中只出現了七筆此類回應，

因此也符合 Leech的「禮貌大策略」。 

    至於受試者使用「拒絕」策略的回應，這部分完全符合 Leech (2007)的

謙虛制約。「拒絕」爲華語中常規化的回應，而本研究台灣受試者此方面的

比例高於德國人 9.4百分點，由此可見，兩組相比，台灣人謙虛制約的重要

性仍來得比較高。這一結果也不只反映在「拒絕」策略本身的表現，如上述

表五-1 的結果所示，台灣人在「結合接受」策略上搭配的是「接受」以外

的次類策略，故此方面的回應也比德國人來得謙虛。 

    至此已知 Leech (2007) 的「禮貌大策略」與本文在「接受」以及「拒

絕」兩個主類策略上的相關性，最後討論「修正」策略的部分。如上所述，

Gu (1990) 的禮貌概念只能拿來解釋受試者「拒絕」策略的回應，但 Leech

的論點還能解釋屬於「接受」策略的回應。儘管「修正」策略不符合 Gu的

理論，但此類回應介於 Leech的贊同制約以及謙虛制約中間。舉例而言，説

話者進行「降值」策略回應時，他不是正面去「接受」讚美，亦不是直接「拒

絕」該讚美，通過此類回應反而表達的是減輕讚美内容的程度。因此可知，

由於台灣人使用「修正」主類策略的整體比例比德國人高出七個百分點，前

者仿佛較多會感到贊同以及謙虛制約之間的窘境，故也較常以「修正」策略

                                                                                                                                    
43 英語原文：“place a low value on S’s qualities” (Leech, 2007: 182)。 
44 英語原文：“place a high value on O’s qualities” (Leech, 2007: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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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面對這個問題。德國人除了在問卷第四題（個性爲主題）大量使用「修正」

策略外，其他情境並未引發他們太多屬於「修正」的回應，他們反而以 67% 

的整體比例選擇直接「接受」讚美。 

    最後可得知，Gu (1990) 的理論只能解釋兩組受試者「拒絕」策略的部

分。但是，Leech (2007) 的「禮貌大策略」中含有贊同以及謙虛兩種制約，

能夠好好地解釋受試者「接受」以及「拒絕」策略的回應。由於另外可將「修

正」策略視爲折中贊同和謙虛制約，因此 Leech的理論能全面解釋兩組受試

者的讚美回應。整體來看，德國人回應上主要受贊同制約的影響，而對台灣

人而言兩個制約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德國華語學習者中介語分析德國華語學習者中介語分析德國華語學習者中介語分析德國華語學習者中介語分析 

    學習者整體的統計顯出與另外兩組不相同的結果：「修正」策略佔 47.5% 

的比例，爲他們最常用的主類策略，其次爲「接受」（42%）以及「拒絕」

（10.5%），是唯一沒有傾向「接受」策略的小組。此外，由於學習者在三

個主類策略上與德國人之間的差距至少有八個百分點，此差距在「接受」策

略甚至達到 25個百分點，因此學習者表面上未顯出語用遷移。然而，爲精

確討論這個現象，接下來必須進一步分析學習者的研究結果。 

    觀看學習者整體的策略選擇可知，不同於其他小組，有兩個次類策略

（「反回」和「轉移/笑話」）未出現任何一筆單獨使用的語料。45 以下將

分析學習者三個主類策略的使用，首先，學習者以 42% 的比例，在「接受」

策略上佔三組受試者最低之位。這個現象主要反映在「感謝」以及「結合接

受」的使用上，因爲學習者用此兩種策略的比例顯然比另外兩組低，「結合

接受」部分與德國人的差距甚至達到 18個百分點。但除此之外，他們在「接

                                              
45 學習者完全沒有出現「反回」策略的回應原因可能在於，問卷這一情境中讚美的人不

是英語老師，而是華語老師。因爲英語並不是華語老師的專長，而問卷中的華語老師從

未教過受試者英語，所以他們也不會進行「反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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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類策略也顯出與德國人相同之處：儘管比例上的差異並不算很大，但

「高興」策略就是唯一學習者和德國人的比例高於台灣人兩個百分點以上的

次類策略。這一發現明顯呈現在問卷第六題（公開場所），也就是說，針對

這一題的回應，學習者與德國人使用「高興」策略比例高達近 30%，但台

灣人比例反而不到 2%。有趣的是，學習者在這題還有「感謝」、「説明」、

「結合接受」、「轉移」以及「微笑」這五個次類策略上的表現比較像德國

人，可見此方面顯出語用遷移的現象。但因爲學習者同時也大量進行「拒絕」

策略的回應（比例：學習者 30%；德國人 0%），他們在公開場所的回應是

很特殊的。 

    由於上述本章第一節發現台灣人與德國人在「結合接受」策略不可忽略

的差異，以下分析學習者「修正」策略前，首先觀看他們「結合接受」的表

現偏向哪一組母語者。雖然「接受」主類策略内，「結合接受」爲學習者最

常用的次類策略，他們比例上明顯低於另外兩個小組。與他們相比，學習者

在「結合接受」上的表現十分相似於台灣人，也就是說只有 26% 「結合接

受」的回應爲以兩個以上屬於「接受」的次類策略而組成， 但 74% 含「接

受」以外的策略。除此之外，學習者與台灣人相同，最常見的組合爲「疑問

+感謝」，可見他們此方面真的表現得很像台灣人。                                                                                       

    「修正」主類策略部分，學習者以 47.5% 的比例佔三組受試者最高位。

仔細看問卷每一題可發現，學習者「修正」策略的比例大部分也都超過其他

小組。這最明顯反映在問卷第一題（外表爲主題）和第二題（財物爲主題），

針對此兩種情境的讚美，學習者「修正」策略的比例高於他組 28個百分點

以上。像第二題，雖然台灣人與德國人大量進行「接受」策略的回應，學習

者還是主要用「修正」策略，造成與另兩組很不同的結果。有趣的是，剛好

在台灣人與德國人幾乎所有的回應屬於「修正」的情況下（個性爲主題），

學習者此方面的比例來得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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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屬於「修正」的次類策略，他們主要使用「降值」以及「結合修正」

策略。46 雖然如本章第一節所提，德國人基本上僅針對問卷第四題（個性

爲主題）多用「降值」策略，但學習者此策略的回應在問卷十個項目的分布

反而比較平衡。除了這些不同之處之外，「修正」策略内還是可觀察到學習

者與德國人相同之處，譬如：學習者完全缺乏單用「轉移/笑話」這一策略

的語料，德國人也只出現了四筆此類回應（比例 0.9%）。但因台灣人此方

面的整體比例達 4.2%（共 25筆），可見學習者顯出比較輕微的語用遷移。

不過，與上述「高興」策略所發現的遷移相比可知，差異在於這次學習者語

用遷移不是同德國人在某策略的比例上高於台灣人，而是因爲兩組同樣幾乎

沒有用到「轉移/笑話」策略，也就能視之爲遷移。舉例而言，儘管台灣人

針對問卷第六題（公開場所）大量進行「轉移」回應，只有一位學習者的回

應（「結合接受」）含有「轉移」策略的元素，例句如下： 

例 85：學習者「結合接受」 

“我太幸運了！高興得不得了！” 

    從上例 85可知，這位學習者在其回應中結合「轉移」與「高興」兩個

次類策略，這剛好是這題台灣人（「轉移」）與德國人（「高興」）最受歡

迎的兩個策略，只是說，後兩組的語料中連一筆「轉移+高興」的結合回應

也沒有。以下再舉一筆台灣人這一題的例句： 

例 86：台灣人「拒絕」 

“沒有啦，運氣好。” 

    表面上，例 86與例 85因都帶有「轉移」策略的成分，應該給對方帶來

相似的感受。不過仔細看可見，這位台灣受試者的回應，以「轉移」的元素

會減輕讚美内容，但學習者在例 85使用的「轉移」策略反而只是表達出十

                                              
46 學習者與另兩組相同，「結合修正」最常見的組合爲「疑問+降值」，佔所有「結合修

正」回應大約 23%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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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心的情緒。因此如上所述，學習者不只會針對同一題同時使用台灣人與

德國人最典型的回應策略，而有時甚至將兩者放在同一個回應裡面。 

    最後欲分析的主類策略爲「拒絕」，從學習者此策略的整體結果可知，

他們在這方面的比例接近台灣人，兩組之間的差距只有 1.3百分點。由於德

國人「拒絕」策略的比例同時低於學習者 8.1百分點，這部分的回應並未呈

現語用遷移。針對問卷第三題（能力爲主題）與第六題（公開場所），學習

者使用「拒絕」的比例還超過台灣人十個百分點，表示這些學習者在此兩個

情境下的回應來得比台灣人還謙虛。進一步分析學習者 21筆「拒絕」策略

的語料可發現，他們與台灣人相同，傾向常規化加上另一個策略的回應

（57.1%），再來是完全不含常規化回應的「拒絕」（28.6%），而比例最

低的是單用的常規化回應（14.3%）。因此，學習者的「拒絕」回應共有 71.4% 

含有常規化的元素，此比例甚至還高於台灣人。 

    從此可見，雖然「拒絕」並不是德語中常見的回應方式，本研究德國華

語學習者用華語回應讚美時，還是常會進行此類回應，並在特定的情況下超

過華語母語者此方面的比例。這結果也反映在一位參與本研究的德國學習者

所提出的意見，他認爲具有幾年學習華語經驗的人，很可能刻意模仿華人的

説話方式，導致太過於謙虛的答話。同樣，如 Spencer-Oatey et al. (2008) 指

出，中國人也會將太過於謙虛的讚美回應視爲自負的行爲。因此可以推測，

當華語程度偏高的學習者遇到讚美其華語能力的情境時，表面上很謙虛的回

應反而可能會給對方帶來不好的或甚至驕傲的感受。爲了解學習者爲何往往

使用比較謙虛的回應策略，而此方面是否受華語教材的影響，本章第五節將

進行德國漢學系現行的教材分析，再針對德國華語學習者提出相關的教學建

議。 

    探討華語學習者在回應讚美語用遷移的情形可見，語用遷移並不是很普

遍的現象。表五-2 爲本研究結果，華語學習者有語用遷移的情境與使用的

次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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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德國華語學習者語用遷移之處 

問卷項目 使用策略 

問卷第四題（個性爲主題） 「降值」 

問卷第六題（公開場所） 「高興」、「轉移」、「微笑」 

問卷第八題（消極自我評估） 「結合修正」 

    分析三個顯出語用遷移的項目所搜集的語料，皆顯出學習者和德國人此

兩組，與台灣人 14到 27百分點的差距，是比較明顯的語用遷移。就像問卷

第四與第八題的結果，針對問卷同一題，只有一個次類策略顯出學習者的語

用遷移。這一結果符合 Yuan (1996) 的發現，他指出，自己母語的影響並不

一定反映在每一個策略上，也就是說，某策略往往受母語影響的同時，學習

者在其他策略還是會表現得像台灣人。 

    在問卷第六題，也就是公開場所的情境，共出現了三個次類策略的遷移，

可見基本上也僅有這一題真的會讓學習者的表現變得很像德國人。不過，「高

興」和「微笑」這兩個他們常用策略並不會使聽話者覺得是不適當的回應方

式，故這樣的回應也不會導致溝通上的誤解。整體而言，學習者在本研究並

未顯出很多語用遷移的結果。然而，Kasper (1992) 曾指出，高級程度的外

語學習者特別會顯出語用遷移的情形。其實，其他以高級外語能力的學生爲

對象的讚美研究也發現，學習者用目標語表達仍傾向自己母語的結果 (Yu, 

2011; Tran, 2007)。Yu (2011) 的研究對象皆已經累積居住目標地三年的留學

經驗，其將此結果歸因於他們可能缺乏與當地人互動的問題。Yu 另外主張，

待在目標地的長短並不是重點，接觸當地語言與文化的程度以及對當地文化

的興趣與態度，才會決定學習者用目標語的表現。應用於本研究結果可見，

來自德國的華語學習者留學時應該就比較融入當地文化，且比較重視與當地

人的互動，故他們的整體表現才比較像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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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讚美主題讚美主題讚美主題讚美主題 

    如 Ye (1995) 關於讚美主題這一因素曾指出，「接受」針對事物提出的

讚美比「接受」針對個人特徵的讚美要來得容易。原因在於，讚美他人的外

表時（如髮型、穿著等），讚美的焦點在該人本身以及被讚美的事物上，因

此人們較容易正面「接受」此類讚美。然而，被讚美的是某種能力或是個性，

讚美内容的焦點顯然指該人本身的特徵，故針對這兩種主題的讚美往往可發

現到較多「接受」以外的回應。爲了解本研究結果是否也符合 Ye這一論點，

請看下表五-3呈現的内容： 

表 五-3、受試者針對不同主題讚美傾向的主類策略 

 

 

外表 財物 能力 個性 

台 學 德 台 學 德 台 學 德 台 學 德 

「接受」 ● ● ● ●  ●   ●    

「修正」     ●  ● ●  ● ● ● 

「拒絕」             

註：表格中，「台」指台灣受試者；「學」指德國華語學習者；「德」指德國受

試者。 

    上表五-3 呈現出三組受試者針對四種主題的讚美最常用的主類策略爲

何，也就是問卷前四題百分比佔最高的主類策略。台灣人與德國人相比可見，

兩組僅有針對能力爲主題的讚美，顯出不同策略的傾向：台灣人針對這一題

以「修正」爲主要的策略，但德國人如外表與財物般傾向「接受」策略。針

對個性爲主題的讚美（問卷第四題），兩組一致傾向「修正」策略。後者符

合 Tang和 Zhang (2009) 的發現，也就是他們的中國受試者面對個性爲主題

的讚美，比較不會正面「接受」該讚美，而主要進行屬於「修正」策略的回

應。兩位學者認爲，這一結果可歸因於中國集體主義的社會觀：由於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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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應該的行爲，中國人也不會期望受此方面的讚美，而自然地「修正」該

讚美 (Tang & Zhang, 2009: 340)。然而，由於德國爲個體主義的社會，但德

國人針對這題情境同樣傾向「修正」策略，而這題甚至沒有出現任何「修正」

以外的回應，可見兩位學者的詮釋就出了問題。此外，他們的研究對象針對

財物爲主題讚美的回應，同樣以「修正」爲主，而這又被歸因於中國社會集

體主義的影響。但是，本研究的台灣受試者針對這一主題的讚美反而同德國

人主要選擇「接受」策略來回應。雖然台灣人在「修正」比例上高於德國人

約 13 個百分點，但他們還是大量「接受」財物爲主題的讚美（70%），可

見 Tang和 Zhang集體主義的論點就不能拿來解釋本研究這一發現。值得一

提，他們研究中的受試者皆爲在澳洲就讀的中國外籍生，但受試者國内的具

體來源兩位作者並未提供。 

    至於現代年輕人的讚美回應，來自中國的受試者訪談時表示，父母親曾

教過他們 “謝謝” 爲最適當的讚美回應 (Cheng, 2011: 2210)。這可反映出中

國社會上的變遷，也就是如 Chen和 Yang (2010) 針對其長期研究結果所指

出，現代中國市民越來越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如「拒絕」較謙虛的回應

並不再是中國年輕人回應讚美時最規範的策略。由於本研究的台灣受試者皆

居住在十分國際化的台北市，他們至於讚美語可能也已不太遵守中華文化中

比較傳統的回應方式，故在一半以上的情況下進行「接受」策略的回應。其

實，Chen (2003) 通過話語完成測驗早已發現，台灣大學生受到讚美時，以

「接受」爲主要的回應方式。然而，因其研究並未特別分析讚美主題的部分，

故其統計結果與本研究難以相比。 

    學習者部分，除針對外表爲主題的讚美傾向「接受」之外，另外三種主

題比例最高的主類策略皆爲「修正」。從此可知，只有外表以及個性這兩個

主題引發了三組受試者同樣的傾向：這一傾向針對外表主題的讚美爲「接受」，

針對個性一主題則爲「修正」。值得注意，學習者不僅與另外兩個小組般，

針對個性讚美以「修正」爲主要的回應策略，反而面對財物讚美時，他們最

常用的策略也是「修正」，作爲本研究唯一具有這樣傾向的小組。儘管他們

「修正」策略比例只高於「接受」十個百分點，但因另外兩組都大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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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爲主題的讚美，學習者這題的表現還是顯出比較特別的結果。針對能力

一主題的讚美，學習者同台灣人也傾向「修正」策略，而進一步觀看具體比

例可見，他們這題用「修正」以及「拒絕」百分比來得比台灣人更高一些，

「接受」反而用得比台灣人少。 

    再度回溯 Ye (1995) 關於讚美主題的論點可知，它無法拿來全部解釋本

研究在這方面得到的結果。實際上，只有台灣人的表現完全符合 Ye的論點，

那就是針對外表與財物這兩個主題，台灣人以「接受」爲主要的回應策略，

但面對能力與個性爲主題的讚美時，他們反而主要進行「修正」策略的回應。

雖然 Ye 並未特別指出該論點是否只能適用於華人的讚美回應，但由於他整

篇文章僅談到中國人的讚美言語行爲，所以還是可以假定該論點能拿來解釋

華人的表現。德國人針對三種讚美主題的研究結果也符合該論點，但面對能

力這一主題時，他們還是正面「接受」讚美，而並非傾向「修正」策略。學

習者同樣有三種讚美主題符合 Ye的解釋，但針對財物爲主題的讚美，他們

反而以「修正」爲主要的回應方式，而並非如其論點假設傾向「接受」策略

的回應。 

    最後可總結，不同讚美主題對受試者的讚美回應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舉

例而言，如德國人針對外表爲主題的讚美以接近 98% 的比例選擇「接受」

主類策略的回應，但面對個性爲主題的讚美時，所有語料皆爲「修正」策略

的回應，這樣的結果可知，回應讚美研究非考慮讚美主題不可。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社會變項社會變項社會變項社會變項 

一一一一、、、、場所與在場人數場所與在場人數場所與在場人數場所與在場人數 

    問卷第五與第六題分析的是場所與在場人數這一變項對於讚美回應的

影響。Rees-Miller (2011) 的研究發現，在不同場所搜集到的讚美語顯出相

當大的差異，因此可以推測，在不同場所受到的讚美同樣也會引發人們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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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讚美回應。本研究分析台灣人與德國人在公開場所上的表現，可歸納出

以下的發現：最受台灣人歡迎的次類策略爲「轉移」，他們主要將讚美焦點

（錄取博士班）轉至運氣上，每一主類策略都出現了不少含該策略的回應。

德國人反而以「高興」爲最主要的次類策略，對他們而言，在公開場所上用

「高興」策略爲最適當的回應方式。47 此外，「微笑」也是德國人針對這

題較常用的回應方式，可見「微笑」策略也被視爲適當的回應方式。在 Cedar 

(2006) 的研究中，泰國受試對象表示，以「微笑」策略回應讚美可以降低

尷尬。筆者認爲，德國受試者在公開場所上進行「微笑」回應也有同樣的目

的，一位本研究的德國受試者表示，只用「微笑」策略代表謙虛的態度，而

非驕傲的意思。 

整體而言，針對兩組受試者在不同場所的情境下所進行的回應可知，場

所這一變項帶有不可忽略的影響。若對比兩種場所的結果，私底下的情境大

致上引發台灣人與德國人比較多「接受」策略，公開場所則引發比較多屬於

「修正」策略的回應。從而可總結，兩組在公開場所上的回應來得謙虛一些，

舉例而言，雖然台灣人在私底下的情境，「修正」策略的回應還低於「接受」

18.3百分點，但到了公開場所的情境，「修正」策略增加了 8.3百分點，高

達與「接受」般 40% 的比例。 

二二二二、、、、自我評估自我評估自我評估自我評估 

    首先再度回溯 Knapp et al. (1984) 所提出的理論，自我評估對於回應讚

美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至於自我評估這一變項可總結以下發現：德國人回

應讚美時很重視自我評估，第一，他們在正面自我評估的情況下，以 97.8% 

                                              
47 筆者認爲，德國受試者這題大量用「高興」策略並不只受語境的影響（他們在題五與

第六題都大量使用）。也就是說，因爲問卷其他題目這一策略也沒有達到很高的百分比，

對德國人而言，考上博班就是件讓他們很開心的事情，故面對此方面的讚美時，他們就

會表達出很開心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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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接受」對方提出的讚美。第二，問卷中消極自我評估這一題，即是

唯一使他們大量用「疑問」策略的情境。可見，讚美内容不符合自我評估時，

德國人就會懷疑此讚美的真實内容，而「接受」主類策略的比例同步降至

24.4%。王黎紅、姜峰（2005）發表的文章中表示，歐洲人注重個人自信，

強調表達口心一致。House (2006) 曾探討德語和英語的溝通方式也指出，德

語中，禮貌地表現往往是說出心裡真正的感受。48 同樣的，從德國人針對

正面自我評估一題的表現可知，幾乎每一位德國受試者皆根據自己内心的評

估來回應受到的讚美。Grieve (2010) 研究道歉言語行爲也發現，德國人特

別注重話中的真實程度。然而，德國人在本研究的表現同時顯出，「拒絕」

對方提出的讚美，也就是反駁對方的話，這並不是他們眼中很理想的回應方

式。儘管德國人會以「疑問」策略懷疑讚美内容，但與另兩組受試者相比，

還是只有少數德國人會直接進行「拒絕」的回應。因此，德國人回應讚美時，

一方面非常重視自我評估，但另一方面也還是盡量避免與對方不合。49 

    台灣人在這題的表現反而不像德國人那麽明顯：儘管他們在正面自我評

估的情況下也以很高的比例進行「接受」的回應（80%），但其中在「結合

接受」這一策略上還是出現了許多含有「疑問」的回應。如「疑問+感謝」

在其他情境下很常見的回應，在針對正面自我評估的讚美時，也並不少見。

除此之外，由於 20% 的台灣人的回應屬於「修正」策略（主要含「降值」），

可見還是有五分之一的台灣人不會像德國人那麽正面去把自己對讚美的感

覺表達出來。在消極自我評估的情況下，「拒絕」爲台灣人比例最高的主類

策略（36.7%），可見他們與德國人不同，卻較願意表達出消極的自我評估，

故進行「拒絕」策略的回應。另外，儘管他們 33.3% 的回應屬於「接受」

主類策略，但還是要注意這些回應幾乎都含有「降值」或「疑問」的元素，

                                              
48 英語原文：“[B]eing polite in German often involves saying what one means and meaning 

what one says....” (House, 2006: 263)。 
49 然而，問卷這一題的具體情境中，筆者告知受試者 “自己覺得報告得不太好”，但因 “不

太好” 又不等於 “非常差” 的意思，可以猜測，假如讓受試者覺得報告得非常不好的情況

下，連德國人可能也會進行較多屬於「拒絕」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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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純粹的「接受」性回應。整體而言，台灣人的回應因本來就不像德國

人那麽傾向於純粹的「接受」策略，他們在正面自我評估的情況下，仍會進

行不少含有「修正」策略元素的回應，而到了消極自我評估的情況下，他們

「接受」策略的比例大量下降，「拒絕」反而經過大量的增加，可見個人的

自我評估對其讚美回應也具有相當的影響。 

三三三三、、、、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 

    有關於社會地位這一變項的影響可推論出，提出讚美者社會地位上的變

化，顯然使得受試者有不同的讚美回應。師長提出讚美的情況下，讚美方向

由上到下，受試者「接受」主類策略的百分比同步大幅增加。比較兩個地位

情境，比例上差距最大的小組是台灣人（46.6百分點），面對同學的讚美時，

31.7% 台灣人的回應屬於「接受」，但這一策略的比例面對師長的讚美時

高達 78.3%。如雪征（2009）曾指出，中華文化中，在下位者面對上位者的

情況下，「接受」策略出現的頻率爲比較高。根據傳統職業的分類，學者的

社會地位很高，也就是說老師因其很高的教育程度，在社會上扮演十分權威

的角色 (Shih, 1986: 40-41)。Hong (1998) 另外指出，與西方文化不同，老師

得到的尊重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學生總是尊敬老師。

儘管 Shih還指出，老師的社會地位隨著時間而改變，而現代已經不再有最

高的地位了，但本研究對象在回應讚美上還是顯出，當老師提出讚美時，台

灣人在同一個讚美主題的情境，與回應地位相同的人的讚美不同，反而完全

不使用「拒絕」，而大量進行「接受」策略來回應。尤其在其專長的領域上，

老師的權威是毫無爭議的。即使謙虛地「拒絕」能力爲主題的讚美是台灣人

相當普遍的回應方式，但因沒有人質疑老師的權威，他們在此就不會進行任

何「拒絕」的回應，而甚至經常「反回」老師的讚美，也就是將讚美焦點轉

回老師身上。 

    德國人面對師長提出的讚美，雖然「接受」主類策略比例上也是顯而易

見地增長，但其與地位相同情境的差距，並不像台灣人那麽大。德國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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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一職業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它不像在中華文化那麽明顯。德國

人認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社會地位的差別不會深刻影響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王黎紅、姜峰，2005）。假設真是如此，若不是老師本身的社會地

位導致德國人大量「接受」讚美的結果，那可能還有什麽其他的原因呢？爲

解答這個問題，要從另一個角度開始著手：學生之間彼此都會有一定的競爭，

但這一競爭的狀態在受到老師的讚美反而並不存在。因此，爲不讓同學感到

弱勢，而同時避免誇大自己的能力，許多德國人（比例 35.5%）針對同學的

讚美還是進行「接受」以外的回應。但因面對老師讚美時不需要考慮到這點，

德國人幾乎全面「接受」其讚美。理所當然，這一詮釋原則上也可拿來解釋

台灣人策略選擇上的變化，但因老師的社會地位在中華文化中特別高，故該

詮釋比較適合解釋德國人這題的結果。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教材分析與教學建議教材分析與教學建議教材分析與教學建議教材分析與教學建議 

一一一一、、、、德國漢學系華語教材分析德國漢學系華語教材分析德國漢學系華語教材分析德國漢學系華語教材分析 

    根據德國大學開設漢學相關的學士課程現況調查的結果，這些系所主要

使用四套華語教材，排列如下 (Bermann & Guder, 2010: 135-136)： 

1. 劉珣（主編）（2002）。《新實用漢語課本》（30% 學校使用）50 

2. Cremerius, Ruth (2001). 《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3. 楊寄洲（主編）（2006）。《漢語教程（修訂本）》 

4. 吳中偉（主編）（2003）。《當代中文》 

                                              
50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至 2009學年以此本爲主要的華語教材，故本研究來自海德堡大學的

華語學習者皆用過此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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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得知德國籍華語學習者回應讚美的表現是否受教材内容所影響，以下

表五-4 至表五-7 分別列出四套教材與讚美回應行爲相關的課文摘錄，並討

論教材如何教導學習者以華語適當地進行讚美回應。 

表 五-4、《新實用漢語讀本 1》之讚美回應課文摘錄 

摘錄（151頁）： 

A: 您的漢語很好。 

B: 哪裡，我的漢語不太好。 

説明（155 頁）：回應讚美時，“哪裡” 表示謙虛的意思，爲了表達懷疑

也可以用 “是嗎？”，例如：“是嗎？我的漢語不太好。”，這樣的回答爲

中華文化中很適當的讚美回應。 

 

表 五-5、《Chinesisch für Deutsche 1》之讚美回應課文摘錄 

摘錄（51 頁）： 

A: 哦，你會漢語！你的漢語很好！ 

B: 哪裡，哪裡！我只會幾個句子。 

説明（52 頁）：“哪裡”：謙虛地拒絕讚美。 

 

表 五-6、《漢語教程（修訂本），第一冊（下）》之讚美回應課文摘錄 

摘錄（129-130頁）： 

A: 你學得不錯，有很大進步，漢語水平提高得很快。 

B: 哪裡，我發音發得不准，說得也不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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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133頁）：“哪裡” (I am flattered.)：回答別人稱讚時說的客套話。

也說 “哪裡，哪裡”。 

 

表 五-7、《當代中文，第二冊》之讚美回應課文摘錄 

摘錄 1（54 頁）： 

A: 今天你穿得真漂亮啊。 

B: 我今天有 “外事” 活動。 

説明：無 

摘錄 2（90 頁）： 

A: 空氣新鮮，環境優美，真是個好地方。51 

B: 好什麽呀！交通一點兒也不方便。你家也在農村嗎？ 

説明：無 

摘錄 3（104頁）： 

A: 我聽我朋友說，你普通話說得很標準，英語也說得非常流利。 

B: 哪裡哪裡。我的英語閲讀還可以，聽力和口語都不太好，寫作也不行。

所以，我想找一位母語是英語的外國人，練習練習聽力和口語。 

説明（116頁）：爲表達謙虛的行爲，即使説話者贊同讚美内容，還是要

以 “哪裡哪裡” 的回應拒絕該讚美。這樣的回應爲傳統的回應方式，不

過，現代年輕人也會以 “謝謝” 或是 “還可以” 來回應讚美， 後者是指 

“我真的很不錯” (I’m really pretty good.)。 

                                              
51 此摘錄的讚美焦點爲對話者 B的家鄉。 



回應讚美之語用研究 

110 

 

從以上德國漢學系最常用的華語教材可知，四套教材都具有與讚美回應

相關的内容，顯示此一言語行爲在華語教學中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使用此

教材的學習者，皆能學到華語讚美回應的特色。“哪裡” 一詞，也就是華語

中常規化的「拒絕」回應，原則上被視爲最適當的讚美回應。根據教材的説

明，這一回應最符合中華文化重視謙虛的回應方式。除此之外，《新實用漢

語讀本 1》還提出「降值」的回應策略：“是嗎？我的漢語不太好”，並同樣

將之視爲適當的回應。《當代中文》一書中，對待讚美言語行爲具有較多樣

的範例，共可找出三個讚美語境：第一，受到讚美的人沒有根據讚美内容進

行回應，而直接換一個話題，故用「迴避」策略來回應；第二，“好什麽呀！

交通一點兒也不方便。” 這一回應可視爲「拒絕」策略，但書中並未針對這

點提出説明；最後，第三個範例中的讚美回應，與其他教材例句相同爲 “哪

裡，哪裡”。 儘管《當代中文》將後者視爲最傳統的回應，但教材另外提到，

年輕人可能也會進行如 “謝謝” 或是 “還可以” 的讚美回應，因此不再進行

「拒絕」策略的回應。 

    從上段説明可見，除了《當代中文》之外，其他三套教材皆以「拒絕」

爲中華文化主要的讚美回應。雖然《當代中文》針對其前兩個範例並沒有提

出任何解釋，但書中最後向讀者補充說明另外兩個常見的回應，這是這套教

材的優勢。儘管中國人一味「拒絕」讚美，仍然符合 Chen (1993) 的研究結

果，但是，最近幾篇研究指出，華人不再僅以「拒絕」策略回應讚美，而其

回應策略反而變得越來越多樣 (Chen, 2003; Tang & Zhang, 2009; Chen & 

Yang, 2010)。 

    作爲本文研究對象之一的德國籍華語學習者，經常採用「拒絕」策略作

爲回應，特別在以能力爲主題和公開場所的情境下，但德國人使用德語時卻

很少用此類回應。因此可歸納出，這些學習者顯然地在某程度上受到教材内

容的影響。在德國的華語教師如何教導德國學習者，以現代華語適當地進行

讚美的回應，這就是筆者在本論文最後一階段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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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 

    據研究結果得知，華語學習者的整體表現比起德國人，較接近於台灣人。

由於參與本研究的學習者皆具有中高級華語能力的條件，且至少有一年居住

在華語地區的經驗，這樣的研究結果並不令人驚訝。也就是說，達到與母語

者很相似的中介語，就代表著成功的教學。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將

本章第二節的中介語分析以及上述的教材啓示結合在一起，就會顯出彼此之

間不可忽略的關係。如從上述的教材分析所得知，德國漢學系現行的華語教

材，關於回應讚美行爲，仍主要教學生「拒絕」這一回應策略。不同於德語，

常規化的「拒絕」爲華語特有的回應方式，因此來自德國的學習者在這方面

就需要特別的指導。問題在於，如果教材内容以及教師的教導太過於偏重或

完全只會教謙虛的回應和「拒絕」策略，那麽就很容易導致 Selinker (1972) 所

謂的「教導遷移」(transfer-of-training) 的現象。此現象不同於語用遷移，不

是指將母語的語言現象移到目標語，而是指將太過於簡單化的教導 (training) 

内容移到目標語。本研究結果發現，華語學習者的回應針對不少讚美情境，

在「修正」以及「拒絕」策略比例高於台灣人，其整體表現則來得比台灣人

還謙虛，故學習者的表現可歸咎於教導遷移。 

    除此之外，從本研究台灣受試者的結果可知，只有 11.8% 的回應爲「拒

絕」策略，表示用這一策略並不是台灣人最規範的回應方式。儘管台灣人的

許多回應仍帶有如「降值」或「疑問」比較謙虛的元素，但他們大致與德國

母語者相同，傾向於「接受」主類策略的回應。但是這個現象並未反映在德

國現行的華語教材中，這正是現今華語教材中應改進之處。Kasper和 Zhang 

(1995) 也指出，教材内容往往與現實有所差距，故會造成學習者用目標語

進行言語行爲的困難。 

    有關於回應讚美語用教學的意義，先前不少學者發現，此方面的教導有

助於使外語學習者能夠學會，或是至少意識到目標語此一言語行爲的模式與

特色 (Billmyer, 1990; Rose & Ng, 1999; Huth, 2006)。若要使德國大學生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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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語的常見策略來進行回應，那麽就要讓他們知道，除了常規化的「拒絕」

策略之外，現代華語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回應方式，而正面「接受」讚美並不

是失禮的行爲。在有關於教導外語學習者目標語的言語行爲方面，Saito 和

Beecken (1997: 372/373) 曾提過教學方式的三個步驟：一、教導學生目標語

中被視爲典型且規範的言語行爲；二、提出適當的策略來進行該言語行爲；

三、讓學習者練習該言語行爲並鼓勵他們自己選擇適當的策略。 

    應用於本研究回應讚美這一言語行爲，並以本文德國籍華語學習者的研

究結果爲例，這三個步驟可用來提出以下的教學建議：在第一個步驟，也就

是開始教讚美以及讚美回應言語行爲時，由於其常規化的特性，教師應該先

告知學習者華語中常聽到如 “哪裡，哪裡” 的回應，同時教導他們以這樣的

方式，説話者是謙虛地回答讚美，並不是不感激對方的讚美。但是，教材的

指導通常就停在此階段，而不做後續的指導。因此，在第二個步驟，教師必

須告知學習者，這並不是唯一可行的回應方式。第二個步驟主要目的在於，

確保學習者意識到華語和德語回應讚美上之異同之處。如本研究台灣人使用

的回應策略所示，「結合接受」爲台灣人最常用的策略，而「感謝」和「降

值」此兩種次類策略比例上也高於「拒絕」。從此可見，適當的讚美回應並

不侷限於單一的「拒絕」策略，若不清楚告知學習者，容易造成他們過於偏

向某一策略的回應。 

    除了舉例若干華語中常見的回應策略之外，在第二個步驟也應特別提醒

學習者，不同的讚美主題以及社會變項對於策略選擇的重要性。舉例説明，

面對外表爲主題的讚美時，本研究的台灣人僅以 11.7% 的比例選擇「修正」

主類策略，但學習者該策略的比例反而高達 40%。故在此可以告訴學習者，

台灣人針對此類讚美主要以「接受」主類策略進行回應，並常常回答像 “真

的嗎？謝謝。” 的話。理所當然，教師不能讓學習者覺得，針對某種讚美只

能用固定的策略來回應，但教導時還是要提醒學生注意到整個讚美的語境，

以免太過於簡單且與語境沒有相關的教學 (Günthner, 2002)。由於華語教材

通常不會替代教師準備相關資料，因此教師可能需自己準備此方面的補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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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並讓學習者在課堂上練習（例如：角色扮演），以使得他們充分準備目

標語的溝通模式。 

確保學生掌握前兩個步驟之後，教師在第三個步驟就可以鼓勵學習者，

面對讚美時還是以自己的判斷爲主，選擇適當的讚美回應。實際上，本研究

中台灣人與德國人使用的回應策略基本相似，只顯出比例上的差異，故德國

華語學習者在策略選擇上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因此，教學目的單純在於避

免學習者在使用目標語的情境中，不自覺地違反該語言的規範。這樣教師給

德國籍華語學習者的教導就會更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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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根據本論文前五章進行的分析，本研究的結論可分爲三部分：第一節研

究結果，針對在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問題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第二節研究限

制，針對本文的整個研究過程指出不足之處；第三節未來展望，筆者會針對

後續從事讚美回應此領域的研究者，提出研究方向的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根據本文第四章研究結果部分，以及第五章的結果討論，筆者在本節針

對五個研究問題做回答： 

（1） 台灣人與德國人所運用的讚美回應策略之異同之處爲何？  

    台灣人與德國人運用的讚美回應策略相同，僅突顯出各策略之間於比例

上的差異。兩組對象皆以「接受」主類策略爲主要的回應方式，依序皆爲「修

正」以及「拒絕」主類策略。在次類策略上，台灣人與德國人皆最常用「結

合接受」和「感謝」策略。 

    至於比例上的分布，德國人在「接受」策略超過台灣人，但後者在「修

正」及「拒絕」策略的比例高於德國人。因此，儘管兩組皆傾向於「接受」

策略來回應讚美，但在「修正」與「拒絕」策略上的結果所示，台灣人整體

的表現在策略選擇上比德國人來得謙虛。此發現也反映在回應次類策略，特

別是在「結合接受」部分，德國人主要組合兩個屬於「接受」的次類策略，

台灣人主要與「接受」搭配的是屬於「修正」的次類策略。 

（2） 讚美主題對於回應讚美行爲的影響如何？ 

    如受試者針對問卷前四題的研究結果所示，本文討論的四個讚美主題對

於回應讚美具有很明顯的影響。以德國人的表現爲例，如將讚美主題從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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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爲個性，德國人策略選擇的比例即出現很大的變化：針對外表爲主題的讚

美，德國受試者以約 98% 的比例進行「接受」策略的回應，但在個性爲主

題的讚美情境，則以 100% 的比例運用「修正」策略來回應該讚美。儘管

並非每一小組在不同讚美主題上的差異皆如此巨大，但是可以歸納出，策略

選擇的比例上具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因此，研究讚美回應這一言語行爲時，

讚美主題是必須考量的因素。 

（3） 社會變項對於回應讚美行爲的影響如何？ 

    本文的研究結果可知，場所、自我評估和社會地位此三個社會變項，對

於受試者選擇的回應策略具有相當的影響。具體而言，同一個變項設計的情

境皆未顯出同樣的結果。三個變項相比，自我評估以及社會地位的影響力很

明顯，場所這一變項反而帶來比較輕微的影響。舉例説明，德國人針對正面

自我評估的讚美情境，有約 98% 的比例選擇「接受」策略的回應，但在消

極自我評估的情況下，此比例降至 24.4%。由於在比較正面與消極自我評估

的影響時，除了自我評估的變化之外，情境的其他因素完全沒有改變，由此

可見這一變項具十分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回應讚美行爲的研究必須考慮整

個讚美語境。 

（4） 德國華語學習者在使用華語回應讚美的策略偏好，是否和語用遷移有

關？ 

    根據德國學習者回應時使用主類策略的偏向，從比例高至低依序爲「修

正」、「接受」以及「拒絕」。而德國母語組則傾向於「接受」策略，故可

評斷出未出現語用遷移的結果，學習者在「修正」策略比例甚至高於台灣人。

然而，仔細看學習者在問卷每一題的表現，仍可觀察到語用遷移之處，這特

別反映在公開場所這一題。針對此讚美情境，學習者的表現在「高興」、「轉

移」以及「微笑」策略與德國人相當相似，而且其在此方面的結果和台灣人

並不相同，故此處發現語用遷移的現象。不過整體而言，只有少數學習者的

策略偏好可歸因於語用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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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國華語學習者在使用華語回應讚美的策略偏好，是否受到教材的影

響？ 

    如本文第五章的教材分析所觀察，德國漢學系最常用的四套教材，皆主

要或甚至只教導學習者華語中常規化的「拒絕」回應策略。學習者從教材内

容能習得華語是以此類策略爲最規範的回應方式。由此之故，華語學習者的

策略偏好可歸因於教材内容的影響。儘管學習者「拒絕」策略的整體表現稍

微低於台灣人，仍有兩個讚美情境學習者此策略的比例超越台灣人十個百分

點，而「修正」策略部分，學習者甚至針對問卷七個讚美情境，顯出比台灣

人還高的比例。但是，德國人該兩種策略的比例在大部分的讚美情境並不高，

這可以推論出，教材内容使德國學習者大量運用「接受」策略以外的回應。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每個研究都有其缺失以及造成限制的因素，以下針對本文的研究内容提

出不足之處，主要分爲研究對象以及語料搜集方式所受到的限制。 

    爲能盡快搜集大量語料，本研究採用話語完成測驗。由於筆者人在台灣，

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欲搜集到足夠的無華語背景的德國母語者以及德國籍

的華語學習者的語料，並非易事。儘管透過電子郵件的工具能夠省許多時間，

但最後回收的問卷數量（125份），對於研究結果的可信度與説服力仍然可

能造成限制。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並不代表三組受試對象在其他研究中也

會顯出同樣的結果。 

    由於研究對象幾乎都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平均年齡約爲 25歲，故整個

研究結果也就侷限於説明這個社會階層在回應讚美的策略偏好。如一位台灣

受試者表示，以「接受」策略回應老年人提出的讚美時，容易造成對方感到

不解。由此可見，不同世代的人溝通上的標準仍會有所差異。 

    此外，有關德國華語學習者中高級的華語能力，筆者並未考慮相關華語

測驗的標準。不過，因爲本文研究的是語用策略，而華語檢定測驗主要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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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習者聽力與閲讀能力，故個人測驗分數的高低也不能證明學習者的語用

能力。 

    本研究專用話語完成測驗來搜集三組受試對象的語料，在本文第三章已

針對這一研究方式探討其缺失。筆者認爲，根據問卷每一題的情境説明，受

試者往往較難想像出該讚美明確的情境。也就是說，受試者面對該情境的讚

美時，是否在真實情境真的會這樣回應，這就是以話語完成測驗無法解答的

問題。另外，如一位德國受試者指出，回應的語氣以及説話者整個身體語言

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該兩個因素是話語完成測驗同樣無法掌握的部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首先，本文研究結果顯出，讚美主題以及不同的社會變項對受試者的讚

美回應具有相當的影響，因此後續進行相關的研究時，千萬不能忽略這些變

項的重要性。本研究分析的是場所、自我評估以及社會地位三個變項，其他

值得列入研究範圍的變項包含教育程度、性別、年齡等。根據十幾年來在研

究讚美回應的發現，華人回應策略的偏好產生一定的變化 (Chen & Yang, 

2010)。因此，筆者認爲，屬於不同世代的受試對象在回應讚美上的策略偏

好，是特別有趣且值得費心的研究議題。 

    至於中介語分析的部分，本研究德國籍華語學習者的結果呈現與德國母

語者很大的差異。儘管參加本研究的華語學習者皆有至少一年居住在華語地

區的經驗，但也有人已經滿五年此方面的經驗。因此，後續研究能從事，居

住在目標地的長短如何影響學習者用華語回應讚美的表現。 

    另外值得考量，這些德國華語學習者，用德語回應讚美時，是否也會受

華語的影響。換句話說，學習者是否將外語的語用策略轉到自己的母語裡。

爲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從問卷調查著手，使同一組學習者填寫兩份問卷（德

語和華語），並後續進行訪談調查。若欲搜集較真實的語料，也能以個案調

查的方式，研究個人在此方面的表現，以獲得更有意義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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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問卷華語版問卷華語版問卷華語版問卷華語版 

台灣人與德國人語言應用狀況台灣人與德國人語言應用狀況台灣人與德國人語言應用狀況台灣人與德國人語言應用狀況 

親愛的參與者你好：  

 

本問卷是爲了解台灣人與德國人語言應用而設計，問卷僅做研究用途，請放心作

答，你的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填寫本問卷大約需要五分鐘。 以下

有十個情境，請想像你是該情境中聽到那句話的人，並寫出你口語化的回答。如

果你不會用任何言語回答，也可以選擇非語言的回應。請仔細看每一題的説明，

並憑直覺填寫，問卷無標準答案。  

 

範例：你很喜歡做餅乾，有一天你帶自己做的餅乾給班上的同學吃。其中有一位

同學跟你說：「你做的餅乾好好吃喔！」  

 

回答方式舉例：你回答：（1）「很高興你喜歡。」  

  （2）  用微笑回應 

 

開始前請先填寫以下基本資料。 非常感謝你的耐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韋德名  

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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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 台灣 

• 德國 

• 其他:  

 

性別： 

• 男 

• 女 

 

年齡：   

 

外語能力（請列出學過一學期以上的外語）：

 

 

留學經驗（例如：美國/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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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剛剛去剪頭髮，隔天在學校碰到一位同學，他/她跟你說： 「你剪頭髮喔，

還蠻好看的！」 你回答： 

 

 

（2）你買了新手錶，今天第一次戴著上學，跟一位同學聊天的時候，他/她看到

你的手錶說： 「哇，你有新手錶，好好看喔！」 你回答： 

 

 

（3）你喜歡打桌球，有一天一位同學看到你練球，隔天他/她在學校碰到你，並

跟你說： 「我昨天看到你打球，你打得很好耶！」 你回答： 

 

 

（4）你的一位同學還不知道下學期要修什麽課。因爲你已修完所有的課，你主動

跟他/她說，明天可以借他/她去年的資料。 他/她接著跟你說： 「你人真好！」  

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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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博士班放榜了，你和同學們在公布欄前看榜單，結果你考上了，同學們跟你

說:「你真的很厲害！」 你回答： 

 

 

（6）博士班放榜了，結果你考上了，有一位同學私底下跟你說:「聽説你考上了，

真的很厲害！」 你回答： 

 

 

（7）你剛剛在學校口頭報告，自己覺得報告得很不錯，下課後有一位同學跟你說： 

「我覺得你今天報告得很好！」 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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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剛剛在學校口頭報告，自己覺得報告得不太好，下課後有一位同學跟你說： 

「我覺得你今天報告得很好！」 你回答： 

 

 

（9）一位同學在學校聽到你跟外國人講英文，他/她跟你說：「你英文講得好好

喔！」 你回答： 

 

 

（10）你的英文老師在學校聽到你跟外國人講英文，他/她跟你說：「你英文講得

很好！」 你回答： 

 

 

如果你對本問卷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或意見，請填入下方的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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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問卷德語版問卷德語版問卷德語版問卷德語版 

Fragebogen zum Sprachgebrauch von Deutschen und Taiwanern 

Der vorliegende Fragebogen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m Sprachgebrauch von Deutschen 

und Taiwanern. Die gemachten Angaben dienen ausschließlich zu wissenschaftlichen 

Zwecken. Das Ausfüllen des Fragebogens dauert etwa 5 Minuten. Insgesamt besteht 

der Fragebogen aus 10 Situationen, in denen du dir jeweils vorstellen sollst, du seist 

diejenige Person, zu der gesprochen wird. Anschließend schreibe bitte in direkter Rede 

auf, was du in der jeweiligen Situation mündlich exakt antworten würdest. Falls du 

nicht mit Worten, sondern z.B. nur mit einem Lächeln antworten würdest, dann trage 

dies bitte auch ein. Bitte lies die jeweilige Situationsbeschreibung genau durch, deine 

Antwort sollte dann möglichst intuitiv erfolgen.  

 

Hier ein Beispiel: Du backst schon immer gerne Kuchen. Eines Tages nimmst du einen 

selbstgebackenen Kuchen mit in die Uni und bietest ihn deinen Kommilitonen/innen an. 

Nachdem sie probiert haben, sagt eine/r zu dir: „Mmmh, schmeckt wirklich lecker!“  

 

Du antwortest (z.B.): - „Freut mich, dass es dir schmeckt.“ 

                  - Ich antworte mit einem Lächeln.  

 

Bevor es losgeht, mach bitte noch die folgenden Angaben zu deiner Person. Diese 

dienen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der Zusammensetzung der Teilnehmer.  

 

Vielen Dank für deine Mithilfe an diesem Projekt.  

 

Dominik Weihrauc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Jun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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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ät:  

• Deutsch  

• Taiwanisch 

• Sonstiges:  

 

Geschlecht: 

• männlich 

• weiblich 

 

Alter:   

 

Fremdsprachenkenntnisse (bitte nur Sprachen auflisten, die mindestens ein halbes Jahr 

gelernt w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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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aufenthalte (z.B. USA / 3 Monate):

 

 

1) Du warst gerade beim Frisör. Am nächsten Tag sieht dich in der Uni ein/e 

Kommilitone/in und sagt: „Du warst beim Frisör? Sieht gut aus!“ 

Du antwortest: 

 

 

2) Du hast dir eine neue Uhr gekauft und trägst sie heute zum ersten Mal in der Uni. 

Als du dich gerade mit einem/er Kommilitonen/in unterhältst, sieht er/sie deine Uhr und 

sagt: „Wow, schicke neue Uhr!“ 

Du antwortest: 

 

 

3) Du spielst gerne Tischtennis. Eines Tages sieht dich ein/e Kommilitone/in von dir 

beim Training in der Uni. Am nächsten Tag kommt er/sie auf dich zu und sagt: „Ich 

hab dich gestern beim Training gesehen, du spielst echt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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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antwortest: 

 

 

4) Ein/e Kommilitone/in von dir weiß noch nicht, welche Kurse er/sie nächstes 

Semester belegen soll. Da du aber schon alle Kurse hinter dir hast, bietest du an, 

ihm/ihr am nächsten Tag deine Unterlagen vom letzten Jahr mitzubringen und 

auszuleihen. Daraufhin sagt er/sie: „Das ist echt nett von dir!“ 

Du antwortest: 

 

 

5) Du hast dich um eine Doktorandenstelle an deiner Uni beworben. Als du mit deinen 

Kommilitonen/innen nach dem Unterricht am schwarzen Brett vorbeikommst, seht ihr 

die Liste der neu aufgenommenen Doktoranden, und auch dein Name steht dabei. 

Daraufhin sagen sie zu dir: „Du bist genommen worden, echt nicht schlecht!“ 

Du antwortest: 

 

 

6) Du hast dich um eine Doktorandenstelle an deiner Uni beworben und bist genommen 

worden. Als du dich mit einem/r Kommilitonen/in unter vier Augen unterhältst, sagt 

er/sie zu dir: „Hab gehört du bist genommen worden, echt nicht schl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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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antwortest: 

 

 

7) Du hast gerade in der Uni ein Referat gehalten, das deiner Meinung nach ziemlich 

gut war. Nach dem Unterricht kommt ein/e Kommilitone/in auf dich zu und sagt: „Ich 

finde dein Referat heute war echt gut!“ 

Du antwortest: 

 

 

8) Du hast gerade in der Uni ein Referat gehalten, das deiner Meinung nach nicht sehr 

gelungen war. Nach dem Unterricht kommt ein/e Kommilitone/in auf dich zu und sagt: 

„Ich finde dein Referat heute war echt gut!“ 

Du antwortest: 

 

 

9) Ein/e Kommilitone/in hört dich in der Uni mit einem Amerikaner Englisch reden und 

sagt zu dir: „Dein Englisch ist ja mal richtig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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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antwortest: 

 

 

10) Dein Englischlehrer hört dich in der Uni mit einem Amerikaner Englisch reden und 

sagt zu dir: „Du sprichst wirklich sehr gutes Englisch!“ 

Du antwortest: 

 

 

Anmerkungen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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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問卷德國華語學習者版問卷德國華語學習者版問卷德國華語學習者版問卷德國華語學習者版 

Fragebogen zum Sprachgebrauch von Deutschen und Taiwanern 

Der vorliegende Fragebogen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m Sprachgebrauch von Deutschen 

und Taiwanern. Die gemachten Angaben dienen ausschließlich zu wissenschaftlichen 

Zwecken. Das Ausfüllen des Fragebogens dauert etwa 5 Minuten. Insgesamt besteht 

der Fragebogen aus 10 Situationen, in denen du dir jeweils vorstellen sollst, du seist 

diejenige Person, zu der gesprochen wird. Anschließend schreibe bitte in direkter Rede 

auf, was du in der jeweiligen Situation auf Chinesisch mündlich exakt antworten 

würdest. Falls du nicht mit Worten, sondern z.B. nur mit einem Lächeln antworten 

würdest, dann trage dies bitte auch ein. Bitte lies die jeweilige Situationsbeschreibung 

genau durch, deine Antwort sollte dann möglichst intuitiv erfolgen.  

 

Hier ein Beispiel: Du backst schon immer gerne Kuchen. Eines Tages nimmst du einen 

selbstgebackenen Kuchen mit in die Uni und bietest ihn deinen Kommilitonen/innen an. 

Nachdem sie probiert haben, sagt eine/r zu dir: 「你做的蛋糕好好吃喔！」  

 

Du antwortest (z.B.): （1）「很高興你喜歡。」  

（2） 用微笑回應 

 

Bevor es losgeht, mach bitte noch die folgenden Angaben zu deiner Person. Diese 

dienen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der Zusammensetzung der Teilnehmer.  

 

Vielen Dank für deine Mithilfe an diesem Projekt.  

 

Dominik Weihrauc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Jun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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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ät: 

• Deutsch 

• Taiwanisch 

• Sonstiges:  

 

Geschlecht: 

• männlich 

• weiblich 

 

Alter:   

 

Fremdsprachenkenntnisse (bitte nur Sprachen auflisten, die mindestens ein halbes Jahr 

gelernt w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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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aufenthalte (z.B. China / 1 Jahr):

 

 

Wie lange lernst du schon Chinesisch?

 

 

Wo bzw. an welch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hast du angefangen Chinesisch zu lernen?  

 

 

1) Du warst gerade beim Frisör. Am nächsten Tag sieht dich in der Uni ein/e 

Kommilitone/in und sagt: 「你剪頭髮喔，還蠻好看的！」 

Du antwortest: 

 

 



 

143 

 

2) Du hast dir eine neue Uhr gekauft und trägst sie heute zum ersten Mal in der Uni. 

Als du dich gerade mit einem/er Kommilitonen/in unterhältst, sieht er/sie deine Uhr und 

sagt: 「哇，你有新手錶，好好看喔！」 

Du antwortest: 

 

 

3) Du spielst gerne Tischtennis. Eines Tages sieht dich ein/e Kommilitone/in von dir 

beim Training in der Uni. Am nächsten Tag kommt er/sie auf dich zu und sagt: 「我昨

天看到你打球，你打得很好耶！」 

Du antwortest: 

 

 

4) Ein/e Kommilitone/in von dir weiß noch nicht, welche Kurse er/sie nächstes 

Semester belegen soll. Da du aber schon alle Kurse hinter dir hast, bietest du an, 

ihm/ihr am nächsten Tag deine Unterlagen vom letzten Jahr mitzubringen und 

auszuleihen. Daraufhin sagt er/sie: 「你人真好！」 

Du antwor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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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 hast dich um eine Doktorandenstelle an deiner Uni beworben. Als du mit deinen 

Kommilitonen/innen nach dem Unterricht am schwarzen Brett vorbeikommst, seht ihr 

die Liste der neu aufgenommenen Doktoranden, und auch dein Name steht dabei. 

Daraufhin sagen sie zu dir: 「你真的很厲害！」 

Du antwortest: 

 

 

6) Du hast dich um eine Doktorandenstelle an deiner Uni beworben und bist genommen 

worden. Als du dich mit einem/r Kommilitonen/in unter vier Augen unterhältst, sagt 

er/sie zu dir: 「聽説你考上了，真的很厲害！」 

Du antwortest: 

 

 

7) Du hast gerade in der Uni ein Referat gehalten, das deiner Meinung nach ziemlich 

gut war. Nach dem Unterricht kommt ein/e Kommilitone/in auf dich zu und sagt: 「我

覺得你今天報告得很好！」 

Du antwor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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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u hast gerade in der Uni ein Referat gehalten, das deiner Meinung nach nicht sehr 

gelungen war. Nach dem Unterricht kommt ein/e Kommilitone/in auf dich zu und sagt: 

「我覺得你今天報告得很好！」 

Du antwortest: 

 

 

9) Ein/e Kommilitone/in hört dich in der Uni mit einem Amerikaner Englisch reden und 

sagt zu dir: 「你英文講得好好喔！」 

Du antwortest: 

 

 

10) Dein Chinesischlehrer hört dich in der Uni mit einem Amerikaner Englisch reden 

und sagt zu dir: 「你英文講得很好！」 

Du antwor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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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merkungen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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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德國華語學習者基本資料德國華語學習者基本資料德國華語學習者基本資料德國華語學習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學習華語的

時間 

在華語地區

居住的時間 
外語能力 

1 男 28 9年 2 年 英法拉日華 

2 男 28 7年 3 年 英拉華 

3 男 27 6年 2 年 英法拉日華 

4 男 23 3年 1 年 英法拉華 

5 女 25 2.5年 1.5年 英法匈華 

6 女 19 2年 1 年 英法西越華 

7 男 29 8年 3.5年 英捷波廣華 

8 男 29 7年 4 年 英法華 

9 男 26 6年 5 年 英法華 

10 男 28 7年 1.5年 英法拉華 

11 女 25 5年 1 年 英法西韓華 

12 女 27 6年 2 年 英法華 

13 女 26 8年 2 年 英法拉韓華 

14 女 19 3.5年 1 年 英法拉希華 

15 女 22 4年 1 年 英法荷華 

16 男 22 2.5年 1 年 英法拉日華 

17 女 23 2.5年 1 年 英法西華 

18 女 26 4.5年 1 年 英法華 

19 男 25 6年 2 年 英華 

20 男 26 6年 2 年 英法西荷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