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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網路新聞的語言與文化研究 

摘要 

關鍵詞：漢語、阿拉伯語、篇章分析、語言與文化 

本研究從台灣與阿拉伯電視台所發布的網路新聞中，選擇「金正日」、「賈伯

斯」、「賓拉登」與「海珊」的死亡消息作為分析語料，並以 Labov（1972）

的敘事結構模式、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Fairclough（1995）的轉

述話語分類為依據，同時採用曾元顯（1997）的關鍵詞擷取技術，分析中文

與阿拉伯文於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的差異，進而從語

言與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此差異與中阿文化的連結。研究結果發現，在敘

事結構方面，除了「進展」外，中文使用「點題」、「指向」、「評議」、「結果

或結局」與「收尾」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其次，中文傾向敘述死亡之前

的事件，阿拉伯文傾向敘述死亡之後的事件。在及物系統方面，除了「言語

過程」外，中文使用「物質過程」、「心理過程」、「行為過程」、「存在過程」

與「關係過程」的比例高於阿拉伯文；其次，中文敘述傾向以「人」為核心，

阿拉伯文敘述傾向以「事」為核心。在轉述話語方面，兩者使用的轉述類型

以「無標記語」最多，唯中文比例仍高於阿拉伯文；此外，中文使用「直接

引語」居多，阿拉伯文使用「間接引語」居多。至於消息來源的分布，中文

多集中於美國，阿拉伯文則分布於美國與其他地區。最後，在詞彙關聯方面，

在「金正日」與「賈伯斯」新聞中，中文的關鍵詞多與死因有關，著重追溯

人物生前的健康狀況，阿拉伯文則強調人物死後的影響；在「賓拉登」與「海

珊」新聞中，中文的關鍵詞著重塑造美國的正義形象，阿拉伯文反是加強美

國的負面形象，暗指其行為的不正當性。以上結果反映中阿文化特點有三：

第一，中文的過去面向與阿拉伯文的未來面向；第二，中文的主體思維與阿

拉伯文的客體思維；第三，中文的親美文化與阿拉伯文的反美文化。本研究

最終並提出有關中文網路新聞閱讀教學之應用，作為日後華語文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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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 on 

Chinese and Arabic Online News 

Abstract 

Keywords: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Mandarin, Arabic,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ian cultures from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oint of view, this research has chosen to analyze the online 

news from Taiwanese and Arabian news station websites, specifically on the 

demise of Kim Jong-il, Steve Jobs, Osama bin Laden and Saddam Hussein as 

linguistic data.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ic 

narrative structure, transitivity,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and word association 

using the key term extraction method from Tseng (1997),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model from Labov (1972), Theory of Transitivity from 

Halliday (1985) and the way Fairclough (1995) categorized reporting spee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tends to describe the events before the death, 

while Arabic tends to describe the events after the death. Also, Chinese tends to 

centre around “people”, while Arabic tends to centre around “events”. Besides,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news mostly comes from USA, while for 

Arabic news, the sources are distributed across US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urthermore, in news related to Osama bin Laden and Saddam Hussein, Chinese 

places emphasis on the positive images of USA, while Arabic hints at multiple 

incidences at the notion that the actions from USA were unjustified. 

The above findings support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Arab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Firstly, Chinese is past oriented while Arabic is future 

oriented; secondly, Chinese is subject-oriented thinking mode while Arabic is 

object-oriented thinking mode; lastly, Chinese is pro-American culture while 

Arabic is anti-American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se findings, this thesis provides a 

sample of news reading as a futur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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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دراسات اللغوية والثقافية على

الصينية والعربيةأخبار االنترنت   

 المخلص

 اللغة والثقافة، تحليل الخطاب، العربية، اللغة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مات البحث

منننجل انننشلف االخننناتلفيناالننناةلاننننجلفوالالننن لفورننننمن لجفوالالننن لفو  انننن لمنننجلجا ننن ل  ننن لو   ننن ل

قننننتلفناننننالللوننننرلا ننننننشل ن نننناللفي ا  نننن لمننننجلفو  فقنننن لفواا  ف ننننن للهننننلفلفو  نننن للنننن  جثلالننننن ل ل

جاو نا نناةلل  ننام لاننجليص لج ننتف لح نننججل ننانجلانن ا جلحنن ولجلنناملجننن لا  نن لل ننشلجفو  اننن 

    ننن لما ت ننن لمنننجلهاوننننتف لج(ل9127) منننن لمنننجلو ننناتل ننن صلفولاا نننامتف ل  ننن   لفأل ا نننن لج

لمطنننننا مرننننناصللممل وننننن لجما نلننننن لااولنننننيلارنننننمنجل(لل9118)جط  لننننن للن جنننننن تل(ل9158)

ون نننننشلهننننلملفألن نننناللمننننجل اننننشللانننناصملل(9112)ط  لنننن لف ننننام ف لمرننننطن اةلمننننجلا ننننم لج

 .فو  ان فومالاةلانجلفألن اللااون  لفورنمن لجفألن اللااون  ل

 للنننيلحننننجلم لنننافواون ننن لفورننننمن لا ننننشللونننرلج نننجلفألحنننتف لق نننشلالفألن ننناللجا ننننجلفومانننا  ل  

ج  ضننالا نننشلفون نن لفورنننمن للوننرلفوا جننن ل.لم لننافولاون نن لفو  اننن للوننرلج نن  الا ننتالفألن نناللا نننش

لونننرلل ااإلضنننالج.ل"فألحنننتف "انم نننالا ننننشلفون ننن لفو  انننن للونننرلفوا  ننن للحننن ولل"فأللننن فص"عننننرل

ل منننافورننننمن لمنننجلفو ي ننناةلفو ا نننتم لااون ننن لمرننناصللم ن مننناةلفألن ننناللم  ننن لل ونننت لاننن ايل

.لفو ي ننناةلفو ا نننتملج اننن ف ل نننن  لمنننجلفو ننناو لعننننرااننن   للو  انننن لون ننن لفاامرننناصللفألن نننالل

جلنننيلفأل  نننا لفو ا نلننن لا  نننام لانننجليص لج نننتف لح ننننج لا جننن لفون ننن لفورننننمن لعننننرلفورننن لل

ل   لللونننننرلواخنننننن  حنننننتف لفألعنننننتمللفون ننننن لفو  انننننن لج ل ا نننننتم لانم نننننالانننننن ي ننننناةلفووفإل جاانننننن ل

ل.اة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غن لم  لمار ل

 جي ل.لصع نننن لفوماننننا  لفو ننننلج لمل عنننناةلفومرننننا تلفوااوننننن لمننننجلفوالالنننناةلفورنننننمن لجفو  اننننن 

اون ننن لفو  انننن لونننت  الفألن ننناللا لونننت  الا اننناللونننرلفو اضنننيللنننيلحننننجلنفورننننماون ننن لفألن ننناللا

.لص ننن ا  فا نننالمانم نننالفون ننن لفو  انننن لل  نننا ن ل  فا نننال لنثا ننننا لفون ننن لفورننننم.لا اننناللونننرلفو  نننال ش

ثلالننن للفون ننن لفو  انننن للنننيلحننننجلوننت م فونننن لون ي ننناةلفو ا ننتمللفون ننن لفورنننمن لثلالننن ونننت ل نننن ف ل

للفألن نننالقننن ف مفومانننا   لالنننت لفألط جحننن لعنمننن لمنننجللججللنننالو نننلة.لفو ا نننتملمماهضننن لون ي ننناة

.ليلفو  ال شلجا ن  الج  ا لوا نن لفون  لفورنم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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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有關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多年來已累積不少相關討論（洪堡特，

1903-1936/2009；Clark & Clark, 1977; Heider, 1972; Hudson, 1980; Sapir, 1921; 

Steinberg, 1993; Whorf, 1956）。姑且不論是語言決定文化，或文化決定語言，

這些研究皆指出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且相輔相成的。如常敬宇（1993）所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內蘊」，正說明了任何民族的語言均負

載著該民族的文化內涵，任何民族的文化亦對該民族的語言結構產生影響。 

而陳光磊談到，影響語言結構的文化因素，指的是「詞、詞組、句子及

篇章結構所體現的文化特點」（引自周思源，1997：116-117）。過去研究曾透

過書面或口語篇章的分析，對比不同語言結構的差異（劉齊生，1999；Kaplan, 

1966; Tannen, 1980）。雖然前人的結論皆指出語言差異起因於文化差異，然

而，這些研究仍著重於探討不同語言在形式上的表現，並未具體說明文化因

素的部分。此外，在語言與文化的相關研究中，分析中文者並不多（申小

龍，1993，2003；曾金金，2008；Alverson, 1994; Ahrens & Huang, 2002; Yu, 

1998, 2012），分析阿拉伯文者更是寥寥可數（朱立才，1997；周文巨、陳

杰，2007；國少華，2009；Hamdi, 2010）。由於研究者本身為中文母語者，

加上大學主修阿拉伯文，並曾赴科威特大學語言中心留學一年，對阿拉伯語

言學習頗有心得。是故，本研究以中文與阿拉伯文對比分析為前提，從語言

與文化著手，關注兩者之間的連結，期能帶給華語文教學不同的思考面向。 

另一方面，隨著網路的出現與相關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多元，網路的使用

人口與時俱增。根據一份美國的調查報告顯示（http://www.etforecasts.com，

搜尋日期：2013 年 6月 30日），2009 年全球上網人口已將近 20 億，相較於

1990年，成長了近百倍；除此之外，台灣的上網人口也近 1,700 萬。由這些

數據可知，全世界正在迎接一個網路時代的來臨；同時，因為全球資訊網

（World Wild Web，簡稱 WWW）的出現，資訊流通變得更容易且快速，

不但大幅縮短了訊息傳遞的時間與距離，亦間接改變了人類溝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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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為什麼現代人普遍需要網路？又，人們使用網路從事何種活動？

由美國尼爾森公司（The Nielsen Company）的網路人口觀察顯示，在全球百

大熱門的網站當中，「新聞媒體類」就占了 17%，排名第一1。而從中國互連

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 CINIC）所

公布的資料可得知，「看新聞」是中國人最常從事的網路活動，占 78.7%，

僅次於「下載音樂」2。由此可見，上網瀏覽新聞儼然成為現今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活動之一，也因此，網路新聞的閱讀與教學的重要性自然不言可喻。 

而辛斌（2005）在分析新聞篇章時表示，由於書面篇章的發話者與受話

者的溝通方式是單向的，這種單向性使得記者、編輯或報社可以單方面決定

要說什麼、不說什麼與怎麼說等問題。正因此，新聞報導的語言在某種程度

上賦有一定的權力，這種隱藏的權力使得讀者在閱讀新聞時帶有情緒，而能

達到撰稿者的某種特殊目的。再說，不同的語言使用者，亦可能關注同一報

導中不同類型的訊息，進而賦予不同的意義（Richardson, 2007; van Dijk, 

1988）。有鑑於此，加上網路新聞蓬勃發展的趨勢，本文遂將重點放在網路

新聞的篇章分析，探討同一新聞事件不同語言的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

話語與詞彙關聯的差異，進一步再分析文化因素的影響，並提出教學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最終目的在從新聞篇章的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

關聯等四個層面，探討台灣與阿拉伯國家語言與文化的關聯，所得結果期能

針對以阿拉伯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提供中文網路新聞閱讀教學之參考。 

  

                                              
1
 該公司根據 2010 年一月涵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瑞士、巴西、美國

與澳大利亞等網站的瀏覽人次，統計得出全球網際網路百大熱門網站。（資料來源：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2483，搜尋日期：2011 年 10 月 31 日） 
2
 根據中國互連網絡信息中心的資料，中國人最常從事的網路活動，前五名依序為下載

音樂（85.5%）、看新聞（78.7%）、使用即時通（72.2%）、使用搜尋引擎（69.4%）及

看影片（65.8%）。（資料來源：http://www.find.org.tw，搜尋日期：2011 年 10 月 31 日） 



第一章 緒論 

-3- 

綜合上述，本文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有五。 

一、 針對同一主題的新聞，中文與阿拉伯文的「敘事結構」是否有所差異？

若是，兩者相同與相異之處分別為何？ 

二、 針對同一主題的新聞，中文與阿拉伯文的「及物系統」是否有所差異？

若是，兩者相同與相異之處分別為何？ 

三、 針對同一主題的新聞，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轉述話語」是否有所差異？

若是，兩者相同與相異之處分別為何？ 

四、 針對同一主題的新聞，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詞彙關聯」是否有所差異？

若是，兩者相同與相異之處分別為何？ 

五、 中文與阿拉伯文新聞的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以及詞彙關聯

的差異，與兩者文化之間的連結為何？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有六章，各章節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指出本文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中阿文化的角度切

入，闡述語言與文化的發展背景，並回顧歷來文獻對於中文與阿拉伯文的思

維模式與時間認知的探討。第二部分主要為篇章分析的相關研究，回顧關於

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等理論及研究成果。第三部分則

為新聞閱讀教學研究，著重於閱讀理論、閱讀理解過程及策略應用等主題。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本章簡介「對比分析」與「批判性篇章分析」，並

指出語料建置過程及其分析模式。本文語料分析之理論依據有三，分別是

Labov（1972）的敘事結構模式、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與 Fairclough

（1995）的轉述話語分類；而在詞彙關聯方面，則採用曾元顯（1997）的關

鍵詞擷取技術作為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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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章為研究分析與結果討論。首先，第四章採用量化與質化分析，

探討中文與阿拉伯文新聞篇章的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及詞彙關聯

的差異。其次，第五章討論各差異與中阿文化之間的連結，並提出教學應用。 

第六章為結論，以回應本文研究問題，闡述本文主要發現、研究限制

及後續研究方向作結。最後，有關本文研究架構之概念，如圖一-1 所示。 

 

 

 

圖 一-1 本文研究架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旨在探討語言與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除了

說明發展背景與相關研究之外，亦特別針對思維模式與時間認知兩方面與中

阿語言之間的連結進行討論。第二節則著重於篇章分析的相關研究，回顧敘

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等理論及研究成果。第三節從新聞

閱讀教學的角度出發，回顧閱讀理解模式以及新聞教學策略等相關研究。 

第一節 語言與文化研究 

有關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最著名的莫過於 Sapir（1921）與 Whorf

（1956）的討論。Sapir 主張「不同的語言對於同一客觀事物，有不同的表

達方式與解釋。離開了語言，便無法產出思想，如同沒有數學符號體系，數

學推理不可能實現一樣」。Spair 的看法後來得到 Whorf 的認同，他進一步提

出「人類根據自己母語所規定的方式來分析自然現象，並組織成各種概念，

同時賦予各種意義」。兩人的觀點被後人稱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並分成「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

與「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前者說明語言早於知識的形成，

並且決定人類的思維模式；後者主張經由語言編碼後所產生的意義，會塑造

或影響語言使用者的潛意識。因此，不同語言對現實世界的感受也會不同。 

Sapir（1921）與 Whorf（1956）的看法一提出，學者紛紛進行相關研究

與討論。其中，部分學者致力於探討語言與文化的先後順序，試圖否定「語

言決定文化」這項說法（Clark & Clark, 1977; Heider, 1972; Hudson, 1980; 

Steinberg, 1993）；另一部分則著重於不同語言學習者的表現，藉此證明語言

與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劉齊生，1999；Kaplan, 1966; Tannen, 1980）。

本研究認為，前者有關先有語言或先有文化的討論，猶如探討雞生蛋或蛋生

雞一般，難以持平而論。相較之下，本研究更關注的是後者學習者表現。因

此，以下便針對書面及口語的篇章研究，探討不同學習者的敘述形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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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篇章敘述與文化 

在書面的篇章研究中，Kaplan（1966）把近 600篇的英文作文依學習者

的母語分為三組3，對比英文的篇章結構發現，學習者的文章常有失焦、缺

乏組織或缺少連貫性等缺點。Kaplan指出，母語不同的學習者使用同一語言

（指英文）寫作時，慣用的寫作技巧不同，使得篇章結構有所差異。Kaplan

認為這是因為學習者的思維常與母語者的預期不符所致，間接點出文化因素

是影響篇章結構的主因。 

Kaplan（1966）認為，以母語為阿拉伯語的學習者為例，學習者在英文

作文中大量使用並列（coordination）結構及並列元素（coordinating element）
4，使得篇章組織呈現平行（parallalism）結構，這也是大部分閃語（Semitic 

languages）的特色。至於部分東方語言5，特別是以漢語或韓語為母語的學習

者，則以迴旋（gyre）結構為主要特徵。這種迴旋根據 Kaplan的說法，就是

將主題圍繞在一個極大的迴旋裡，卻不直接顯露出來的一種間接敘述方式。 

Kaplan（1966）最後歸納各國語言的篇章結構，如圖二-1；英語為直線

結構，閃語為平行結構，東方語言為迴旋結構，羅曼語與俄語為曲折結構。 

圖 二-1 各國語言篇章結構 

                                              
3
  Kaplan（1966）蒐集由母語非英語的學習者所寫的英文作文，共約 700 篇，扣除代表

性不大的文章，用來分析的約 600 篇左右。這些學習者所代表的國別及文章篇數如下：

（1）阿拉伯國家──126、希伯來──3；（2）中國──110、柬埔寨 40、印度支那──7、

日本──135、韓國──57、老撾──3、馬來西亞──1、泰國──27、越南──1；（3）以

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為主的巴西──19；中美地區──10；南美地區──42；古巴──4；

西班牙──8；以法文為主的法國──2、非洲地區──2；以義大利文為主的瑞士──1。 
4
  例如「and」、「but」與「so」等。 

5
  此處特指中文與韓文，不包括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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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口語的篇章分析研究中，Tannen（1980）找來母語為美語

及希臘語的大學生進行實驗，請受試者觀看一部只有畫面與音樂的電影後，

針對影片的內容進行口頭敘述。實驗結果證實，兩組受試者的敘述重點及策

略存在顯著差異，指出受試者的文化背景是造成口語敘述差異的主要原因。 

Tannen（1980）的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學生與希臘學生最大的不同有二。

第一，美國學生的敘述重點在評論電影，希臘學生的敘述重點則在講述故

事。前者使用較多與電影有關的術語，並且針對影片的特效、服裝或燈光等

技術層面的問題加以討論。後者則著重在介紹電影內容，偶有評論也是針對

電影所散發出的訊息，而非影片後製技術。第二，美國學生在敘述時較為客

觀；他們詳細地敘述動作細節與事件的時間順序，盡可能想要回憶起所有事

件。希臘學生在敘述時則較為主觀；他們對於影片的人物角色與行為投入較

多的自我詮釋，並且選擇省略與他們所構建的主題無關的細節。 

類似 Tannen（1980）的作法，劉齊生（1999）以母語為德語及漢語的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交通事故」的主題，請兩組受試者描述自己經歷

過的經驗。兩組受試者的年齡介於 25 至 30 歲之間。研究最終取得 34 篇口

語語料，其中包含德語 18篇及漢語 16 篇。根據劉齊生的研究結果，德國學

生與中國學生的敘述差異可從「篇章結構」與「連結手段」兩方面來討論。 

在篇章結構方面，劉齊生（1999）針對「敘述視點」與「語義要素的選

擇」進行分析。從敘述視點來看，德國學生主要描述事故發生的原因，而中

國學生則著重於事故發生的結果。此外，德國學生在敘述時總是圍繞著一個

共同的視點，即事故發生那一瞬間的碰撞；中國學生的敘述卻很難找到統一

的視點，可能是碰撞、傷害或恐懼等。至於語義要素的選擇，德國學生對事

故情節的敘述占了絕大部分，敘述重點擺在事故所造成的心理後果、當事人

之間的爭吵、警察以及救援措施。而中國學生則選擇淡化事件之間的聯繫，

而將敘述重點放在受傷部位、後遺症、傷後如何好轉以及賠償和解等問題。 

在連結手段方面，劉齊生（1999）從「地點關聯6」與「因果關係」兩

部分來探討。就地點關聯而言，不論德國學生還是中國學生，都經常使用地

                                              
6
  位置、地點與方向詞或詞組是表示地點關聯的主要成分（劉齊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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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方向詞組來組織篇章。不同的是，在德國學生的敘述中，這些地點關聯

成分的分布與情節發展緊密相連，且指向明確；而中國學生在敘述時指向則

不明確，難與事故的地點關聯成分連結起來。對於事故的發生，中國學生傾

向透過擬聲詞、同伴反應或自己內心的感受等間接方式來表達。至於因果關

係的連結，研究從含有因果關係的主題句句數來看，發現德國學生與中國學

生的使用比例相當；然而，前者使用的範圍集中，圍繞在「碰撞」事件的中

心，後者使用的範圍較廣，往往加入許多與事件中心關聯不大的因果關係。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劉齊生（1999）最終提出德國人在敘述時較為客

觀，中國人則較為主觀的說法；並主張造成此差異的主要原因來自雙方認知

模式的不同，與兩者文化息息相關。 

綜合上述，不論是書面語或口語的篇章分析，皆點出文化對語言所產生

的影響。然而，這些研究的重點均在談論語言差異，並未具體說明是什麼文

化因素導致語言差異的產生。如 Kaplan（1966）針對不同語言所做的篇章

結構研究，僅能說明不同文化下的語言差異確實存在，卻未能連結語言與文

化。同樣地，Tannen（1980）與劉齊生（1999）皆主張造成語言差異的主要

原因來自認知模式的不同，並指出認知模式與文化息息相關；然而，兩人並

未加以說明其中文化因素的部分。因此，下兩節本研究將分別探討中文與阿

拉伯文「思維模式」與「時間認知」的差異，試圖說明兩者與語言的關聯。 

二、 中阿的思維模式 

本節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分別說明中華文化「天人合一」與阿拉伯文化

「認主獨一」的思維模式，並探討中文與阿拉伯文思維與語言相互的影響。 

（一） 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 

學者常用「天人合一」來概括中華文化的精神（申小龍，1993，2003；

戴昭銘，1996；戴康生與彭耀，2006），主張「天」與「人」是不可分割的

整體，而追求天人之間的和諧與統一不僅是中國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亦是

終極目標。這種思維模式是在認清人與自然的差異之後，吸取各自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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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其短處，使兩者融合於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之中，於是「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為一7」的思想便油然而生。 

事實上，「天人合一」的立足點仍在於「人」的主觀體驗與感悟（申小

龍，2003）。申小龍（1993）表示，中國人在思維模式上注重人際與倫理，

以人比天，還原於心，同時重視直覺與內省，反映出「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

是一種主觀的人治精神」。戴昭銘（1996）亦同意這項說法。戴進一步指出，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主體思維，因此，在語言表達或認知時，以人為出發點

的主體意識十分強烈。而朱立才（1997）在談到語言結構所反映的思維模式

時亦指出，中國傳統哲學帶有「以人為本」的文化特點，注重修身養性，探

求人的內心世界；也因此，中國人自古以來便具有以人為中心的思維傾向，

常習慣以主體的經驗或感受去描述客體的情況，而非從客體本身敘述。這樣

的思維模式反映在語言表現上，從語法層面來說，形成中文多用指「人」的

名詞為主語，指「事」的名詞為賓語的情形；而從語義層面來看，如果句子

中同時出現施事與受事，那麼，中文傾向以「人」施事，以「事」為受事。 

曾金金（2008）進一步從俗諺的詞頻統計中，驗證了中華文化以人為本

的思想特質。曾表示，俗諺是庶民生活經驗的累積，是「先民透過生活體驗

與對自然的觀察，形成的一種普遍認知或終極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反

映文化。因此，她統計台華英俗諺中帶有「人」的詞頻總數，整理如表二-1。 

表 二-1 台華英俗諺中帶有「人」之詞頻統計 

語言類別 統計項目 詞頻 總詞數 百分比 

台諺 帶有「人」 435 15038 2.89% 

華諺 帶有「人」 671 16423 4.09% 

英諺 帶有-man, people, person 40 12241 0.33% 

資料來源：曾金金（2008）。「從台華英俗諺對比分析探討台灣文化特質」。發表於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台灣多元文化之建構聯合成果發表會。  

 

由表二-1可知，華諺中帶有「人」的詞所占比例最高，約 4.09%；相較

之下，台諺比例次之，約 2.89%，英諺比例最少，僅 0.33%。而根據曾金金

                                              
7
 引自《莊子齊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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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另一項統計，在排名前十名的華諺詞條中，帶有「人」的詞條亦

排名第三。以上均顯示華諺深受人本思想所影響，關懷對象以「人」為主。 

另一方面，申小龍（2003）主張「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亦反映了中華

文化各方面的「整體思維（holistic synthesis）」。從哲學方面來看，《老子》

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與《周易》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者的

解釋其實是一致的，皆在說明萬物是藉由陰陽二氣的互補調和而生存的。在

這個思維架構中，《老子》的「道」與《周易》的「太極」代表整體的範疇，

「陰陽」與「八卦」等則是構成此一整體的基本要素。因此，任何部分都離

不開整體，任何部分也都體現於整體之中。在醫學上，中醫亦抱著人與天地

萬物是相互作用與相互依存的觀念，認為四時寒暑、晨昏晝夜、日月氣象與

地理環境等，都會對人產生影響，正所謂「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8」。 

而從語言表達方面來看，申小龍（2003）認為中文語言注重「意合

（parataxis）」亦是受到整體思維的影響。所謂「意合」，指的是詞語或句子

的連接，是藉由兩者之間的意義或邏輯關係來實現的，而不是借助語言形式

的概念稱之（王菊泉，2007）。申小龍在論述中文語法的建構時曾指出，中

文語法並不講求數（number）、性（gender）、格（case）等的形態變化，只

求「言」與「意」的統一。在這個原則之下，中文動詞前的主語和動詞後的

賓語有時可以互換位置，而意義不變，如例（1）至（4）。 

（1） 一條被子蓋三個人（三個人蓋一條被子） 

（2） 宣傳欄貼滿了廣告（廣告貼滿了宣傳欄） 

（3） 他一身淋了水（水淋了他一身） 

（4） 媽媽想死你了（你想死媽媽了） 

除此之外，申小龍（2003）亦舉出部分實例，說明中文在某些語境中，

同一位置意義相反的詞語可自由替換，而不影響其意義，如例（5）至（7）。 

（5） 中國女籃大勝韓國隊（中國女籃大敗韓國隊） 

                                              
8
 引自《論橫變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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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熱鬧（好不熱鬧） 

（7） 在沒有睡覺以前（在睡覺以前） 

在例（5）中，動詞「大勝」與「大敗」都表達了同一語意，即「中國

女籃取得勝利」之意。同樣地，例（6）中的副詞「好」與「好不」，在修飾

形容詞的時候，兩者均表示肯定，意即「好不」等於「好」。至於例（7）中

的動詞，不論是否加入否定，均表示否定之意，即「睡覺」等於「沒睡覺」。

由上述種種例子可見，中文在本質上所講求的是意義之合，而非形式之合。 

（二） 阿拉伯文化的認主獨一 

在釐清中華文化的思維模式與中文的相互影響之後，接下來，本研究將

探討阿拉伯文化的部分。要了解阿拉伯人的思維模式，首先要了解「伊斯蘭

教（Islam）」對於阿拉伯人的意義及其基本教義。伊斯蘭教是阿拉伯人主要

的宗教信仰，然而，對於阿拉伯人來說，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同

時也是國家立法制度與社會生活方式的依據。正因如此，阿拉伯人的思維模

式亦深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國少華，2009；Samovar, Porter, & Stefani, 2000）。 

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是「認主獨一（التوحيد；al-Tawhid）」，主張「萬物非

主，唯有真主」，這就是說真主阿拉（Allah）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而且

是唯一的主宰（阿布達拉提，1997/2008；從恩霖，2007）。此一信念亦是進

入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9（Muslim）的必要條件10。事實上，「真主」在阿拉

伯文化中的地位，猶如中華文化中「上天」所扮演的角色，兩者本質上並無

不同。不同的是，中阿文化對「人」的定位，前者秉持著天人合一的精神，

主張天與人不可分割；後者卻認為人類只是真主所創造的萬物之一，是真主

的僕人，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 

有文獻指出，「認主獨一」的思維模式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客體意識，同

時體現於阿拉伯文中（朱立才，1997；周文巨、陳杰，2007；國少華，2009）。

                                              
9
  即信奉伊斯蘭教者。 

10
  非穆斯林入教前必須誦讀「ش تل  ليللوالليَّلهللالج ش تل  لم  تلل  ولهللا （萬物非主，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誦讀完表示歸信於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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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阿拉伯人在敘述時，習慣以「事件」作為話題的中心，描述事件

發生的客觀性，而非人的主觀感受。周文巨與陳杰進一步談到，客體意識體

現在阿拉伯文的情況有三種，一種是以詞根性虛詞短語作主語或起語，如例

（8）；一種是以心理特徵名詞作主語或起語，如例（9）；另一種則是以其他

事物名詞作主語或起語，如例（10）。 

ل（8） .  بلناول   لجفحتل  ل ال شلفو    

  直譯：我們
‧‧

要
‧
在一天之內完成任務
‧‧‧‧‧‧‧‧‧

是很難的。 

意譯：我們
‧‧

很難在一天之內完成任務。 

ل（9） . جنا الفو ن ملفوخت تم

  直譯：強烈的嫉妒心
‧‧‧‧‧‧

吃了她。 

意譯：她的
‧‧

嫉妒心
‧‧‧

很強。 

لعننال ل（10） .فو  ضفشات 

  直譯：疾病
‧‧

加重於他。 

意譯：他
‧
病得很重。 

從例（8）至（10）的字面直譯來看，阿拉伯文以「我們要在一天之內

完成任務」、「強烈的嫉妒心」與「疾病」等事件作為表達的核心。當這些句

子譯成中文時，則自然會轉換成以人為核心的表達方式，如例（8）至（10）

中文意譯的「我們」、「她的嫉妒心」與「他」，此時直譯顯然不合中文語法。  

國少華（2009）認為，類似這樣以事件為核心的說法在阿拉伯文中極為

普遍，除了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之外，書面的文學作品亦可發現不少例子，

均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客體意識，如例（11）至（13）。 

ل（11）ل.لن ل م سلاالن  لفوخجاع نا اال هشلش سلفوت جلجه ل ر رللورل  ةل انالق شل  ل ملط ل

   (من   لفو  فلنسلومجنبلم   ظملاط اةلمجلجاا ل)

  直譯：沙姆斯丁傾聽著父親的聲音，震驚不已。在聲音停下來之後，

勇氣背叛了他
‧‧‧‧‧‧

，一言不發。 

意譯：……他失去了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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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ا لوطالح نجملاط اةلمجلجاا لفأل.ل)فاااحالفون س لجلصفه االفو لنل ججا ل

  直譯：真相突襲了他
‧‧‧‧‧‧

，絕望掃蕩了他
‧‧‧‧‧‧

。 

意譯：真相令他震驚，他絕望極了。 

ل（13）للورلفوخ اوم   لفو ج ململاط اةلمجلجاا ل.ل)ا رط رلعتملم فةلا  اميلفورتت لتلجق

   (ونطنبل اوح

  直譯：偶然將我
‧‧‧‧

與穆斯塔法集合
‧‧

在一起幾次。 

意譯：我偶然與穆斯塔法遇到過幾次。 

另一方面，國少華（2009）發現阿拉伯文的被動語態，相較於中文，其

使用頻率較高，亦與「認主獨一」的思維模式有關。國少華提到，阿拉伯文

使用被動語態的情形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用來表示人類生老病死等健康狀況

的動詞，如死亡（ وت）出生、（ ليا ل 等；這些（ش  ر）與痊癒（ا  ح）受傷、（ج 

行為被阿拉伯人認為是真主才有權支配的，因此習慣使用被動。另一種情形

是有些動詞在阿拉伯文的主動語態中，以真主（هللا）作為動作主語，如例（14）

與（16）；若主語不出現，這些動詞便以被動形式出現，如例（15）與（17）。 

ل （14）ل.كللنت  اللهللا

  譯：真主
‧‧

祝福你。 

 （15）ل!م  جك

  譯：你被恭喜
‧‧‧

了！（恭喜你） 

 （16）ل.  ح لهللا

  譯：真主
‧‧

憐憫你。 

 （17）ل.لا  َح   و نال ل

  譯：你們是被憐憫
‧‧‧

的人。（你們蒙主的憐憫） 

綜合上述，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孕育了以人為本的主體意識與天人

不分的整體思維，兩者分別造就了中文多用指「人」的名詞為主語，指「事」

的名詞為賓語的敘述方式，以及重意合的特點。而阿拉伯文化的「認主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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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孕育了阿拉伯人以事為本的客體意識，形成阿拉伯文多以指「事」的名詞

為主語，指「人」的名詞為賓語，及其被動語態的使用頻率相對較高等情形。

然而，雖然前人已點明中阿思維模式的特點，但其中真正從語言角度出發探

討文化者並不多。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點，進一步列舉語言實例加以

驗證（周文巨、陳杰，2007；曾金金，2008；國少華，2009）。本研究亦試圖

透過新聞語料分析，探討中阿文化特質，並對照前人論述加以說明。接下來，

本研究將從中阿思維模式的差異，延伸至探討兩者對時間概念的認知差異。 

三、 中阿的時間認知 

許多語言對於抽象時間的認知，是藉由具體的空間方位，以隱喻

（metaphor）的方式表達的，而最早提出此一概念的是 Clark（1973）。根據

Clark，時間隱喻（temporal metaphor）的表達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時間移

動（Moving-Time）」，一種是「自我移動（Moving-Ego）」。後來這兩種隱喻

方式為學者所沿用，並引起諸多討論（張建理，2003；Ahrens & Huang, 2002; 

Alverson, 1994; Gentner & Imai, 1992; Lakoff, 1990, 1993; Núñez, Motz, & 

Teuscher, 2006; Radden, 2003; Traugott, 1978; Yu, 1998, 2012）。 

其中，Lakoff（1993）進一步解釋，時間移動是指「時間的流動是一種

物體的運動」，此時說話者位置是固定的，時間是運動的物體，向著說話者

移動，如例（18）與（19）。自我移動則是指「時間的流動是風景中的動點」
11，此時時間方位是固定的，說話者向著未來方向移動，如例（20）與（21）。 

（18） Thanksgiving is coming up on us. 

 譯：感恩節就要來了。 

（19） The time for action has arrived. 

 譯：行動的時候到了。 

  

                                              
11

 原文：This metaphor, TIME PASSING IS MOTION, with its two special cases, embodies a 

generalization that accounts for a wide range of cases where a spatial expression can also be 

used for time. Special case 1, TIME PASSING IS MOTION OF AN OBJECT…Special case 

2, TIME PASSING IS MOTION OVER A LANDSCAPE.（Lakoff, 199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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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We’re getting close to Christmas. 

 譯：我們快要接近聖誕節了。（聖誕節快要到了） 

（21）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譯：我在短時間之內就會到。 

事實上，Lakoff（1990, 1993）對於時間的理解可用圖二-2來表示。這

兩種隱喻方式的基本假設為：時間是物體；時間的流動是運動；未來時間位

於說話者的前方，過去時間位於說話者的後方；一物移動，則另一物靜止。 

圖 二-2 時間隱喻表達方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Time after time: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the Ego- and 

Time-Reference-Point distinction in metaphorical construals of time,” by R. E. Núñez, B. 

A. Motz, U. Teuscher, 2006, Metaphor and Symbol, 21, 134. Copyright 2005 by th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由圖二-2 可知，不論是「時間移動」，或者是「自我移動」，說話者都

是面向未來時間的。然而，由於 Clark（1973）與 Lakoff（1990, 1993）都

是以英文作為主要語言來分析的，因此，後人在研究不同語言的表現時，對

於說話者的方向，究竟是面向過去，或面向未來，皆有不同的看法（張建理，

2003；Ahrens & Huang, 2002; Alverson, 1994; Radden, 2003; Yu, 1998, 2012）。

以下便針對中文時間隱喻的認知面向，整理各家學者的論點，如下表二-1。 

表 二-2 中文時間隱喻的認知面向 

相關文獻研究 中文時間隱喻面向 

Alverson（1994） 面向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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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研究 中文時間隱喻面向 

Yu（1998, 2012） 面向未來 

張建理（2003）；Ahrens & Huang（2002） 面向過去為多，面向未來較少 

 

從表二-2 可知，多數學者認為中文的時間隱喻以面向過去為主，與英

文不同（張建理，2003；Ahrens & Huang, 2002; Alverson, 1994）；他們都用

中文的「前」、「後」來說明這種面向過去的認知概念，如例（22）至（26）。 

（22） 以前／以後 （Alverson, 1994） 

（23） 前年我到美國去了。 （Ahrens & Huang, 2002） 

（24） 我打算後年結婚。 （Ahrens & Huang, 2002） 

（25）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張建理，2003） 

（26）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張建理，2003） 

然而，只有 Yu（1998, 2012）主張中文的時間隱喻是面向未來的。Yu

（2012）表示，造成中文有「前」、「後」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並不是因為

說話者的面向，而是說話者選擇的參照點不同所致。根據 Yu（1998, 2012）

的觀點，說話者的參照點是「時間（time）」，而不是「自我（ego）」。因此，

時間可以想像成一列有五節車廂的火車，第三節車廂是「今天」，第二節車

廂是「昨天」，第一節車廂便是「比昨天更前面，而且最接近車廂前端」的

「前天」，如圖二-3所示。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被張建理（2003）所接受。 

圖 二-3 時間為行駛中的火車想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p.107), by N. Yu, 1998,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Copyright 1998 by 

the John Benjamins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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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阿拉伯文，目前尚未發現探討時間隱喻面向的相關研究，僅 Hamdi

（2010）在進行英阿時間隱喻的比較分析時指出，阿拉伯文與英文有許多相

似之處。Hamdi 基本上認同 Lakoff（1990, 1993）所提的「時間是運動中的

物體」，因此，從他所舉的語言實例可發現，阿拉伯文時間隱喻的認知方向

亦是面向未來的；「時間移動」如例（27）與（28），「自我移動」如例（29）。 

ل（27） .عنتلفو رحلاا 

  譯：Easter has come.（復活節來了） 

ل（28） .لفأل    لفولاص لفإل فعن لفوجت تملفوتجلمامطنقل

  譯：The new radio session will start the coming week. 

（新的廣播課程將在下週開始） 

ل（29） .لف اتاالةلفو  ةلنن لمجلف ال او

  譯：Facing death is better than ignoring it.（面對死亡勝於忽略它） 

總的來說，有關時間隱喻的認知面向，現今大多傾向中文是以面向過去

為主。至於阿拉伯文，相關討論並不多，僅 Hamdi（2010）提出阿拉伯文的

時間隱喻是面向未來的。然而，上述研究所討論的範圍多侷限於詞彙或句法

分析，對於篇章分析是否亦能呈現相同的結果，則不得而知。有鑑於此，本

研究便從篇章分析的角度出發，探討新聞篇章的語言結構反映的文化特點。 

第二節 篇章分析研究 

本節旨在針對本文四個分析層面，分別是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

語與詞彙關聯，介紹其相關理論。第一部分簡介 Labov（1972）的敘事結構

模式，第二節部分介紹 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第三部分則在敘述

各家學者對轉述類型的分類，並說明本文最終採用 Fairclough（1995）分類

方式的原因。至於詞彙關聯，目前尚未發現相關研究，因此第四部分便從

Halliday & Hasan（1976）的詞彙銜接，進一步說明詞彙關聯的概念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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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abov（1972）敘事結構模式 

篇章是按照一定的思維模式組織起來的，篇章的內容往往決定了篇章的

結構。一般來說，常用的篇章結構有議論（argumentation）、描寫（description）、

說明（exposition）與敘事（narration）等；其中，敘事結構主要用來表示過

去發生的事件，常見於故事、回憶錄或新聞報導等篇章中（黃國文，1988）。

由於本文以新聞報導作為研究材料，因此，以下便著重探討篇章的敘事結構。 

談到篇章的敘事結構，Labov（1972）首先從美國黑人口述生活經驗中，

歸納出一套分析模式（以下簡稱「Labov 模式」），成為後來分析敘事結構的

主要方式。根據 Labov 模式，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fully-formed narrative 

structure）主要包含六個部分，分別是點題、指向、進展、評議、結果或結

局與收尾等，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 點題（abstract）12
 

「點題」為敘述者在敘述某一事件之前，對事件的簡略摘要稱之。大多

數的敘事結構都包含這一部分，通常以一兩個句子說明全旨。 

（二） 指向（orientation） 

「指向」位於點題之後，是敘述者對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

活動以及周圍環境的描述稱之。 

（三） 進展（complicating action） 

「進展」是敘事結構的核心，主要用來說明事件發展的過程。這也意味

著進展有一定的時間順序。一般來說，進展的順序即為事件發生的順序，敘

                                              
12

 以下敘事結構標題之中文翻譯，參考黃國文（1997：147-148）。其中，第六部分「收

尾（coda）」，英文原意為「樂曲尾聲」；本文認為黃國文（1997）譯為「回應」較

不符合原意，故不採用，改譯為「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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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時若更換進展順序，事件發生的順序亦會跟著改變，進而代表不同意義。 

（四） 評議（evaluation） 

「評議」為敘述者或他人對某一事件的看法與態度。舉凡對事件發生的

原因、事件的要點或敘述目的的評議，對人物或行動的評議，以及對事件相

關情況的評議等皆屬之。評議滲透於進展或結果之中，可用各種形式來表

達，發揮其製造懸念、提高聽者（讀者）興趣以及增強事件感染力的作用。 

（五） 結果或結局（result or resolution） 

「結果或結局」暗示事件的結束，這部分的描述包含人物的下場、目標

的實現與否等事件結果。 

（六） 收尾（coda） 

「收尾」是敘述者在敘述的最後，用來呼應主題的話語稱之，目的在提

醒聽者（讀者）敘述即將結束，將其拉回現實。這部分可以是敘述者對於整

起事件的觀察，或事件所帶來的影響，也可以是純粹表達事件終結的句子。 

雖說 Labov 模式是從口說內容歸納得來的，然而，它概括了敘述的全部

過程，不但適用於口語，而且適用於書面的敘事結構分析（黃國文，1988）。

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新聞的敘事結構時，亦採用 Labov（1972）的理論架構。 

另一方面，Labov（1972）提到，並非所有的敘事結構都包含這六個部

分，有些較小的敘事結構只包含其中一兩個部分。van Dijk（1997）即主張，

新聞的敘事結構更加複雜，一般來說，事件的結果在篇章中最先出現，其次

是相關的人事時地物，最後才是細節。因此，新聞的敘事結構並不一定會出

現點題或收尾，所描繪的事件不必依照時間順序敘述，事件之間亦不一定相

互連貫。由此可見，華語學習者需經過特別訓練方能了解新聞的敘事結構。 

接著將探討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與其用來分析語料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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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Halliday（1985）及物性理論 

根據 Halliday（1985），「及物系統」是英文中表現概念功能的一個語義

系統，其作用在於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及作為分成若干種「過程

（process）」，並指明過程中相關的「參與者（participant）」與「環境成分

（circumstantial element）13」。Halliday 接著提出「及物性理論（Theory of 

Transitivity）」，認為語言表達可分成六種過程，分別是物質、言語、心理、

行為、存在與關係過程14，以下逐一解釋，並舉例說明之。 

（一） 物質過程（material process） 

物質過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過程。一般來說，這個過程中有兩個參與

者，分別是「動作者（actor）」與「目標（goal）」，用以表達主動或被動的

概念。物質過程本身由動態動詞表示，除了可以是具體的動作之外，如例

（30），也可以是抽象行為，如例（31）；動作者與目標則由名詞或代詞表示。 

（30） The lion  caught  the tourist. 

  動作者 物質過程 目標 

（31） The mayor  dissolved  the committee. 

  動作者 物質過程 目標 

然而，並非所有物質過程皆具備兩個參與者；有時只有動作者，如例

（32），或只有目標，如例（33）。判斷物質過程的方式，可用「（動作者對

目標）做了什麼？」、「（動作者）發生什麼事了？」或「（目標）發生什麼事

了？」等提問檢視，再次說明此過程強調的是動作者或目標做某事的過程。 

（32） The mayor resigned. 

  動作者 物質過程 

                                              
13

 「環境成分」即為語言表達時所關聯到的時間、空間、方式、程度與身份等因素，最

常見的表現形式是副詞詞組與介詞短語。由於環境成分可有可無，常被省略，因此本

文僅以「參與者」為主要討論對象。有關環境成分的介紹，參考 Halliday（1985），頁

137-144。 
14

 六種過程名稱之中文翻譯，參考胡壯麟、朱永生與張德祿（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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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two schools were combined. 

  目標 物質過程 

（二） 言語過程（verbal process） 

言語過程的參與者包括「發話者（sayer）」、「受話者（receiver）」以及

「說話內容（verbiage）」，意即發話者將說話內容傳達給受話者的過程。此

過程的發話者可以是「人」，如例（34），也可以是「物」，如例（35）；此外，

亦允許只有發話者或是受話者作為參與者的情況出現，如例（36）與（37）。 

（34） I said that you should keep quiet. 

  發話者 言語過程 受話者 說話內容 

（35） The notice tells you to keep quiet. 

  發話者 言語過程 受話者 說話內容 

（36） John  said  “ I’m hungry ”. 

  發話者 言語過程 說話內容 

（37） Tell me the whole truth. 

  言語過程 受話者 說話內容 

（三） 心理過程（mental process） 

心理過程是表達心理活動的過程，可分為「情感（affection）」、「知覺

（perception）」與「認知（cognition）」三類。表情感的動詞，如喜歡、害怕、

感到愉悅等；表知覺的動詞，如看、聽等；表認知的動詞，如知道、了解等。 

一般來說，心理過程有兩個參與者，一是主體的「感覺者（sensor）」，

一是客體的「現象（phenomenon）」，如例（38）至（40）。然而，在某些情

況之下，心理過程有時只有感覺者，如例（41），或只有現象，如例（42）。 

（38） Mary  liked  the gift. 

  感覺者 心理過程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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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Jane  saw  the stars. 

  感覺者 心理過程 現象 

（40） Tim  knows  the city. 

  感覺者 心理過程 現象 

（41） Jill  can’t see.   

  感覺者 心理過程  

（42） Her every look bewitches.  

  現象 心理過程  

心理過程類似物質過程，不同的是，前者的感覺者以「人」為主15，後

者的動作者可以是「人」或「動物」。此外，若用物質過程的提問形式來檢

視，便可發現怪異之處。以例（38）來說，如果問「瑪麗對禮物做了什麼？」，

回答「她感到高興」則不合語意。這正是因為心理過程強調的是感覺的過程，

而物質過程強調的是動作者或目標做某件事的過程，因此不能用它來提問。 

（四） 行為過程（behavioral process） 

行為過程是哭、笑、呼吸、咳嗽、嘆息、作夢等生理活動的過程。這個

過程有時趨近心理過程或物質過程，判斷準則端看某人活動是否與生理行為

有關而定。此外，行為過程大多只有一個參與者，即「行為者（behavior）」，

而且一定是「人」，如例（43）與（44）。 

（43） No-one is listening. 

  行為者 行為過程 

（44） He is always grumbling. 

  行為者 行為過程 

                                              
15

 Halliday（1985）補充，英文有時會以人稱代詞指稱動物，此時動物亦可作為心理過程

中的感覺者。舉例來說，在「The cat doesn’t like milk」句中，一般人可能以「it」指稱

「the cat」，但愛貓人士就可能以「he/ she」來指稱，說成「He/ She doesn’t like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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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存在過程（existential process） 

存在過程是表示某物存在的過程，因此必定有個「存在物（existence）」，

如例（45）與（46）。「there」在此起引導小句的作用，不表達任何概念功能。 

（45） There  was  a storm. 

   存在過程 存在物 

（46） There  isn’t  enough time. 

   存在過程 存在物 

（六） 關係過程（relational process） 

關係過程是反映兩個實體之間關係的過程，主要分為三類：「內包式

（intensive）」、「環境式（circumstantial）」與「所有式（possessive）」。其中，

「內包式」指「某實體是某類實體中的一部分」，如例（47）與（48）；「環

境式」指「某實體與時間、地點或方式等環境因素之間的關係」，如例（49）

與（50）；「所有式」則是「某實體為某人所有的關係」，如例（51）與（52）。 

（47） Sarah  is  wise. 

  載體 關係過程 屬性 

（48） Tom  is  the leader.   

  被識別者 關係過程 識別者 

（49） The fair  is  on a Tuesday. 

  載體 關係過程 屬性 

（50） Tomorrow  is  the 10
th

.   

  被識別者 關係過程 識別者 

（51） Peter  has  a piano. 

  載體 關係過程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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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The piano  is  Peter’s.  

  被識別者 關係過程 識別者 

這三種類型可進一步歸納為兩類：「歸屬類（attributive）」與「識別類

（identifying）」。前者的參與者稱為「載體（carrier）」與「屬性（attribute）」，

後者的參與者稱為「被識別者（indentified）」與「識別者（identifier）」。兩

類主要差別，在於歸屬類的參與者位置不可互換，而識別類的參與者可以16。 

值得一提的是，事實上 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是以英文作為

分析架構的，因此，上述六種過程的分類與定義，是否適用於中文與阿拉伯

文，仍有待確認。雖然胡壯麟、朱永生與張德祿（1997）曾表示，及物系統

亦適用於描寫中文的語義功能，然而，胡壯麟等人所舉的中文實例17偏少，

許多中文特有的句子，並不在列舉之中，如中文的主題句便是一例。因此，

本研究透過中阿新聞的及物系統分析，一方面除了了解語言與文化的關聯之

外，另一方面亦能針對及物性理論的分類，說明中文與阿拉伯文的適用性。  

三、 轉述話語分類 

轉述話語（reported discourse）在新聞篇章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有關轉

述話語的分類，各家學者的分類方式不盡相同，本研究進一步整理如表二-3。 

表 二-3 各家對於轉述話語的分類 

相關文獻研究 
轉述話語類型 

直接引語 直間並用 無標記語 間接引語 

Volosinov（1929/1973） DD PDD ─ ID 

Leech & Short（1981） FDS, DS ─ FIS IS, NRSA 

Fairclough（1995） DD DDS UNSIG ID 

 

                                              
16

 舉例來說，例（39）的對應形式「*wise is Sarah」並不成立，但例（40）可以改成「The 

leader is Tom」的對應形式。同理，例（42）可以改成「The 10th is tomorrow」，例（44）

可以改成「Peter’s is the piano」，皆為合乎英文語法的句子。 
17

 參見胡壯麟等人（1997），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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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二-3 可知，在轉述話語的分類中，各家學者基本上認同轉述類型

有「直接引語」與「間接引語」兩類。除此之外，Volosinov（1929/1973）

提出另一種類型，即「預先調整的直接話語（preset direct discourse, PDD）」。

此類介於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之間，為半敘述半轉述的話語類型，亦為

Fairclogh（1995）所指的「滑入的直接引語（direct discourse slipping, DDS）」。 

另外，Leech & Short（1981）在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之外，又細分三類，

分別是「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speech, FIS）」、「自由直接引語（free direet 

speech, FDS）」與「語言行為的敘述性轉述（the 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 

NRSA）」。事實上，後兩類分別被其他學者歸為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一般

研究在進行轉述話語的分析時，亦不特別分分此兩種類型。至於「自由間接

引語」，則是一種沒有轉述標記的話語，因此，在篇章中無法分辨其為轉述

話語，抑或撰稿者本身的話語。 

根據表二-3，研究認為，Fairclough（1995）對於轉述話語的分類最為

完整，因此本文在分析新聞的轉述話語時，亦採用 Fairclough 的理論依據。

Fairclough表示，轉述話語可分為四類，分別是「直接引語」、「間接引語」、

「直間並用」與「無標記語」。有關此四類的定義與例句18，逐一說明如下。 

（一） 直接引語（direct discourse） 

直接引語指「轉述的話語僅包含話者與發話標記」，如例（53）與（54）。

中文的發話標記為冒號「：」加引號「『』」；阿拉伯文的發話標記為引號「〝〞」。 

（53）  賈伯斯：「當我 17 歲的時候，我讀到一段話，如果你把每一天當

成最後一天，我會做我準備要做的事情嗎……。」（C27） 

  （54） （A71）".جعل ا لفإلعتف ل  ضا ت جلفوج ف  لفوايلفلاال  ال تف لح نجل"فيا اصلفألجلجايل

  譯：歐盟：「我們譴責那些海珊犯下的罪行以及絞刑所帶來的罪行。」 

                                              
18

  Fairclough（1995）在說明此四種類型時，僅敘述其基本定義，並未列舉實例。因此，

本研究以所蒐集的新聞語料作為例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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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間接引語（indirect discourse） 

間接引語指「轉述的話語包含話者與轉述動詞」，如例（55）與（56）。

中文的轉述動詞有「說」、「表示」、「指出」、「報導」等。相較之下，阿拉伯

文的轉述動詞較多，有「قال（說）」、「أعلن（宣稱）」、「ذكرت（提到）」、「أشار（指

出）」、「أضاف（補充說明）」、「أوضح（解釋說明）」等。 

（55）  恨賓拉登入骨的前美國總統小布希，知道消息後，也立刻發表聲明

說，不管時間過多久，正義終將伸張……。（C59） 

ل（56）لجفم  ملفامالااو الأل ام لاجليص لجشمرنجلآن  جلورل  للآن لم ؤجول من جيل شالانم ال

 （A44）.قان فلليلفو  نن 

  譯：而美國其他負責官員指出
‧‧‧‧‧‧‧‧‧

，賓拉登的兒子、老婆和其他人則在

戰事中被殺。 

（三） 直間並用（direct discourse slipping） 

直間並用指「轉述的話語部分包含話者與轉述動詞，部分包含發話標

記」，如例（57）與（58）。在本文蒐集的中文語料中，並未出現此種類型。 

 （57） ليلع تةلل الهم لفو  نسلجق  لهج اةل  ا   لجقاولفو  نسلفألمن جيلفو ااقلا ل لا شلفول 

 .（A52）"جفو ااولجفوم ا لفول جلغام جفلا ناا  لوام نللانتلفو    " جاامال

  譯：在他任內發生的九月攻擊的美國前總統布希表示，恭喜歐巴馬

和「冒著生命危險執行這個任務的男男女女」。 

 （58） لجحلللمجلنط ل  ل  ل للجحلفي الا ل "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ن  لم ج "فو اانالا ل

 .（A72、A73）ا  بل ع اولعمجلات تم

  譯：梵締岡：「前伊拉克總統的絞刑是則令人震驚的消息」，並且警

告應小心因報復心態所引起的暴行帶來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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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標記語（unsignalled） 

無標記語指「一種沒有轉述標記的話語」，如例（59）與（60）。 

（59）  金正日健康，過去就頻傳問題！（C12） 

 （60） （A58）ل.جلن ال نيلفقا ا اةلمجل ه للصجصلفألل اولفوايل تلةلعجلشمرناةلجع ف  لعاو ن 

  譯：以下引用其中最重要的來自世界各國人物與城市的反應。 

Coulmas 曾在 1985 年提到，直接引語與間接引語的差異，在於前者是

原封不動轉述話語的形式與內容，後者僅轉述內容（引自辛斌，2005）；因

此，新聞若包含大量的直接引語，則報導較為客觀。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Bell（1991）指出，直接引語是轉述者根據說話者大意編寫而成的，並不保

證完全按照說話者的原話引用；有時轉述者甚至未經過說話者的同意便引用

了。辛斌（2005：116）亦表示「任何一種轉述形式都可能為轉述者提供介入

他人話語的機會」，撰稿者經常需要在轉述話語中作調整，如刪除不規範或

不雅的語言，或為過於簡短的話語補添文字等。在此必須強調，轉述類型所

代表的意義，並不在新聞本身的客觀與否，而是反映不同語言的形式差異。 

四、 詞彙關聯應用 

最後，有關詞彙關聯的應用，本文指的是詞彙之間的「銜接（cohesion）」

手段。「銜接」是句子之間的篇章組織功能，該詞的出現，始於 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英文的五種篇章銜接手段，分別是「照應（reference）」、

「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連接（conjunction）」與「詞彙

銜接（lexical cohesion）」19等。以下主要探討的是詞彙銜接手段。 

根據 Halliday & Hasan（1976），詞彙銜接意指「透過詞的重複、同義、

反義、上下義、互補等關係來達成篇章語意的連接」。這種銜接方式可分為

「複現關係」與「同現關係」兩類，分別說明如下。 

                                              
19

 隨後 Halliday（1985）將「替代」與「省略」合併，形成四種主要的銜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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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詞彙的複現關係（reiteration） 

詞彙複現，意即某一詞彙透過原詞、同義詞（synonym）、近義詞

（near-synonym）、上義詞（superordinate）、下義詞（hyponym）、概括詞

（general word）、人稱指稱（personal reference）等形式，重複出現在篇章

之中稱之。複現的目的在使篇章的句子之間達成語意銜接，如例（61）所示。

（61） I turned to the ascent of the peak. 

 The ascent （原詞） 

 The climb （同義詞） 

 The task （上義詞） is perfectly easy. 

 The thing （概括詞） 

 It （指稱） 

（二） 詞彙的同現關係（collocation） 

詞彙同現，指的是詞彙透過互補（ complementarity）或整體關係

（meronymy），在篇章中共同出現的傾向（co-occurency tendency）稱之。

如例（62）所示，「boy（男孩）」與「girl（女孩）」便是互補同現的詞彙。 

（62） Why does this little boy wriggle all the time? Girls don’t wriggle. 

 

一般來說，篇章有一定的話題，圍繞在此一話題的某些詞彙，往往會同

時出現；其他與此話題不相關的詞彙，就不太可能或者不會出現。舉例來說，

在探討網路購物的文章中，可以預測會出現「商品」、「拍賣」、「底價」、「競

標」等相關詞彙，而不太可能出現如「學校」、「畢業」、「老師」、「教室」等

詞。詞彙同現的目的亦在使篇章的句子之間能完成語意的銜接。黃國文

（1988）指出，由於同現關係，這些在意義上相互連繫的詞彙同屬一詞彙套，

在篇章中形成了詞彙鏈（lexical chain）。當人們遇到某些詞彙時，便能自然

聯想到詞彙套中的其他詞彙。由此可見，詞彙的同現與篇章話題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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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ng, Chang, Chang Rundgren, & Rundgren（2010）便進一步利用「關鍵

詞擷取（key term extraction）」來檢視篇章中的詞彙銜接手段。所謂關鍵詞擷

取，是指「一種辨認文件中有意義且具代表性的字串（string）、片語（key 

phrases）、詞彙（keywords）或片段（key segments）的自動化技術（曾元顯，

2003）」。要取得篇章中的關鍵詞，必須經過一定的篩選過程，如圖二-4 所示。 

 圖 二-4 關鍵詞擷取流程 

資料來源：“Mining concept maps from new stories for measuring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media,” by Y. H. Tseng, C.Y. Chang, S. N. Chang Rundgren, C. J. Rundgren, 

2010, Computers & Education, 55, 168. Copyright 2010 by the Elsevier Ltd. 

 

首先，篇章必須先斷詞（tokenization）。接著，計算各詞彙在篇章中出

現的次數，即詞頻（word frequency）；擷取詞頻落在某一範圍的詞彙，即為

關鍵詞。然而，此時所得的關鍵詞並非最後結果，尚必須列出停用詞表（stop 

word list），將停用詞過濾20之後，方能取得最終所需的關鍵詞。這項技術原

用於圖書館的書目檢索，提供讀者相關詞的查詢服務，本研究則用來擷取中

文與阿拉伯文新聞篇章的關鍵詞，藉此呈現不同語言在詞彙使用上的差異。 

                                              
20

 「停用詞（stop word）」是指在篇章中出現頻率極高，但與篇章內容沒什麼關係的詞，

如副詞、介詞、連接詞、語氣詞等。如果在關鍵詞擷取時將停用詞計算進去的話，過

多的雜訊會使得統計結果變得無用，因此，在處理自然語言時，研究往往會設定過濾

掉這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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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聞閱讀教學 

了解篇章分析的相關理論之後，接下來，本文所欲探討的是學習者對於

篇章理解的過程，以及相關閱讀教學策略的應用。本節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闡述不同的閱讀理解模式，分別是「由上而

下模式（Top-down Model）」、「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與「互

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l）」等，藉此了解學習者閱讀的認知處理過程。第

二部分則從教師的角度出發，說明以新聞閱讀為題材進行教學的策略應用。 

一、 閱讀理解模式 

（一） 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 

簡單來說，由上而下的閱讀模式即運用讀者本身的知識，以及對篇章上

下文的判斷，不斷地對後續內容進行修正與推測的過程。Goodman（1970）

主張，當讀者將視覺停留在某一篇章時，會開始找尋篇章中的線索，以便與

自身的概念印象連結。此概念印象即為讀者對於已閱讀篇章的一些假設。接

著，讀者會在大腦記憶中找尋相關的語音、語法、語義等線索，與上下文比

對是否符合。若符合，則進行解碼（decoding）；若不符合，則重回概念印

象中調整與重新編碼（recoding）。此模式便這樣在讀者的積極參與之下，從

自身經驗出發，連結至篇章的線索，進行反覆修正後完成閱讀理解的過程。 

（二） 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 

由下而上的閱讀模式最大的特色是，讀者在閱讀時，依照字、詞、句、

段落的次序，最後進入篇章的過程。Gough（1972）認為，讀者眼睛接觸到

篇章中的線索之後，會將線索掃瞄進入圖像記憶（iconic memory）中進行字

詞辨認。此時解碼機制會搜尋大腦中的相應字詞與圖像記憶配對。待配對成

功之後，先暫存於腦中，再透過心理詞典來辨識特定詞彙。完成詞彙辨識之

後，又暫存在腦中，持續累積。在這樣漸進式的閱讀過程中，記憶中不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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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語法和語義規則，直到辨識出合適的句子之後，才進入口語閱讀的階段。 

（三） 互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l） 

影響讀者理解程度最關鍵的因素便是「基模（schema）」。所謂「基模」，

指的是認知的基礎。也就是說，當發話者提到某事物時，受話者腦中所浮現

或形成的印象，稱之為此事物的基模。而在閱讀過程中，需要解讀篇章信息

時，必然也要啟動基模。Bobrow & Norman（1975）便將啟動基模的機制分

為「概念取向處理（conceptually-driven processing）」與「信息取向處理

（data-driven processing）」兩種。前者指的是讀者用一已存在的基模來解釋

所閱讀的篇章，後者指從閱讀的篇章信息中才形成基模。由此定義不難發現，

概念取向處理類似由上而下模式，而信息取向處理則與由下而上模式相仿。 

因此，Rumelhart（1977）結合了「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模式，

提出互動的閱讀模式。Rumelhart 認為，閱讀需要由整體至細節，也需要由

細節至整體，唯有兩個方向的相互作用，才能達成理解的目的。Bernhardt

（1991）亦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閱讀模式包含「文本導向（text-driven）」

與「概念導向（conceptually-driven）」兩種。前者由讀者對字詞的辨識、對

聲符與形符的解碼，以及對句法特徵的辨識等要素構成，這三項要素在閱讀

過程中，屬於易被察覺的顯性要素。後者則包括讀者對於篇章的感知、讀者

本身的先備知識，以及後設認知等要素，屬於不易察覺的隱性要素。而此互

動模式便是在這些顯性及隱性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完成閱讀理解的過程。 

綜合所述，根據 Goodman（1970）的定義，閱讀基本上是讀者與篇章

之間的互動過程，讀者藉此來重建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也因此，讀者如何

理解篇章顯得格外重要。然而，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不僅來自讀者，同時

也來自讀者所閱讀的篇章。蘇宜芬（2004：21）提到，讀者因素諸如「讀者

的認字技能、對句法的掌握、推論能力、對文章主題所具備的先備知識或先

備經驗、工作記憶能力、後設認知能力、閱讀動機與其他情意因素」等皆是，

篇章因素則包括「文章中遣詞用字的難度、文章內容的連貫性與文體結構」

等。從教學角度來看，儘管不同學習者的閱讀模式有所差異（Goodman, 

1970），不同文體的篇章亦可能影響學習者的理解過程。由於本研究語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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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聞文體，加上研究主要目的始終在為華語文教學服務，因此，以下便針

對第二語言新聞閱讀的教學策略加以討論。 

二、 新聞教學策略 

要了解新聞閱讀的教學策略，首先要釐清第一語言（即母語）與第二

語言閱讀目的與過程的差異，其次則是不同文體在教學上的差異。 

喬印偉（2001）指出，「第一語言閱讀」與「第二語言閱讀」在本質上

即有所不同；前者閱讀目的以獲取知識為主，後者目的則在提高語言能力。

因此，在閱讀過程中，第一語言讀者具有豐富的背景知識，能用少量的線

索預測篇章內容。此外，他們以意群為閱讀單位來理解篇章，閱讀速度相

對較快，同時準確性較高。然而，第二語言讀者缺乏背景知識，在閱讀時

經常逐字逐詞理解，以致閱讀速度相對較慢，所獲取的信息亦較為零亂，

影響判斷。有關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閱讀差異的對照表，如表二-4所示。 

表 二-4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閱讀差異 

 母語閱讀 第二語言閱讀 

性 質 陳述性知識學習為主 學習性知識學習為主 

閱讀目的 獲取知識為主 提高漢語能力為主 

練習要求 獲取到知識就行 反覆操練熟練掌握 

閱讀模式 自上而下的模式為主 自下而上的模式占重要比重 

閱讀過程 閱讀前  有豐富的背景知識 

 用少量語言線索預測內容 

 缺乏背景知識 

 很難對讀物做出正確的

預測，帶有一定的盲目性 

閱讀中  以意群為閱讀單位整體理解 

 閱讀速度快 

 自覺性強，能較快的證實

或否定自己的觀點 

 視覺感知以字詞為單

位，常逐字逐詞理解 

 理解常常中斷，速度慢 

 缺乏驗證觀點、修正判

斷、否定結論的能力、犯

錯誤常是不自覺的 

閱讀後  能把新知識納入自己的已

知知識網絡中，能較好的

完成閱讀後練習 

 推斷能力強，理解的準確

率較高 

 常留在字面理解層，信息

零亂，練習時有錯誤 

 缺乏推斷能力，理解準確

率不高 

資料來源：喬印偉（2001）。「漢語閱讀教學任務及其量化分析」。世界漢語教學，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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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林生認為，新聞教學不同於一般文學篇章的教學。前者旨

在加強學習者對各種社會現象與文化的了解，著重於篇章的實用性；後者則

著重於情感與文學賞析能力的培養（引自徐筠惠，2002），如表二-5所示。 

表 二-5 文學篇章與新聞教材教學差異 

教材 教學重點 教學策略 

新聞教材  培養學生分析事理的能力 

 促進了解各種社會現象、問題 

 擴大有關篇章的信息量 

對有關資料進行補充以擴大信

息量，並作各種整理和研究活動 

文學篇章  培養學生的文學欣賞能力 

 進行思想、感情的陶冶 

 提高閱讀、寫作的水平 

對篇章的思想內容、語言文字作

各種深入的理解活動 

資料來源：胡林生（1994）。「從內容和形式的特點來談新聞教學的深化和專化」。

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集；引自徐筠惠（2002），頁 17。 

 

由表二-5 可知，新聞教學的重點之一在於擴大學習者的信息量。針對

此點，胡林生亦建議相關的教學策略可從「深化」與「專化」兩方面著手。

在深化方面，胡認為教師應了解新聞的關鍵性問題，適時提供補充資料，並

講解其他相關的新聞；在專化方面，則以某新聞主題作為教學核心，進一步

探討與該主題有關的事件發展或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引自徐筠惠，2002）。 

此外，Stanley（1991）在談到中文新聞閱讀時，曾建議學習者可遵循以

下的步驟：首先閱讀標題，其次閱讀導言的前幾句，接著快速掃瞄整個篇章，

找出關鍵詞，最後重點式重讀。而 Stanley 所提的閱讀步驟，正好可作為華

語教師在進行新聞教學時的參考。Hayes（1988）進一步提到，教師可讓學

了解新聞的組織架構與背景知識，當學習者對篇章的了解越多，越能擺脫逐

字逐詞辨識與理解的窘境。 

總的來說，第二語言學習者普遍缺乏篇章的背景知識，因此，在閱讀新

聞時的速度較母語者緩慢，且容易陷入漢字辨識的困難之中，導致無法理解

或錯誤理解的情形。事實上，此處所指背景知識的重要性，與學習者本身的

文化息息相關，亦是本研究試圖將語言與文化的因素納入教學應用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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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五節，主要說明研究方法及過程。第一節簡介本文所選的研究

方法─對比分析與批判性篇章分析，並說明選擇兩者的理由；第二節敘述本

文所蒐集的語料類型及來源；第三節界定語域範圍，並說明篩選語料的條件

與過程；第四節將敘述重點放在語料建置與分析的過程，包含語料劃分方

式、語料庫的欄位說明、研究工具的介紹及分析模式等；最後，第五節小結。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一、 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對比分析指的是「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相互對比，描述其中的異

同，特別是不同之處，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許余龍，

2000）。長久以來，對比分析在第二語言教學上已有許多貢獻，舉例來說，

透過母語及標的語之間的對比，教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不同國家的學習

者可能遭遇的難點，進行有效地教學；此外，對於教材中標的語選用及教學

排序亦有所助益（陳俊光，2008）。由於本文最終目的是為華語教學所服務，

故選用對比分析作為本文研究方法之一。 

另外，許余龍（2000）提到，語料對比可以採用兩種形式，一種是「翻

譯對等」形式，另一種是「語域21對應」形式。所謂翻譯對等，意即所對比

的語料是建立在句句對譯的基礎之上的；語域對應則是從兩種語言中，分別

選出同一語域使用範圍內的語言素材進行對比，因此所選的不一定是翻譯對

等的。本文採用的便是後者這種對比分析方式。然而，研究指出，對比必須

建立在某一共同基礎上才有意義（許余龍，2000；陳俊光，2008）。一般來

說，採用語域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必須界定明確的語域範圍；語域範圍定得

                                              
21

 語言在實際使用中，由於交際題材、內容、目的、手段、形式、對象等因素的不同而

具有不同的特徵。與某一類使用場合相聯繫的一系列語言特徵所構成的特定範圍，稱

為「語域（register）」（許余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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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明確，對比語言材料的對應性就越高，對比結果也就越準確客觀，相對地

較能反映兩種不同語言的特性。有關語域範圍的界定，詳述於本章第三節。 

二、 批判性篇章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在介紹批判性篇章分析以前，得先談談何謂「篇章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鄭貴友（2002：19）指出，篇章分析是「以大於句子的語言單

位為研究對象，分析篇章內部句子的排列、前後部分之間形式上的銜接、意

義上的連貫方式等的超句法分析」。而陳俊光（2008：48）進一步表示，篇

章分析的研究範圍著重在「超句現象」及「語言功能」，因此不同於以往以

句子為研究重點的古典對比分析、偏誤分析、表現分析或遷移分析等方法。 

「批判性篇章分析」便是建立在篇章分析的基礎上發展的，同時也是對

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結構主義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的反叛。在批

判性篇章分析興起之前，結構主義語言學派主張「語言只能以其自身的條件

孤立地進行描寫，不允許參照任何外部的事實，包括文化傳統和現象（辛斌，

2005：6）」。然而，當時有另一派語言學派（Fairclough, 1995; Fowler, 1991; 

Leech & Short, 1981; van Dijk, 1993; Volosinov, 1929/1973）認為，光是研究

語言內部結構的規則，無法完全掌握語言的現象，許多句子形式與意義要在

語境中才能體現出來。批判性篇章分析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迅速興起的，主要

研究語言形式在語境中的功能，並以揭示篇章中隱含的意識型態為其目的；

尤其是那些人們習以為常的偏見、歧視或遭到扭曲的事實，批判性篇章分析

試圖去解釋其存在的社會條件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而大眾媒體篇章（mass-media discourse）正是批判性篇章分析學派特別

關注的領域之一。它之所以值得分析，便是因為大眾媒體賦有一定的權力，

這樣的權力在塑造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上起直接的作用；一般讀者

通常只是被動地接收信息，很少對語言本身作出反應（辛斌，2005）。透過

批判性篇章分析，除了能解釋新聞篇章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之外，亦能從中探

討文化因素的影響，與本文的研究宗旨相符，因此選為本文研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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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料類型與來源 

一、 語料類型 

一般而言，語料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研究者蒐集母語者實際使用的

語言所得的材料，包含口語及書面兩部分，稱為實例語料（corpus-based 

data）；一類則是研究者蒐集母語者運用自身語感產出語言所得的材料，稱

為內省語料（introspective data）（許余龍，2000）。由於本文研究目的旨在

分析新聞語言實際使用的情形，因此所選用的語料皆屬於書面的實例語料。 

二、 語料來源 

本文語料取自網路新聞，而網路新聞的來源，根據其內容（content）及

參與程度（connectivity），可細分成四類，包括主流媒體網站、指標與類屬

網站、後設與評論網站及分享與討論網站（Deuze, 2003）。其中，「主流媒

體網站」指的是報社或電視台等主流媒體發行的網路電子報；這類網站所提

供的新聞內容是經過編選的，供大眾參與的程度亦是有限的。相較於其他類

別的網站，本研究認為「主流媒體網站」具有單一的新聞工作團隊，可減少

撰稿者可能非單一作者或非母語者的情形產生，較適合作為本文語料來源。 

在這些主流媒體網站中，本研究選擇「TVBS-N」與「半島（al-Jazeera）」

兩家電視台所發布的網路新聞，分別代表中文與阿拉伯文的分析語料。選擇

這兩家電視台的原因有三，第一，兩者皆為 24小時連續播放的母語電視台，

所設立之新聞網站屬性相似；第二，兩者皆為當地電視台，於此任職的記者

或新聞撰稿者以當地的母語人士為主要來源；第三，兩者收視地區皆遍布全

球，影響範圍甚廣，足以作為當地語言與文化之代表。綜合上述，就語言分

析來說，本研究認為「TVBS-N」與「半島」的新聞語言應具相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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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料範圍與篩選條件 

為了同時確保本文所篩選的新聞擁有較高的可比性及對應性22，在語料

分析之前，得先界定語料蒐集的範圍。本研究從「新聞主題」與「新聞體裁」

兩方面來確定語料範圍及篩選條件，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新聞主題 

檢視台灣及阿拉伯國家各大新聞網站23，大多脫離不了國際、政治、社

會、財經、體育、娛樂等分類主題。在這之中，除了國際新聞之外，其他類

別的新聞常以國內事件作為主要報導內容；正因此，不同國家的國內新聞同

質性較低，難以作為語域對應的主題。有鑒於此，本文於是鎖定「國際新聞」，

試圖在這些國際間發生的事件當中，找出同一主題，進一步檢視其語言使用

的情形與文化之間的關聯。 

最終，本文以「金正日（Kim, Jong Il）」、「賈伯斯（Steve Jobs）」、「賓

拉登（Osama bin Laden）」與「海珊（Saddam Hussein）」等四人的死亡消息

作為研究語料。透過這些代表人物，可以了解台灣及阿拉伯國家對亞洲、美

洲及中東等不同地區不同的關心程度，藉此反映中文與阿拉伯文的差異，這

也是本文選擇這些人物的主要原因。至於語料蒐集的時間，本研究設定為該

人物的死亡日期。舉例來說，金正日的死亡日期為西元 2011 年 12月 17日，

故搜尋網站於此一時間所發布的新聞；依此類推，賈伯斯為西元 2011 年 10

                                              
22

 許余龍（2000）提到，對比必須建立在某一共同基礎上才有意義。而要確定對比是否

具有共同基礎，除了要確定可比性的各個層面（level of comparability）之外，還要確

定對比項目是否具有相似之處，即對應性（equivalence）。舉例來說，英文的元音便

不能與中文的代詞對比，因為前者屬語音層面，後者屬語法層面，不在同一層面上的

東西是無法比較的。又，英文介詞與中文代詞雖同處於語法層面，但兩者不互相對應，

也是無法比較的。 
23

 臺灣新聞網站如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mainpage.shtml）、中央社（http://www.cna.com.tw）、Yahoo!奇摩

新聞（http://tw.news.yahoo.com）、TVBS-N（http://www.tvbs.com.tw/index/index.html）等。

阿拉伯國家新聞網站如 فوج   م（al-Jazeera, http://www.aljazeera.net/portal）、 فأله ف（al-Ahra, 

http://gate.ahram.org.eg）、فول س（al-Qabas, http://www.alqabas.com.kw）、   فو（al-Rai, 

http://www.alraimedia.com）等（以上網頁搜尋日期：201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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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日24，賓拉登為西元 2011 年 5月 2 日，海珊為西元 2006 年 12月 30日。 

需特別說明的是，即使研究設定僅瀏覽同一時間的報導，仍可尋獲數筆

以該名人物死亡為主題的新聞資料。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25並未支

援阿拉伯文，相關語料皆須人工處理。考量所需花費的時間及人力，本研究

最終僅選出中文與阿拉伯文各四篇新聞作為語料代表。有關新聞篩選的過

程，首先本研究以「TVBS-N」網站於死亡第一時間所發出的第一則消息作

為研究語料，接著再對照「半島」網站，選擇內容相似的報導與之對應即可。 

二、 新聞體裁 

許余龍（2000）曾表示，新聞體裁的不同，語言在語音、詞彙、語法及

篇章的組織上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進行篇章對比的時候，對比材料最好

從某一體裁中選取出來。 

一般認為，新聞體裁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指的是消息、通訊、

特寫、調查報告、採訪雜記等的總稱；狹義則單指消息，即純新聞（婁開陽，

2008；廖豔君，2006）。學者指出，「消息」是「最典型的敘述結構」（婁開

陽，2008），「最能代表新聞作品的本質屬性，亦為新聞作品的主流」（廖豔

君，2006）。因此，本文最終以代表「記述文體」的「消息」作為研究語料。 

第四節 語料建置與分析模式 

本研究將語料分成兩個階段建置與分析，如下圖三-1所示。 

                                              
24

 賈伯斯死亡日期應為 2011 年 10 月 5 日，由於亞洲與美洲的時差關係，故有關賈伯斯

的報導發布時間為 2011 年 10 月 6 日，特此說明。 
25

 即關鍵詞擷取技術及 Pajek 軟體，詳細介紹參見本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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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語料 

第一階段 樣本數統計 對比語料庫 

第二階段 關鍵詞擷取 

關聯詞對 

關聯強度 對比蛛網圖 

圖 三-1 本文語料建置與分析流程 

 

第一階段將中文與阿拉伯文各個篇章分成若干複句（ compound 

sentence）26，分析每一複句中主要小句（main clause）的敘事結構、及物過

程與轉述話語，並以「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建置語料庫及量化統計。第

二階段採用關鍵詞擷取（key term extraction）技術，取得中文與阿拉伯文篇

章的關鍵詞（key term）、關聯詞對（co-occurrence pairs）與關聯強度

（association strength）後，以 Pajek 軟體繪製對比蛛網圖（spider chart）來

呈現兩種語言的詞彙關聯差異。以下說明這兩階段的語料建置與分析模式。 

一、 語料建置：第一階段 

（一） 樣本數統計 

本研究所蒐集的新聞語料共計 152句，主要用來分析敘事結構與及物系

統，其中，中文語料計有金正日 16 句27，賈伯斯 18 句，賓拉登 26 句，海

                                              
26

 屈承熹（1996）在探討漢語句子的界定時指出，現代漢語的句子至少可分為「單句」

與「複句」兩種。單句是指僅含一個謂語的獨立小句；複句則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小句，透過一定的形式標記，如動詞形式、副詞連接、主題連貫與小句次序等組合者

稱之。本文認為不論是中文或阿拉伯文，「複句」方可表達一個較完整的語意，故以

此作為句子劃分的標準。再說，網路新聞重視時效性，容易忽略標點符號的使用，導

致整篇文章只在段落結束前才有句號的情形屢見不鮮，因此不以句號作為劃分標準。 
27

 以下用人物姓名代稱某篇以該人物為主題的報導。例如，以金正日死亡消息為主題的

報導，簡稱金正日，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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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 14句；阿拉伯文語料則有金正日 16 句，賈伯斯 23句，賓拉登 17句，海

珊 22句，詳如表三-1所示。 

表 三-1 中阿各篇新聞語料統計—敘事結構與及物系統句數 

 金正日 賈伯斯 賓拉登 海珊 總計 

中 文 16 18 26 14 74 

阿拉伯文 16 23 17 22 78 

總 計 32 41 43 36 152 

 

而在這 152 句新聞語料中，用來分析轉述話語者則有 146 句，其中包含

中文 71 句，阿拉伯文 75句，詳如表三-2所示。 

表 三-2 中阿各篇新聞語料統計—轉述話語句數 

 金正日 賈伯斯 賓拉登 海珊 總計 

中 文 16 17 24 14 71 

阿拉伯文 16 23 17 19 75 

總 計 32 40 41 33 146 

 

承接上述，句數差距事實上來自部分「直接引語」語料計算方式的不同。

本文在第三章提過，語料劃分是以表達一個完整語意的複句作為標準，故例

（1）可分為兩句，C56 與 C57。然而，劃分轉述話語句數的標準，取決於

話語的發話者是否相同；同一發話者為一句。因此，在統計轉述話語的句數

時，將例（1）計為一句。類似情形亦出現在阿拉伯文語料中，如例（2）。 

（1）  歐巴馬：「過去 20 年賓拉登是基地組織的領導人和象徵，而且策

劃多起攻擊，來對付美國和我們的盟國（C56），現在賓拉登之死，

為我們國家對抗基地組織，寫下重大的勝利。」（C57） 

  （2） لجف ا اجاةلحل قلفإل  ا  تف لح نجلجا لم ؤجيلعجل ل  لفوج ف  ل"هن مجللف اسلججاشل

 يل  الجل  لا  للفإلعتف  لفو ل ا لفو حخن ل-جل لجا  لعنرلصلا لج ن ملمجلفو حخن -والجل ل او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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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و  اج  لغن لفوم امن لليلقضن لفوتانش لجفواال خل ن ال لال  ملعنرل（A77）جفوا  ا ن 

 （A78）"ل.جعنرلهلفلفإلعتف 

  譯：人權觀察組織：「海珊要為重大的罪行與侵犯人權負責，但他

的行為不能以絞刑或殘忍不人道的懲罰來解決（A77），歷史將會

給予在 Dujail 村落不合法的控制與這個絞刑一個嚴厲的評斷。」

（A78） 

（二） 對比語料庫 

本研究建置的對比語料28呈現方式如表三-3，共有七個欄位，各欄位所

代表的意義及註記方式說明如下。 

表 三-3 中阿語料第一階段呈現方式─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與轉述話語 

編號 組別 語料 
敘事 

結構 

及物 

系統 

轉述 

類型 

消息

來源 

C17 STE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最新

訊息，蘋果前執行長，也是創辦人之

一「史蒂夫‧賈伯斯」過世了…… 

ABS BEH ID 美國 

A63 SAD 

فوخ بل"صفج  لج   لفومالان لفأل ا فويل وال متلل

لفو  فقيل   تلفآل ل  لفوتجااا للوجل   صلونل صه  

نط ملم   لليلطيل    لحال الفو  ا تللجلعتفمال  اش

 ."جفو  يلوا لنقلفو راو  لفآل لجليلفو  ال ش

EVA MAT DD 其他 

 

1. 編號：英文字母「C」代表中文語料，「A」代表阿拉伯文語料。數字代

表語料編號。第一筆中文語料即標示為「C01」，依此類推。 

2. 組別：本文將所蒐集的語料分成金正日（Kim, Jong Il）、賈伯斯（Steve 

Jobs）、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與海珊（Saddam Hussein）四組，並以

前三個英文字母作為代號，依序註記為「KIM」、「STE」、「OSA」及「SAD」。 

  

                                              
28

 此處僅列舉部分語料作為代表，完整語料建置總表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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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料：即本文蒐集的中文與阿拉伯文新聞篇章。本文以「複句」為計算

單位，一個複句為一筆語料。 

4. 敘事結構：本文根據 Labov（1972）的分析模式，將篇章敘事結構分為

點題（abstract）、指向（orientation）、進展（complicating action）、評議

（evaluation）、結果或結局（result or resolution）及收尾（coda）等部分，

並以前三個英文字母為代號，依序註記為「ABS」、「ORI」、「COM」、

「EVA」、「RES」及「COD」。 

5. 及物系統：本文根據 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將句子分為物質

過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過程（mental process）、關係過程（relational 

process）、行為過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語過程（verbal process）及

存在過程（existential process），並以前三個英文字母為代號，依序註記

為「MAT」、「MEN」、「REL」、「BEH」、「VER」及「EXI」。 

6. 轉述類型：即轉述話語的形式。本文根據 Fairclough（1995）的分類，

將轉述形式分成直接引語（direct discourse）、間接引語（ indirect 

discourse）、直間並用（ direct discourse slipping）以及無標記語

（unsignalled）四類，並依序註記為「DD」、「ID」、「DDS」及「UNSIG」。 

7. 消息來源：即轉述者引用的資料來源。本文根據來源地區分成三部分，

註記為「美國」、「阿拉伯國家」及「其他」。其中，「其他」包括亞洲、

歐洲與澳洲等國家、組織或團體。 

二、 語料建置：第二階段 

（一） 關鍵詞擷取（key term extraction） 

本文使用的關鍵詞擷取技術，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曾元顯先生於 1997

年 6月開發的（網址為 http://archive.dmc.ntnu.edu.tw/SegWord_CGI.html，搜

尋日期 2012 年 11 月 18日）。這項技術僅支援中文及英文兩種語言，並不支

援阿拉伯文；也就是說，本研究須先將阿拉伯文以羅馬拼音的方式輸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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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方式斷詞及過濾停用詞，方能使其適用於關鍵詞擷取技術。有關阿拉

伯文與羅馬拼音輸出對照表，如表三-3。 

表 三-4 阿拉伯文與羅馬拼音輸出對照表29
 

 أ ب ت ث ج ح خ

KH H j th t b a 

 د ذ ر ز س ش ص

S sh s z r dh d 

 ض ط ظ ع غ ف ق

g f GH E TH D DH 

 ك ل م ن هـ و ي

y, i w, u, o h n m l k 

 

取得關鍵詞之後，就能進一步統計各詞彙的關聯詞對與關聯強度。本研

究以「金正日」、「賈伯斯」、「賓拉登」與「海珊」四組詞彙為例，分別統計

出該詞彙的關聯詞對與關聯強度，並整理如表三-5的形式。 

表 三-5 中阿語料第二階段呈現方式─關聯詞對與關聯強度 

語 言 關聯詞對 關聯強度 

中 文 

金正日：北 韓 

金正日：領導人 

金正日：消 息 

金正日：死 亡 

金正日：證 實 

1.92691 

1.70022 

1.36017 

1.15615 

1.15615 

阿拉伯文 

kim junGH iyil : zaEiim 

kim junGH iyil : wafaa zaEiim kuriy 

kim junGH iyil : wafaa 

kim junGH iyil : kuriyaa alshamaaliya 

kim junGH iyil : beit abyaDH 

2.47746 

2.31230 

1.65164 

1.65160 

1.15615 

                                              
29

 此對照表乃符合關鍵詞擷取技術的輸出方式所製成，與一般約定俗成的羅馬化阿拉伯

文輸出方式略有不同。此外，阿拉伯文 28 個字母之外的「 ءل 」則以「HAMZA」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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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比蛛網圖（contrastive spider chart） 

根據表三-5，本文進而利用 Pajek 軟體來繪製中阿對比蛛網圖，如圖

三-2。蛛網圖主要反映詞彙之間的關聯強度，Pajek 則是繪製蛛網圖的工具。

本文使用的 Pajek 版本是 3.01，網路上提供非商業用途免費下載，下載網址

請至官方網頁（http://pajek.imfm.si，搜尋日期：2012 年 4 月 17 日）查詢。 

圖 三-2 中阿對比蛛網圖 

三、 分析模式 

有關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與轉述話語的統計，本文採用以下計算公式。 

百分比計算公式30＝單項語料句數÷總體語料句數×100 

舉例來說，假設中文「點題」在「金正日」、「賈伯斯」、「賓拉登」與「海

珊」四篇新聞中所占句數為 10句，中文四篇新聞語料句數總計為 80句，是

故，「點題」於中文四篇新聞所占的比例為 10÷80×100=12.5%，依此類推。 

                                              
30

 因中阿語料句數不等，故本文圖表多以百分比呈現，欲知句數統計數據，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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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以下說明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及詞彙關聯的分析模式。 

（一） 敘事結構 

根據 Labov（1972），敘事結構可分為點題、指向、進展、評議、結果

或結局與收尾等六個部分。各部分在篇章中的順序及分析模式，如表三-6。 

表 三-6 敘事結構分析模式 

編號 語料 標記 說明 

C01 根據日本NHK電視台以及美國CNN有線

電視網的最新消息，北韓領導人金正日確

定在前天因急病死亡，享壽 69 歲。 

點題 敘述某一事件之前的

簡略摘要 

C02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已證實在 17 日不幸過

世，享壽 69 歲！ 

指向 敘述事件的時間、地

點、人物、活動及環境 

C03 根據外電報導，金正日是在搭火車視察

時，急病猝逝，但真正死因目前眾說紛紜，

過勞死、心臟病或中風都有， 

評議 敘述者或他人對某事

件的看法 

 

C04 而已經消失 50 幾天的北韓當家主播李春

姬也出現特別報導中，身穿喪服，聲淚俱

下的宣布這項消息。 

進展 敘述事件發展的經過 

C05 北韓電視台主播李春姬：「偉大的國家領導

人金正日同志，突然在 2011 年 12 月 17

日早上 8 點半，疾病猝逝。」 

指向 同 C02 

C06 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姬身穿黒色喪服，聲淚

俱下， 

評議 

同 C03-04，進展與

評議穿插於整體篇

章中，為敘述核心 

C07 北韓官方電視台一早緊急播出「特別報

導」，證實領導人金正日已不幸辭世。 

進展 

C08 CNN 主播：「我們剛剛收到最新消息，北

韓領導人金正日，據報已死亡。」 

進展 

C09 金正日辭世的消息一傳開， 包括 CNN、

NHK 等國際媒體， 立刻爭相報導， 

評議 

C10 北韓消息來源指出，金正日是在星期六，

搭火車視察的過程中，因為「急病」，不幸

過世，享壽 69 歲； 

進展 

C11 有媒體指出，金正日是因為疲勞過度、身
體不堪負荷，才會死亡，也有媒體猜測，
可能是為心臟病或中風。 

評議 

C12 金正日健康，過去就頻傳問題！ 評議 

C13 2008 年 8 月時，就因為腦中風倒下，身體
虛弱的模樣曾被媒體捕捉到，但北韓官方
從未證實金正日的健康情形；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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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外電報導，金正日的告別式將於 12 月 28

日，在北韓首都平壤舉行，並由小兒子金

正恩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席，追思儀式將持

續至 29 日。 

結果 

或 

結局 

人物下場或目標的實

現等結果 

C15 目前雖已確定金正恩將成為北韓政權接班

人，不過外界擔心金正恩過於年輕，無法

控制北韓軍方勢力， 

收尾 敘述者對於整起事件

的觀察，或事件所帶

來的影響 

C16 南韓已進入備戰狀態。 收尾 

（二） 及物系統 

根據 Halliday（1985），及物系統分成物質過程、言語過程、心理過程、

行為過程、存在過程與關係過程。各過程的分析模式31，如表三-7至表三-12。 

表 三-7 及物系統分析模式─物質過程 

定義：「動作者」或者「目標」做某件事的過程，表達主動或被動概念 

C43 
一小隊美國精英 

動作者 
擊斃 

物質過程 
賓拉登 
目標 

A57 

中譯 

 لصجصلل شلصجون لما ا م  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 تف لح نج  ثال

引起 
物質過程 

前伊拉克總統海珊的絞刑 
動作者 

國際間不同的反應 
目標 

表 三-8 及物系統分析模式─言語過程 

定義：發話者將說話內容傳達給受話者的過程 

C73 
布希 
發話者 

表示 
言語過程 

― 
受話者 

海珊的死將使得伊拉克局勢趨於穩定 
說話內容 

A57 

中譯 

 فو ا تملجج ل الفوجم ان لفو ي اةل لفونااا لا تث لم ل ― لما ت  قاو

表示 
言語過程 

發言人 
發話者 

 
受話者 

日本已同美國與南韓進行會談 
說話內容 

表 三-9 及物系統分析模式─心理過程 

定義：表達情感、知覺或認知等活動的過程 

C15 
外界 
感覺者 

擔心 
心理過程 

金正恩過於年輕 
現象 

                                              
31

 Halliday（1985）的及物性理論以英文為分析語言，然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語序，與英文語

序不盡相同，故語料中「參與者」與「環境成分」的位置，與 Halliday 所指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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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6 

中譯 

 ا  ح ملاشلاجليص ق اشل   ل ش  نا

人民 
感覺者 

對於賓拉登之死 
現象 

感到高興 
心理過程 

表 三-10 及物系統分析模式─行為過程 

定義：哭、笑、呼吸、咳嗽、嘆息、作夢等生理活動的過程 

C06 
李春姬 
行為者 

聲淚俱下 
行為過程 

 

A32 

中譯 

 في سان فرانسيسكو ستيف جوبز ولد

出生 
行為過程 

賈伯斯 
行為者 

在舊金山 
環境成分 

表 三-11 及物系統分析模式─存在過程 

定義：表達存在過程表示某物存在的過程，包含中文主題句、存現句、表存在

的有字句及阿拉伯文部分名詞句 

C12 
金正日健康 

存在物 
過去就頻傳問題 

存在過程 
 

A08 

中譯 

 حالة حرب في ال تزال الكوريتان رسميا

兩韓目前仍 
環境成分 

處於 
存在過程 

備戰狀態 
存在物 

表 三-12 及物系統分析模式─關係過程 

定義：反映兩個實體之間關係的過程 

C28 
這 

被識別者 

是 

關係過程 

賈伯斯 2005 年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 

識別者 

A47 

中譯 

 إحدى المروحيات سقطت في الهجوم بأن معلومات هنالك
在這些資訊當中 

載體 
有 

關係過程 
一則關於其中一架直升機在攻擊中墜落 

屬性 

（三） 轉述話語 

根據 Fairclough（1995），轉述話語的類型有直接引語、間接引語、直

間並用與無標記語四類。各種類型的分析模式32，詳見表三-13 至表三-16。 

  

                                              
32

 Fairclough（1995）以英文為轉述話語的分析語言，然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語序，與英文語

序不盡相同，故語料中「參與者」與「環境成分」的位置，與 Fairclough所指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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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3 轉述話語分析模式─直接引語 

定義：話語包含話者、發話標記與轉述內容 

C21 
賈伯斯 
話者 

：「」 
發話標記 

我今天很高興，能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轉述內容 

A72 

中譯 

"   " الهند  نأسف إلعدام صدام 

印度 

話者 
 

發話標記 
對於海珊處以絞刑，我們感到遺憾 

轉述內容 

表 三-14 轉述話語分析模式─間接引語 

定義：話語包含話者、轉述動詞與轉述內容 

C11 
有媒體 
話者 

指出 
轉述動詞 

金正日是因為疲勞過度、身體不堪負荷，才會死亡 

轉述內容 

A30 

中譯 

 أنه سيتم وضع موقع إلكتروني بتصرف لمن يريد توجيه تحية وداع إلى الراحل العائلة أوضحت

說明 
轉述動詞 

他的家人 
話者 

將會設置一個網站，供給那些要悼念賈伯斯的人 
轉述內容 

表 三-15 轉述話語分析模式─直間並用33
 

定義：話語部分包含話者與轉述動詞，部分包含發話標記 

A51 

 

中譯 

ألميركا وللناس الباحثين عن السالم في العالم "أن تلك اللحظة انتصار  بوش اعتبر
 "7009وألولئك الذين فقدوا حياتهم في هجمات سبتمبر عام 

表示 
轉述動詞 

布希 
話者 

這一刻的勝利屬於「美國與世界上尋求和平的人

類，以及在 2001 年九月攻擊中失去性命的人們。」 
發話標記與轉述內容 

表 三-16 轉述話語分析模式─無標記語 

定義：沒有轉述標記的話語 

C65 從巴基斯坦到印度，以及部分歐盟國家元首，紛紛出面反對死刑 
轉述內容 

A04 

中譯 

 ث لش يلمم العنرلمال  تجل7005ججا لجن لقتل  نبلاجنط لصماغن لعا ل

金正日在 2008 年曾經中風，痊癒之後看不出來有任何疾病的徵兆 
轉述內容 

（四） 詞彙關聯 

本文採用關鍵詞擷取技術與 Pajek 軟體繪製的對比蛛網圖，如圖三-3。 

                                              
33

 本文所蒐集的中文語料，並未出現「直間並用」的轉述類型，此處僅以阿拉伯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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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中阿對比蛛網圖 

 

由圖三-3 可知，對比蛛網圖的呈現方式為，中文與阿拉伯文相同的關

鍵詞置於圖的左半部，中文與阿拉伯文相異的關鍵詞置於圖的右半部，並以

此作為詞彙關聯的分析模式。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說明本文以「對比分析」與「批判性篇章分析」為研究方法，從

台灣「TVBS-N」與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發布的網路新聞中，篩選同一時

間同一主題的國際消息作為分析語料。最終，本文以「金正日」、「賈伯斯」、

「賓拉登」與「海珊」等四人的死亡消息為代表，蒐得語料 152 句，其中包

含中文 74句，阿拉伯文 78句，並分為兩個階段建置語料。第一階段先分析

語料的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與轉述話語，加以歸類後，再進行量化統計。第

二階段則採用「關鍵詞擷取技術」，取得各個篇章的關鍵詞、關聯詞對與關

聯強度，再以「Pajek」繪製中阿對比蛛網圖，呈現各個關鍵詞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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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分為五節，前三節分別從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與轉述話語等層面探

討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的結果。在量化分析方面，以圖表呈現中文與阿拉伯

文各部分所占比例的統計結果；在質化分析方面，以實際語料說明中文與阿

拉伯文在語言形式及功能上的差異。第四節則從詞彙關聯的角度出發，說明

關鍵詞與整體篇章的關聯性，藉此對比中文與阿拉伯文。最後，第五節小結。 

第一節 中阿新聞敘事結構分析 

根據統計結果，敘事結構各部分在中文與阿拉伯文整體新聞中所占的

比例，如圖四-1 所示。 

圖 四-1 中阿新聞敘事結構對比 

 

由圖四-1可知，整體而言，中文新聞敘事結構各部分所占比例，由高

至低依序為評議（36.67%） 進展（35.00%） 點題（15.00%） 指向（5.00%）

 收尾（6.67%） 結果或結局（1.67%）；阿拉伯文則為進展（57.14%）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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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32.14%） 點題（5.36%） 結果或結局（3.57%） 指向（1.79%） 收

尾（0.00%）。由此顯示，「評議」與「進展」是中文與阿拉伯文最常使用的

前兩名，兩者所占比例約為整體敘事結構的七至八成。而中文除了「進展」

的使用比例明顯低於阿拉伯文之外，其他部分使用比例多半高於阿拉伯文。 

值得注意的是，圖四-1 是以「金正日」、「賈伯斯」與「賓拉登」三篇

為樣本數計算的統計結果。由於敘事結構各部分在「海珊」這篇新聞的使用

比例明顯與其他三篇新聞不同，故不納入整體統計。進一步說明將於「進展」

一節中詳述。接下來，本文以圖表依序呈現「點題」、「指向」、「進展」、「評

議」、「結果或結局」及「收尾」於各篇新聞中所占比例的分布情形，並列舉

中文與阿拉伯文的實際語料，說明兩者之間的異同。 

一、 點題 

有關「點題」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的比例，詳見圖四-2。 

圖 四-2 「點題」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由圖四-2可知，在「賈伯斯」與「賓拉登」新聞中，中文使用「點題」

的比例分別為 17%與 19%，明顯高於阿拉伯文的 4%與 6%。因此，即使兩

者在「金正日」新聞中的比例相當，皆為 6%；而在「海珊」新聞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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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為 7%，略低於阿拉伯文的 9%；整體而言，中文在新聞敘事結構中使

用「點題」的比例仍高於阿拉伯文。 

從實際語料來看，研究發現，同樣報導某人物死亡的消息，中文敘述以

死亡之前的事件居多；阿拉伯文敘述則以死亡之後的事件居多。以「賈伯斯」

新聞為例，中文先點出死亡的消息，接著以賈過去的病史暗示造成死亡的原

因，最後再以其死前才剛推出新產品來表達撰稿者對此的不可置信，如例

（1）。至於阿拉伯文，僅簡單說明賈伯斯死後各界對他的評價，如例（2）。 

（1）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最新訊息，蘋果前執行長，也是創

辦人之一「史蒂夫‧賈伯斯」過世了（C17）34，他在 2003年首次

發現癌症之後，一直跟病魔對抗（C18），昨天蘋果才推出最新

iPhone4S，不過就在今天確認賈伯斯已經離開了人世。（C19） 

  （2） ل ثالةلجلامل انجلا ا لل نسلمجنسللصفلملش ج ل اشلع اقلفإلوالا ج ناةلجلم ل جاحاة

 حن ل  اةلعتصلمجللم  لفو نا  （A17）ح  الااألج اطلفألمن جن  "لفوا اح لفو لض م "

 .（A18）اا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م ا   جل  الجفحتلمجل ج  لفو  اال  جلفألمن جننججفواالم و انال

  譯：蘋果公司執行長賈伯斯的逝世大大地影響美國重心的科技產業

及象徵成功的「蘋果產業」。許多政治及科技產業代表在宣布他的
‧‧‧‧‧‧‧‧‧‧‧‧‧‧‧‧

死訊時表示，賈伯斯是美國偉大的創新者之一
‧‧‧‧‧‧‧‧‧‧‧‧‧‧‧‧‧‧‧‧

。 

同樣地，在「賓拉登」這篇新聞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如例（3）所示，

中文除了點出死亡消息及原因之外，亦附帶說明賓拉登死前被攻擊的經過。

至於阿拉伯文，如例（4），則是指出賓拉登死亡的原因，及其死後美國政府

與民眾的心情。 

（3）  美軍追緝長達 10年，911 恐怖攻擊的幕後藏鏡人 -「基地組織」首

腦「賓拉登」終於遭到擊斃（C35），整個捉拿賓拉登的攻擊行動，

由歐巴馬親自下令，暗夜奇襲賓拉登藏匿的豪宅（C36），40 分鐘

的攻擊行動，賓拉登頭部中彈斃命，他的兒子也同時身亡（C37），

而稍早巴基斯坦媒體公佈一張疑似賓拉登頭部中彈的照片，專家懷

                                              
34

 括號內數字表語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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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這張照片可能是合成的（C38），除了透過西方媒體的報導，我

們也特別和中東半島電視台合作，提供給您更平衡的觀點。（C39） 

  （4） لا تلمطالصملصفم لعخ مل عنم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ملاشل عن لام ن لفولاعتمل  ام لاجليص 

  شا لفوالخجلعمالل حالصفنشجل ع ف لليلهج  ل  لاالجحتملنا  لعنرل لفضيلااج اا 

 .（A40）فو   ن لجفوخ  ن لفألج اط

  譯：美國宣布殺死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在近十年追捕之後的一

場巴基斯坦攻擊當中。這個消息傳到政府與民眾耳裡，他們都相當
‧‧‧‧‧‧‧‧‧‧‧‧‧‧‧‧‧‧‧

開心
‧‧

。 

二、 指向 

接著談到「指向」。圖四-3即為「指向」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

所占比例的統計結果。 

圖 四-3 「指向」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觀察圖四-3 發現，中文在「金正日」、「賓拉登」與「海珊」三篇新聞

中使用「指向」，所占比例分別為 13%、4%與 14%；然而，阿拉伯文僅於「賓

拉登」這篇新聞中使用「指向」，所占比例為 6%。可見，中文在新聞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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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中較常使用「指向」，其整體所占比例高於阿拉伯文。 

所謂「指向」，是指在點題之後，敘述者進一步對事件發生的時間、地

點、人物、活動以及周圍環境的描述或說明，如例（5）至（8）。 

（5）  北韓電視台主播李春姬：「偉大的國家領導人金正日同志，突然在

2011 年 12月 17日早上 8點半，疾病猝逝。」（C05） 

（6）  美東時間 5月 1日深夜 11 點 35分，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自向全球宣

布這個重大訊息。（C41） 

（7）  海珊在台灣時間 10點 50分左右，登上絞刑架伏法（C63） 

 （8） اا لفإلعا لعنرلو ا لفو  نسلاالفكل جاامالليلار  حلملاضبلليلجق لما ن لاا قن 

 .（A41）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

  譯：這則消息來自總統歐巴馬稍早在美國當地時間發表的簡短演說

當中。 

研究發現，中文的「指向」除了點出與事件相關的人物或活動外，亦會

具體指出事件發生的日期或時間，如例（5）至（7），甚至連幾點幾分亦清

楚地交代。對照阿拉伯文的「指向」語料，如例（8），僅交代與事件有關的

人物及其從事的活動；至於時間，則使用「 」與「（稍早） وقت متأخرفي  توقيت الواليات ب

等概括性字眼敘述，而不指明確切的時間點。可見「（美國當地時間）المتحدة

相對於中文來說，阿拉伯文對時間的概念較為抽象。 

三、 進展 

其次，本文探討中文與阿拉伯文新聞敘事結構使用比例較高的「進展」。

圖四-4即呈現「進展」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比例的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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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進展」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從圖四-4 可看出，阿拉伯文「進展」在「金正日」、「賈伯斯」與「賓

拉登」三篇新聞中的比例普遍比中文高，顯示在新聞敘事結構中，相對於中

文來說，阿拉伯文使用更多的「進展」。此外，觀察圖四-4亦可發現，中文

在「海珊」這篇新聞中使用「進展」的比例為 43%，而阿拉伯文則完全未

使用，所占比例為 0%。兩者於「海珊」這篇新聞的統計結果顯然有別於其

他三篇新聞。 

本節一開始曾提到，由於敘事結構各部分在「海珊」這篇新聞的比例明

顯與其他三篇不同，故不納入整體統計。為突顯不同樣本數產生的誤差，本

文遂分別統計中文與阿拉伯文「納入海珊新聞」與「排除海珊新聞」的使用

比例，也就是樣本數四與樣本數三的統計結果，並呈現如圖四-5 與圖四-6。 

由圖四-5 及圖四-6 可見，各部分所占比例在中文的變動幅度不大，倒

是阿拉伯文的「進展」與「評議」在比例上有明顯的變化。以「進展」來說，

排除「海珊」這篇新聞後，中文使用比例由 36.49%降至 35.00%，降幅極小，

僅約 2%；然而，阿拉伯文的使用比例卻由 41.03%升至 57.14%，升幅高達

16%。另一方面，從「進展」所占比例的排序來看，中文由原本的首位變為

次位；阿拉伯文則恰巧相反，由原本的次位變成位居整體敘事結構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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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5 中文敘事結構樣本數變更前後統計 

 

圖 四-6 阿拉伯文敘事結構樣本數變更前後統計 

 

圖四-6顯示出阿拉伯文在新聞敘事結構中最常使用的應是「進展」，且

其使用「進展」的總比例比中文高得多。至於「評議」的變動情形，留待下

節說明。在此先來看看中文與阿拉伯文「進展」的語料，如例（9）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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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是今年 6月，賈伯斯生前最後一次在蘋果的記者會上公開露面，

當時他剛動完換肝手術。（C20） 

（10）  目擊者描述美方捉拿賓拉登經過，整個攻擊進行 40 分鐘，除了擊

斃賓拉登之外，另外還有 3男 1 女被打死，當中包含賓拉登的一個

兒子。（C55） 

（11）  不過為時已晚，海珊在前天寫下遺囑，稱自己會死得像烈士，也呼

籲伊拉克人民團結，一起對抗侵略者。（C66） 

 （12）ل ل لفونااا لا تث لم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جليلفونااا  لقاولما ت لاا  لج فلملفومالان 

 جلاملفو عن لفوال ل لفوخ اويلج ل الفوخ اون لا تل   ا لاخ  لفو ض لليجج ل الفوجم ان ل

ل（A15）.جن لا   لل شل

  譯：日本方面，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日本已同美國與南韓進行會談，

討論關於北韓總統金正日逝世後，北韓定位的問題。 

 （13） لجصف لج جض  لفو ا ن ل  ال نا لجض لم ق للوالا ج يلاار تلو جل   تلا انالا ن 

 （A30）.لورلفو فحش

  譯：他的家人也進一步說明，將會設置網站供給要悼念賈伯斯的人。 

 （14） ش  نالق اشل   لملاشلاجليص لا  حلحن لاج  لفو ئاةل ما لفو ن لفألانضلجه ل مختج ل من جا

ل（A56）. من جالج  ل   ليلااةلا جتلقاشلاجليص لج ن ح  لااألعا لفألمن جن 

  譯：人民對於賓拉登之死感到高興，上百人聚集在白宮，呼喊著「美

國、美國」，高舉讚賞賓拉登之死的標誌，同時揮舞著美國國旗。 

所謂「進展」，指的是事件本身的發展及其過程。仔細觀察語料發現，

若以死亡當下作為一個時間點，中文語料例（9）至（11）的敘述視點皆為

人物死亡之前所發生的事件紀錄；如例（9）是賈伯斯生前記者會的情形，

例（10）是美國捉拿賓拉登的過程，例（11）則是描述海珊死前留下的遺囑

內容。有趣的是，阿拉伯文語料例（12）至（14）的敘述視點卻是聚焦於人

物死亡之後所發生的事件，多在描述各界對於人物死亡的後續動作與反應；

如例（12）敘述日本將舉行外交會談，例（13）敘述賈伯斯的家人將設置一

個專屬賈伯斯的網站，例（14）則是敘述美國人民歡慶賓拉登死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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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顯示，在撰寫某人物死亡的新聞報導時，中文母語者傾向描述死亡之

前事件發生的過程，阿拉伯文母語者則傾向描述死亡之後事件發生的過程。 

四、 評議 

緊接著談到「評議」。有關「評議」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

的比例，如圖四-7所示。 

圖 四-7 「評議」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從圖四-7 得知，中文在「金正日」這篇新聞中使用「評議」的比例為

31%，遠遠高出阿拉伯文的 6%，兩者的比例差距高達 25%。而在「賈伯斯」

與「賓拉登」兩篇新聞中，中文使用「評議」的比例分別為 39%與 38%，

阿拉伯文則分別為 43%與 41%；雖然中文比例低於阿拉伯文，但兩者的差

距極小，不到 5%。承接上述，本研究發現在「海珊」這篇新聞中，阿拉伯

文使用「評議」的比例為 91%，遠比在其他三篇新聞的所占比例來得高；

而中文使用「評議」的比例僅 29%。相較於其他三篇新聞，兩者在「海珊」

這篇新聞的差距高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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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進展」一節所說，若不將「海珊」這篇新聞納入統計，那麼阿拉

伯文的「進展」與「評議」在比例及排序上將有所不同。根據「進展」一節

中圖四-5 與圖四-6 所示，就「評議」而言，中文使用比例由 35.14%升至

36.67%，變動幅度不大，僅約 2%；而阿拉伯文則由 48.72%降至 32.14%，

比例明顯縮減近 20%。也就是說，在新聞敘事結構中，阿拉伯文中最常使

用的應是「進展」，其次才是「評議」。 

進一步來看「評議」的實際語料。所謂「評議」，是指敘述者或他人對

某事件的看法與態度。從語料內容來看，中文與阿拉伯文在「金正日」與「賈

伯斯」兩篇新聞中的敘述重點較為一致。兩者不論是引用他人或撰稿者本身

的看法，在「金正日」這篇新聞中皆在追溯死亡的原因，如例（15）與（16）；

在「賈伯斯」新聞中則著墨於第三者對於死者的評價，如例（17）至（19）。 

（15）  有媒體指出，金正日是因為疲勞過度、身體不堪負荷，才會死亡，

也有媒體猜測，可能是為心臟病或中風。（C11） 

  （16） （A04）.ث لش يلمم العنرلمال  تجل7005ججا لجن لقتل  نبلاجنط لصماغن لعا ل

  譯：金正日在 2008 年曾經中風，痊癒之後看不出來有任何疾病的

徵兆。 

（17）  而蘋果官網也馬上打出紀念賈伯斯的網頁，他們在聲明上說，失去

了一位最有遠見、和最富創意的天才，世界上也損失一位最令人驚

奇的人（C25） 

 （18）  لججا  انجلجا لجفحتفلمجل ج  لفو  اال  جلفألمن جننج"ج عنجلفو  نسلفألمن جيلليلانا ل  ل

   نتلمجلفوخجاع لمال ال يلون ال لاط  ل لممان   لجمجلفوج  ملمال ال يلونؤمجل  لا   الا نن 

 （A19）.وم  لجلااا"لح  ا"م  االعجل"لفو او  لجمجلفو  ه  لمال ال يلوا لنقل وت

  譯：美國總統在聲明中表示，「賈伯斯曾是美國偉大的創新者之一，

他擁有思考不同道路的勇氣。他的勇氣使他足以大幅地改變世界，

他的才能使他足以不負那些為他哀悼的人。」 

  



第四章 研究分析 

-61- 

 （19） م ا  فل  لا ثن لا ا "لع نقلح  ا"ج ع  لمؤ سلش ج لما ال ج  ل لانشلغناسلعجل

 （A21）"و تمل اناو" ل ن ا  لعنرلفو او

  譯：紐約微軟公司負責人比爾蓋茲也表示他「深沈的悼念」，同時

表示賈伯斯的影響將會持續「好幾個世代」。 

至於在「賓拉登」與「海珊」兩篇新聞中，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語料內容

則有些差異。中文語料有一部分在描寫各國電視台對於該人物死亡消息的陳

述，如例（20）與（21）；另一部分則是撰稿者本身對於該人物所牽涉的地

理環境與歷史背景的描述，如例（22）與（23）。 

（20）  央視主播：「今天全球都在關注的大新聞，就是基地組織領導人本

拉登之死。」（C46） 

（21）  半島電視台主播：「花了 10 年時間，美國總統歐巴馬說，終於伸

張正義，他宣布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的死訊。」（C47） 

（22）  賓拉登遭擊斃的地方，位在巴基斯坦首都北邊 100公里附近的這座

大宅院內，2005 年砸好幾億台幣打造完工，有厚達 4 到 6 公尺的

外牆，門禁森嚴，裡面結構複雜，沒有電話線和網路（C52） 

（23）  1970 年代崛起的海珊，鐵腕統治伊拉克 25年，對內剷除異己，掃

蕩反對勢力，對外連年發動戰爭，先後主導 8年的兩伊戰爭，在兵

疲民困的情況下入侵科威特，招來第一次波灣戰爭。（C69） 

至於阿拉伯文語料，則多採用直接引述或間接引述的方式，呈現第三者

對於死亡消息的反應與聲明，如例（24）與（27）。 

  （24） ام ن ل ض "ج لن لججاو للج ا  لعجلم ؤجول من جيلو لا تصله  االفعا الةل  لم ةلاجليص 

 （A53）".ف  تفلل ر بلجق افولاعتملعنرلط  قل

  譯：路透社引用某個美國負責人所言，認為「賓拉登之死將基地組

織置於寸步難行的下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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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في الا  لجحلللمجلنط ل  ل  ل للجحل"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ن  لم ج "فو اانالا ل

ل（A68）.ا  بل ع اولعمجلات تم

  譯：梵締岡：「前伊拉克總統的絞刑是則令人震驚的消息」，並且警

告應小心因報復心態所引起的暴行帶來的危險。 

 （26） （A70）". لج ا   لفلاناحلض ا ال  ا ل تف لح نجللث للعتفما  الضلعل ا لفإلعتف "ا ونجل

  譯：柏林：「我們反對絞刑，然而我們理解在海珊絞刑後犧牲者所

得到的平靜。」 

 （27） فو ض للعتف ل تف لمجل م لفو ال م لفو  فقن  لجوجل ؤث لعنر"فو  نسلفألل ا يلحامتلج  ف ل

 （A73）".ليل ل ا  اا 

  譯：阿富汗總統 Hamid Karzai：「海珊的絞刑造就了伊拉克政府，

但絕不會影響阿富汗的現況。」 

另一方面，中文與阿拉伯文的敘述視點亦有所不同。在「評議」語料中，

中文以評議該人物死亡之前的事件居多，如例（15）在追溯死者生前的健康

狀況；例（22）與（23）則是描述死者生前的居住環境與歷史事蹟等背景資

料。至於阿拉伯文，多半在評議該人物死亡之後所帶來的影響，如例（19）、

（24）至（27）作出評議，阿拉伯文母語者則傾向針對死後的事件作出評議。 

五、 結果或結局／收尾 

「結果或結局」與「收尾」常出現在敘事結構的最後，提示讀者敘事內

容即將結束或已經結束。兩者於概念上相差不遠，故於此合併討論。有關「結

果或結局」與「收尾」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的比例，如圖四-8

與圖四-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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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 「結果或結局」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圖 四-9 「收尾」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根據「結果或結局」的統計結果，由圖四-8 可知，在四篇新聞中，中

文僅於「金正日」這篇新聞中使用，所占比例為 13%；而阿拉伯文僅於「金

正日」與「賓拉登」兩篇新聞中使用，所占比例分別為 6%與 4%。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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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中文與阿拉伯文使用「結果或結局」的比例在整體敘事結構上並不高。

本文認為這是由於新聞不同於一般的敘事結構，新聞的「結果或結局」常在

開頭即出現，而非文章最後，因此，部分語料已包含在「點題」之中所致。 

至於「收尾」的統計結果，由圖四-9 可知，中文在「金正日」、「賈伯

斯」、「賓拉登」與「海珊」這四篇新聞中皆使用，所占比例依序為 13%、

6%、4%與 7%。然而，在阿拉伯文新聞中，卻未發現任何「收尾」的語料。

整體來說，中文在新聞敘事結構中使用「收尾」的比例遠遠高於阿拉伯文。 

另一方面，從「結果或結局」的語料來看，中文與阿拉伯文皆提及死亡

後續的喪葬儀式，如例（28）至（29）。 

（28）  外電報導，金正日的告別式將於 12月 28日，在北韓首都平壤舉行，

並由小兒子金正恩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席，追思儀式將持續至 29

日。（C14） 

  （29） اا ا لفو عن لفوال ل لج ج ةلججاو لفأل  ا لفوال ل  لفوخ اون لفو   ن ل  لم ف  لاخنن ...

 （A03）.جا   لفألجولفوجال لليلان   ل ا  /لص     ل75فوخ اويل اج  ل   لل

  譯：北韓新聞中心提到，北韓總統的葬禮將於12月28日在平壤舉行。 

而在「收尾」方面，僅有中文語料，多半是撰稿者對於整個事件的觀察，

如例（30）至（33）。由於敘述視點多是從撰稿者的角度出發，因此這部分

語料通常包含較多撰稿者本身的預設立場。 

（30）  目前雖已確定金正恩將成為北韓政權接班人，不過外界擔心金正恩

過於年輕，無法控制北韓軍方勢力（C15），南韓已進入備戰狀態。

（C16） 

（31）  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回賈伯斯健康，至於他的真正死因，目前家人

和蘋果公司，都沒有披露。（C34） 

（32）  美國情報單位曾多次錯失狙殺賓拉登的良機，現在總算一吐怨氣，

一舉拔除頭號眼中釘。（C60） 

（33）  這場由美國主導的世紀大審，判決海珊的死亡命運（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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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阿新聞及物系統分析 

接著探討的是中文與阿拉伯文新聞的及物系統。根據研究統計，及物

系統各部分在中文與阿拉伯文整體新聞中所占的比例，如圖四-10所示。 

圖 四-10 中阿新聞及物系統對比 

 

從圖四-10可看出，整體而言，中文新聞及物系統各部分所占比例，由

高至低依序為物質過程（33.78%） 言語過程（33.78%） 存在過程（12.16%）

 行為過程（8.11%）  心理過程（6.76 %） 關係過程（5.41%）；阿拉伯文

則為言語過程（57.69%） 物質過程（28.21%） 存在過程（7.69%） 行為

過程（2.56%） 關係過程（2.56%） 心理過程（1.28%）。以上數據顯示，

在網路新聞的及物系統中，「物質過程」與「言語過程」是中文與阿拉伯文

最常使用的前兩名，且兩者使用比例約為整個及物系統的七至八成；此外，

中文除了在「言語過程」的使用比例上低於阿拉伯文之外，其他部分的使用

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 

在了解中阿及物系統各個過程於整體新聞的比例分布及排序後，為進一

步探討各個過程於各篇新聞中的差異，以下便以圖表分別呈現「物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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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過程」、「心理過程」、「行為過程」與「存在過程」於各篇新聞中

所占的比例35，同時以實際語料為例，說明中文與阿拉伯文各個過程的異同。 

一、 物質過程 

有關「物質過程」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的比例，如圖四-11。 

圖 四-11 「物質過程」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觀察圖四-11發現，在「金正日」、「賈伯斯」、「賓拉登」與「海珊」新

聞中，中文使用「物質過程」的比例依序為 13%、22%、38%與 64%，阿拉

伯文則依序為 31%、35%、24%與 23%。以上數據意味著，第一，中文與阿

拉伯文使用「物質過程」的比例偏高，平均約占整體及物系統的 30%至 35%；

第二，阿拉伯文在「金正日」與「賈伯斯」新聞中使用「物質過程」的比例

高於中文，中文則在「賓拉登」與「海珊」新聞中使用「物質過程」的比例

高於阿拉伯文。 

其次，本文觀察實際語料發現，雖然同屬「物質過程」，中文與阿拉伯

文的敘述方式仍有所不同。在中文語料中，如例（34）至（37），均以「人」

                                              
35

 中文與阿拉伯文的「關係過程」整體所占比例不高，兩者差異亦不到 5%，在此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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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描述某人做了什麼事，或發生了什麼事。而在阿拉伯文語料中，如

例（38）至（40），則以「事」為中心，說明某一事件的後續發展或影響。 

（34）  這位蘋果幕後的最佳推手，成功的把 iPhone、iPad、iPod、iMac

以及 iTunes 等產品，推上世界的頂峰。（C32） 

（35）  美軍追緝長達 10 年，911 恐怖攻擊的幕後藏鏡人 -「基地組織」

首腦「賓拉登」終於遭到擊斃（C35） 

（36）  一小隊美國精英以無比勇氣成功完成任務，交火之後，他們擊斃賓拉

登，也取得他的遺體。（C43） 

（37）  不過為時已晚，海珊在前天寫下遺囑，稱自己會死得像烈士，也呼

籲伊拉克人民團結，一起對抗侵略者。（C66） 

  （38） جلم ل جاحاةلع اقلفإلوالا ج ناةلجلامل انجلا ا لل نسلمجنسللصفلملش ج ل اش ثالةل

 （A17）ح  الااألج اطلفألمن جن "لفوا اح لفو لض م "

  譯：蘋果公司執行長賈伯斯的逝世
‧‧‧‧‧‧‧‧‧‧‧‧‧

大大地影響美國重心的科技產業

及象徵成功的「蘋果產業」。 

  （39） ش جاةلج عنر"للج   لم انش"ليلفو ا ملفألنن ملاامطرلش ج ل"ل اش"ا ن للانتلفومجاحاة

ل（A39）.منناللصجيلل528  قيل   تلعنرلفو او لمجلحن لفولن  لا  سلماول

  譯：這
‧
些成就
‧‧‧

使得蘋果在後半世紀成為除了 Exxon Mobil 之外世界

最大的公司，它的股價增加至 375美元。 

ل（40）لفو ج اةلضتج ن ل لمجللجحلفو  ن نجلفو  م   لجفوج اصلليلفو  فقل ن صفصلض فجم لللعتفما...

ل（A75） ا أللقن ا  لألمن جافوال فهن ل نم ض  لج ا ا   لفآليتلمجلفوماسللفو  ان لفول فة

  譯：（海珊）他的絞刑
‧‧‧‧

將振奮穆斯林的精神，在伊拉克的聖戰將越

演越烈，對占領軍的攻擊
‧‧‧‧‧‧‧

將增加，人數將增加至上千人，仇美心態
‧‧‧‧

將充斥在他們心中。 



中阿網路新聞的語言與文化研究 

-68- 

0% 

20% 

40% 

60% 

80% 

100% 

金正日 賈伯斯 賓拉登 海珊 

19% 

33% 

46% 

36% 

44% 
48% 

65% 

73% 

中文 

阿拉伯文 

二、 言語過程 

接著，本文將探討的是在及物系統中占有較高比例的「言語過程」。圖

四-12即為「言語過程」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比例的統計結果。 

圖 四-12 「言語過程」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由圖四-12得知，如同「物質過程」，中文與阿拉伯文使用「言語過程」

的比例亦不少，前者平均約占整體及物系統的 30%，後者平均約占 60%。

然而，與「物質過程」不同的是，阿拉伯文於各篇新聞中使用「言語過程」

的比例，相較之下皆比中文來得高。 

所謂「言語過程」，指的是發話者將說話內容傳達給受話者的過程。以

新聞篇章而言，事實上是指撰稿者以轉述他人話語的方式傳達給讀者的過

程。為求立場中正客觀，撰稿者通常不直接說明自身的看法或觀點，而是引

用第三者的話語來呈現所欲表達的內容，如例（41）至（44）；也因此，第

三者話語中的受話者是誰並不重要，因為真正的受話者乃讀者本身。是故，

新聞語料的「言語過程」常只提及發話者，而省略受話者。 

其次，「言語過程」屬於「轉述話語」的一種。根據撰稿者引用方式的

不同，可分為「直接引用」與「間接引用」兩種；直接引用如例（41）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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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引用如例（43）與（44）。本節僅列舉部分語料說明這兩種常見的形式，

事實上，轉述話語的分類不只這兩種。有關這方面的探討，詳見本章第三節

中阿新聞轉述話語分析。 

（41）  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在我一聲令之下，美國發動一起目標性任

務，對巴基斯坦阿波塔巴德一處園區發動攻擊……。」（C42） 

  （42） لجف ا اجاةلحل قلفإل  ا  تف لح نجلجا لم ؤجيلعجل ل  لفوج ف  ل"لهن مجللف اسلججاش

 يل  الجل  لا  للفإلعتف  لفو ل ا لفو حخن ل-جل لجا  لعنرلصلا لج ن ملمجلفو حخن -والجل ل اوال

 جفواال خل ن ال لال  ملعنرلفو  اج  لغن لفوم امن لليلقضن لفوتانش ل（A77）جفوا  ا ن 

 （A78）"ل.جعنرلهلفلفإلعتف 

  譯：人權觀察組織
‧‧‧‧‧‧

：「海珊要為重大的罪行與侵犯人權負責，但他的

行為不能以絞刑或殘忍不人道的懲罰來解決（A77），歷史將會給予

在 Dujail村落不合法的控制與這個絞刑一個嚴厲的評斷。」（A78） 

（43）  他的家人在聲明中表示，賈伯斯走得非常平靜，家人都圍繞在他的

身旁。（C24） 

 （44） م منيلليلفو ج  لعنرلحن ل لطل جا   لفوض ا الما الشلان م  غلع تمل ن   لكلقاواتجلةل

 ج  لفألمن جننجلفآل ل  لا قتلا ا لل ل لجفحلفولانرل  الجل7009م ج لفواجالملفو او يلعا ل

 （A54）.ا  ته لالاشلاجليص ل جلفعالاوا  لجفل

  譯：至於紐約市長彭博說到
‧‧‧‧‧‧‧‧

，2001 年在世貿大樓的攻擊中墜落的

大批犧牲者的靈魂，現在或許能得到安息，而美國人藉由賓拉登的

死亡實現了他們的承諾。 

三、 心理過程 

接下來，有關「心理過程」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所占的比例，

如圖四-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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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 「心理過程」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由圖四-13可知，在四篇新聞中，中文於「金正日」、「賈伯斯」與「賓

拉登」三篇新聞中使用「心理過程」，所占比例依序為 19%、6%與 4%。至

於阿拉伯文，則僅於「賓拉登」新聞中使用「心理過程」，所占比例為 6%。

可見，中文在新聞及物系統中使用「心理過程」的比例顯然高於阿拉伯文。 

根據前述「物質過程」的分析結果，中文在各篇新聞使用「物質過程」

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且中文「物質過程」的參與者，不論是動作者或是

目標，句子的主語通常以「人」為主，指出某人做了什麼事或發生了什麼事。

而「心理過程」的感覺者同樣是以「人」為出發點，描述某人心理的情感、

知覺或認知活動的過程。同理推測，中文使用「心理過程」的總比例應較阿

拉伯文來得高。而此一推測從圖四-11與圖四-13 的統計結果便可獲得驗證。 

有關中文與阿拉伯文「心理過程」的語料，如例（45）至（49）。 

（45）  2008 年 8 月時，就因為腦中風倒下，身體虛弱的模樣曾被媒體捕

捉到，但北韓官方從未證實金正日的健康情形（C13） 

（46）  目前雖已確定金正恩將成為北韓政權接班人，不過外界擔心金正恩

過於年輕，無法控制北韓軍方勢力（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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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昨天蘋果才推出最新 iPh on e 4S， 不過就在今天確認賈伯斯已經

離開了人世。（C19） 

（48）  而稍早巴基斯坦媒體公佈一張疑似賓拉登頭部中彈的照片，專家懷

疑這張照片可能是合成的（C38） 

  （49） （A56）...حن لاج  لفو ئاةل ما لفو ن لفألانضلا  حش  نالق اشل   لملاشلاجليص ل

  譯：人民對於賓拉登之死感到高興
‧‧‧‧

，上百人聚集在白宮……。 

四、 行為過程 

再談到「行為過程」。圖四-14 即呈現「行為過程」於中文與阿拉伯文

各篇新聞中所占比例的統計結果。 

圖 四-14 「行為過程」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由圖四-14可看出，在「金正日」、「賈伯斯」、「賓拉登」與「海珊」四

篇新聞中，中文與阿拉伯文僅於前兩篇新聞中使用「行為過程」；中文使用

比例分別為 25%與 11%，阿拉伯文使用比例則分別為 6%與 4%。然而，整

體而言，中文在新聞及物系統中使用「行為過程」的比例仍高於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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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統計結果多少也反映了過程本身的定義。所謂「行為過程」，指的是

某人哭、笑、呼吸、咳嗽、嘆息、作夢等生理活動的過程；由於敘述時是以

「人」為出發點，因此，如同「心理過程」，中文使用比例應高於阿拉伯文。 

有關中文與阿拉伯文「行為過程」的實際語料，如例（50）至（55）。

由於本研究的新聞語料以「死亡」為主題，故所蒐集到的「行為過程」，多

指出某人的「死亡行為」，如例（50）、（52）至（54）；僅少部分提及其他的

行為活動，如例（51）是描述北韓主播李春姬在得知總統逝世消息後所產生

的「哭泣行為」，例（55）則是在報導賈伯斯逝世消息後，於文章末段介紹

其生平經歷，因而提到「出生行為」。然而，不論是何種行為過程，例句中

的行為者皆為「人」。 

（50）  根據日本 NHK 電視台以及美國 CNN 有線電視網的最新消息，北

韓領導人金正日確定在前天因急病死亡，享壽 69歲。（C01） 

（51）  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姬身穿黒色喪服，聲淚俱下（C06） 

（52）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最新訊息，蘋果前執行長，也是創

辦人之一「史蒂夫‧賈伯斯」過世了（C17） 

（53）  和癌症對抗好多年的賈伯斯非常削瘦，在今年 8 月，因為健康因

素，辭去了執行長的職務，終究還是敵不過病魔，在 5日過世（C23） 

 （54） （A02） ".فطلليلفو  شلفو ت يلجفولهميفإلل "ا  بللا لي(لعامال91)لجن جا  بلفإلعا لل  ل

  譯：根據該報導，金
‧
（69歲）死

‧
於過勞。 

  （55） （A32）9188ش اطل/لل  ف  ل72ليل ا لل ف  ن ال ل   لل انجلا ا لجوت

  譯：賈伯斯
‧‧‧

於 1955年 2月 24日在舊金山出生
‧‧

。 

五、 存在過程 

最後是「存在過程」。有關「存在過程」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中

所占比例的統計結果，如圖四-15所示。 



第四章 研究分析 

-73- 

0% 

20% 

40% 

60% 

80% 

100% 

金正日 賈伯斯 賓拉登 海珊 

19% 

11% 12% 

0% 

19% 

9% 

0% 
5% 

中文 

阿拉伯文 

圖 四-15 「存在過程」於中阿各篇新聞所占比例 

 

由圖四-15可知，中文於「金正日」、「賈伯斯」與「賓拉登」新聞中使

用「存在過程」，所占比例為 19%、11%與 12%；阿拉伯文則於「金正日」、

「賈伯斯」與「海珊」新聞中使用，所占比例依序為 19%、9%與 5%。以上

數據顯示，兩者雖然均使用「存在過程」，然中文使用比例仍高於阿拉伯文。 

有關中文與阿拉伯文「存在過程」的語料，如例（56）至（59）；其中，

中文的主題句、存現句、表存在意義的有字句以及阿拉伯文的名詞句皆屬之。 

（56）  金正日健康，過去就頻傳問題！（C12） 

（57）  而巴基斯坦當地電視台第一時間公佈疑似是賓拉登的遺容照片，照

片上蓄鬍的男子，頭部中彈、滿臉血跡（C48） 

（58）  整個過程錄影存證，沒有電視轉播。（C64） 

 （59） "ا صلآ "ا ا لمخ شلفو   نلرللجمجلفومجاحاةلفوايلحللا الفوخ ج لليلع تلا ا  لاط   

 عا ل"آ لااص"ث لفو ا   لفون حيلل 7002عا ل"لآ لل  " لجفو ااجلفولجيل7009عا ل

7001.（A38） 

  譯：蘋果在賈伯斯時期所獲得的成就有 2001年的 iPod、2007年的

iPhone智慧型手機、以及 2009 年的 iPad 平版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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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阿新聞轉述話語分析 

緊接著，在下段分析中，本文主要呈現「轉述類型」與「消息來源」兩

方面的量化結果，並從語用的角度分析實際語料，說明轉述者的轉述目的，

藉此對比中文與阿拉伯文的異同。 

一、 轉述類型 

根據研究統計，轉述話語四種類型於中文與阿拉伯文整體新聞中所占

的比例，如圖四-16 所示。 

圖 四-16 中阿新聞轉述類型對比 

 

從圖四-16可知，整體來說，中文「無標記語」的使用比例為 54.39%，

約占轉述類型的五成；相較之下，阿拉伯文使用「無標記語」的比例僅約占

三成五。除此之外，中文所使用的轉述類型以「直接引語」居多，所占比例

為 26.32%；阿拉伯文則以「間接引語」為多，所占比例為 35.71%。值得一

提的是，中文與阿拉伯文在「海珊」這篇新聞的轉述類型明顯與其他新聞不

同，是故，圖四-16 僅呈現「金正日」、「賈伯斯」與「賓拉登」三篇新聞的

統計結果；至於「海珊」新聞中所使用的轉述類型，則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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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7 中阿新聞轉述類型分布對比─海珊新聞 

 

從圖四-17得知，中文使用比例最高的轉述類型為「無標記語」，占 79%；

阿拉伯文則以「直接引語」的使用比例為最高，占 84%。此外，圖四-17亦

可清楚看出中文與阿拉伯文的「直接引語」及「無標記語」比例差距之懸殊；

兩者在「直接引語」的差距高達 77%，在「無標記語」的比例則相差 68%，

可見兩種語言在「海珊」新聞中使用的轉述類型差異之大，不適合納入整體

的統計之中。 

二、 消息來源 

接下來，本文進一步統計語料中明確指出消息來源的筆數，以及消息來

源的地區分布情形。根據統計，本文所蒐集的轉述話語中，具體指出消息來

源者，中文計有 25 句，阿拉伯文則有 50句。 

以中文新聞來說，由下圖四-18 可知，消息來源主要集中在「美國」，

占 68%，其次是「其他」與「阿拉伯國家」，分別占 20%與 12%。檢視其中

消息來源為美國的語料發現，以「賈伯斯」新聞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為 28%；

其次是「賓拉登」新聞，占 24%；而「金正日」與「海珊」新聞則各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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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8 中文新聞消息來源分布 

 

阿拉伯文新聞的消息來源分布則大不同。觀察圖四-19可知，阿拉伯文

的主要消息來源為「美國」與「其他」，分別占 48%與 42%。來自「阿拉伯

國家」的消息來源反而是少數，僅 10%。除此之外，各篇新聞中以美國為

消息來源的語料所占比例，「賈伯斯」新聞就占了一半，為 24%；其次由高

至低依序是「賓拉登」、「金正日」與「海珊」新聞，分別占 18%、4%與 2%。 

圖 四-19 阿拉伯文新聞消息來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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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結果顯示，從消息來源的地區分布來看，在四篇新聞中，中文的消

息來源大多集中於美國，約占整體的七成；阿拉伯文的消息來源除了近五成

來自美國之外，尚有四成左右集中於其他地區。另一方面，不論是中文或阿

拉伯文，均以「賈伯斯」新聞中以美國為消息來源的語料所占比例為最高。

研究認為，這是可想而知的結果。由於賈伯斯為美國人，其逝世消息亦從美

國當地傳出，因此新聞報導的消息來源固然多來自美國；如同「金正日」新

聞的消息來源多來自韓國一般。 

然而，在此本文更加關心的是「賓拉登」與「海珊」新聞的消息來源分

布。從圖四-18 及圖四-19 可知，中文與阿拉伯文引自阿拉伯國家的消息來

源比例並不高，約占整體的一成左右。也就是說，「賓拉登」與「海珊」這

兩篇與阿拉伯國家有關的新聞，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反而來自他處。究竟在這

兩篇新聞中，中文與阿拉伯文的消息來源分布是否有所差異？若是的話，則

差異為何？此為本文接下來所欲探討之重點。 

有關中文與阿拉伯文在「賓拉登」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對比，如圖四-20。 

圖 四-20 中阿新聞消息來源分布對比─賓拉登新聞 

 

由圖四-20可見，在「賓拉登」新聞中，中文的消息來源有 55%來自美

國，18%來自阿拉伯國家；至於阿拉伯文的消息來源則有 69%來自美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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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阿拉伯國家。換句話說，相較於中文，阿拉伯文在「賓拉登」新聞中反

而引用更多美國的消息來源，而非阿拉伯國家本身的消息來源。這個統計結

果顯然與本研究所預期的不符，然而，從實際語料的分析中便能獲得解答。 

就中文所引用的美國消息來源而言，中文的敘述重點均在強調賓拉登死

亡的事實，以及美國執行此次行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如例（60）至（62）。 

（60）  CNN：「這是 CNN突發新聞，賓拉登死了，賓拉登死了。」（C40） 

（61）  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在我一聲令之下，美國發動一起目標性任

務，對其他阿波塔巴德一處園區發動攻擊（C42），一小隊美國精

英以無比勇氣成功完成任務，交火之後，他們擊斃賓拉登，也取得

他的遺體。」（C43） 

（62）  記者（2001.09.17）：「你要賓拉登死嗎？」美國前總統布希

（2001.09.17）：「我要他，我要正義。」（C58） 

在例（60）中，敘述刻意將焦點放在賓拉登已死的訊息上，而不提及此

事件的施事者即為美國。如此一來，讀者不容易將美國與賓拉登的死因聯想

在一起，更模糊了美國加害者的形象。而在例（61）與（62）中，讀者從「精

英」、「無比勇氣」、「成功完成任務」、「正義」等具有正面意義的字眼中，似

乎可將美國行動解讀為替天行道，而非不義的行為。除此之外，例句中亦不

用「殺死」，而用「擊斃」或「取得遺體」等字眼來強化美國正義的角色。 

而從阿拉伯文引用的美國消息來源來看，阿拉伯文敘述的重點則在暗示

美國殺死賓拉登的原因，並傳達美國人得知賓拉登死訊時的喜悅與安慰之

情，如例（63）至（65）。 

 （63） صفم لعخ ملمطالصما تلل  ام لاجليص لملاشل عن لام ن لفولاعتم عنم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

 صفنشلل حاج شا لفوالخجلعمالل  لاالجحتملنا  لعنرل لفضيلااج اا لهج   ع ف لليل

 .（A40）فألج اطلفو   ن لجفوخ  ن 

  譯：美國宣布殺死基地組織領導人
‧‧‧‧‧‧‧‧‧

賓拉登，在近十年追捕
‧‧

之後的一

場巴基斯坦攻擊
‧‧

當中。這個消息傳到政府與民眾耳裡，他們都相當

開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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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عجلفو ا لليلفو او لجألجوئتلألمن جالجونماسلفو احانج"لف ارالجفعا  لا شل  لانتلفون   ل

 .（A51）"7009فول جلللتجفلحناا  لليلهج اةل  ا   لعا ل

  譯：布希表示，這一刻的勝利
‧‧

屬於「美國與世界上尋求和平的人類，

以及在 2001年 9月攻擊中失去性命的人們」。 

 （65） ليلفو ج  لعنرلم منيلع تمل ن   لكلحن ل لطل جا   لفوض ا الاتجلةلقاولما الشلان م  غ

 ج  لفألمن جننجلا قتلا ا فآل ل  للل ل لجفحلفولانرل  الجل7009م ج لفواجالملفو او يلعا ل

 （A54）.الاشلاجليص ل جلفعالاوال  لجفلا  ته 

  譯：至於紐約市長彭博說到，2001 年在世貿大樓的攻擊中墜落的

大批犧牲者的靈魂，現在或許能得到安息
‧‧‧‧

，而美國人藉由賓拉登的

死亡實現了他們的承諾
‧‧‧‧‧‧‧‧

。 

與中文敘述不同的是，在例（63）中，阿拉伯文明確指出美國是殺死賓

拉登的始作俑者；從「مطالصم（追捕）」、「  هج（攻擊）」、「 殺） عن لام ن لفولاعتململاش

死基地組織領導人）」等字眼可見，美國被塑造為追殺者的負面角色。而例

（64）與（65）將賓拉登之死與 2001 年的「九一一事件36」連結在一起，

亦有意暗示讀者美國殺死賓拉登的行動實際上是報復行為。另一方面，阿拉

伯文將重點放在敘述美國人聽聞賓拉登死訊時的心情；從例句中用「ل حا（開

心）」、「ف ارال（勝利）」、「 ا قتلا ا（安息）」、「 لجفلا  ته  （實現了他們的承諾）」

等字眼便可得知美國人當時是喜悅的，是感到安慰的。然而，以這樣的心情

來回應死亡事件，似乎增添了幾分矛盾與衝突，亦突顯了其中的不合理性。 

接著，圖四-21 為中文與阿拉伯文在「海珊」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對比。

從圖四-21得知，在「海珊」新聞中，中文的消息來源主要集中於美國，占

67%；其次是阿拉伯國家，占 33%。除此之外，中文並沒有來自其他地區的

消息來源。反觀阿拉伯文正好相反，其消息來源主要集中於其他地區，占

71%；其次是阿拉伯國家，占 23%；來自美國的消息來源最少，僅占 6%。 

                                              
36

 「九一一事件」是發生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本土的恐怖攻擊事件。當時數名恐怖

分子劫持民航客機，衝撞紐約世貿中心，造成數千人死亡。而賓拉登則被美國政府認

為是整起事件的幕後主導者，並因此列為主要通緝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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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句     

67% 

1句 

33% 

其他 

0句 

0% 

中文 

美國 阿拉伯國家 其他 

1句 

6% 

4句 

23% 
12句 

71% 

阿拉伯文 

美國 阿拉伯國家 其他 

圖 四-21 中阿新聞消息來源分布對比─海珊新聞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圖四-21，中文具體指出消息來源的語料僅 3 句，

阿拉伯文則有 17 句之多。此差異間接顯示中文使用的「直接引語」明顯少

於阿拉伯文。本章在一開始對比轉述類型時曾提過，中文在「海珊」新聞中

使用比例最高的轉述類型為「無標記語」；所謂「無標記語」，即未明確指出

消息來源的轉述話語稱之，這類的轉述話語相較於其他類型，通常涵蓋更多

撰稿者的個人意見，也相對反映出中文敘述在「海珊」這篇新聞的主觀性。 

若從語料來看，在此中文有 2 句為美國的消息來源，如例（66）與（67）；

1句為伊拉克遜尼派的聲明，本文將其歸為阿拉伯國家的消息來源，如（68）。 

（66）  CNN駐巴格達特派記者：「當地一個電視台，美軍支持的電視台，

剛剛報導，10分鐘前已經執行死刑。」（C62） 

（67）  正在享受年假的美國總統布希表示，海珊的死將使得伊拉克局勢趨

於穩定（C73） 

（68）  不過，境內的遜尼派已經揚言要採取報復行動，內戰衝突一觸擊發。

（C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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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66）中，中文最後提到「10 分鐘前已經執行死刑」，便是暗示讀

者海珊已經死亡的事實。然而，在此讀者對於「誰」執行死刑卻無從得知。

事實上，美國是海珊死刑的主導者，而中文刻意忽略不提，為的便是要模糊

美國加害者的形象。在例（67）中，中文抱著正面的態度看待海珊的死亡，

指出「海珊的死將使伊拉克局勢趨於穩定」；而在例（68）中，卻以負面的

形象塑造與阿拉伯國家有關的遜尼派，認為其所採取的是「報復行動」。以

上種種顯示，中文是站在與美國相同的立場下，透過美國視角所做的報導。 

至於阿拉伯文，只有 1 句來自美國的消息來源，如例（69）；其餘大多

來自其他國家或組織團體，如例（70）至（76），本文歸為其他的消息來源。 

 （69） وجل م يلفو مجلليلفو  فقلام نللفو تفو لليل تف لح نج"لفو  نسلفألمن جيلا ل لا ش

 قاصللعنرلفو ال لجفو لا لعام لم   لعنرلط  قلفو  فقل   لفوا  وللورلانتلص  ل فطيوالمال

 （A59）".جفوتلا لعجل   ا

  譯：美國總統布希：「在海珊時的正義實現絕不會終結在伊拉克的

暴力行動，但它是一個伊拉克要朝著民主國家之路轉變，能夠掌控、

維持與防衛自己的重要標誌。」 

 （70） ل لحال لفإلعتف "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جقاول"لصج لا  ظ"فو   لفيشا فجيلفو    يل صف ل

  （A67）".يل  الجلم اق  ل  لا    لليلحقلفإل  ا ن لا ل ا لغن لل  ا ن ..لصف  اله    

  譯：法國社會黨譴責對前伊拉克總統「公開」執行絞刑，說到「絞

刑總是無效的，在人權立場上，沒有任何一種罪行可以用非人道的

方式來懲罰」。 

 （71）  لجحلللمجلنط ل  ل  ل للجحلفي الا "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ن  لم ج "فو اانالا ل

ل（A68）.ا  بل ع اولعمجلات تم

  譯：梵締岡：「前伊拉克總統的絞刑是則令人震驚的消息」，並且警

告應小心因報復心態所引起的暴行帶來的危險。 

 （72） و  انيلممانجلفوتجولجفو م  اةلفوتجون ل   جلأل الو ل ا لفإل  ا للورلفوتع فةلفو ت تم"م  ال ل

 （A69）".واا فا لفو نطاةلفو  فقن لعجلعل ا لفإلعت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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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莫斯科：「對於絞刑後的伊拉克政權回歸，我們很遺憾沒有聽

完各國與各國際組織代表的意見。」 

 （73） （A70）". تف لح نجللث للعتفمال لج ا   لفلاناحلض ا ال  ا   الضلعل ا لفإلعتف "ا ونجل

  譯：柏林：「我們反對絞刑，然而我們理解在海珊絞刑後犧牲者所

得到的平靜。」 

 （74） （A72）".   جلإلعتف ل تف  لججمالع   العجل منمالليل يل م للفإلعتف  لجقتلنا ل منما"فو متل

  譯：印度：「對於海珊處以絞刑，我們感到遺憾。之前我們曾表示

不要執行絞刑的願望，現在我們的願望落空了。」 

 （75） لعتف ل تف ل   لفو نتله لا ت"ح ج لطاو ا لجج   لفوتلا لفو ااقلفو الع نتلهللال ن  تلفولناص لليل

  لعتفمال ن ل لمجللجحلفو  ن نجلفو  م   لجفوج اصلليلفو  فقل ن صفصلض فجم لجفو ج اةلون  ن نج 

 ل（A75） جالا أللقن ا  فو  ان ل ا ا   لفآليتلمجلفوماسل نم ض  لجفوال فهن لألمن لفول فةلضت

 譯：塔利班領導人與前國防部長 Mullah Obaidullah Akhund：「在開

齋節將海珊處以絞刑使得穆斯林團結，他的絞刑將振奮穆斯林的精

神，在伊拉克的聖戰將越演越烈，對占領軍的攻擊將增加，人數將

增加至上千人，仇美心態將充斥在他們心中。 

  （76） لجف ا اجاةلحل قلفإل  ا  تف لح نجلجا لم ؤجيلعجل ل  لفوج ف  ل"هن مجللف اسلججاشل

 يل  الجل  لا  للفإلعتف  لفو ل ا لفو حخن ل-جل لجا  لعنرلصلا لج ن ملمجلفو حخن -والجل ل اوال

ل（A77）..."جفوا  ا ن 

  譯：人權觀察組織：「海珊要為重大的罪行與侵犯人權負責，但他

的行為不能以絞刑或殘忍不人道的懲罰來解決……。」 

 

例（70）至（76）消息來源的多樣化反映出，阿拉伯人普遍認為海珊被

處以死刑仍存在許多分歧與爭議。與此同時，國際上也有許多反對死刑的意

見，甚至以違反人權說來看待海珊的死刑；這對向來重視人權的美國而言，

無疑是一大諷刺。由此可見，阿拉伯文與中文親美的態度有別，其敘述是站

在與美國完全不同的立場之下所做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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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阿新聞詞彙關聯分析 

最後，本節探討的是中文與阿拉伯文新聞的詞彙關聯。所謂「詞彙關

聯」，指的是「兩個關鍵詞（即關聯詞對）在句子中的距離」。距離越近，關

鍵詞之間的關聯性越高；反之，關聯性越低。距離遠近亦可用「關聯強度的

大小」來表示；數字越大，代表關鍵詞之間的關聯強度越強，在句子中的距

離也越近，反之亦然。以下便以「金正日／kim junGH iyil」、「賈伯斯／jobz」、

「賓拉登／bin laaden」與「海珊／Hussein」四組詞彙為例，依序呈現各篇

新聞中與這四組詞彙相關的所有關聯詞對及關聯強度，並對照語料分析的結

果，說明中文與阿拉伯文的異同。 

一、 金正日新聞 

圖四-22 即以「金正日」為核心所做的中文與阿拉伯文詞彙關聯對比。 

圖 四-22 中阿新聞詞彙關聯對比─以「金正日」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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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22可知，中文與阿拉伯文的相同之處在於兩者皆有表示國籍、

職稱或頭銜等的關鍵詞，如「北韓」與「領導人」；也有單純表達死亡意義

的關鍵詞，如「死」、「死亡」、「享壽」與「逝世」等。除此之外，這些關鍵

詞與「金正日」一詞的關聯強度明顯較其他詞彙來得高。這樣的結果是可以

預料的；由於本文選擇的研究材料是某人物的死亡消息，可想而知，與該人

物高度相關的關鍵詞，不外乎就是用來表明其身分地位或死亡事件的詞彙。 

除了這些相同的關鍵詞之外，研究主要關注的仍是中文與阿拉伯文的相

異之處。根據圖四-22，與「金正日」關聯的中文關鍵詞還有另外兩類，一

類指出死因，如「中風」與「急病」；一類則是與新聞媒介有關的關鍵詞，

如「主播」、「媒體」、「電視」、「電視台」與「CNN」等。而包含這些關鍵

詞的語料在新聞的前後段落均出現，如例（77）至（79），內容皆著重於追

溯金正日的死因，或其生前的健康狀況。 

（77）  根據外電報導，金正日是在搭火車視察時，急病猝逝，但真正死因

目前眾說紛紜，過勞死、心臟病或中風都有（C03） 

（78）  北韓消息來源指出，金正日是在星期六，搭火車視察的過程中，因

為「急病」，不幸過世，享壽 69 歲（C10）；有媒體指出，金正

日是因為疲勞過度、身體不堪負荷，才會死亡，也有媒體猜測，可

能是為心臟病或中風。（C11） 

（79）  金正日健康，過去就頻傳問題！（C12）2008年 8月時，就因為腦

中風倒下，身體虛弱的模樣曾被媒體捕捉到，但北韓官方從未證實

金正日的健康情形（C13） 

與中文不同的是，阿拉伯文的關鍵詞大多與某國家、政府機構或組織有

關，如「白宮（beit abyaDH）」、「美國（amirikiya）」與「外交部（wizaara 

KHaarijiya）」等。包含這些關鍵詞的語料多集中於新聞的後段，如例（80）

與（81），主要內容則在敘述各國對於金正日死亡事件的回應與後續動作。 

 （80） ل الا للااغلفو  نسلقاولفو ن لفألانضجليل جوللصل من جيلعنرلجلاملفو عن لفوال ل  ل

  （A13）.االفكل جاامالا   ا لجلاملجن لا   لل ش لجل لفو ال م لفألمن جن لاااا لانتلفوالال  

  ل لفو  ؤجونجلفألمن جننجلعنرلفاراولجثنققاولغا لجال ي لفو ال ان لفور  يلون ن لفألانضل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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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لجفونااا  لمضن ال  لجفشمطجليلا فولمنا م لااي ال فلا ن ا لجفشمطجلليلج ل الفوجم ا

 （A14）.ليلش الفوج   ملفوال ل  

  譯：美國第一時間針對金正日逝世的消息做出回應，白宮指出，金

正日逝世的消息已通報總統歐巴馬，美國政府也收到這份報告。白

宮新聞秘書長卡尼指出，美國負責單位將與駐南韓與日本的華盛頓

代表密切聯繫，說明華盛頓至今仍需要朝鮮半島維持穩定的情形。 

 （81）ل ل لفونااا لا تث لم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جليلفونااا  لقاولما ت لاا  لج فلملفومالان 

 جلاملفو عن لفوال ل لفوخ اويلج ل الفوخ اون لا تل   ا لجج ل الفوجم ان لاخ  لفو ض للي

ل（A15）.جن لا   لل شل

  譯：日本方面，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日本已同美國與南韓進行會談，

討論關於北韓總統金正日逝世後，北韓定位的問題。 

反觀「金正日」新聞的前段，阿拉伯文的語料內容除了公布其死亡消息

之外，亦有不少內容提及金正日死後南北韓的國際關係及未來發展，如例

（82）至（84）。 

 （82） （A05）.جقتلات ةلع نن لف الاولفو نط لومجنالجن لا   ل ج 

  譯：目前政權將轉移至他的兒子金正恩手上。 

 （83） لفوا هبلفولر  لليل   تلفوجنشلفوال ل لفوجم اي لح   اجعلبللعا لفو لاملا للعا لحاو ل

 لصعاللورلفاا ا ل  لفو ن لفأل لقلفو  ا ي ج ةلججاو ل    ا لفوال ل  لفوجم ان لفوايل ضال ل

 （A06）.طالئلو جنسلفألمجلفول مي

  譯：在逝世消息報導之後，南韓軍隊隨即進入緊張狀態。根據韓聯

社指出，總統府當時成立緊急安全委員會。 

 （84） لا ت  ل9185ل-9180ا تلف ا ا لفو   لفوال ل  لجيلا فولفوال ل اا لل  نالليلحاو لح   ل

 （A08）.يلا  اهتمل ا 

  譯：兩韓在 1950至 1953年戰爭結束後休戰，並未簽署和平協議。

目前仍處於備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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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賈伯斯新聞 

接著，以「賈伯斯」為核心的中文與阿拉伯文詞彙關聯對比，如圖四-23。 

圖 四-23 中阿新聞詞彙關聯對比─以「賈伯斯」為核心 

 

由圖四-23可知，與「賈伯斯」關聯的中文詞彙僅「蘋果」與「執行長」

兩個關鍵詞，且兩者均用來表示賈伯斯的身分地位；前者代表其所屬的公司

名稱，後者為其職位。研究發現，包含這些關鍵詞的中文語料在新聞的前後

段落均出現，然而，其敘述重點並不在交代賈伯斯的身分，而是在說明其生

前的健康狀況與死因，如例（85）至（87）。 

（85）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最新訊息，蘋果前執行長，也是創

辦人之一「史蒂夫‧賈伯斯」過世了（C17），他在 2003 年首次

發現癌症之後，一直跟病魔對抗（C18） 

（86）  和癌症對抗好多年的賈伯斯非常削瘦，在今年 8 月，因為健康因

素，辭去了執行長的職務，終究還是敵不過病魔，在 5日過世（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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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回賈伯斯健康，至於他的真正死因，目前家人

和蘋果公司，都沒有披露。（C34） 

阿拉伯文也有「蘋果（abl）」或「蘋果公司（sharika abl）」等表示賈伯

斯所屬公司的關鍵詞，如圖四-25所見。然而，與中文不同的是，阿拉伯文

還有「辭職（istiqaal）」、「成就（najaaHaat）」、「電腦（HaaSub）」與「iPad」

等詞，且包含這些關鍵詞的語料主要出現於新聞的後段，如例（88）與（89），

內容多半在敘述賈伯斯的生平事蹟。 

 （88） / غ طسل72 عنجلناو ال   لجحارلجلااالجا لا ا لليلعطن لم ضن لجا   لفواا يل/لجمملل ما  

 （A34）.آ لفو ا  لف الاواالج ت  لعا لألاش لاالجالهلفلفو مربلو  اعتةلان لج ك

  譯：從 1月開始直到賈伯斯逝世這段期間，他請了病假，並在 8/24

日宣布辭去蘋果執行長一職，將這個職位留給蒂姆庫克。 

 （89） عا ل"آ لا ص"اط   لا ا لمخ شلفو   نلرللجمجلفومجاحاةلفوايلحللا الفوخ ج لليلع تلا ا  

  （A38）ل.7001عا ل"لآ لااص"ث لفو ا   لفون حيلل 7002عا ل"لآ لل  "جفو ااجلفولجيلل 7009

  ج عنرلش جاة"للج   لم انش"ليلفو ا ملفألنن ملاامطرلش ج ل"ل اش"انتلفومجاحاةلا ن ل

 （A39）.منناللصجيلل528  تلعنرلفو او لمجلحن لفولن  لا  سلماول  قيل 

  譯：蘋果在賈伯斯時期所獲得的的成就有 2001年的 iPod、2007年

的 iPhone智慧型手機、以及 2009年的 iPad 平版電腦。這些成就使

得蘋果在後半世紀成為除了 Exxon Mobil 之外世界最大的公司，它

的股價增加至 375美元。 

至於「賈伯斯」新聞的前段，阿拉伯文語料除了公布其死亡消息之外，

主要內容則是在強調賈伯斯所帶來的影響歷久不衰，如例（90）與（91）。 

 （90）  اا  ل ا تصل … من جالن  ةل اا  "ان م  غلمجلا االقاولل نسلانت  ل ن   لكلما الشل

 ."（A20） لالالةلشالشلفو او لو تمل اناو

  譯：另一方面，紐約市長彭博談到「美國失去了一個天才……他的

思想也將影響整個世界，並延續好幾代」。 

 （91） لجحال ا شل اتف انجلننجلجلف ةلش ج لمالجا ل حتل  فةلونا الجلمجلاما  ا لج"ج ضاتل

 ."（A27）  اسل ا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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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他進一步說到「賈伯斯留下這個除了他，沒有其他人能夠建設

的公司，他的精神將永遠罩蔭其中，成為其根基」。 

三、 賓拉登新聞 

接下來，以「賓拉登」為核心的中文與阿拉伯文詞彙關聯對比，如圖四-24。 

   圖 四-24 中阿新聞詞彙關聯對比─以「賓拉登」為核心 

 

根據圖四-24，中文與阿拉伯文相同的有「攻擊」與「基地組織」兩個

關鍵詞；然而，與「賓拉登」關聯的阿拉伯文關鍵詞明顯較中文多，如阿拉

伯文還有「世界（Eaalam）」、「美國（amirikiy）」、「巴基斯坦（baakistaan）」

與「殺（qatal）」等關鍵詞。檢視包含這些關鍵詞的語料發現，在例（92）

至（95）中，中文均著重於敘述「賓拉登被擊斃」、「賓拉登頭部中彈斃命」

或「賓拉登的死訊」等結果，並未明確指出整起事件的主導者是美國，亦未

探討事件發生的原因。而在提及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時，如例（92）與（95），

中文亦選用「追緝」、「捉拿」或「擊斃」賓拉登等詞，而不選用「殺死」或

「殺害」，目的便是為了塑造美國正義的形象，突顯美國此次行動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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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美軍追緝長達 10 年，911 恐怖攻擊的幕後藏鏡人 -「基地組織」

首腦「賓拉登」終於遭到擊斃（C35） 

（93）  40分鐘的攻擊行動，賓拉登頭部中彈斃命，他的兒子也同時身亡（C37） 

（94）  半島電視台主播：「花了 10 年時間，美國總統歐巴馬說，終於伸

張正義，他宣布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的死訊。」（C47） 

（95）  目擊者描述美方捉拿賓拉登經過，整個攻擊進行 40 分鐘，除了擊

斃賓拉登之外，另外還有 3 男 1女被打死，當中包含賓拉登的一個

兒子。（C55） 

至於阿拉伯文語料，如例（96）與（97），不但選用「殺（qatal, maqtal）」

來指出「美國殺死賓拉登」的事實；並且明確點出事件的導火線，將整起事

件歸因於「九一一事件」，如例（98）與（99）。 

  （96） لا تلمطالصملصفم لعخ مل عن لام ن لفولاعتمل  ام لاجليص لملاش عنم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

 ...（A40）ليلهج  ل  لاالجحتملنا  لعنرل لفضيلااج اا ل ع ف 

  譯：美國宣布殺死
‧‧

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在近十年追捕之後的一

場巴基斯坦攻擊當中…… 

  （97） ...（A42）اجليص لملاشحارللجل لم  ج لعمن  لا ةلجقاولل لق ملنا  ل  لةلفو  نن  

  譯：（歐巴馬）他說私人武力執行了這次行動，這場激烈的戰事殺
‧

死
‧
了賓拉登…… 

  ）98（ /  ا   ل99هج اةل   لثاث لآيتل من جيلليللفو  نن لفوايلا تهالجفشمطجلف الامالو لاش...

 ممللهج  لفوايلف ا تل لع ق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جفعا  ةل ج  ل    لو ال7009  ن ولعا ل

 .9128ان ولهالا لعا ل

  譯：……這場戰事是華盛頓為了報復在 2001
‧‧‧‧

年
‧

9
‧
月
‧

11
‧‧
日
‧
近三千名

美國人在攻擊
‧‧

中死亡而準備的。這場戰事指出美國的深不可測，也

被認為是繼 1945年珍珠港事變以來最重大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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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فو ج  لعنرلم منيليللاتجلةلقاولما الشلان م  غلع تمل ن   لكلحن ل لطل جا   لفوض ا ا

 فآل ل  لا قتلا ا لج  لفألمن جننجلل ل لجفحلفولانرل  الجل7009م ج لفواجالملفو او يلعا ل

 （A54）.  لجفلا  ته لالاشلاجليص ل جلفعالاوا

  譯：至於紐約市長彭博說到，200
‧‧‧

1
‧
年在世貿大樓
‧‧‧‧‧‧

的攻擊
‧‧‧

中墜落的

大批犧牲者的靈魂，現在或許能得到安息，而美國人藉由賓拉登的

死亡實現了他們的承諾。 

四、 海珊新聞 

最後，以「海珊」為核心的中文與阿拉伯文詞彙關聯對比，如圖四-25。 

圖 四-25 中阿新聞詞彙關聯對比─以「海珊」為核心 

 

從圖四-25可知，與「海珊」關聯的中文與阿拉伯文關鍵詞中，相同的

僅表示其國籍的「伊拉克」一詞。除此之外，中文的關鍵詞僅有「美國」；

相較之下阿拉伯文多出許多，其中，大部分是與海珊死法有關的關鍵詞，如

「暴力（Eunf）」、「罪行（jaraaHAMZAim）」、「絞刑懲罰（Euquba iEd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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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Euquba）」「海珊絞刑（iEdaam Saddam）」與「絞刑（iEdaam）」等。 

從包含這些關鍵詞的語料來看，與「賓拉登」新聞不同的是，中文在「海

珊」新聞中點出美國是整起事件的主導者，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亦在新聞後

段交代，如例（100）與（101）。然而，在提及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時，中文

仍選用「揮軍」、「起訴」與「判決」等詞塑造美國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100）  2003 年，美國以海珊坐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揮軍伊拉克（C70），

不出 3個月，海珊兵敗逃亡，年底就在老家附近的地洞被捕，隨即

遭到美國指派的特別法庭，以 12項違反人道罪名起訴。（C71） 

（101）  這場由美國主導的世紀大審，判決海珊的死亡命運（C72），正在

享受年假的美國總統布希表示，海珊的死將使得伊拉克局勢趨於穩

定（C73） 

至於阿拉伯文，如例（102）至（104），並未直接針對美國在整起事件

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評價，而是藉由各個國家或組織的反對意見，間接說明美

國主導此行為的不正當性。 

 （102） ل لحال لفإلعتف "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جقاول"لصج لا  ظ"فو   لفيشا فجيلفو    يل صف ل

  （A67）".يل  الجلم اق  ل  لا    لليلحقلفإل  ا ن لا ل ا لغن لل  ا ن ..لصف  اله    

  譯：法國社會黨譴責對前伊拉克總統「公開」執行絞刑，說到「絞

刑總是無效的，在人權立場上，沒有任何一種罪行可以用非人道的

方式來懲罰」。 

  （103） （A71）".جعل ا لفإلعتف ل  ضا ت جلفوج ف  لفوايلفلاال  ال تف لح نجل"فيا اصلفألجلجايل

  譯：歐盟：「我們譴責那些海珊犯下的罪行以及絞刑所帶來的罪行。」 

  （104） لجف ا اجاةلحل قلفإل  ا  تف لح نجلجا لم ؤجيلعجل ل  لفوج ف  ل"هن مجللف اسلججاشل

 يل  الجل  لا  للفإلعتف  لفو ل ا لفو حخن ل-جل لجا  لعنرلصلا لج ن ملمجلفو حخن -والجل ل اوال

ل（A77）..."جفوا  ا ن 

  譯：人權觀察組織：「海珊要為重大的罪行與侵犯人權負責，但他

的行為不能以絞刑或殘忍不人道的懲罰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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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言，在「金正日」與「賈伯斯」新聞中，中文關鍵詞多與死

因有關，著重於追溯人物生前的健康狀況及死亡原因；阿拉伯文則是將重點

放在事件的後續發展或死者死後所帶來的影響。而在「賓拉登」與「海珊」

新聞中，中文所使用的詞彙塑造了美國正義的形象與其行為的正當性；然

而，阿拉伯文所使用的詞彙則加強了美國負面的形象與其行為的不正當性。 

第五節 小結 

在第四章中，本文從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等層面，

分析中文與阿拉伯文網路新聞的語言形式差異，並將研究所得分為量化與質

化結果，敘述如下。 

在敘事結構方面，主要發現有三。第一，在網路新聞中，中文與阿拉伯

文最常使用的是「進展」與「評議」，兩者所占比例約為整體敘事結構的七

至八成。第二，除了「進展」之外，中文使用其他部分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

文。第三，在撰寫某人物死亡的新聞報導時，中文傾向敘述死亡之前的事件，

阿拉伯文則傾向敘述死亡之後的事件。 

在及物系統方面，主要發現有三。第一，在網路新聞中，中文與阿拉伯

文最常使用的是「物質過程」與「言語過程」，兩者所占比例約為整個及物

系統的七至八成。第二，除了「言語過程」之外，中文使用其他過程的比例

均高於阿拉伯文。第三，在撰寫某人物死亡的新聞報導時，中文傾向以「人」

為中心，敘述某人做了或發生了什麼事。而阿拉伯文傾向以「事」為中心，

敘述某事件的後續發展或影響。 

在轉述話語方面，本研究分為「轉述類型」與「消息來源」兩部分探討。

從轉述類型來看，中文與阿拉伯文使用「無標記語」的比例偏高，唯中文的

比例仍高於阿拉伯文。除此之外，中文使用「直接引語」居多，阿拉伯文使

用「間接引語」為多。另一方面，從消息來源的地區分布及語料內容來看，

在四篇新聞中，中文消息來源多集中於美國，阿拉伯文則多為美國與其他地

區；而在「賓拉登」與「海珊」新聞中，中文語料內容傾向親美立場，阿拉

伯文則傾向反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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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彙關聯方面，本研究分別統計中文與阿拉伯文各篇新聞與「金正日

／kim junGH iyil」、「賈伯斯／jobz」、「賓拉登／bin laaden」與「海珊／

Hussein」等詞彙關聯的關鍵詞。結果發現，中文與阿拉伯文相同的是，與

人物主角關聯強度最強的關鍵詞，均是用來表明其身分地位或死亡事件的詞

彙。不同的是，在「金正日」與「賈伯斯」新聞中，中文的關鍵詞多與死因

有關，著重追溯人物生前的健康狀況及死亡原因，阿拉伯文則將重點放在人

物死後所帶來的後續發展或影響；而在「賓拉登」與「海珊」新聞中，中文

語料在提及美國扮演的角色時，著重塑造其正義的形象與行為的正當性，而

阿拉伯文語料則試圖加強美國的負面形象，暗指其主導該行為的不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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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討論 

本章分為五節，前三節分別從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認知面向、思維模式與

對美國態度等文化角度切入，對照研究結果進行討論。第四節則針對中阿語

言與文化之差異，提出中文閱讀教學目標及教學步驟。最後，第五節小結。 

第一節 「過去面向」與「未來面向」 

首先，根據敘事結構的分析所得，從整體所占比例最高的「進展」與「評

議」來看，在撰寫某人物死亡的新聞報導時，中文傾向敘述人物死亡之前事

件發生的過程，並評議其死前的事件；阿拉伯文則傾向敘述人物死亡之後事

件發生的過程，並評議其死後的事件。回顧前人的研究發現，中文的時間隱

喻以面向過去為主（張建理，2003；Ahrens & Huang, 2002; Alverson, 1994），

阿拉伯文的時間隱喻則以面向未來為主（Hamdi, 2010）。而此時間隱喻的認

知面向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似可互相呼應，顯示就篇章分析的層面而言，

中文仍是面向過去，阿拉伯文則是面向未來。 

另一方面，從宗教對於生死議題的詮釋來看中阿敘述視點的差異，戴康

生與彭耀（2006）指出，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具有現世主義的特質，

注重人生活於現實社會的價值。因此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37，便是

在告誡人們重視並創造生命存在的價值。此外，鄭志明（2006）表示，道教

在面對生死問題時，講求「長生」與「不死」。因為道教認為人死不能復生38，

無所謂死後的世界，因此人生在世應極力追求永恆長存。而中華文化受到儒

家思想與道教的影響甚深，其衍生而來的文化亦具有重視現世生活的特質。 

至於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的阿拉伯文化，其反映的文化特質又為何？

從恩霖（2007）指出，《古蘭經》（Koran）規定穆斯林的基本信條有「六信」，

其中一項便是「信後世」。「信後世」指的是相信「死後復活」與「末日審判」。

                                              
37

 原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不

知生，焉知死？」，引自《論語先進篇》。 
38

 原文：夫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今人居天地之間，從天地開闢以來，

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引自《太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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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穆斯林而言，他們堅信世界末日總有一天會到來。當這天來臨時，所有

死去的人們都將復活，接受真主對自己在世時所作所為的審判；此時，行善

者將進天堂，作惡者將下火獄。因此，伊斯蘭教呼籲穆斯林應多做善行，以

便為後世歸宿創造美好的生活條件。阿布達拉提（1997/2008）亦談到，對

於穆斯林而言，人的生命就像是一段短暫的旅程，這段旅程只是「後世永恆

生命的一個開端」；換句話說，人生在世所應該關心的，是那些在未來生命

中對自己有用的東西，為此，每個人應隨時做好進入後世的準備。《古蘭經》

的經文亦說明了阿拉伯文化這種重視後世歸宿的特質，如例（1）至（4）。 

ِ لَجفوَْمْنشِللوِنمَّاسِلل   ِّجَل لَمْطََ ِملِمَجلفولَّهَِبلَجفوْ ِضَّ لفوخَّ ََ فِةلِمَجلفومَِّ اِ لَجفوْ َمِنَجلَجفوْلَمَاِطنِ لفوْ   بُّ   （1） ح 

لفوْ َل ْ ج  لفْوَ نَاِملفوتُّ ْنَالۖلَجهللاَّ لِعْمَتة لح  وَِتلَماَا   َمِ لَجفأْلَ َْ اِ لَجفوَْ ْ ِ لۗلَ َٰ َّ  َ  （3：14）آ ِلفوْ  

  譯：迷惑世人的，是令人愛好的事物，如妻子、兒女、金銀、寶藏、

駿馬、牲畜、禾稼等。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真主那裡，卻有

優美的歸宿。 

لقَنِنش ل لفوَْ نَاِملفوتُّ ْنَاللِيلفآْلِنَ ِمللِيَّ   （2） （9：38）لََ الَماَا  

 譯：今世的享受比起後世的幸福來是微不足道的。 

لَماَا  ل ْ نَاللِيلفآْلِنَ ِمللِيَّ  （3） （13：26）َجَمالفْوَ نَام لفوتُّ

  譯：今世的生活比起後世的生活來，只是一種（暫時）的享受。 

لَج َاْلَرَٰل  （4） （89：17） َجفآْلِنَ م لَننْ  

  譯：其實，後世是更好的，是更久長的。 

研究認為，中華文化的現世觀與阿拉伯文化的後世觀，亦反映在敘事結

構的差異上，即中文敘述傾向死亡之前的事件，阿拉伯文傾向敘述死亡之後

的事件。本研究推測此差異便可能造成阿拉伯學習者在閱讀或書寫文章時難

以理解，或產生有如 Kaplan（1966）所說的失焦問題，教學時宜特別注意。

至於中文與阿拉伯文對於兩世生活重視程度的差異，是否亦能從認知面向

的角度，解釋為中文面向過去與阿拉伯文面向未來，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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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體思維」與「客體思維」 

其次，從及物系統的分析結果可知，在撰寫某人物死亡的新聞報導時，

中文使用「物質過程」、「心理過程」與「行為過程」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

此外，中文傾向以「人」為核心，敘述某人做了或發生了什麼事；阿拉伯文

傾向以「事」為核心，敘述某事件的後續發展或影響。回顧 Halliday（1985）

的觀點，物質、心理與行為過程的參與者多以「人」為主，這些過程不是表

達某人做某件事的過程，就是用來描述某人的心理狀態或生理活動。中文使

用這些過程的比例高於阿拉伯文，亦顯示中文傾向以「人」為核心的敘述方

式。而上述研究結果與文獻所指相符，即中華文化傾向以「人」為本的主體

思維（申小龍，2003；朱立才，1997；戴昭銘，1996），阿拉伯文化傾向以

「事」為本的客體思維（朱立才，1997；周文巨、陳杰，2007；國少華，2009）。 

此外，本研究結果與曾金金（2008）從俗諺中分析台灣文化特質的結果

一致。根據曾金金的統計，在華諺排名前十名的詞頻當中，帶有「人」的詞

條者排名第三，諸如「人定勝天」、「人怕出名豬怕肥」、「一樣米養百樣人」、

「天無絕人之路」、「一人做事一人當」、「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天下

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等，皆反映中華文化以「人」為關懷對象的中心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文獻（周文巨、陳杰，2007；國少華，2009）在列

舉阿拉伯文體現於客體思維的例句時，所舉例句多半如例（5）至（8）的句

子。然而，這些句子若直譯成中文，與正確句子的結構明顯有很大差異，顯

然不符合中文語法。一般來說，成人在學習第二語言之前，已經具備第一語

言所建立的完整概念，因此，成人能透過經驗分析與邏輯推演能力來掌握語

言（Ausubel, 1964; Krashen, 1981）。正因如此，本研究認為此類與中文語法

結構差異甚大的偏誤情形，對於成人學習者而言，應不至於構成學習難點。 

（5）  阿文： .ضربته الشمس أمس  （周文巨、陳杰，2007） 

  中文：*太陽昨天打了他。（他昨天中暑了） 

（6）  阿文：لعننالفو  ض .فشات   （周文巨、陳杰，2007） 

  中文：*疾病加重於他。（他病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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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文： .يكاد يقتله الحر    （國少華，2009） 

  中文：*炎熱幾乎殺死了他。（他幾乎要熱死了） 

（8）  阿文： .تقدمت به السن    （國少華，2009） 

  中文：*年齡帶他前進。（他上了年紀） 

那麼，阿拉伯華語學習者在進行篇章敘述時，可能出現的學習難點為

何？本研究進一步檢視實際語料，從「金正日」、「賈伯斯」、「賓拉登」與「海

珊」新聞中，挑選既能表達相似情境，又能體現中阿主客體思維差異的語料，

整理如表五-1。在表五-1中，雖然語料皆反映中文以「人」為本的主體思維，

與阿拉伯文以「事」為本的客體思維；然而，從阿拉伯文語料的中文翻譯發

現，以「事」為主體的敘述方式有時亦符合中文的語法規範，能為母語者所

理解，儘管母語者可能不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因此，研究推測，這樣的敘

述方式便容易造成阿拉伯學習者的錯誤理解與誤用，在教學時應特別指出。 

表 五-1 反映中阿主客體思維之語料實例 

中文語料 

以人為本的主體思維 

阿拉伯文語料 

以事為本的客體思維 

目前雖已確定金正恩將成為北韓政權

接班人……（C15） 

  .ف الاولفو نط لومجنالجن لا   ل ج لعمليةجقتلات ةل

譯：目前政權
‧‧

將轉移至他的兒子金正恩

手上。（A05） 

這位蘋果幕後的最佳推手，成功的把

iPhone、iPad、iPod、iMac 以及 iTunes

等產品，推上世界的頂峰。（C32） 

 لمن النجاح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شركة في عهد جوبزج

 ل7009عا ل "آ لا ص"مخ شلفو   نلرلاط   لا ا ل

لآ لل  "جفو ااجلفولجيل ل" لفو ا   ل7002عا  لث   

  .7001 عا "لآ لااص"فون حيل

譯：蘋果在賈伯斯時期所獲得的成就
‧‧‧‧‧‧‧‧‧‧‧‧‧‧

有

2001年的 iPod、2007年的 iPhone智慧型

手機、以及2009年的iPad平版電腦。（A38） 

美東時間 5 月 1 日深夜 11 點 35 分，美

國總統歐巴馬親自向全球宣布這個重

大訊息。（C41） 

ار  حلل جااماللياا لفإلعا لعنرلو ا لفو  نسلاالفكل

  .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 ملاضبلليلجق لما ن لاا قن 

譯：這則消息
‧‧‧‧

來自總統歐巴馬稍早在美

國當地時間發表的簡短演說當中。（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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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崛起的海珊，鐵腕統治伊拉克

25 年，對內剷除異己，掃蕩反對勢力，

對外連年發動戰爭，先後主導 8 年的兩

伊戰爭，在兵疲民困的情況下入侵科威

特，招來第一次波灣戰爭。（C69） 

 

لجلإعدامه... لفو  م    لفو  ن نج للجح لمج الجهاد  ن ل 

لجلفي العراق لض فجم  القوات  الهجمات ضد ن صفص

الكراهية  ا ا   لفآليتلمجلفوماسل نم ض  لجلالمحتلة

ل ...ا أللقن ا  لألميركا

譯：……（海珊）他的絞刑
‧‧‧‧

將振奮穆斯林

的精神，在伊拉克的聖戰
‧‧‧‧‧‧‧

將越演越烈，對
‧

占領軍的攻擊
‧‧‧‧‧‧

將增加，人數將增加至上千

人，仇美心態
‧‧‧‧

將充斥在他們心中。（A75） 

 

第三節 「親美文化」與「反美文化」 

最後，根據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的分析結果，中文的消息來源較單一，

多集中於美國；阿拉伯文的消息來源則相對多元，分布於美國與其他地區。

此外，在「賓拉登」與「海珊」新聞中，中文與阿拉伯文提到美國時，中文

著重於塑造美國正義的形象與行為的正當性；阿拉伯文則多處指出人物死因

或死法，暗示美國行為的不正當性。而上述研究結果則反映出中文的親美文

化與阿拉伯文的反美文化。 

曾有文獻（李美華，2005；蔡欣怡，2006）分析台灣報紙的新聞來源、

涵蓋範圍、報導產量與報導內容，得到與本研究相同的結論。根據李美華的

統計，她分析 90 年代後期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與「自

由時報」等報紙的國際新聞發現，台灣強烈倚賴國外新聞通訊社與國外報章

雜誌等媒體提供資訊，對外依附程度嚴重，導致台灣國際新聞報導諸多的不

平衡現象。李美華指出，十多年來四家報紙的國際新聞所涵蓋的報導區域，

多集中於美國；新聞總量也以美國居多，且其所占比例遠超過其他國家。除

此之外，多數在報導與美國相關的新聞內容時，正面新聞亦多於負面新聞。 

蔡欣怡（2006）則探討台灣報紙對「九一一事件」的相關報導與媒體呈

現的美國形象之間的關聯。蔡欣怡發現，媒體所謂中立客觀的報導，實際上

仍多從美國的觀點出發，引述美國官員、專家或學者言論的報導。蔡將台灣

這種意識型態被美國所殖民的現象，稱為台灣的「後殖民」。而此亦映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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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興（2004）所言，台灣的親美意識早已成為社會文化的共識，以致於長期

以來在外交關係上，美方的反應常成為政府決策的關鍵。例如美國對台的軍

售案，開放含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案等，皆顯示出台灣政府的親美路線。

而影響國際新聞走向的因素之一，即一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將決定該國的媒

體如何呈現新聞事件（Chomsky, 1989; Gans, 1979; Gitlin, 1980; Schiller, 

1976；引自李美華，2005）。研究認為，這也是台灣新聞傾向親美的原因之一。 

關於阿拉伯國家的反美文化，目前尚無相關的新聞語料統計反映此一結

論，多數研究僅從國際關係或文明衝突的角度探討。事實上，阿拉伯國家的

反美意識由來已久，本研究認為其中主要原因莫過於美國外交政策的霸權主

義，以及長期以來支持以色列的緣故。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以「反恐」為

由強勢入侵阿拉伯國家，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均引起阿拉伯

國家的撻伐。此外，每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自殺炸彈客採取攻擊時，美國

亦無法有效地管制以色列的行為，更加深了美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 

然而，從華語教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中文親美與阿拉伯文反美的差異

亦可能隨著個人看法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研究認為，此主觀立場的差異並不

至於造成阿拉伯學習者在閱讀理解上的困難，教學時僅需說明此現象即可。

而針對本章所指中阿語言與文化之差異，以下提出中文閱讀教學應用供參。 

第四節 教學應用 

一般來說，華語學習者在閱讀時，因受到本身母語及思維、認知等文化

因素影響，常有難以理解或理解有誤等情形產生。根據研究結果，本文認為

在進行閱讀教學時，有必要針對中文與阿拉伯文「認知面向」與「思維模式」

的差異，提醒學習者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連結，並學習中文慣用的敘述模式，

藉此改善可能產生的困難。至於親美與反美的差異，由於涉及敘述者主觀立

場的偏好，與語言結構的正確性（grammaticality）或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並無太大關係，研究認為在教學時僅需點出差異即可。因此，本節擬針對高

級程度的阿拉伯華語學習者，訂定中文網路新聞閱讀教學目標與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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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目標 

（一）了解新聞敘事的篇章結構及中文各敘事結構的比重。 

教師須使學習者了解基本的敘事結構，包含點題、指向、進展、評議、

結果或結局與收尾等六部分，然而，有些新聞的敘事結構僅包含其中幾個部

分。此外，在新聞的敘事結構中，事件的結果或結局通常包含在點題之中最

先出現，其次是指向，最後是收尾。至於進展與評議則是穿插於篇章中出現，

同時，兩者是敘事結構的核心，其所占比例約為整體敘事結構的七至八成。 

（二）了解中文的過去面向，著重於追溯死因與死前事蹟。 

教師須使學習者了解中文在撰寫人物死亡消息時，傾向敘述死亡之前

的事件，包括追溯死因、死者生前狀況、死者生前說過的話與做過的事等。 

（三）了解中文的主體思維，傾向以人為核心的敘述方式。 

教師須使學習者了解中文敘述傾向以「人」為核心，敘述死者做了或

發生了什麼事。此與阿拉伯文傾向以「事」為核心的敘述方式明顯不同。 

二、 教學步驟 

首先，華語教師可自製如表五-2 的學習單，學習單上僅呈現分段後的

新聞語句，如表五-2 左邊欄位所示，教師可依班級程度決定新聞篇章的長

短與內容；右邊欄位則留白39。其次，講解敘事結構的六個部分定義，並讓

學習者選擇各段落所屬結構，填入右邊欄位。接著，與學習者討論各段主旨，

試圖引導學習者了解，中文在撰寫人物死亡的消息時，傾向敘述與死亡之前

相關的事件，包括死者死因與生前健康狀況等。最後，讓學習者圈選各句的

主語，如黑色粗體字所示，從中點出中文傾向以「人」為核心的敘述方式。 

  

                                              
39

 此處為呈現完整之教學範例，故右邊欄位不留白，以便說明實際教學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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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中文網路新聞閱讀教學範例—以人物死亡消息為例40
 

一個震驚演藝圈的消息，帽子歌后鳳飛飛驚傳罹

患肺癌，1 月 3 日病逝，在昨天已經入塔長眠她

的故鄉桃園大溪。 

 [點題]摘要整起事件[指向]

點出死因、死亡時間與地點 

去年她取消巡迴演唱，一度曾經透過錄音，向粉

絲道歉，怕歌迷親友擔心，只說是聲帶長了東西。

當時外界都以為只是長繭，沒想到卻是癌細胞轉

移，最後不敵病魔，離開人世，享年 60 歲。 

 [進展]追溯死者的健康狀況 

已故歌手鳳飛飛：「對自己聲音出了狀況，而演

唱會不能如期演出，我也要向支持這次演唱會的

朋友說聲抱歉。」 

 [評議]轉述死者生前的話語 

去年 5 月，鳳飛飛透過錄音，宣布聲帶長東西，

不得已要暫停巡迴演唱會。原本還跟歌迷約好，

今年 9 月開唱。沒想到原來當時她罹患肺癌末

期，癌細胞轉移到喉嚨，經過半年化療無效，今

年 1 月 3 日凌晨病逝在香港。 

 [進展]敘述死者的病情發展 

鳳飛飛委任律師江燕偉：「鳳姐她其實是一個很

體貼、低調的人，當時就有要求我們，一定要在

辦完後事之後，才對外公布消息。」 

 [評議]轉述他人對死者評價 

鳳飛飛生前就很低調，也很體貼家人跟粉絲，確

定罹患肺癌時，還沒讓鳳媽媽知道，就是怕大家

擔心。在她離開人間前，除了家人還惦記者歌

迷，特別在官網親筆簽名一張賀年卡，同時留了

51 字的遺言。 

 [進展]敘述死者生前的作為 

去年演唱會取消前，鳳飛飛接受 TVBS 獨家專

訪，談到人生充滿感觸，還說自己早晚要回歸故

土。死訊傳回大溪老家，鄰居震驚不敢置信。帽

子歌后走了，留給親友歌迷無限感傷。 

 [收尾]回應主題，總結撰稿
者本身對於整起事件的看法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主要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對照中文與阿拉伯文的認知面向、思

                                              
40

 表五-2 內容改編自張雅惠（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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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模式與國際關係等文化層面進行討論，並針對華語文教學提出個人淺見。 

首先，就認知面向而言，根據敘事結構的分析所得，中文傾向敘述人物

死亡之前的事件，阿拉伯文傾向敘述人物死亡之後的事件；此研究結果進一

步支持中阿時間隱喻的認知面向，即中文以面向過去為主（張建理，2003；

Ahrens & Huang, 2002; Alverson, 1994），阿拉伯文以面向未來為主（Hamdi, 

2010）。此外，分析結果同時反映了中華文化的現世觀（鄭志明，2006；戴

康生、彭耀，2006）與阿拉伯文化的後世觀（阿布達拉提，1997/2008；從

恩霖，2007）。 

其次，根據及物系統的分析所得，中文使用「物質過程」、「心理過程」

與「行為過程」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且中文傾向以「人」為核心敘述，

阿拉伯文傾向以「事」為核心敘述。此結果符合文獻所指，即中華文化傾向

以「人」為本的主體思維（申小龍，2003；朱立才，1997；戴昭銘，1996），

阿拉伯文化傾向以「事」為本的客體思維（朱立才，1997；周文巨、陳杰，

2007；國少華，2009）。此外，研究結果亦與曾金金（2008）統計華諺中帶

有「人」的詞頻比例較高的結果一致。 

最後，根據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的分析所得，中文傾向親美，阿拉伯文

傾向反美。此結果與前人（李美華，2005；蔡欣怡，2006）統計台灣報紙的

新聞來源、涵蓋範圍與報導內容等，發現台灣以美國報導為多的結論一致。 

針對上述語言與文化的研究結果，本文建議，教學時若能指出中阿「認

知面向」與「思維模式」的差異，將有助於改善學習者可能產生的偏誤。至

於中阿「親美與反美」文化的差異，研究認為，教學時僅需說明此差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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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金正日」、「賈伯斯」、「賓拉登」與「海珊」死亡消息中，分

析中文與阿拉伯文於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關聯等四個層面

的差異，進而從語言與文化的角度，探討此差異與中阿文化之間的連結。以

下總結本文主要發現，並回應研究問題如下。 

在新聞的敘事結構方面，中文與阿拉伯文相同的是，兩者最常使用的都

是「進展」與「評議」，其所占比例約為整體敘事結構的七至八成。不同的

是，除了「進展」以外，中文使用「點題」、「指向」、「評議」、「結果或結局」

與「收尾」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其次，中文傾向敘述死亡之前的事件，

阿拉伯文傾向敘述死亡之後的事件。從最後一點來看語言與文化的互動關

係，研究認為此與中文面向過去，阿拉伯文面向未來的時間認知方向有關。 

在新聞的及物系統方面，中文與阿拉伯文最常使用的皆為「物質過程」

與「言語過程」，兩者所占比例約為整個及物系統的七至八成。不同的是，

除了「言語過程」外，中文使用「物質過程」、「心理過程」、「行為過程」、「存

在過程」與「關係過程」的比例均高於阿拉伯文。其次，中文傾向以「人」

為核心，敘述某人做了什麼事或發生了什麼事；阿拉伯文則傾向以「事」為

核心，敘述某事的後續發展或影響。從兩者相異之處來看語言與文化的連

結，研究認為，此乃因中文為主體思維，阿拉伯文為客體思維的不同所致。 

在新聞的轉述話語方面，分為「轉述類型」與「消息來源」兩部分探討。

從轉述類型來看，中文與阿拉伯文使用「無標記語」的比例偏高，唯中文的

比例仍高於阿拉伯文。除此之外，中文使用「直接引語」居多，阿拉伯文使

用「間接引語」為多。另一方面，從消息來源的地區分布及語料內容來看，

中文消息來源多集中於美國，阿拉伯文除了美國之外，尚有近一半的消息來

源為其他地區；此外，中文語料親美立場偏多，阿拉伯文則是反美立場偏多。

此一差異亦同時反映出中文的親美文化，與阿拉伯文的反美文化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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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彙關聯方面，中文與阿拉伯文相同的是，與人物關聯強度最強的關

鍵詞，均是用來表明其身分或死亡事件的詞彙。兩者不同的是，在「金正日」

與「賈伯斯」新聞中，中文的關鍵詞多與死因有關，著重於追溯人物生前的

健康狀況及死亡原因；阿拉伯文則強調人物死後所帶來的影響。而在「賓拉

登」與「海珊」新聞中，中文著重於塑造美國的正義形象及其行為的正當性；

反倒是阿拉伯文的關鍵詞多處指出死因或死法，暗示美國主導該行為的不正

當性。由這點看來，更足以顯示中文親美文化與阿拉伯文反美文化之差異。 

總而言之，中文與阿拉伯文在敘事結構、及物系統、轉述話語與詞彙關

聯等語言形式的差異，確實反映出兩者文化的認知面向、思維模式與對美國

態度的不同。然而，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所提中文與阿拉伯文之差異，

乃是一相對概念，並非絕對。故，針對不同語言所得的分析結果可能不同。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由於各方面現實條件與學術資源的限制，以致本文選擇以阿拉伯文作為

研究材料時，遭遇不少困難。以下僅列舉本文未盡完善之處；針對部分研究

限制，亦附帶說明本文採用之解決方式。 

第一，本研究在分析及物系統時，採用的理論基礎是 Halliday（1985）

的及物性理論（Theory of Transitivity）。然而，此理論所分析的語言是英文，

有關理論所提六種過程的分類與定義，實際上僅適用於英文。當研究將其套

用至中文或阿拉伯文時發現，並非所有語句皆適用；如中文的主題句或阿拉

伯文的名詞句等，英文並無類似的用法。最終，本文將中文的主題句、存現

句、表存在的有字句，以及阿拉伯文部分的名詞句，均歸類為「存在過程」。 

第二，本研究使用的關鍵詞擷取技術，僅支援中文及英文，並不支援阿

拉伯文。因此，本文先將阿拉伯文以羅馬拼音輸出，再進行斷詞及過濾停用

詞。由於過程皆為人工操作，難保未有疏漏。此外，該技術所過濾的中文停

用詞中，除了虛詞外，尚有部分實詞；然而，這些原本被認為是影響統計準

確度的詞彙，有可能正是語言研究所關注的重點。而這可能也是導致本文在

分析新聞的詞彙關聯時，中文關鍵詞明顯偏少的原因之一。為了解決此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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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文除了分析關鍵詞外，亦對照實際語料驗證，確保研究結果未失偏頗。 

第三，在界定語域範圍時，本研究雖已篩選同質性較高的國際新聞，然

而，不同國家對於「國際」與「國內」的定義不同，新聞報導筆數與內容亦

可能因此有所差異。舉例來說，有關賓拉登與海珊的新聞，TVBS-N 網站歸

類為國際新聞；然而，半島網站卻歸類為國際新聞與阿拉伯新聞兩類，且前

者資料筆數少於後者許多。因此，建議日後在選擇國際新聞作為研究範圍

時，須將此點納入考量。此外，礙於有限的時間與人力，本文僅針對「死亡」

主題，篩選中文與阿拉伯文各四篇新聞作為分析語料。後續研究若有餘力，

建議可多蒐集不同的新聞主題，或增加樣本數量，以提升研究之信度與效度。 

第三節 後續研究 

有關後續研究的方向，由於本研究僅選擇與「死亡」有關的中文與阿拉

伯文新聞加以探討，因此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語種，或不同新聞主題進行對

比分析。另一方面，由於目前來台的阿拉伯學習者不多，本文僅針對母語者

的寫作方式進行分析；日後若能找到合適的阿拉伯華語學習者，建議可加入

學習者的中介語語料，相信對於華語寫作及相關研究來說，更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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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語料建置總表 

編號 組別 語料 
敘事 

結構 

及物 

過程 

轉述 

類型 

消息

來源 

C01 KIM 

根據日本 NHK 電視台以及美國 CNN 有線電視網的最

新消息，北韓領導人金正日確定在前天因急病死亡， 

享壽 69 歲。 

ABS BEH ID 美國 

C02 KIM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已證實在 17 日不幸過世，享壽 69 

歲！ 
ORI BEH UNSIG x 

C03 KIM 

根據外電報導，金正日是在搭火車視察時，急病猝逝，

但真正死因目前眾說紛紜，過勞死、心臟病或中風都

有， 

EVA EXI ID x 

C04 KIM 
而已經消失 50幾天的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姬也出現特別

報導中，身穿喪服，聲淚俱下的宣布這項消息。 
COM VER UNSIG x 

C05 KIM 
北韓電視台主播李春姬：「偉大的國家領導人金正日同

志，突然在 2011 年 12 月 17 日早上 8 點半，疾病猝逝。」 
ORI VER DD 其他 

C06 KIM 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姬身穿黒色喪服，聲淚俱下， EVA BEH UNSIG x 

C07 KIM 
北韓官方電視台一早緊急播出「特別報導」，證實領導

人金正日已不幸辭世。 
COM MEN ID x 

C08 KIM 
CNN 主播：「我們剛剛收到最新消息，北韓領導人金

正日，據報已死亡。」 
COM VER DD 美國 

C09 KIM 
金正日辭世的消息一傳開， 包括 CNN、NHK 等國際

媒體，立刻爭相報導， 
EVA MAT UNSIG x 

C10 KIM 
北韓消息來源指出，金正日是在星期六，搭火車視察

的過程中，因為「急病」，不幸過世，享壽 69 歲； 
COM BEH ID 其他 

C11 KIM 
有媒體指出，金正日是因為疲勞過度、身體不堪負荷，

才會死亡，也有媒體猜測，可能是為心臟病或中風。 
EVA EXI ID x 

C12 KIM 金正日健康，過去就頻傳問題！ EVA EXI UNSIG x 

C13 KIM 

2008 年 8 月時，就因為腦中風倒下，身體虛弱的模樣

曾被媒體捕捉到，但北韓官方從未證實金正日的健康

情形； 

COM MEN UNSIG x 

C14 KIM 

外電報導，金正日的告別式將於 12 月 28 日，在北韓

首都平壤舉行，並由小兒子金正恩擔任治喪委員會主

席，追思儀式將持續至 29 日。 

RES REL ID x 

C15 KIM 
目前雖已確定金正恩將成為北韓政權接班人，不過外

界擔心金正恩過於年輕，無法控制北韓軍方勢力， 
COD MEN UNSI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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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 KIM 南韓已進入備戰狀態。 COD MAT UNSIG x 

C17 STE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最新訊息，蘋果前執行

長，也是創辦人之一「史蒂夫‧賈伯斯」過世了， 
ABS BEH ID 美國 

C18 STE 他在 2003 年首次發現癌症之後，一直跟病魔對抗， ABS MAT UNSIG x 

C19 STE 
昨天蘋果才推出最新 iPhone4S，不過就在今天確認賈

伯斯已經離開了人世。 
ABS MEN UNSIG x 

C20 STE 
這是今年 6 月，賈伯斯生前最後一次在蘋果的記者會

上公開露面，當時他剛動完換肝手術。 
COM REL UNSIG x 

C21 STE 
前蘋果執行長賈伯斯：「我今天很高興，能在這裡跟大

家見面， 
COM VER DD 美國 

C22 STE 
你們有些人知道，我在 5 個月前動了換肝手術，所以

我現在有一個 20 幾歲年輕人的肝，他因為車禍過世。」 
COM REL x x 

C23 STE 

和癌症對抗好多年的賈伯斯非常削瘦，在今年 8 月，

因為健康因素，辭去了執行長的職務，終究還是敵不

過病魔，在 5 日過世， 

COM BEH UNSIG x 

C24 STE 
他的家人在聲明中表示，賈伯斯走得非常平靜，家人

都圍繞在他的身旁。 
EVA VER ID 美國 

C25 STE 

而蘋果官網也馬上打出紀念賈伯斯的網頁，他們在聲

明上說，失去了一位最有遠見、和最富創意的天才，

世界上也損失一位最令人驚奇的人， 

EVA VER ID 美國 

C26 STE 而賈伯斯的精神，也將會永遠和蘋果公司同在。 EVA EXI UNSIG x 

C27 STE 

賈伯斯：「當我 17 歲的時候，我讀到一段話，如果你

把每一天當成最後一天，我會做我準備要做的事情

嗎，如果連續幾天答案都是不的話，我就知道，我需

要改變。」 

COM VER DD 美國 

C28 STE 
這是賈伯斯 2005 年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談到他對生

死的看法， 
COM REL UNSIG x 

C29 STE 而賈伯斯不幸逝世的消息，也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 EVA EXI UNSIG x 

C30 STE 
CNN 主播：「大家晚安，最新的消息，真的是個讓人

心碎的消息。」 
EVA VER DD 美國 

C31 STE 前一天蘋果才發表新的手機，第二天就傳出了噩耗， EVA MAT UNSIG x 

C32 STE 
這位蘋果幕後的最佳推手，成功的把 iPhone、iPad、

iPod、iMac 以及 iTunes 等產品，推上世界的頂峰。 
EVA MAT UNSIG x 

C33 STE 
賈伯斯：「我真的很高興跟大家報告，上星期我們賣出

了第 40 億首歌，不是很棒嗎？」 
COM VER DD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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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STE 
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回賈伯斯健康，至於他的真正死

因，目前家人和蘋果公司，都沒有披露。 
COD MAT UNSIG x 

C35 OSA 
美軍追緝長達 10 年，911 恐怖攻擊的幕後藏鏡人-「基

地組織」首腦「賓拉登」終於遭到擊斃， 
ABS MAT UNSIG x 

C36 OSA 
整個捉拿賓拉登的攻擊行動，由歐巴馬親自下令，暗

夜奇襲賓拉登藏匿的豪宅， 
ABS MAT UNSIG x 

C37 OSA 
40 分鐘的攻擊行動，賓拉登頭部中彈斃命，他的兒子

也同時身亡， 
ABS MAT UNSIG x 

C38 OSA 
而稍早巴基斯坦媒體公佈一張疑似賓拉登頭部中彈的

照片，專家懷疑這張照片可能是合成的， 
ABS MEN UNSIG x 

C39 OSA 
除了透過西方媒體的報導，我們也特別和中東半島電

視台合作，提供給您更平衡的觀點。 
ABS MAT UNSIG x 

C40 OSA CNN：「這是CNN突發新聞，賓拉登死了，賓拉登死了。」 COM VER DD 美國 

C41 OSA 
美東時間 5 月 1 日深夜 11 點 35 分，美國總統歐巴馬

親自向全球宣布這個重大訊息。 
ORI VER ID 美國 

C42 OSA 
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在我一聲令之下，美國發動一

起目標性任務，對其他阿波塔巴德一處園區發動攻擊， 
COM VER DD 美國 

C43 OSA 
一小隊美國精英以無比勇氣成功完成任務，交火之

後，他們擊斃賓拉登，也取得他的遺體。」 
EVA MAT x x 

C44 OSA 賓拉登死亡消息一出，全球各大媒體紛紛插播快報。 EVA MAT UNSIG x 

C45 OSA NHK 主播：「賓拉登已經被美軍給殺死了。」 COM VER DD 其他 

C46 OSA 
央視主播：「今天全球都在關注的大新聞，就是基地組

織領導人本拉登之死。」 
EVA VER DD 其他 

C47 OSA 

半島電視台主播：「花了 10 年時間，美國總統歐巴馬

說，終於伸張正義，他宣布基地組織領導人賓拉登的

死訊。」 

EVA VER DD 阿拉伯 

C48 OSA 
而巴基斯坦當地電視台第一時間公佈疑似是賓拉登的

遺容照片，照片上蓄鬍的男子，頭部中彈、滿臉血跡， 
COM EXI UNSIG x 

C49 OSA 

不過照片流傳後，美國 NBC 電視台找來專家研判，發

現這張照片遭人合成造假的可能性相當高，而美國和

巴基斯坦官方，則沒有證實照片的真偽性。 

COM MAT UNSIG x 

C50 OSA 
半島電視台主播：「根據伊斯蘭教法律和傳統，賓拉登

已經海葬了。」 
COM VER DD 阿拉伯 

C51 OSA 依照伊斯蘭禮俗，美軍將賓拉登遺體在外海匆匆下葬， COM VER UNSIG x 

C52 OSA 
賓拉登遭擊斃的地方，位在巴基斯坦首都北邊 100 公

里附近的這座大宅院內，2005 年砸好幾億台幣打造完
EVA EXI UNSI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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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有厚達 4 到 6 公尺的外牆，門禁森嚴，裡面結構

複雜，沒有電話線和網路， 

C53 OSA 
美國去年 8 月就掌握他的活動範圍，歐巴馬先後召開 5

次國安會議，5 月 1 日親自下令採取行動。 
COM MAT UNSIG x 

C54 OSA 

目擊者：「一開始我先看到直升機，飛的又快又低，然

後我聽到第一聲爆炸，接著連續 3 聲爆炸，然後最後

一個大爆炸，把整個天空染成橘色。」 

EVA VER DD 其他 

C55 OSA 

目擊者描述美方捉拿賓拉登經過，整個攻擊進行 40 分

鐘，除了擊斃賓拉登之外，另外還有 3 男 1 女被打死，

當中包含賓拉登的一個兒子。 

COM MAT UNSIG x 

C56 OSA 
歐巴馬：「過去 20 年賓拉登是基地組織的領導人和象

徵，而且策劃多起攻擊，來對付美國和我們的盟國， 
EVA VER DD 美國 

C57 OSA 
現在賓拉登之死，為我們國家對抗基地組織，寫下重

大的勝利。」 
EVA EXI x x 

C58 OSA 
記者(2001.09.17)：「你要賓拉登死嗎？」美國前總統布

希(2001.09.17)：「我要他，我要正義。」 
EVA VER DD 美國 

C59 OSA 
恨賓拉登入骨的前美國總統小布希，知道消息後，也

立刻發表聲明說，不管時間過多久，正義終將伸張， 
EVA VER ID 美國 

C60 OSA 
美國情報單位曾多次錯失狙殺賓拉登的良機，現在總

算一吐怨氣，一舉拔除頭號眼中釘。 
COD MAT UNSIG x 

C61 SAD 

有巴格達屠夫之稱的伊拉克前總統海珊，在當地時間

早上 5 點 50 分，也就是台灣時間今天早上 10 點 50 分

左右，跟兩名同罪共犯，一起登上絞刑台，正式伏法。 

ABS MAT UNSIG x 

C62 SAD 
CNN 駐巴格達特派記者：「當地一個電視台，美軍支

持的電視台，剛剛報導，10 分鐘前已經執行死刑。」 
EVA VER DD 美國 

C63 SAD 海珊在台灣時間 10 點 50 分左右，登上絞刑架伏法， ORI MAT UNSIG x 

C64 SAD 整個過程錄影存證，沒有電視轉播。 ORI EXI UNSIG x 

C65 SAD 
從巴基斯坦到印度，以及部分歐盟國家元首，紛紛出

面反對死刑， 
COM MAT UNSIG x 

C66 SAD 
不過為時已晚，海珊在前天寫下遺囑，稱自己會死得

像烈士，也呼籲伊拉克人民團結，一起對抗侵略者。 
COM MAT UNSIG x 

C67 SAD 
早在行刑前一天，海珊的首席辯護律師就已經接獲通

知，要他派人領取海珊的私人物品， 
COM MAT UNSIG x 

C68 SAD 同時，當局也不願透露海珊行刑的地點。 COM VER UNSIG x 

C69 SAD 

1970 年代崛起的海珊，鐵腕統治伊拉克 25 年，對內剷

除異己，掃蕩反對勢力，對外連年發動戰爭，先後主

導 8 年的兩伊戰爭，在兵疲民困的情況下入侵科威特，

招來第一次波灣戰爭。 

EVA MAT UNSI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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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0 SAD 
2003 年，美國以海珊坐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揮軍伊

拉克， 
COM MAT UNSIG x 

C71 SAD 

不出 3 個月，海珊兵敗逃亡，年底就在老家附近的地

洞被捕，隨即遭到美國指派的特別法庭，以 12 項違反

人道罪名起訴。 

COM MAT UNSIG x 

C72 SAD 這場由美國主導的世紀大審，判決海珊的死亡命運， COD MAT UNSIG x 

C73 SAD 
正在享受年假的美國總統布希表示，海珊的死將使得

伊拉克局勢趨於穩定， 
EVA VER ID 美國 

C74 SAD 
不過，境內的遜尼派已經揚言要採取報復行動，內戰

衝突一觸擊發。 
EVA VER ID 阿拉伯 

A01 KIM 

فو   يلوال ل نالفوخن اون لفونن  لفيثمننجل  لفون عن لجنن لا  ن ل عنجلفوان     ل

ل شلا ليل  احلفو   لفو اضيل ثمنا لقنامنالا حنن لااولطنال لج عنمن لفون اصل

 .مجلفوخ  لفوجال ل71عجللا ملحتفصلا ا  لحارل

ABS VER ID 其他 

A02 KIM لفو ت يلجفولهميفإلل فطلليلفو  شل"ا ليلا  بل(لعامال91)لجا  بلفإلعا لل  لجن ل. COM BEH ID 其他 

A03 KIM 
ج جنن ةلججاونن لفأل  ننا لفوال ل نن لفوخنن اون لفو  نن ن ل  لم ف نن لاخنننن لاا ننا لفونن عن ل

 .جا   لفألجولفوجال لليلان   ل ا  /لص     ل75فوال ل لفوخ اويل اج  ل   ل
RES VER ID 其他 

A04 KIM لث لش يلمم العنرلمال  تجل7005ججا لجن لقتل  نبلاجنط لصماغن لعا ل. EVA MAT UNSIG x 

A05 KIM  جقتلات ةلع نن لف الاولفو نط لومجنالجن لا   ل ج. COM MAT UNSIG x 

A06 KIM 

جا ننن لفو اقننناةلاننننجلفوالننن ل انجلماننن ا ملا ننن بلفو   نننام لفومننن ج لوال ل نننال

عننرلا  ن ملل7090اخ  جلفواا يل/لفوخ اون  لجفولرجلفول لشماالليل  ل   

حتجص  لج ل  لام ان لجعلبللعا لفو لاملان للعنا لحاون لفوا هنبلفولرن  ل

 ليل   تلفوجنشلفوال ل لفوجم اي ل

COM EXI UNSIG x 

A07 KIM 
 ج ةلججاو ل    ا لفوال ل  لفوجم ان لفوايل ضال ل  لفو ن لفأل لقللح   ا

 .فو  ا يلصعاللورلفاا ا لطالئلو جنسلفألمجلفول مي
COM MAT ID 其他 

A08 KIM 
جيلانن فولفوال ل اننا لل نن ناللننيلحاونن لحنن   لا ننتلف ا ننا لفو نن  لفوال ل نن ل

 .ا ت  ليلا  اهتمل ا ل9185-9180
COM EXI UNSIG x 

A09 KIM 

ججا  لفو اقاةلانجلفو نت جلما ا ملا  بلفو   ام لفوم ج لوال ل نالفوخن اون  ل

 لعنننرل7090اخنن  جلفواننا يل/لجفولرننجلفوننل لشننماالان  نن ل ننا  للننيل نن ل   

 ا   ملحتجص  لج ل  لام ان  

COM EXI UNSIG x 

A10 KIM 
ل7090آ فلل/للضنالعننجلحناص للغنن فقل نن نم لح انن لج ل نن لام انن للننيلمننالس

 .  ولااوا   للنالعنرلان   ل ا   لليل  لفألنن ملللض لهلةلفيا اماة     ل
COM MAT UNSIG x 

A11 KIM 
جقاونن لهنئنن لفأللجننا لفو خننا ج للننيلج ل ننالفوجم اننن لل ننالانن لا   نن لم فق نن ل

 .فو تجصلفوال ل  لمجلق شلفول فةلفوال ل  لفوجم ان لجفألمن جن 
COM VER ID 其他 

A12 KIM 

امخرلفورنجلمجلعت لفي ال فلللنيلفوج  ن ملفوال ل ن لا نالجليلفو ناقل فاال

قتل م السلعنرلفو مطلن لفو  نطن لا نا لجمن جحلعخن فةلآيتلفوالن ل نجللونرل

 .فورنجلليلحاولفلا اكلفو ج  ع لفو اج  لليلان   ل ا  

COM MAT UNSIG x  

A13 KIM 

ان لجليل جوللصل من جيلعنرلجلناملفون عن لفوالن ل  لقناولفو نن لفألاننضلل نال

لاننناغلفوننن  نسلانننالفكل جاامنننالا   نننا لجلننناملجنننن لا  ننن لل نننش لجل لفو ال مننن ل

 .فألمن جن لاااا لانتلفوالال  

COM VER ID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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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KIM 

جقننناولغنننا لجنننال ي لفو نننال ان لفورننن  يلون نننن لفألاننننضلل لفو  نننؤجونجل

فألمن جننجلعنرلفاراولجثنقلا ن نا لجفشنمطجللنيلج ل نالفوجم انن لجفوناانا  ل

 .جفشمطجليلا فولمنا م لااي ال فللليلش الفوج   ملفوال ل  مضن ال  ل

COM VER ID 美國 

A15 KIM 

جلنننيلفوناانننا  لقننناولما نننت لاا ننن لج فلملفومالانننن لل لفوناانننا لا نننتث لمننن ل

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جج ل الفوجم ان لاخ  لفو ض لليلج ل الفوخ اون لا نتل   نا ل

 .جلاملفو عن لفوال ل لفوخ اويلجن لا   لل ش

COM VER ID 其他 

A16 KIM 

جقاولفو  ؤجولل الا للااغلج  اخن جلان  الج   لفومالان لفوناانا يلان ا ف ل

م اصثاةلم لفوتجولفو  من لحارل  ناطن لفون صلعننرل  لجضن ل ا ننقلاال ل نال

 .فوخ اون 

COM VER ID x  

A17 STE 
 ثالةلجلامل انجلا ا لل نسلمجنسللصفلملش ج ل اشلع اقلفإلوالا ج نناةل

 ح  الااألج اطلفألمن جن  ل"لفوا اح لفو لض م "جلم ل جاحاةل
ABS MAT UNSIG x  

A18 STE 
حن ل  اةلعتصلمجللمن  لفو نا ن لجفواالم و اننالااو ي ناةلفو ا نتملم ا ن  جل

 .  الجفحتلمجل ج  لفو  اال  جلفألمن جننج
EVA VER ID x 

A19 STE 

 انجلجا لجفحتفلمنجل ج ن لفو  االن  جل"ج عنجلفو  نسلفألمن جيلليلانا ل  ل

فألمن جننج لججا ل  نتلمنجلفوخنجاع لمنال ال نيلون الن لاط  لن لممان ن  لجمنجل

فوج  ملمال ال يلونؤمجل  لا   الا نن لفو او  لجمجلفو  ه  لمنال ال نيلوا لننقل

 .جلاااوم  ل"لح  ا"م  االعجل"ل وت

EVA VER DD 美國 

A20 STE 

 من جنالن ن ةل اا ن ل"مجلا االقاولل ننسلانت ن ل ن  ن لكلما النشلانن م  غل

  تل  لنرللنيل فج امنالمانشل ص  ن  لج  مخناا ج ل اا ن ل نا تصل لالنالةلشنالشل

 ".فو او لو تمل اناو

EVA VER DD 美國 

A21 STE 
م ا ن فل"لع ننقلح  نا"ج ع  لمؤ سلش ج لما ال ج  ل لانشلغناسلعنجل

 "لو تمل اناو"  لا ثن لا ا لعنرلفو او ل ن ا  ل
EVA VER DDS 美國 

A22 STE 
فو ناو ل"انم ال عننجلل ننسلمج  عن لجفون لص   نيلفو  اقن للجان ةل   ن ل  ل

 ".ن  لشمرالل  تفل اصلف
EVA VER DD 美國 

A23 STE 
لانشلع نن لحلنقل"فوام نل لوخ ج لغ غشليل لانت لل نالجقاولعمالفو  نسل

 "ل جا فةليلارتقلجا فع لملهن 
EVA VER DDS 美國 

A24 STE 
منننالكل"للن ننن  ك"لنننيلحننننجلج ننن المؤ نننسلشننن ال لفوا ف نننشلفياا ننناعيلل

 ". ا حلممنتلج ت ق" جج ان  لا  ال
EVA VER DDS 美國 

A25 STE 
فول لشنالكللنيلا  ن ن العنا لججا لمجنسللصفلملش ج ل اشل عنجلجلاملا ا ل

 .ج طنقل ه لمماجاا المجلحا   لماجما شللورلا ا لآ لااصل9129
COM REL ID 美國 

A26 STE 

جليلل او لو  ظ يلفوخن ج  لقناولفو نت  لفو نا لفو ناويلون ج  عن لانن لجن كل

آانشلللنتةللانالم نتعال"ا  او للوالا ج ن لجا  الو  ظ يل اشلج خن ل رن ال

 ".ل  ا الع ن الع ل  ا لجفو او لللت

EVA MAT DDS 美國 

A27 STE 
 ننانجلننننجلجلف ةلشنن ج لمننالجننا ل حننتل نن فةلونننا الجلمننجلاما  ننا ل"ج ضنناتل

 ".جلجحال ا شل اتفل  اسل اش
EVA VER DD 美國 

A28 STE انجلا ليلا ا لفون  لم اطالا ا ناا"جليلانا لمم رشلقاو لعا ن لا ا ل ." COM VER DD 美國 

A29 STE 
حنااالفو ام لع تل نانجلج انشل ناحبلل، ن  لجلنيلحناانالليل"ج ضال ل

 ".فوما  لجا ل  جلعنرلعا ناا
EVA VER DD 美國 

A30 STE 
ج جض  لفو ا ن ل  ال نا لجض لم ق للوالا ج نيلاارن تلو نجل   نتلا اننال

 .ا ن لجصف للورلفو فحش
COM VER ID 美國 

A31 STE 
فوخن الاةلفياا اعننن  لجلثن لجلاانالجلصل نننشلمنجللصجصلفو  ننشلجيل نن العنننرل

 . خ تلعنرلحج لفو م لفول لااةل ج تةلم متسلجشل جاحاةل اش
RES MAT UNSI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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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STE لل9188ش اطل/لل  ف  ل72جوتل انجلا ا لليل ا لل ف  ن ال ل   ل  COM BEH UNSIG x  

A33 STE 
لل7002ججا ل  نا يلممنللعنتمل نم فةلمنجلمخناجشل ن ن لا نتمال  ننبلعنا ل

 .و  نن ل ل لج تل7001مجل  طا لفو مال  اسلجنض لعا لام  ل اصلل
COM MAT UNSIG x  

A34 STE 

جنا   لفوانا يلجحانرلجلاانالجنا لان ا للنيلعطنن لم ضنن ل عننجل/لجمملل ما  

آ لفو ا نن لف ننالاواالج ننت  لعننا لألاننش لاالجننالهننلفل/ل غ ننطسل72ناو ننال نن  ل

 .فو مربلو  اعتةلان لج ك

COM EXI UNSIG x 

A35 STE 

منن ل ننانجلل9129ججننا لانن ا ل  ننسلشنن ج ل اننشللننيلمنن آ لون نننالفةلعننا ل

لثن لنناتلصفنننيلعننرلفو ننط  لجانتفع لل9158ل   ناك لجقتلف الاولعنا ل

 .9112فو ج  ع للورل  لعاصللورلقناصا العا ل

COM MAT UNSIG x  

A36 STE 

فو  نن لفوننل لاامننلةل اننشل"لفوا احنن لفو لضنن م "جممننلل وننتلفو قنن  ل ننط ل جنن ل

ش الفلو ا لم للطاقلفوخ ج لمماجاةلفجا   لفأل  فقلمجلا نا لحا ن  ل

 .فون حي"لآ لااص"ماجنما شللورلا ا ل

COM MAT UNSIG x  

A37 STE 

ج  نن صلفو ضننشللوننرلانن ا للننيلفنانن ف للنن لملفو ا نن  للننيلاننتف اةلظ نن لل

فو ا نن  لفوخمرنني لج نننالفنانن  لفوخاشنناةلفوانننيلا  ننشلانناون سلج ا ننن مل

 .فون حن فو ا   ل

COM MAT UNSIG x  

A38 STE 

جمننجلفومجاحنناةلفواننيلحللا ننالفوخنن ج للننيلع ننتلانن ا  لاطنن   لا ننا لمخنن شل

ثن لل7002عنا ل"لآ للن  " لجفو ااجلفونلجيلل7009عا ل"لآ لا ص"فو   نلرل

 .7001عا ل"لآ لااص"فو ا   لفون حيل

COM EXI UNSIG x  

A39 STE 

لج نن  ل"فألنننن ملاامطننرلشنن ج للننيلفو انن مل"ل اننش"انننتلفومجاحنناةلا ننن ل

ج عنرلش جاةلفو او لمنجلحنن لفولن ن لان  سلمناول ن قيل   نتلعننرل"لم انش

 .منناللصجيلل528

COM MAT UNSIG x 

A40 OSA 

 عنم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ملاشل عن لام ن لفولاعتمل  ام لاجليص لا تلمطالصمل

ااج نناا لصفمنن لعخنن مل عنن ف للننيلهجنن  ل  لاننالجحننتملنا نن لعنننرل لفضننيل

 .ج شا لفوالخجلعمالل حالصفنشلفألج اطلفو   ن لجفوخ  ن 

ABS VER ID 美國 

A41 OSA 
اا لفإلعا لعنرلو ا لفو  نسلاالفكل جاامالليلارن  حلملاضنبللنيلجقن ل

 .ما ن لاا قن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
ORI MAT ID 美國 

A42 OSA 

ملانشلانجلجقاولل لق ملنا  ل  نلةلفو  ننن  لجل لم  جن لعمن ن لان ةلحانرل

يص  لجل لفوا اج لم لااج اا للنيلمجناولمالال ن لمنال  ن اةلفإللهنا ل ناعتل

 .ليلفوا  شللورلاجليص لمختصفلعنرل  لفو تفو لا لل 

COM MAT ID 美國 

A43 OSA 

جقاول جاامالل لا ناج لاناصةلمن لااج ناا للنيلمالال ن لمنال   نجلااإللهنا ل

فو ا تملون لجونجلاالن  لضنتلل اعتلعنرلفومنشلمجلاجليص  لمؤجتفل  لفو ي اة

اننشلل ننالقاننشلجاننن فلمننجل"فإل ننا لج  ل عننن لفولاعننتملونن ل الننجلقا ننتفلل ننامنال

 ".فو  ن نجلليلااصة

EVA VER DDS 美國 

A44 OSA 
ججخجل جاامال  لااصةلا ا ظلاجا ل عن لفولاعتملفولانشلانم ال شناللم نؤجول من جنيل

 .آن  جلجفم  ملقان فلليلفو  نن آن للورل  لفامالااو الأل ام لاجليص لجشمرنجل
COM VER ID 美國 

A45 OSA 

جو لالت 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ا رناةلعجلفو  نن لفوايلا تهالجفشمطجلف الامالو لاشل

فوايلف ا تل لل7009  ن ولعا ل/  ا   ل99   لثاث لآيتل من جيلليلهج اةل

 .9128    لو الممللهج  لان ولهالا لعا للع قلفو ي اةلفو ا تملجفعا  ةل ج  

COM VER UNSIG x  

A46 OSA 

جقاولم ف شلفوج  ن مللنيلااج ناا لل ناليلا انتلم ن مناةلل ن ن لااج ناا ن ل

عجلفو  ض  لليل  لفو  ن ماةلفألجون لاخنن للونرل  لانجليص لف نا تتللنيل

  لانال(لآاناصجنن ما فلش اولل ا لل90)لهج  لعنرلمج  لليلممطل ل ا لآااصل

 .م جحناةلع ال   ل  احل  ل ال  لا ض القت لمجل ل ا  اا 

COM MAT ID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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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 OSA 

جقاولل لفو  ؤجونجلفو اج اا ننجل  ضن  لفيماما لعجلفإلصي لا  ن ماةلعنجل

فو  ضن  لج  لهماونتلم ن مناةلان  للحنت لفو  جحنناةل نلط للنيلفو جن  ل

 .ج طلغ  ضلاخ  لظ جتل ل ط ا

COM REL ID 其他 

A48 OSA 

جاانن لقمنناملاننن لفو اج نناا ن ل نن لفلون ج نن لفو  ننا تتلظ نن ةللنننالا ننضل

فوجا لاننجلفو جنا لجفومنن ف لاخنا شلان ا ف لممناللن نال شناللفو  ف نشللونرل  ل

هماوتلم ن ماةلاخن للورل  لفشا اجالحرنشلاننجلفولن ملفألمن جنن لفو اج ناا ن ل

 .ملانافوايل  لةلفو ج  لج  ام لاجليص لجم فللنالق شل

COM MAT ID x  

A49 OSA 
جا نتلشن  ل   لفو جن  لعننرلمم ن لانجليص ل عنمن لفو ي ناةلفو ا نتملاخنت تل

 .فألمجلح ول  الفا الليلفو او لجصع للعا اهالليلفومال للورلا نيلفو لل
COM VER UNSIG x  

A50 OSA 
ع نتةلجقاولفو  نسلفألمن جيلفو ااقلا ل لا شلفول لجق  لهج ناةل ن ا   للنيل

 ".جفو ااولجفوم ا لفول جلغام جفلا ناا  لوام نللانتلفو    "ل الهم لفو  نسل جاامال
EVA VER DDS 美國 

A51 OSA 
ألمن جنالجونمناسلفو ناحانجلعنجلفو نا ل"جفعا  لا شل  لانتلفون   لف ارنالل

 .ل7009ليلفو او لجألجوئتلفول جلللتجفلحناا  لليلهج اةل  ا   لعا ل
EVA VER DDS 美國 

A52 OSA 
 من جننال"جمضننرلقننا الل لفوال نناحلضننتلمننالج نن الااإللهننا ل ا ف ننشلجل ل

 ". ل ن لل او لهلةلفوننن لا  لفو تفو ل اا لقلم  الطاولفو مج
EVA VER DDS 美國 

A53 OSA 
ج لن لججاو للج ا  لعجلم ؤجول من جنيلون لا نتصله  انالفعا نالةل  لمن ةل

 ".ف  تفلل ر بلجق ا ض لام ن لفولاعتملعنرلط  قل"اجليص ل
EVA VER DDS 其他 

A54 OSA 

اتجلةلقناولما النشلانن م  غلع نتمل ن  ن لكلحنن ل نلطل جا  ن لفوضن ا اللنيل

ل ل لجفحلفولانرل  النجلل7009فو ج  لعنرلم منيلم ج لفواجالملفو او يلعا ل

 .فآل ل  لا قتلا ا لج  لفألمن جننجل  لجفلا  ته لالاشلاجليص ل جلفعالاوا

EVA VER ID 美國 

A55 OSA 

فوانيل-جقاون لفو م  ن ل.لاتجلهاللح  لمم   لجن لا لاشل عن لام ن لفولاعنتم

اخالكلم فطمن الااوا حنبل"ليلانا لل  الل-ا تل ج  لو ايلل اميلليل من جا

ا عا لا  ل  ام لاجليص لا  ضلونار ن ل   فلأل الجا ل  اشلا ت تفلألمامال

 ".فو  ال  نجلفألمن جننججون او لع  لفو ج اةلفوايل  لهالضتل

EVA VER DDS 其他 

A56 OSA 

ش  نالق اشل   لملانشلانجليص لا ن حلحنن لاج ن لفو ئناةل منا لفو نن لفألاننضل

جه ل مختج ل من جنال من جنالج  ل ن  ليلاناةلا جنتلقانشلانجليص لج ن حن  ل

 .ااألعا لفألمن جن 

COM MEN UNSIG x  

A57 SAD 

فو ننااقل ننتف لح نننجللصجصلل ننشلصجوننن لما ا منن ل ثننالللعننتف لفونن  نسلفو  فقننيل

ف ل نن  لانننجلمؤ ننتملج ننن  للفلضنن لجثاوانن لقنلنن لمننجل  ل النن  لفإلعننتف ل نن  ال

 .و   تلمجلفو مج

ABS MAT UNSIG x  

A58 SAD 
جلن ننال نننيلفقا ا نناةلمننجل هنن للصجصلفألل نناولفواننيل ننتلةلعننجلشمرننناةل

 .جع ف  لعاو ن 
ABS EXI UNSIG x  

A59 SAD 

ام نننللفو تفونن للننيل ننتف لح نننجلوننجل م ننيل"فألمن جننيلانن ل لانن شلفونن  نسل

فو مجلليلفو  فقلوالمالعام لم   لعنرلط  قلفو  فقل   لفوا ن وللونرلاننتل

 ".ص  ل فطيلقاصللعنرلفو ال لجفو لا لجفوتلا لعجل   ا

EVA VER DD 美國 

A60 SAD 

  للفوخن بلفو  فقنيل  ن تلفآل "ج   لفومالان لفأل ا فويل وال نمتللصفج ن ل

فوتجااا للوجل   صلونل صه  لجلعتفمال  اشلنط ملم   لليلطيل    لحال ال

 ".فو  ا تلجفو  يلوا لنقلفو راو  لفآل لجليلفو  ال ش

EVA VER DD 其他 

A61 SAD تف لصل لث جلا ف  ا"ج   ملفومالان لفو   طا ن لمالغ   لانالن ل ." EVA VER DD 其他 

A62 SAD 
 نتف لح ننجل ن بلوم  نال"فون  لف لفإل ن ف ننيلش    لان   ل ا نبلل ننسل

 ".ن الاالهلة لل اللاشل  بلفوالان لمجلفوخ لوخ  الجهتصلل  ف نشلجان ف
EVA VER DD 阿拉伯 

A63 SAD 
فو  فقننننن  لهنننن ل"ح نننننتللضننننالآ نننن يل ا ننننبلج  نننن لفومالاننننن لفإل  ف ننننن ل

 ".فو مار ج لج الف ار جفلعمتمالللتل تف لح نجلفو نط 
EVA VER DD 阿拉伯 



 

-123- 

A64 SAD 
قنن فللفإلعننتف لفاملاننالفو ال منن لفوجت ننتمللننيلفو نن فقلط لننالوتجونن ل"ط جننن ل

 ".فولا    ل  ا  لهلفلفول فل
EVA VER DD 其他 

A65 SAD 
هننلفلفولنن فلل مننتلفوخنن بلفو  فقننيلجفو نننطاةل"ج فلملفومالاننن لفو    ننن ل

 .لفو  فقن ل فةلفو ناصم
EVA VER DD 其他 

A66 SAD 

فو  فقننجللورلفوم  للورلفألما لجفو  شلمجل اشلفو راو  لل   الاتع لا ن ل

جفو حننتملفو طمننن  لفو ننتتلفآل ل جانن لمننجل  لق ننشلهنن لعنن صمل ننناصملفو نن فقل

 ".جف ال فلةلفوالامش

EVA MAT DD 其他 

A67 SAD 

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يلفو ااقل"لصج لا  ظ"فو   لفيشا فجيلفو    يل صف ل

يل  الننجلم اق نن ل  لا   نن للننيلحننقل..له   نن ل لحالنن لفإلعننتف لصف  ننال"جقنناول

 ".فإل  ا ن لا ل ا لغن لل  ا ن 

EVA VER DDS 其他 

A68 SAD 
 لجحنلللمنجلنطن ل  ل"لعتف لفو  نسلفو  فقنيلفو نااقلن ن لم جن "فو اانالا ل

 .  ل للجحلفي الا لا  بل ع اولعمجلات تم
EVA VER DD 其他 

A69 SAD 
فونتع فةلفو ت ننتملو  اننيلممانننجلل   نجلأل ننالون ل نا لفإل نن ا للونر"م  نال ل

 ".فوتجولجفو م  اةلفوتجون لواا فا لفو نطاةلفو  فقن لعجلعل ا لفإلعتف 
EVA VER DD 其他 

A70 SAD لث للعتفمال  الضلعل ا لفإلعتف  لج ا   لفلاناحلض ا ال  ا ل تف لح نج"ا ونجل." EVA VER DD 其他 

A71 SAD فلاال  ال تف لح نجلجعل ا لفإلعتف ل  ضا ت جلفوج ف  لفوايل"فيا اصلفألجلجايل." EVA VER DD 其他 

A72 SAD 
   جلإلعتف ل تف  لججمنالع   نالعنجل منمناللنيل يل م نللفإلعنتف  لجقنتل"فو متل

 ".نا ل منما
EVA VER DD 其他 

A73 SAD 
لعنتف ل نتف لمنجل نم لفو ال من لفو  فقنن  ل"فو  نسلفألل نا يلحامنتلجن  ف ل

 ". ل ا  اا جوجل ؤث لعنرلفو ض لليل
EVA VER DD 阿拉伯 

A74 SAD 
لعنتف ل"فولناص لليلح ج لطاو ا لجج   لفوتلا لفو ااقلفو نالع ننتلهللال ن  نتل

  تف ل   لفو نتله لا تلون  ن نج ل
EVA VER DD 阿拉伯 

A75 SAD 

لعتفمننال ننن ل لمننجللجحلفو  ننن نجلفو  م  نن لجفوج نناصللننيلفو نن فقل ننن صفصل

ضننن فجم لجفو ج ننناةلضنننتلفولننن فةلفو  انننن ل نننا ا   لفآليتلمنننجلفومننناسل

  نم ض  لجفوال فهن لألمن جالا أللقن ا   ل

EVA MAT x x  

A76 SAD ا   لهللال ار حلجشلمجل ل ا  اا لجفو  فقللناما ل ن  لألمن جا." EVA MAT x x 

A77 SAD 

 نننتف لح ننننجلجنننا لم نننؤجيلعنننجل ل ننن لفوجننن ف  ل"هنننن مجللف ننناسلججانننشل

جل لجا نن لعنننرلصلانن لج ننن ملمننجل-جف ا اجنناةلحلنن قلفإل  ننا لوالننجل ل اوننال

 يل  الجل  لا  للفإلعتف  لفو ل ا لفو حخن لجفوا  ا ن  لل-فو حخن 

EVA VER DD 其他 

A78 SAD 
فوم امن لليلقضن لفونتانشلجعننرلجفواال خل ن ال لال  ملعنرلفو  اج  لغن ل

 ".هلفلفإلعتف 
EVA MAT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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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各項統計數據 

中阿敘事結構整體新聞統計─排除海珊新聞（對照圖四-1） 

敘事結構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點題 9 15.00% 3 5.36% 

指向 3 5.00% 1 1.79% 

進展 21 35.00% 32 57.14% 

評議 22 36.67% 18 32.14% 

結果 1 1.67% 2 3.57% 

收尾 4 6.67% 0 0.00% 

總計 60 100.00% 56 100.00% 

 

中阿敘事結構各篇新聞統計（對照圖四-2 至圖四-9） 

敘事結構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金正日 

點題 1 6.25% 1 6.25% 

指向 2 12.50% 0 0.00% 

進展 5 31.25% 13 81.25% 

評議 5 31.25% 1 6.25% 

結果 1 6.25% 1 6.25% 

收尾 2 12.50% 0 0.00% 

賈伯斯 

點題 3 16.67% 1 4.35% 

指向 0 0.00% 0 0.00% 

進展 7 38.89% 11 47.83% 

評議 7 38.89% 10 43.48% 

結果 0 0.00% 1 4.35% 

收尾 1 5.56% 0 0.00% 

賓拉登 

點題 5 19.23% 1 5.88% 

指向 1 3.85% 1 5.88% 

進展 9 34.62% 8 47.06% 

評議 10 38.46% 7 41.18% 

結果 0 0.00% 0 0.00% 

收尾 1 3.85%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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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珊 

點題 1 7.14% 2 9.09% 

指向 2 14.29% 0 0.00% 

進展 6 42.86% 0 0.00% 

評議 4 28.57% 20 90.91% 

結果 0 0.00% 0 0.00% 

收尾 1 7.14% 0 0.00% 

總計 74 － 78 － 

  

中阿及物系統整體新聞統計（對照圖四-10） 

及物系統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及物過程 25 33.78% 22 28.21% 

心理過程 5 6.76% 1 1.28% 

關係過程 4 5.41% 2 2.56% 

行為過程 6 8.11% 2 2.56% 

言語過程 25 33.78% 45 57.69% 

存在過程 9 12.16% 6 7.69% 

總計 74 100.00% 78 100.00% 

 

中阿及物系統各篇新聞統計（對照圖四-11 至圖四-15） 

及物系統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金正日 

及物過程 2 12.50% 5 31.25% 

心理過程 3 18.75% 0 0.00% 

關係過程 1 6.25% 0 0.00% 

行為過程 4 25.00% 1 6.25% 

言語過程 3 18.75% 7 43.75% 

存在過程 3 18.75% 3 18.75% 

賈伯斯 

及物過程 4 22.22% 8 34.78% 

心理過程 1 5.56% 0 0.00% 

關係過程 3 16.67% 1 4.35% 

行為過程 2 11.11% 1 4.35% 

言語過程 6 33.33% 11 47.83% 

存在過程 2 11.11% 2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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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拉登 

及物過程 10 38.46% 4 23.53% 

心理過程 1 3.85% 1 5.88% 

關係過程 0 0.00% 1 5.88% 

行為過程 0 0.00% 0 0.00% 

言語過程 12 46.15% 11 64.71% 

存在過程 3 11.54% 0 0.00% 

海 珊 

及物過程 9 64.29% 5 22.73% 

心理過程 0 0.00% 0 0.00% 

關係過程 0 0.00% 0 0.00% 

行為過程 0 0.00% 0 0.00% 

言語過程 5 35.71% 16 72.73% 

存在過程 0 0.00% 1 4.55% 

總計 74 － 78 － 

 

中阿轉述類型整體新聞統計（對照圖四-16） 

轉述類型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直接引語 15 26.32% 6 10.71% 

間接引語 11 19.30% 20 35.71% 

直間並用 0 0.00% 10 17.86% 

無標記語 31 54.39% 20 35.71% 

總計 57 100.00% 56 100.00% 

 

中阿轉述類型海珊新聞統計（對照圖四-17） 

及物系統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海 珊 

直接引語 1 7.14% 16 84.21% 

間接引語 2 14.29% 0 0.00% 

直間並用 0 0.00% 1 5.26% 

無標記語 11 78.57% 2 10.53% 

總計 14 100.00% 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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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消息來源各篇新聞統計（對照圖四-18 至圖四-21） 

消息來源 
中文 阿拉伯文 

句數 百分比 句數 百分比 

金正日 

美 國 2 50.00% 2 25.00% 

阿拉伯 0 0.00% 0 0.00% 

其 他 2 50.00% 6 75.00% 

賈伯斯 

美 國 7 100.00% 12 100.00% 

阿拉伯 0 0.00% 0 0.00% 

其 他 0 0.00% 0 0.00% 

賓拉登 

美 國 6 54.55% 9 69.23% 

阿拉伯 2 18.18% 1 7.69% 

其 他 3 27.27% 3 23.08% 

海 珊 

美 國 2 66.67% 1 5.88% 

阿拉伯 1 33.33% 4 23.53% 

其 他 0 0.00% 12 70.59% 

總計 25 － 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