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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開啟話題策略與教學應用： 
華語與西班牙語對比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開啟話題、陌生人、交際、跨文化、不確定性理論 

任何形式的人際關係，最初皆始於陌生（Berger & Calabrese，1975），

各文化族群對於不確定性的認知各異，因而提高跨文化陌生人交際的難度。

華語學習者處於目的語環境，需與陌生對象建立人際關係，本研究遂透過跨

文化語料分析，對比台灣地區華語母語者及中南美洲國家之西班牙語母語者

的語篇補全測試書面語料，另蒐集華語母語者及西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中介

語口語語料，研究兩文化陌生人之間如何開啟話題及互動。 

語料分類的架構以 Svenneig（1999）之分類為基礎，並結合降低不確定

性理論（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Berger & Calabrese，1975）加以

劃分。在語境設定上，包括性別、已知交際對象背景與否、是否有熟識友人

在場等情境變因。此外，為將策略分布與其母語文化聯結，本研究並輔以問

卷調查，以了解兩母語文化對於陌生人交際行為之觀感。 

不同於文獻將華語及西語皆認定為集體主義的交際模式，本研究結果以

不確定性理論為主軸，為華語及西語的交際規約異同提出不同角度的詮釋。

母語者語料結果顯示，西語受試者對於不確定性的接受度高於華語受試者，

華語受試者以自我揭露及尋求共同交集為主要策略；西語受試者則偏好以對

方為焦點，同時善用場域線索作為話題資源。西籍學習者語料結果顯示，華

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的陌生人交際皆以不斷提問為主要策略，華語受試者

偏好不確定性低的已知資訊提問，西籍學習者則不受此制約，但是學習者的

提問形式較為單一，需於教學中加強。鑒於上述研究結果，筆者提出教學建

議，培養學習者與陌生人的交際能力，需要在導入華語語用概念的條件下，

獨立訓練豐富多元的提問策略，以協助學習者與陌生人交際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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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on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trangers and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Spanish  

Abstract 

Key words: conversation initiation, stranger,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uncertainty theory 

When living in a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Chinese learners are forced 

to establish social networks with strangers. All relationships start with being 

strangers, which makes the feeling of uncertainty inevitable when confronting 
strangers (Berger & Calabrese, 1975). In order to reduce this uncertainty, 

people are inclined to communicate and develop relationships with strangers. 

Berger & Calabrese (1975) introduced th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UR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URT implies a sense of insecur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It assumes that the sense of uncertainty 

causes cognitive pressure. As a result, people tend to focus on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when confronting strangers (Berger & Calabrese, 1975). This 

theory explains why people naturally yield communication to strangers.  

 Different cultures define uncertainty in various ways, which render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re difficult. This research utilizes Svennveig 

(1999)'s framework by employing a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 to 

investigate how Spanish speakers and Chinese speakers initiate conversations 

with strangers. Meanwhile, role plays a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learners of Spanish1 initiate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speakers in Chinese 

                                                 

1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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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urpose of comparing how object and gender variables affect 

strategies of initiating conversations. 

As opposed to previous research defining Chinese and Spanish culture as 

collective cultures, this research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of communication 

norms from the point-of-view of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The DCT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ese Chinese speakers use self-closure and common 

ground as main strategies of conversation initiation; Spanish speakers, however, 

focus on the listener and use setting topics as a resource for conversation. The 

outcome of the conducted role plays shows that Chinese monolingual speakers2 

limit their questions due to feeling uncertain about the backgrounds of the 

listeners, whereas Chinese learners of Spanish ask questions without much 

limitation from uncertainty. However, Chinese learners of Spanish need to 

diversify their question styl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mentioned above,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with 

teaching suggestions to develop Chinese learner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which is to train their question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pragmatically, in order to enhance fluency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2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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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任何形式的人際關係，最初皆需由陌生關係展開（Berger & Calabrese，

1975）。現代社會中，由於全球化的趨勢，加上交通、網路的快速發展，人

們移動於城市、國際之間越趨便利而密集，與陌生人交際的機會也隨之越加

頻繁。張康之（2008）便曾提出，傳統的農業社會為一地域性明顯的熟人社

會，人們鮮少有機會與陌生人打交道，而現代的工業社會轉型為陌生社會，

國際性商務、工業的迅速發展使得陌生人交際成為常態，跨文化交際幾乎無

可避免。 

由陌生至熟悉的過程中，初期階段最為關鍵，跨文化交際中的陌生人交

際，更是每一階段環環相扣，交際過程中的每一行為、策略，皆無形中影響

交際成果。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外語學習者學習外語，除了力求語言知識的精進，運用語言知識培養交

際能力同為迫切需求。具體而言，交際能力意指交際者應用語言知識，結合

目的語國家之文化規約，以符合該國文化的形式及習慣，進而順暢交際的能

力（沈家賢，2003）。 

交際成功與否，取決於語言能力及交際能力的相互運用，而交際能力又

與文化規約習習相關，因此，外語學習者於建立語言能力的同時，還必須培

養文化意識，留意文化性的語用規約，以將語用失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陳

薌宇，2005）。 

文獻中學者曾以各角度詮釋交際文化的重要性，Hymes（1972）指出，

外語學習者除了需掌握語言知識，還需拿捏適當的說話時機、內容、對象、

場合以及方式，上述的語用規約，皆為交際行為中的核心（許力生，2006）。

近年來，語用研究愈加看重文化意識，如康兆春（2010）曾指出文化差異既

然無可避免，交際者則須學習透過正視及尊重文化差異，以使交際順利進行；

相反的，若是誤解或忽視差異，交際則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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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son（1990）亦曾提出交際文化的影響力，他認為外語學習者與目

的語母語者交談時，語言知識上的不足並非主要阻力，因一般母語者多對外

國人語言形式上的錯誤容忍度高，而文化性的錯誤卻會直接影響交際效果。

Wolfson（1990）將此類因文化差異而使交際出現障礙的現象稱之為「交際

干擾」（communicative interference），意指交際者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無

意識地展現母語文化的交際習慣，產生交際規約的負遷移，因而造成誤解。 

由上述文獻中可歸結出語用規約的導入對於交際成效的重要性，然而以

華語文化圈而言，近年來隨著來台學習華語的國際學生逐年增加，華語學習

者與華語母語者交際的需求越加顯著，華語教學中融入跨文化意識的必要性

與日俱增。2001 年來台求學的國際學生僅約 6300 多人，10 年後已增至 36000

多人，其中由於多數西班牙語系國家與台灣有邦交關係，來台學生人數更是

快速成長。相對於歐美國家，台灣對於多數的西班牙語系國家資訊取得不易，

加上西班牙語在台不比英文普及，不免對其感到陌生而產生距離感。陌生程

度會加深交際困難度，西語系國家學生在台與台灣人可能因此面臨更多重的

交際障礙 3。 

華語學習者遠渡重洋初至陌生的第二語言環境時，首先要面對的即為全

新的文化及交際對象，並建立生活圈，「跨文化」與「陌生人」的雙重距離，

難以避免成為華語學習者的交際難題。Berger 與 Calabrese（1975）曾提出，

任何形式的人際關係，最初皆始於全然陌生狀態，陌生人交際的初期階段於

關係建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關鍵，如未能在初期掌握適當的交際策略，往後

能建立穩固長久關係的可能性即隨之降低。 

除了交際策略的掌握，外語學習者融入陌生文化環境順利與否的成因，

尚包含心理因素，如對其文化的態度、情感、信仰、價值觀和行為上的不確

定性（Gudykunst，2005）。為適應其文化，陌生人必須有意識地巧妙控制

焦慮感和不確定性，焦慮過低時，可能缺乏與該國文化互動的動力，而焦慮

                                                 

3數據資料取自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站 http://ois.moe.gov.tw/html/B00Announcement.html 

http://ois.moe.gov.tw/html/B00Announc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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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則影響交際表現，因此必須有技巧的處理及面對焦慮情緒，將不確定

性和焦慮控制在適宜的範圍，才能達到與其有效交往並適應其文化

（Gudykunst，2005）。 

綜上所述，為使不確定性和焦慮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同時減低交際干擾

發生的機率，使在台華語學習者順利與陌生人交際、融入台灣交際圈，教學

者必須有策略、系統化地協助華語學習者快速融入目的語文化，因此將跨文

化交際融入華語課程勢在必行。除了重視跨文化交際之教學，更需同時培養

學習者與「跨文化背景陌生人」交際的能力，一方面加強學習者的跨文化意

識，一方面以文化對比的角度幫助學習者降低與陌生文化交際的焦慮感，使

交際進行更為順暢。 

站在處於陌生文化的交際者角度，成功控制焦慮及不確定性實為一大挑

戰，Furnhamm與Bochner（1982）4曾調查來自世界各地，在英國就學的國

際學生，發現十項他們認為最難適應的事情為：與該國同年齡的人交友、主

動向人示好以建立友誼關係、主動啟口並持續交談、和不太認識的人在一起、

與他人深交、出現在眾人面前、了解幽默語言與諷刺意涵、對待人群的眼神

接觸、對待粗魯不講理的人、公開抱怨或處理不滿意的服務。以上 10 項其

中前四項皆與「陌生人交際」有關，包括主動開啟談話、主動發展人際關係

等面向。 

吳馥如（2009）的師生訪談研究中也顯示，如何向陌生人或交情淺的人

開口，被認為是開啟對話功能中最困難的一項。周祝瑛（2011）調查台灣國

際學生生活、學習狀況，發現「建立社會關係」及「解決文化鴻溝」皆被國

際學生所認為是高度挑戰，此外，該研究（周祝瑛，2011）並顯示國際學生

皆認為認識台灣朋友、甚至與其成為好朋友是在台生活中的重要課題，但因

文化差異及語言隔閡，不少學生對於融入台灣社交生活圈充滿無力感，或不

得其門而入，難以建立社會網絡。 

                                                 
4資料參考自陳國明（2003），文化間傳播學，台北：五南，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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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研究皆顯示出在台國際學生的交際困境及培養華語交際能力的需

求， 事實上，即便是同文化，兩個完全陌生的交際者從陌生進展至熟悉，

原本即為一複雜的歷程，若又牽涉跨文化，所要考量的層面自然更廣。 

然而現今跨文化交際的文獻中，以陌生人交際語料為主題的研究仍不多

見，大多僅限於個人語感的規則性描述，或是單一語言、單一文化下的語料

分析，如丁文娟（2008）提出陌生人交際需順應禮貌原則及合作原則；婁秀

榮（2004）則整理漢語中對陌生人的稱呼語，跨文化對比層次的研究，甚或

是加入語境、社會變因的探討仍待發掘。 

本研究為具體對比不同文化下之交際策略，提出異同處作為華語學習者

依循之參考，筆者首先以西語母語者及華語母語者為研究對象，以語篇補全

測試蒐集與陌生人開啟話題之書面語料，對比華語及西語兩文化族群之跨文

化交際模式。而後以開放性角色扮演的方式，蒐集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

者與台灣陌生對象交際之中介語口語語料，以觀察、驗證西班牙語母語之華

語學習者使用目的語與陌生人交際之實際語言應用情形，輔以問卷探析兩相

異文化下對陌生人交際之觀感。本研究盼能初步歸納兩文化面與陌生對象交

際之策略，探討其異同處，並分析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的語言表現，

最後檢視華語教材並提出教學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向與範圍 

本節首先回顧相關研究，包括心理層面及語言層面的探討，第二部分為

研究範圍及問題的定義及說明。 

一、 相關研究回顧 

為能培養外語學習者與陌生人交際的能力，首先必須了解陌生人交際之

特徵，本節分為心理層面及語言層面討論。在心理層面，主要現象為焦慮感

與不確定性，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這兩種心理狀態，便成為影響陌生人交際

效果的重要因素（Gudykunst，2005）。而在語言層面上，陌生人交際則具

有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程度低、話題制約性高、避免衝突、說話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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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皆小心謹慎，以求符合社會規約等傾向（Morton，1978；Taylor & Altman，

1987：259）。筆者以下分別就心理及語言兩層面回顧相關研究。 

在心理層面上，需考量的是不確定性及焦慮性。Gudykunst（2005）認

為，不確定性為一感知現象，交際者與文化背景相異者交際時所感知的不確

定性，通常高於與同文化對象交際。Gudykunst（2005）進一步指出，恰當

地控制不確定性程度為成功有效交際的必備條件，不但能提高交際者對陌生

交際對象的預測能力，更能降低焦慮。然而要做到控制或掌握不確定性這個

抽象概念，需要深層掌握交際對象雙方的文化背景及交際規約，進而應用合

於其文化下的具體交際策略。  

Tannen（1984：109-110）則由語言層面探討陌生人交際，他提出雙方

交互篩選（mutual self-selection）的機制，他認為陌生人交際中，雙方皆須

對談話作出貢獻，除了適當自我揭露，也同時需注意談話對象是否能舒適、

無負擔地表達自我。他發現互相熟悉的談話者，能自在地透過自我揭露引入

新話題，反之陌生人的自我揭露頻率低，且話題範圍有限，難以暢所欲言。

不過 Tannen（1984：109-110）認為，如交際者面對陌生人時能有意識地主

動自我揭露，亦即於對方未主動提問的情況下，主動開啟與自身相關的新話

題，顯示其願意分享自我，並且展現對於該陌生對象的信任與接納，聽話者

無形中亦更能產生認同，減低陌生感。 

對於主動的自我揭露，Brown 與 Levinson（1987：106）更進一步提出

「避免衝突策略」的反向思考模式，因陌生人交流初期，關係仍嫌薄弱，第

一階段的對話過程中，自然易將注意力放在尋求和諧、避免衝突，維護剛成

形的對話關係等面向上，以照顧雙方的積極面子，尚無暇顧及自我揭露的程

度或話題，也因此忽略自我揭露所能構成的積極貢獻。Brown 與 Levinson 

（1987：106）指出透過主動自我揭露、引起話題，反而更能打破陌生人的

界線，加速關係的建立。另一方面，避免衝突、尋求和諧亦非隨時適用的通

則，因如果對話雙方對各種話題總是持有相同意見，便不須任何協商，可能

失去進一步討論的動力，對話繼續的必要也會降低，反而不利於交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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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文獻中強調自我揭露的重要性，在過往華語的陌生人交際研究中，

以此為主軸的研究並不多見。華語部分的陌生人交際相關研究成果為陌生人

稱呼語及陌生人會話開頭兩項。婁秀榮（2004）觀察，華人社會傾向以年齡、

輩分、性別、禮貌用語等代替稱呼語，來稱呼陌生人；瞿聰（2010）從社會

語言學角度分析陌生人稱呼語的泛化情形，包括同志、師傅、先生、小姐、

帥哥、美女、老師、你好、請問等。 

在陌生人會話方面，丁文娟（2008）以語用學角度探討與陌生人打交道

的方式，提出陌生人交際應遵守禮貌原則及合作原則，以避免交際失誤；關

穎（2006）從陌生人之間會話的開頭語看對外漢語教材會話的編寫，以教材

內容作為語料，透過會話分析理論探討陌生人之間會話開頭的結構類型、功

能類型及話輪交接模式，提出教材中與陌生人會話課文在以上三方面皆不夠

多元亦不夠接近真實語境，學生只能學到有限而形式性的會話，難以應用，

建議教材應在會話結構、功能、話輪交接上的編寫多加著墨。 

西方文獻中探討陌生人交際行為的面向較廣，從陌生人交談前的前置行

為、開啟話題、延續話題、談話序列等皆有研究成果。Goffman（1963：124）

觀察陌生人談話開始前需要經過特定步驟，如說話者以一些行為預示期望與

對方交流的意願，拍手、發出聲響等等，透過上述前置行為取得對方注意，

才有理由開始溝通的行為；或以發語詞、預示語等等來作為向說話者宣告「要

開始說話」的行為。Clark（1996：149）也提出，說話者會進行明確的言語

行為，例如提問，並且須得到聽話者的辨識與認可，確認是否適宜開始交談。 

而在開啟話題及延續話題方面，Svennevig（1999）批評社會學家僅憑

談話內容的語言表層探討交際策略，而忽略背後的語用規約因素，於是提出

以真實語境會話語料分析的研究方法。Svennevig（1999）的研究中，在瑞

典的大學校園隨機徵求三組互不認識的學生共十名，安排兩兩到餐廳用餐，

要求其自然交談並以互相認識為目的，並將過程全程錄音，再以其自然語料

歸類交際策略，此為少有的從「接近真實語境」取得語料的陌生人交際研究。

Svennevig（1999）從語料推導出陌生人對話的基本原則，包括提問通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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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性，例如以個人參與或所在團體有關的話題來得知對方身分類型，以便

定位其社會角色並了解對方生活圈的文化背景，進而取得延續話題的線索，

歸類性的提問焦點通常為說話對象的背景。而在自我揭露方面，說話者主動

分享與個人成長資訊有關的話題，同時期待對方分享相同的話題，如過去的

工作經驗、對未來的規劃等等，達成自我揭露同時引導聽話者就對等的話題

來分享，能使對話雙方同時成為焦點。Svennevig（1999）歸結，適當的自

我揭露反而更能提升交流的深度。 

綜上所述，陌生人交際的制約性較高，且若涉及跨文化，由於交際對象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對建立人際關係過程的觀感自然各有異同之處（Klopf，

1998），因文化造成的觀感異同包括話題選擇、交際習慣及態度，都可能在

潛移默化中影響交際效果（Gass & Varonis，1984）。5 

因此跨文化陌生交際者除了掌握語言知識，還得具備一定的交際文化知

識才能應對合宜，對外語學習者來說難度更高。不僅得拿捏尋求和諧及適度

表達之間的尺度，更須同時顧及提問時機、技巧，並觀察聽話者的回應形式，

判斷其交際意願，並做出適當反應以維持談話，比起與非陌生人的交際，心

理負擔及語言掌控能力皆需要關注。加上在非母語文化、不熟悉交際規約的

時空之下，如何短時間內掌握普遍的交際原則更顯重要，可見對於身處非母

語文化環境下生活者，培養陌生人交際能力有其必要性。 

二、 研究範圍與問題 

綜上文獻所述，陌生人交際研究之範圍涵蓋心理層面及語言層面，在語

言層面方面，本研究為補足文獻中華語相關研究之缺口，同時進行跨語言對

比分析以應用於華語教學，故將語言層面的研究範圍劃分為開啟話題策略、

話題類型兩方面，並從策略歸類中探討自我揭露在兩語言中的情形，研究語

料分為書面語料及口語語料，書面語料來源為語篇補全測試問卷，口語語料

的來源為角色扮演的錄音。此外，藉由觀察交際策略及話題類型，也能判斷

                                                 

5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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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語言策略、話題異同與不確定性接受度之間的關聯。除了語料分析，為能

蓋括性地綜觀跨文化交際者對於陌生人交際行為之感知，本研究另輔以問卷

調查法，以便了解雙邊文化對陌生人交際的觀感。筆者將研究問題具體條列

如下： 

1. 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者對於陌生人交際行為的觀感為何？  

2. 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者面對陌生人的開啟話題策略為何？ 

3. 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者面對陌生人，交際對象背景的掌握與

否、對象的性別、及現場有無熟識友人的變因，如何影響開啟話題

的策略？   

4. 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使用華語 6面對陌生華語母語者的開啟

話題策略為何？交際對象背景的掌握與否如何影響開啟話題策

略？ 

三、 名詞釋義 

為避免閱讀上的混淆，筆者先將本研究常出現之專有名詞加以說明： 

（一）開啟話題：本研究所探討的「開啟話題」，意指說話者主動與陌生的

另一方進行交際性談話，為陌生人建立人際關係的開端。所謂交際性談話意

指交際者意圖認識對方，或與對方建立長期關係，並且期待對方回應或延續

話題（謝佳玲、游皓雲，2012）。而功能性的談話如向陌生人問路或尋求資

訊，交際雙方不帶有建立關係的意圖，不在本研究的「開啟話題」範圍之內。 

（二）7不確定性：本研究所指之不確定性，為降低不確定性理論（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所延伸的概念，此理論最初由Berger與Calabrese（1975）

所提出，Berger與Calabrese（1975）指出，任何形式的人際關係，最初的交

際都得從陌生開始，而在陌生的人際關係環境中，人們或多或少帶有某種程

                                                 

6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7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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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不安感，此理論假設任何不確定感都會造成認知上的壓力，甚至因此逃

避交際，因此人們處於陌生環境時，自然會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降低不確定

性，陌生人之間意圖建立關係，其實也就是減少此不安定感的手段。  

  依據此概念得知，陌生人交際的過程中，必須以各種策略來降低不確定

性，本研究遂以「不確定性」為主軸，將陌生人的交際策略以不確定性的程

度加以劃分。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指的不確定性為：說話者在使用某一策略開啟話題

後，對聽話者「所回應內容」之「確定程度」。意即說話者開啟話題時，雖

難以預期聽話者的確切回應內容，但對其可能的回應仍可有一預期範圍，如

對陌生人採用開放式話題或探詢對方私人資訊，甚至無意間威脅雙方面子，

說話者對聽話者的可能回應便難以預測，需要冒的風險較高，因此不確定性

較高。若說話者對聽話者使用封閉式話題或僅以寒暄問候，聽話者僅需順勢

簡短回應，則說話者較容易預測聽話者的回應，不須冒太大的風險，因此不

確定性較低。換言之，說話者所採用策略之不確定性越高，表示聽話者回應

的空間越具多樣性，範圍也越廣，說話者因而較難掌握話題走向或下一步應

對策略，反之亦然。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論，敘述研究背景及目的，並回顧相關研

究，具體列出研究問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概述交際相關理論、前人研究、

陌生人交際類型、策略與話題，並以此清楚界定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第三章

說明研究方法，逐步介紹預試、問卷設計、研究對象背景、角色扮演過程、

語料收集狀況等。第四章為華語及西語母語受試者研究結果及討論，共分為

三小節，包括陌生人交際的觀感、整體開啟話題的策略、各變因下的分佈現

象。第五章探討華語母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角色扮演的語料，探討西籍學

習者應用華語交際的情形。第六章為教學建議，分析與評估現行教材，依照

本文的研究發現提出建議，第七章為結論，總結本研究之結果，同時說明研

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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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概述交際相關理論，第二節探討陌生

人交際的各個面向，第三節細部檢視文獻已歸結出的陌生人交際話題類型，

第四節為小結，將前三節文獻做一簡要總結，並具體統整本研究及文獻之間

的關連。 

第一節 交際理論 

本節首先探討文獻中如何以各角度定義交際能力，其次聚焦跨文化交際

的解讀，接著呈現跨文化交際與自我揭露之關聯，最後討論集體主義、個體

主義文化下之跨文化交際。 

一、 交際能力 

交際屬於一種高互動性（interactive）、高動態性（dynamic），以及不

斷編碼與解碼的過程，且具備不可挽回（irreversible）的特質，每一次的言

談行為都可能對接續的交際成效產生影響（畢繼萬，2011）。 

學者曾以各種角度剖析交際能力的認定面向，包括 Hymes（1972：

284-285）的四項交際參數指標、Gumperz（1981：325）的交際能力定義、

以及 Canale（1983）與 Swain（1984）的交際策略概念。 

Hymes（1972：284-285）舉四個交際參數（parameters of communication）

來檢視交際能力，包括可能性（possibility）、可行性（feasibility）、得體

性（appropriateness）以及現實性（attestedness）。可能性意指語言形式本

身，即符合語法規則與否；可行性指的是交際者不但理解語言的各類形式，

還有能力在交際過程中將其實施執行；得體性則檢測語言的運用情形，例如

某種語言形式在特定交際環境是否適切；最後為現實性，探討已發生的、未

發生的，或是特定語言形式的使用頻率問題。從 Hymes 提及的四個交際參

數，可看出其意將語言與社會環境、語境連結的概念，同時支持培養交際能

力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 

畢繼萬（2011）評述，Hymes 的交際參數理論突破語言結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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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應僅限於結構及知識，語言的角色還有交際媒介，他提出研究語言符

號類及交際類的概念，為交際能力研究的一大進展。畢繼萬（2011）並指出，

交際能力的分析若只對比不同交際語境，僅足以解釋單一文化中不同語境的

交際行為，必須藉由跨文化交際的分析，才能滿足第二語言教學之需要。 

Gumperz（1981：325）從另一視角為交際能力做出定義，Gumperz 認

為，交際能力是指語言知識及交際規約知識的綜合，包括語法及語境化規範

（contextualization convention）兩方面。 

Canale 與 Swain（1980）進一步提出「交際策略」的概念，將「交際能

力」分為四種能力逐項討論，分別為語法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語篇能力及

策略能力。語法能力為語言知識本身的掌握；社會語言能力代表具備隨著語

境不同而調整言談策略的能力，其中所謂的語境，牽連的層面包含交際者的

身分地位、交際目的、交際規約等，具備社會語言能力的交際者，應能隨時

依據上述語境條件，恰當地調整交際策略；語篇能力指的是將語法形式和語

言意義組合起來的能力，亦即達成語言表達的銜接及連貫；策略能力表示交

際者能因地制宜選用或嘗試各種交際策略，克服交際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並且維持或提升交際效果。 

從 Canale 與 Swain 對策略的定義，可看出策略能力的具體表現指的是

為了改善交際效果所應用的任何手段，例如：有意識地放慢語速、以簡化的

形式表達複雜概念，或是當交際者發現交際出現障礙時，盡力尋求補救措施，

而非乾脆放棄交際（梁潤生、白海瑜，2006）。在交際過程中，說話者並不

一定會有意識地使用交際能力，但是交際能力是能夠透過策略性的培訓而產

生效用的（梁潤生、白海瑜，2006）。 

Bachman（1990）對交際能力的闡釋，同樣以策略為主軸，且另外納入

語用能力。他將交際語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分為語言能

力、策略能力、以及身心理機制三個方面。其中語言能力又細分為組織能力

及語用能力；策略能力涵蓋評估、計畫、執行三個部分，重視的是在交際過

程中靈活運用各種形式語言知識的能力；身心理機制則是意指交際過程中所

使用的身心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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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國外學者對於交際能力的定義皆著墨於「語法」、「語篇」、「語

境」上的描述，尚未考量交際者的文化背景因素。康兆春（2010）的研究中，

將交際者的跨文化變因，納入交際過程的討論，他認為交際指的是人際間交

流的過程，過程中包括編碼和解碼的角色，每個角色有其符號系統，符號系

統來自文化體系，亦受該文化體系所制約，因此交際行為本身具有文化色彩，

交際研究需將文化因素納入考量。 

二、 跨文化交際 

在資訊迅速發展的科技社會，各類通訊器材的發展打破空間的限制，使

得文化間各種形態的交流日漸頻繁，如協商、談判、外交等，皆為典型的跨

文化交際形式（吳為善、嚴慧仙，2009）。 

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交際，不存在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的問題

（畢繼萬，2011）。跨文化交際則不同，因文化背景會左右交際邏輯

（Gudykunst ＆ Kim，2005），各個文化背景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念、交際

規約、語用規則，交際者的文化、價值觀自然會使其產生不同的交際策略行

為（strategic behavior）（畢繼萬，2011）。 

因此，在不熟悉對方文化背景的情形下，交際過程中不免出現障礙、誤

解，影響交際成效，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跨文化交際研究需求因此而生（吳為

善、嚴慧仙，2009）。 

學界對跨文化交際曾做出不同視角的定義，Paulston（1992）認為，跨

文化交際是兩個文化不同的人進行交際互動，跨文化交際的困難之處，即在

於交際雙方在文化認知上的不同，因此交際成功與否並不取決於交際能力。 

Chen 與 Starosta（1996：358-359）指出，跨文化交際能力其實是交際

能力的延伸，但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特別看重跨文化語境（cross-cultural 

context/setting）的影響力，也就是交際者是否有能力將交際對象、交際環境

與交際雙方文化一一連結，因此跨文化交際能力可以定義為「互動者雙方談

判文化意義（cultural meaning），透過有效的溝通行為，以達到認同雙方多

重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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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繼萬（2011）同樣提出文化語境的概念，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

的交際，雙方觀念、編碼、解碼系統皆有其差異，若忽視文化語境所造成的

差異，文化衝突可能難以避免。 

本文所研究的範疇為跨文化交際中的陌生人交際，由於對交際對象缺乏

認識，與陌生人交際的過程存在高度不確定性，自然更加深交際難度。

Gudykunst、Wiseman 與 Hammer（1977）曾針對跨文化陌生人交際，描述

交際者所需的特質，包括：(1)以開放的態度看待新事物。(2)能以同理心看

待異國文化。(3)具備感知母國文化及他國文化異同處的能力。(4)遇上異國

文化中令人難以理解的情形時，能以客觀描述取代主觀評論。(5)無種族優

越觀念。(6)有意識地突破文化框架，以第三方角看待文化行為（Gudykunst, 

Wiseman & Hammer，1977）。 

除了上述特質之外，交際者還須具備正確解讀陌生人交際行為的認知能

力（Gudykunst & Kim，2005），包括(1)描述能力：不帶價值觀地客觀中性

描述。(2)解讀能力：對於所見所聞加註個人意見。(3)評價能力：給予正面

或負面的評判。Gudykunst 與 Kim（2005）指出，一般交際者常忽略「描述」

的步驟，而直接以自身價值觀來「解讀」交際對象，但如能先確實做到「描

述」，交際者較能對其描述做出多樣化的「解讀」，甚至向交際對象主動表

述其解讀觀點，進而與交際對象確認訊息，誤解形成的機率就可降低，並提

升跨文化交際之效果（Gudykunst & Kim，2005） 。 

三、 跨文化交際與自我揭露 

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文化差異所形成的情境模糊性（contextual 

ambiguity）通常帶來高度不確定性（uncertainty）（陳國明，2003），不確

定性過高，會使得交際難以順暢進行，因此，交際者以適當的自我揭露策略

來彼此建立認識的基礎，是減低這種不確定情況的重要方法之一（Berger & 

Bradac，1981）。 

自我揭露的觀點首先由 Jourard（1971）提出，他指出談論個人資訊、

個性、活動興趣、未來規劃等皆可算為自我揭露的一部分，它是交際雙方從

陌生到熟悉、從膚淺言談到深入言談的必經過程（Jourard，1971）。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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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來說明，自我揭露意指交際者在溝通的過程中，主動和對方表述自我的意

願，此意願的強弱程度雖然可能受個性及其他因素影響，但是揭露的表現屬

於訊息傳遞過程中的表達行為，因此仍可將它歸納為跨文化能力的行為面向

（Nakanishi，1987；Nakanishi & Johnson，1993）。 

自我揭露的功能包含減少交際者對彼此的不確定性、預測未來的交際情

況（Berger & Bradac，1981），也有效提升溝通效果，並達成溝通目的

（Spitzberg，1991），且能做為兩人關係深淺程度的測量依據（Holtgraves，

1990）。 

陌生人交際的過程中，必須以自我揭露來降低不確定性，Douglas（1990）

曾研究陌生人開啟談話時，降低不確定性的策略為何，他以美國西南部大學

生共 78 人為研究對象，將受試者分為三組，讓受測者自行選擇一位陌生夥

伴，並告知受試者與陌生人對話的目的是「建立自身的第一印象」，受試者

分別兩兩交談兩分鐘、四分鐘、六分鐘。結果顯示，陌生人交際過程使用的

降低不確定性策略包括「自我揭露」、「尋求資訊」及「提問」，不確定性

隨著交際時間增加逐漸降低。 

Svennevig（1999）則提出如何從陌生人交際當中的自我揭露策略，觀

察交際雙方是否有延續交際的意願。他發現若精簡的（minimal）對話資訊

出現次數越多，如僅簡短回答對方所問或回答「是」、「不是」這類封閉性

回應，顯現交際者對對方繼續提問或對話的意願不高；但如在互相自我揭露

的過程中展現延伸的（expanded）訊息量高，也就是除了回應對方所問之外，

再附加新訊息，擴展話題的延續性，並提高自我表述的豐富性，由此便可看

出交際者有意願持續交際。 

適當的自我揭露是有效溝通的必要條件，表露的質量和主題都與雙方關

係深淺與文化背景有關。（Nakanishi，1987；Nakanishi & Johnson，1993）。

有研究指出，中國人對團體內成員的自我揭露明顯高於團體外成員，澳洲人、

美國人對團體內外成員的自我揭露則並無顯著差（Gudykunst、Gao、Schmidt, 

et a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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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Brown 與 Rogers（1991）對於以自我揭露來解釋陌生人交際策略

提出批判，他認為雙方交際的深度或成效不能與自我揭露程度相提並論，因

為對話行為是一種雙方互動的關係，陌生對話者建立關係的過程中，除了注

意個體的自我展現，同時也需觀察互相認同身分的過程，以及如何與對方尋

找共同交集，僅從自我揭露程度判斷交際雙方的熟悉程度，缺乏說服力。 

四、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 

在個體主義文化中，個人權利、利益的重要性皆高過於集體，「我」的

核心價值大於「我們」，傾向先考量「自我」需求，再考慮「團體」需求，

而集體主義則相反（Hofstede，2001）。 

正因個體主義對於團體界限的意識不強，加上對於不確定性的接受度較

大，因此與團體內或團體外的對象交際時，所呈現出來的差別也不大

（Gudykunst & Kim，2005）。集體主義者與團體外成員交際時，因其所感

知到的不確定性明顯較高，交際行為明顯不同（Gudykunst、Gao、Nishida、

Bond、Leung、Wang & Barraclough’s ，1992）。  

除了交際對象的所屬團體之外，集體主義者與個體主義者對於交際行為

的態度、策略、話輪運用等，都存在明顯的差異。 

在態度方面，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對於交際行為的焦慮程度呈現兩極，

集體主義者的團體意識強，傾向留於團體的安全範圍內，對交際行為的焦慮

程度較低，甚至認為保持沉默較具有價值，類似於華人社會「沉默是金」的

概念。而個體主義者需以獨立主動出擊的交際方式來獲取社會認同，因此對

交際行為的焦慮程度較高（Okabe，1983）。 

在話題策略的運用及管理上，集體主義屬於依賴型，傾向以支持性的短

語使得對話流暢地進行下去，訊息交流的重要性是其次，個體主義者的話題

屬於獨立型，常使用提問或評價的回應機制，以表達其對話題內容的吸收和

重視（Hayashi，1990）。Gudykunst（1983）的研究同樣支持此論點，他發

現集體主義者傾向於推論交際對象的文化背景，提問內容也多與對方背景相

關，個體主義者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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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話輪分布情形而言，集體主義者會將發話時間切得較短，不論開啟話

題者是哪一方，會盡量使話輪平均分配，而個體主義者的發話時間相對較長，

尤其開啟話題者更是常掌握多數話輪（Yamada，1990：291）。 

在 Hofstede（2001）的文化維度模式當中，台灣與多數西班牙語系國家

如墨西哥、巴拿馬、秘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皆屬於集體主義文化，

依照 Hofstede（2001）將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一分為二的概念，華語及西語

的交際表現應存在許多相似之處，而集體主義文化中又存在程度上的差異，

本研究希冀以此概念觀察華語及西語的交際策略，並對其做出不同於以往的

詮釋。 

五、 小結 

本節首先以宏觀角度回顧交際能力理論，並討論過往文獻中檢視交際能

力的多方面向，以此為基礎，提出跨文化交際為交際概念之延伸，以及探討

跨文化交際所需具備的特質和能力，最後聚焦跨文化交際與自我揭露行為、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關聯，並舉出正反兩面文獻的論點，以做為本研究語

料分析參考。 

第二節 陌生人交際理論及定義 8 

本節第一部分闡述陌生人的概念及定義，第二部分回顧國內外學者之陌

生人交際相關研究，第三部分說明影響陌生人交際之變因，以綜合歸納文獻

不足之處，並總結本研究之探討問題。 

一、 陌生人概念定義及類型 

現代社會生活中幾乎無法避免與陌生人交際，無論是否願意，人們總是

需要和各種陌生人共處共存、建立關係，甚至是相互合作（曲蓉，2009），

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文化的陌生人交際也已愈形普遍。 

然而關於陌生人概念的界定，學者看法各異，隨著時空不同也產生跨時

                                                 

8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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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變化。追溯起源，陌生人一詞於 1908 年由德國社會學家 Simmel 首度

提出（潘一禾譯，2011；侯東陽，2001），當時的陌生人，從文化角度詮釋，

指的是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從社會學觀點，指的是一種社會體制中的局外

人。 

另一位德國學者 Malctzke 將陌生概念更加詳述，他認為「陌生」是理

解跨文化交往的一個中心詞（潘亞玲譯，2001），由於其詞意上的不確切性

和多意性，帶來一種怪異不安的感覺。從空間範疇論述，陌生的即外地的，

即一定空間界線以外的人事物，指的是空間上的可及性；從認知範疇定義，

陌生的即奇怪的，包含不正常、不恰當，與自身認知形成對比的一切概念；

從經驗角度出發，指的是超越自身感官經驗的外部因素，即不熟悉的、尚未

體驗過的，因此對其缺乏辨認能力；從心理角度探討，陌生是可怕的，指的

是相對於自身所熟悉的人事物所形成的安全感的強烈對比（潘亞玲譯，

2001）。 

Gudykunst 與 Kim（2005）以交際者的角度劃分陌生人的範疇，他指出，

和不認識的人或是和處於自己所不熟悉的環境的人所發生的交際都可以算

是和陌生人交際，在陌生（strange）與親密（intimate）之間相互對待的過

程，即為建構起陌生人之間人際關係的過程。 

劉虹（2004，143）則是針對陌生人建立人際關係的交談形式，對陌生

人概念具體描述，進一步細分各種陌生程度的可能組合。他將陌生人定義為

從未交談過的人，而從未交談過的兩個人，又包括互相從未見過面、彼此見

過以及其中一方見過另一方共三種情況，筆者依照其陌生程度不同，整理如

表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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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陌生人類型 

 雙從未見過面 其中一方 

見過另一方 

雙方彼此見過 

了 

解 

程 

度 

低 互相完全不了解 互相完全不了解 從未交談過，互

相也不了解 

中 某一方聽說過另

一方 

某一方對另一方

稍有了解 

某一方對另一方 

稍有了解 

高 互相聽說過另一

方 
 互相對對方稍有

了解 

以上八種類型，將陌生人的各種陌生程度清楚劃分，不過不論雙方見過

面與否、互相稍微瞭解與否，都存在一共通點，即互相從未交談過，此特點

決定陌生人關係的認定（劉虹，2004：143）。 

上述文獻闡述陌生人一詞的概念，以及陌生人關係的定義。而在陌生人

交際語言特徵上的論述，也曾有相關研究。Schneider（1988）將陌生人交際

分為言談層次（discourse level）及話語層次（utterance level）兩方面討論，

言談層次包括(1)話題類型：如安全話題、非私人話題等之界定。(2)交際功

能：例如在交通工具或公共空間當中，陌生人無預期性的交談的，常是為了

避免靜默的尷尬而產生的，打破沉默不自在的場面即為一交際功能

（Schneider，1988）。而話語層次包括(1)指示功能：周邊所見事件、對話

者本身外在或行為。(2)言談模式（illocutionary patterns）如同意、反對或問

答等。 

從談話雙方所使用語言形式的相近程度，便能觀察出雙方的陌生程度。

Schneider（1988）指出，對話者的親密程度與對話形式的相似度成反比，即

兩人越陌生，對話形式的相似度越高。Svennevig（1999）也提出類似概念，

他認為陌生人因為談話的制約因素複雜，具有其常規或慣例上的模式，因此

形式自然相似，這些特徵都可被視為檢視陌生人之陌生程度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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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虹（2004）則以交際功能的觀點，具體歸納陌生人談話類型，他認為

陌生人的談話有其特殊的目的性，必須有能夠被對方認可的理由，會話目的

不同時，會話的方式也有別，其類型主要可分為： 

1. 詢問式：為了得到未知信息的會話，如問時間、問路。 

2. 請求式：為了尋求幫助的會話，如在郵局跟別人借筆。 

3. 介紹式：為了建立人際關係。如會議期間與會者彼此介紹。 

4. 提供式：為了提供幫助，如提議幫助別人拿包包。 

5. 閒聊式：為了打破沉悶尷尬的局面，如在火車上旅客間的閒談。 

透過上述陌生人概念的探討，可得知陌生人交際當中，上存在著各種陌

生程度的因素，各種因素對於交際過程及結果自然會造成影響。為符合本研

究的研究目的，對比華語母語者及西語母語者陌生人之間的交際策略，以作

為對外華語教學之初步參考，本研究探討的陌生人限定為劉虹（2004，143）

的分類當中陌生程度最高的一類，即雙方從未見過，互相也完全不瞭解。 

二、 陌生人與不確定性理論 

即使陌生帶來怪異不安的感受，但是任何形式的人際關係，最初的交際

都得從陌生開始。多數人際關係的開始，總是帶有一定程度的不安感（Berger 

& Calabrese，1975），人之所以意圖發展人際關係，其實目的就是為了減少

此不安定感，Berger 與 Calabrese（1975）針對此現象，提出降低不確定性

理論（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來闡釋。 

降低不確定性理論所表述的主要觀點為，在陌生的人際關係環境中，人

們會感到不確定感，其中又分為行為上的不確定感（behavioral uncertainty）

及認知上的不確定感（cognitive uncertainty），此理論假設任何不確定感都

會造成認知上的壓力，進而令人心生逃避之念，因此人們處於陌生環境時，

自然會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降低不確定性，或尋求提高可預測性的機會，甚

至自尋如何預測他人行為的通則（Berger ＆ Calabrese，1975），正因如此，

陌生人之間自然產生相互交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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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降低不確定性理論的觀點，人際關係發展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人際間

的不確定感，此發展具有階段性的特徵，可依序分成進入階段（entry phase）、

熟絡階段（personal phase）以及離開階段（exit phase），各個階段當中，人

們分享資訊的數量、性質及形式都會隨之改變。  

Knapp（1978：17-22）以心理層面的角度探討陌生人建立關係以及降低

不確定感的歷程，包括開始（initiating）、試驗（experimenting）、強化

（intensifying）、整合（integrating）及融合（bonding）五個階段，以下針

對各階段加以描述。 

在開始（initiating）階段時，雙方從觀察、詢問第三者等等方式互相了

解基本資料，包括興趣、交際圈等等，到兩人第一次接觸的對話都算在內，

不確定感最高。接著進入試驗（experimenting）試驗階段，兩人開始以談話

形式建立關係，內容多在於兩人對彼此的基本認識，少有承諾性言語或批評，

語調隨性、話題內容中性。第三為強化（intensifying）階段，兩人對話從客

觀基本資料轉化為感情性的語言，開始分享較私人的想法、資訊。四為整合

（integrating）階段，兩人開始建立共識，並出現共有物、共有特徵或風格。

最後為融合（bonding）階段，雙方以公開儀式或言語行為宣布彼此的承諾，

不確定感最低（Knapp，1978：17-22）。 

以上論述將陌生人的概念由抽象導入具體，並且宏觀地呈現由陌生至熟

悉，不確定性由高至低的歷程。 

三、 陌生人交際之文化觀感 

由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對象，對建立人際關係過程的觀感及認知

各有不同，因此觀感的差異從陌生兩人開始互動起即無形中影響每個交際步

驟，交際者本身難以覺察（Klopf，1998）。交際雙方的文化觀感差異越大，

文化距離就越遠，陌生感因此隨之增加，交際過程中產生誤解的可能性也就

越高，反之亦然（潘亞玲譯，2001）。 

表達方式無法讓對方正確理解，或是交際對象自己誤解訊息內容時，交

際效果便會隨之受到負面影響。影響陌生人交際的文化因素包羅萬象，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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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母語文化不了解、話題選擇不適當、不熟悉其交際習慣、對交際語言掌

握程度有限，或其他社會因素，都可能影響交際效果（Gass & Varonis，1984），

可預測性也會大為降低（Gudykunst & Kim，2000）。 

主要的誤解常是因錯誤解讀對方訊息而產生，即交際者以自身的文化框

架來解讀對方的任何交際行為（Gudykunst & Kim，2005），或以單一形式

框架解讀所有行為上的錯誤（Lakoff，1990）。 

從文獻中探討各文化對於陌生人交際的相異態度，即不難理解文化距離

造成交際過程誤解的因素。以各文化對於交談的開放程度認知來說明，有些

文化習慣中的說話時間，所佔比例較其他文化高出許多（許力生，2006：58），

若交際者對此交際習慣的差距缺乏意識，則很可能形成交際障礙。 

如阿拉伯人的人習於維持不斷交談，因此人際關係開始與發展的速度高

過其他文化（Klopf，1998）。某些地區的美國白人則是透過交談來消除不

確定性，談話除了可達到交際目的，甚至具備雙方處於同一空間，兩人沒有

交際，行程尷尬空白場面的功能（許力生，2006：59）。更有甚者，帝汶島

西南角的羅帝人（Roti）能夠自在享受於閒聊、吵架、爭論、賣弄說話技巧

等過程，因此他們的社交始終填滿談話（Fox，1974）9，交際的重點偏向於

情感抒發，而非訊息傳達。 

法語母語者看重的則是交際的動態性，他們重視一來一往的快速互動，

並視其為評判交際能力的標準之一，因此對於交際過程中被打斷習以為常，

甚至就算提問也不期待對方回答，規律而有問有答的對話型態只在正式場合

較常出現（Carroll，1988）。 

相反地，有些文化對與陌生人交談的態度則相對保守（陳國明，2003：

323-324）。如芬蘭文化不鼓勵在公共場合與陌生人交談，處於同一空間下

的兩人，不需交談也可自在共處（Tannen，1984：189-195）。北美的阿薩

巴斯可人（Athabaskan）認為與陌生人說話是不恰當、不得體的，彼此認識

                                                 

9資料參考自許力生(2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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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交談較為適合（Scollon，1985）10。英國人也沒有與陌生人閒談的習

慣，如果遇到陌生人主動交談，他們的回應也會盡可能簡短，如「是」或「不

是」（潘一禾，2011）。 

此外，有些文化視「沉默」為交際的主體形式。如西阿爾帕切人面對尚

不確定的社會關係時，傾向選擇沉默（Basso，1990）11。日本文化中，「沉

默」甚至代表著一種與陌生人交際的正確態度，他們的觀念是視陌生人為「不

存在」最為適當，因陌生人的行為難以預測，且日本人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度

低，因此他們不認為有任何與陌生人交際的必要。但美國文化背景的交際者

就對「沉默」的反應感到不適，因而降低交際動力（Gudykunst & Kim，2005）。 

另外還有些文化習於有話不明講，如在波多黎各，人們習慣於在談話中

保留模糊空間，讓對方自行解讀，並將其視為一種尊重對方的表現（Morris，

1981）。華人文化也是習慣管彎抹角，因此見面時通常先閒聊，適當時機才

提出要討論的正事（曾仕強、劉君政，2002）。另外，華人認知中存在一種

恥感（shame）文化，他人焦點情緒常比個人觀點更容易影響其行為（張嘉

真、李美枝，2000），此態度也影響華人與陌生人交際的開放程度。莊建庭

（2007）的調查顯示，台灣男性認為對陌生人表達建立關係的意圖不宜過度

積極主動，策略性的迂迴婉轉比直接表達來的適當。 

另外，陌生人之間的對話，除非有特殊的必要性，或是在某些特定的場

合，一般不被鼓勵。如果不存在必要性，會話就不容易被接受，甚至說話對

象因為被迫應答，還可能引起反感（劉虹，2004）。Ye（2004）也指出，

中國教育下的孩子，從小就被灌輸與熟人打招呼、但不與陌生人打招呼的觀

念。只有在某些特定場合，陌生人之間的會話才會顯得合理，如在火車上旅

行，或共同參加一個會議，或者同時在醫院候診等等（劉虹，2004）。 

在某些文化下，與陌生人交談甚至存在性別上的限制，中國婦女傳統上

是不能與陌生人攀談的，中東回教國家，婦女與陌生人交談也是一種禁忌

（Barnlund，1989）。 
                                                 

10資料參考自許力生(2006：58) 
11資料參考自許力生(2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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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lund（1989）曾比較美國學生與日本學生對陌生人的態度之開放性

與接受性，發現美國學生可以在不同場所自然地與陌生人攀談；日本學生在

同等時間內，與陌生人攀談次數，則明顯少於美國學生。 

在提問技巧上，不同文化也各有看法。陌生人交際的話題，具有表面性、

非私密性的特點，因為詢問對方資訊本身就是一個入侵對方私領域領土的行

為，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同文化中所認定的「私密」、「禁忌」話題皆有所

差異，「成長環境」及「職業」算是較符合大多數文化的一般性安全話題

（Svennevig，1999）。 

四、 陌生人交際與禮貌原則 

熟悉度越高的兩個人交談，禮貌原則的限制越少，違反禮貌原則的言語

行為如請求、反對、諷刺等，皆常出現於熟朋友的對話中（Brown & Levinson，

1987）。相反地，陌生人開始交際的初步階段，由於雙方關係尚未穩定，需

要透過不斷地摸索試探，進而逐漸了解對方的交際習慣，以避免面子威脅的

言語行為，因此陌生人交談之禮貌原則的拿捏便更顯重要（Brown & 

Levinson，1987）。 

陌生人交際的禮貌原則可由言談形式及言談話題兩方面著眼。Brown & 

Levinson（1987：103）提出，在形式方面，禮貌原則與話輪數量及發話權

的掌控有關。說話者在交際中若有意識地以對方為談話焦點，讓對方主導話

輪，加以適時表示對聽話者關心，並對聽話者的興趣、需求等表示關切，即

為一種禮貌的表現。 

而言談話題方面，Svennevig（1999）認為，由於說話者對陌生人一無

所知，選擇話題的難度因此比與熟人談話高，說話者無法得知哪些話題對陌

生談話對象來說有可能是敏感話題，若拿捏不恰當就有可能威脅對方面子，

因此所需考量的面子問題比與熟人要來得廣泛。 

首先探討選擇話題的過程，有其特殊的試探機制，Goffman（1959：

192-193）指出，當說話者無法明確掌握對方觀點時，其中一位說話者會先

釋放出某一觀點，以觀察對方的反應，如果接收到正向回應，即表示其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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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話題，下一階段便能接續擴展該個人觀點的範圍或深度，如此小範圍地漸

進擴展個人觀點的表達，逐步確認對方的接受度至一定的程度，才能暫時結

束試探行為，達到足以直接表達觀點的信任度而不需擔心面子威脅。 

至於話題類型選擇的策略方面，需要判斷的是何為安全話題。Goffman

（1967：16）認為，與私人訊息無關的話題風險低，即為安全話題。互相認

識的友人溝通，何者能提或不能提，雙方都有具體概念，因此安全話題的範

圍明確。而陌生人由於不確定性高，當談話者不確定對方對某事件的態度時，

就帶有風險（Wardhaugh，1985）。為避免威脅對方面子，陌生人不得已縮

小安全話題的範圍（Wardhaugh，1985），因此談話的制約性隨之增加。不

過縮小話題範圍固然可顧全面子，卻對建立長遠關係無正面幫助，Svennevig

（1999）指出，表述越私人的話題才越有機會與交際對象深入建立關係，但

也須承擔較高的威脅面子風險，相反地，越中性的話題越安全，但是建立關

係、擴展關係的機會也低。 

文獻曾具體提安全話題的範圍及類型，Laver（1975：224）認為，場域

類話題（setting talk）與寒暄性質話題（phatic talk）可算是中性且安全的話

題類型，場域類話題意指說話者周圍所能觀察到的人事物，由於具當下性，

又與說話者雙方無直接關係，威脅面子的機率較低。而寒暄則為應酬功能大

過於交際功能的一種言語行為，主要目的只是建立或維護雙方的社交關係，

實質的交際內容重要性反而是其次，因此威脅面子的機率也不高（冉永平，

2001）。 

Svennevig（1999）則對百科類話題的安全性做出評述，百科話題意指

與說話者及聽話者私人資訊無關的知識性話題，Svennevig（1999）觀察，

因百科類話題可能涵蓋社會、文化的主觀意見，其篩選不免受到說話者的社

會階層或背景的影響，選擇何種百科類話題能反映出說話者的身分，而說話

者在未知陌生交際對象背景的狀況下，貿然選用百科類主題，若不符合說話

對象的認知，便有可能形成面子威脅。Svennevig（1999）建議，百科知識

主題的範圍彈性，交際初期可暫時停留在一般常識描述的階段，維持話題的

中性，便仍屬安全範圍，倘若進入個人意見的表述，易將話題導入私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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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提及個人價值觀或思想，或牽涉雙方身分背景，話題也就不再中性，因

此會有威脅面子的顧慮。 

上述的場域及百科類話題，皆為與說話雙方無關的第三方面向話題，若

是說話者有意願進行自我揭露，則需要適時利用雙方互惠的原則（Brown & 

Levinson，1987：129），由說者觀點出發，說者可先觀察聽者對某類話題

有興趣的程度，再針對該話題做出自我揭露，同時讓聽者有融入該話題的動

機（Svennevig，1999）。由聽者角度詮釋，互惠原則意即在自我揭露的同

時，考量對方是否能獲取表述相同話題看法的機會，盡力創造雙方皆可融入、

對同一話題互惠交流的談話情境（topical involvement），如此一來便能避免

威脅且縮短人際距離。基於禮貌原則，陌生人使用互惠原則的比率會高於熟

識友人（Brown & Levinson，1987：129），Morton（1978）就曾對比夫妻

之間的對話以及陌生人的對話，發現陌生人使用互惠原則的比例高出許多。 

五、 小結 

陌生人的概念可從文化觀、心理面、交際視角來探討，兩個完全陌生的

人，其陌生程度也存在各種可能的差別。 

不同文化對於陌生人交際行為，抱持的態度各異，有的文化視之為自然

合理的交際手段，有的文化對此採取保守觀念，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無可

避免地影響交際策略。 

陌生人交際的不確定因素高，因此產生對交際者選取話題上的制約，使

得陌生人交際的類型存在諸多一致性，對話形式的相似度高。 

然而基於文化因素及陌生關係，考量禮貌原則來選取安全話題成為陌生

人交際之重要環節，同時也須考量話題是否具有互惠性，以提高創造雙方得

以進一步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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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陌生人交際歷程及話題 12 

接續第二節所討論之陌生人交際理論及定義，本節聚焦於陌生人交際的

框架及歷程，包括從預備機制到開啟話題的過程，最後討論話題的類型。 

一、 基本框架 

  前述文獻中已提及，陌生人的談話存在諸多制約，陌生程度越高，談話

的限制越多（Schneider，1988；Svennevig，1999），因此陌生人談話的結

構有其特殊基本框架，Kellermann 與 Lim（1989）將此框架分為開啟階段

（initiaion phase）、延續階段（maintenance phase）以及結束階段（termination 

phase）共三個階段，各階段皆有其出現頻率高的話題，列表如下： 

表二-2：陌生人談話基本框架 

Initiation phase 

開啟階段 

Maintenance phase 

延續階段 

Termination phase 

結束階段 

打招呼 住處或家鄉、家庭 談論下次見面 

介紹 共同友人 本次交談感受 

  健康狀況   教育背景、職業   預約下次見面 

  當下情境   社會關係 向對方提出 

  正面評價 

為何出現 讚美 結束對話 

天氣 興趣 道別 

Svennevig（1999）檢視 Kellermann 與 Lim（1989）研究中的語料收集

方式，對上述分類提出數項質疑，Kellermann 與 Lim（1989）要求受試者

在與陌生人交談的過程中盡量獲取對方資訊，並且提供最少的自我資訊，因

此並非在自然情境下以建立關係為目的交談，語料難以提供陌生人交談框架

                                                 

12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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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除此之外，Svennevig（1999）也提出 Kellermann 與 Lim 對語料的

分類界定過於模糊，如「打招呼」事實上包括許多形式，研究者並未說明是

何種打招呼；且「讚美」為一言語行為，「家庭」、「運動」則算是話題類

型，皆屬不同層次的分類標準，研究者的語料分類標準不一，仍有待釐清。 

二、 預備機制 

陌生人開啟新話題時，通常會歷經一個試探性的過程（feeling out），

（Gumperz，1982：142），也就是每段對話開始之前，雙方會先利用某種

手段取得兩人共同點，以尋求適當話題。Schegloff（1980：131）將其稱之

為「預備機制」（predelicates），其功能為請求對方允許其話題的開啟，如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目的是讓聽話者有緩衝時間準備接受新話題。

Maaynard 與 Zimmerman（1984：309）將其稱之為前置序列（pre-topical 

sequence），前置序列又可分為兩種，一為歸類性前置序列（categorization），

是為了瞭解對方屬於哪一類型的說話對象，如身分為何，家庭背景；二為活

動性前置序列（category-activity sequence），是為了瞭解對方有興趣從事的

活動，如兩位學生互相詢問這學期選什麼課，即為此類。前置序列的目的是

釐清雙方能聊的是私人話題或是個人資訊性的話題，並且對雙方的基本資料

有初步認識，才能繼續使話題深入（Sacks，1992）。 

預備機制過程中的回應，是說話者必須留心的部分，當對方做出擴展性

回應（expanded response）或一般性回應（response），表示對方對此話題

產生一定的共鳴，話題還有發展空間，而對方若只提供最小回應（minimal 

response），則可能是一種拒絕回應的暗示，雙方必須做好轉換話題的準備

（Maaynard & Zimmerman，1984：309）。 

華語文獻中也曾探討類似的概念，劉虹（2004）曾指出，為了顧及陌生

交際對象的文化與社會規約，避免遭到拒絕的尷尬處境，陌生人在開始交談

前，一般都會進行非語言的前置步驟，以確認對方是否願意與自己對話，方

式包括以下三種： 

1. 觀察對方正在從事的活動，並且判斷打擾是否適合，以確認對方是

否有空參與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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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對方是否刻意迴避，如果對方在發現有人在注意他之後，反而

有意識地避開目光，或根本不予理會，即可判斷對方無談話意圖。 

3. 觀察對方的外型、年齡，以猜測對方的身分，並選擇相呼應的稱呼

和開場白。 

三、 開啟話題 

由陌生至親密，陌生交際雙方相互對待的過程，即為陌生人建立人際關

係的過程（陳國明，2003），而本研究所探討的「開啟話題」，即為陌生人

建立人際關係的開始。經過預備機制的階段後，交際者興起與陌生對象建立

關係的意圖，主動與其進行交際性談話，期待對方回應並延續話題的行為，

即為本研究所指的「開啟話題」（謝佳玲、游皓雲，2012）。 

陌生人的開啟話題，通常內容中性、且無承諾性，開場後若發現談話能

持續，則朝兩種方向進行，一為向外延伸，如社會文化性的話題；二為向內

發展，如與個人資訊相關的話題（Schneider，1988：86）。 

而在話題的選擇上，具有可報導性（ reportability）、可發展性

（projectability）、連貫性（connectedness）和累進性（progressivity）。可

報導性意味著說話者對此話題有一定程度的興趣，文獻中類似的概念有

Maynard 與 Zimmerman（1984、1985）提出的可提性（mentionability）、Labov

（1972）的可報導性、Button 與 Casey（1984、1985）的新聞價值性

（newsworthiness）。對話中對話者考量話題是否具有可報導性的行為，隨

處可見，如在講笑話之前，我們會說：「你聽過關於 XXX 的笑話嗎？」確

定對方沒聽過，才會繼續說下去，此行為即是為了確定其可報導性（Sacks，

1992）。而要衡量可報導性，資訊狀態及價值狀態可作為衡量標準，如該資

訊對聽話者來說是新資訊且足夠趣味，就具備可報導性（Svennevig，1999）。 

可發展性（projectability）的概念主要為話題的組織的層級關係，層級

關係包含兩個概念，話題內容及話題類型，如話題為敘述型、論述型或解釋

型等等，說話者可觀察話題組織的結果來發展或產出接續的話題（Svennevi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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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connectedness）所指為話題與話題之間過度的關係，說話者並

不能隨時隨意發表新話題，即使確定該話題具有可報導性、可發展性，也要

等遇到一個適當時機，才能使該話題自然產生（Svennevig，1999）。 

累進性（progressivity）包括形式（form）和內容（content）兩個部分，

形式指的是對話必須持續進行，停頓時間應該減至最小，內容上指的是不斷

有新資訊出現，對話雙方可以持續累積新的共通點，並且立基於共通點上創

造更多新話題（Svennevig，1999）。 

由於對說話對象一無所知，交際時的提問存在高度制約性，因此說話者

主動自我揭露便可為發展話題的手段（Svennevig，1999）。Svennevig（1999）

將這種自我揭露的過程稱之為自我表述序列（self-presentational sequence），

他認為此為陌生人開啟話題的重要策略（Svennevig，1999），然而自我表

述內容必須謹慎選擇，話題應盡量去除私人觀點，以中性、客觀的評述較為

適合，如說話者主動表述當下發生在自身的事件（如剛剛不小心受傷、塞車

等），既具話題延續性，亦可避免面子威脅（Button & Casey，1985）。 

自我表述序列的開端內容對接續的話題結構具有顯著影響，說話者可以

此內容為基礎，當作尋求共通點的線索，進而發掘新話題（Korolija & Linell，

1996）。如果對話者能從此階段發展出具討論性、互動性的深入話題，則可

減低接續對話中切換話題的次數，提升交際效果。 

若自我揭露的內容不足以發展話題，交談當下的場域亦為適當的話題來

源，如社區活動便可由社區環境聊起，校園活動便可猜測對方是否為學生身

分，如此一來開啟話題的來源就會豐富許多（Svennevig，1999）。 

然而自我揭露雖為交際過程中的核心策略之一，事實上一般交際者面對

陌生人進行自我揭露有其難度，Maynard 與 Zimmerman（1984）曾比較陌

生人及熟人的對話開頭模式。研究者將受試者兩兩配對，分為陌生人組及熟

人組，並告知受試者他們將進行一個實驗，但未說明實驗內容，請陌生人組

先行認識對方以便進行實驗，而熟人組同樣先行談話作為暖身。結果發現熟

人多以分享自身經驗為話題，但交際對象一旦改為陌生人後，對陌生對象主

動自我表述的比率便降低，反以問答形式互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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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nevig（1999）也發現陌生人對話序列中提問比例較高的特徵，透

過提問的過程不但可獲取說話對象資訊，也可就其提問主題自我揭露，

Svennevig（1999）的語料中，話輪分配大致上呈現「先行提問→讓對方擁

有話輪→接續自我揭露先前提問之話題」的模式，對話者傾向於依據此陌生

人對話序列的過程來建立關係，進而開啟話題、延續話題。 

四、 話題類型 

由於彼此認識有限，加上禮貌考量，陌生人所能採用的話題類型並不多

元。文獻中陌生人話題類型研究的代表，為 Svennevig（1999）的研究，他

調查瑞典大學生與陌生人交談之話題類型選擇，隨機安排五組互不認識的瑞

典學生共十名，兩兩於餐廳用餐，任其自然交談、認識，蒐集共 3 小時 32

分鐘的對話，發現話題類型之分布，出現比例由高至低如表二-3 所示： 

表二-3：陌生人談話話題類型 

話題類型 總次數 比例 

聽者類 69 47% 

說者類 40 27% 

百科類 20 14% 

場域類 15 10% 

交集類 3 2% 

總計 147 100% 

該研究結果將陌生人談話話題類型分為五大類，包括與聽說者雙方直接

相關的說者類（self-oriented）、聽者類（other-oriented）以及同時包括雙方

的交集類（we-oriented）。其餘兩類為脫離談話者主體之第三方訊息，包括

場域類（setting topics）及百科類（encyclopedic topics）（Svennevig，1999）。 

各類的談話主題有其特定範疇，說者類以說話者本身為焦點，即說者主

動揭露自身資訊；聽者類以聽話者為焦點，及交際者主動尋求交際對象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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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資訊，交集類則是說話者及聽話者皆為焦點，即交際者尋求兩人之間的交

集、共通之處（Svennevig，1999），上述三類內容皆可能涵蓋個人經驗、

未來計畫、雙方個性等等。 

第三方非人訊息的場域類，焦點則為談話現場所見之實體景物，或當下

發生的事件。百科類為與談話者雙方本身無關的知識性話題，如新聞、某種

領域的專業、某國家文化等等（Svennevig，1999）。 

Svennevig（1999）對於各類話題的出現比例提出闡釋，他發現聽者類

話題的出現比例最高，原因是其較低的制約性。對方面向話題多數是希望誘

發對方自我表述的提問，如詢問對方的職業、興趣，開啟此類話題不需要等

待適當時機，對話中任何時間點皆可提出，且具有擴展性，對方若願意自我

揭露，便可從中獲取更多對方可能有興趣的話題線索。 

而聽者類的話題當中，又大多以兩種目的為主，第一為歸類性目的話題

（categorization），即希望在對話後能將對方歸於某一類型的對象，以將其

身份做一定位，並判斷適合話題；二為共通性目的話題，即為了尋求自身與

對方的共通性，如類似生活經驗、工作環境等等而開啟的話題。在 Maynard 

與 Zimmerman（1984）的研究中，陌生人對話時，歸類性話題占大多數，

但是在 Svennevig（1999）的研究中發現比例明顯較少，他的語料顯示尋求

共通性之提問可以代替歸類性目的的提問，當兩人經過試探卻仍找不到共通

點而缺乏話題的情況下，便會引入歸類性的提問。即便如此，以分類為目的

（如學歷、工作）的提問，在以他人為導向這個項目中，所占比例仍為最高，

少數為尋求共通點的提問或評述。 

出現比例次之的是說者類的話題，即為自我揭露，如主動分享自己的生

活經驗、成長背景、私人資訊等等（Svennevig，1999）。Svennevig（1999）

分析，自我面向話題的比例較低，是因為其制約性較高，此類話題通常必須

與先前談論過的話題有關，可能是為了解釋先前出現過話題的某個部分，或

是說明某事件的背景，需要有適當時機時出現，說話者才能夠主動開啟此類

話題，無法想提就提。且陌生人因為不清楚對方是否有興趣，因此傾向不傳

達與私人有關的新訊息（Maynard & Zimmerma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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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第三的是百科類，此類話題也存在時機上的限制，交際者不宜在毫

無鋪陳的情況下忽然提出某一百科話題，通常是對話中談到某相關主題，再

以銜接的形式出現，且還須帶有價值性、趣味性或新聞性，抑或是說話者的

個人經驗、態度與該百科主題有關聯。百科類話題的優點是具有延展性，且

可能成為後續對話的主題，說話者也可利用百科主題找出雙方共通點，進而

建立關係（Svennevig，1999）。 

百科類話題能將對話者的話題由寒暄帶入具體而深入的層次，但又不須

透露說話者的私人訊息。在談話的過程中，說話者可以視情況決定在哪個時

間點將話題帶入與雙方有關的私領域，如過程中發現有可能威脅到面子，再

見機將話題拉回百科類即可，此為一種保全雙方面子的策略。相反地，若一

切進行順暢，話題可以逐漸由百科知識發展到對話者雙方身上，就有希望找

出共通點，以建立關係（Svennevig，1999）。 

場域類是與現場所見實體景物或事件有關的話題，為制約性最低的一種

類型，通常不需與先前話題銜接，Bergmann（1991：123）將場域類稱之為

「啟動機關」，可以隨時獨立出現。場域類可為談話建構一個參考指標，例

如語境在餐廳，餐廳相關的話題就是一個隨手可得的參考指標（Svennevig，

1999）。如 Svennevig（1999）的語料收集情境皆於餐廳或咖啡館，場域類

的內容就圍繞著食物和飲料，也有受試者以身邊經過的人或談話被錄音的情

況為場域類話題。Sacks（1992）指出，場域類的功能多為填充談話中的空

白，Maaynard 與 Zimmerman（1984）也認為，場域類只是將某話題結束過

度至下一個話題，並無實質意義，例如「天氣」即為常見的場域類。場域類

可隨時出現，也可以輕易中斷，因此通常短暫而不深入（Jefferson，1972）。 

出現比率最低的是交集類，陌生人從全然陌生的狀態到找出交集，必定

需要歷經長時間試探、磨合的過程，難度自然提高，不著痕跡地找出共通點，

又得顧慮不威脅面子，是交際過程的一大挑戰。雙方相異處越多，交際中所

受的面子威脅就會越多，尋求交集是為了更清楚瞭解雙方是否有延續關係的

可能（Bellah、Madsen、Sullivan、Swidler & Tipton，1985）。Svennevig（1999）

指出，展現自身的專業知識，並同時觀察對方是否有相類似的專業背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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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交集的策略之一，分享私人資訊並非必要。過程中可能發現雙方類似的

身分背景或所屬群體有雷同處，此相似性便能使對話持續、建立好感，雙方

能對某話題深入交流，但不涉入對方的私領域（Svennevig，1999）。 

五、 小結 

本章探討前人研究中，陌生人交際的基本框架及話題特性，並探討其時

序性，包括預備機制及開啟步驟，最後探討陌生人交際常出現之話題類型。 

從上述文獻的討論可知，目前針對陌生人交際的研究發展，在話題分析

的討論上已有架構，文化因素的討論也頗豐富，但仍存在缺口，包括跨語言

對比、社會變因探討，使用中介語進行跨文化交際的分析亦仍待發掘，因此

本研究將以文獻中的陌生人話題分類架構為基礎，進行華語及西語的語言對

比，並加入性別、說話對象、是否有熟識友人在場等變因，透過問卷及角色

扮演的研究方法蒐集書面及口語語料，探討其交際策略的分布和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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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根據文獻不足之處，並配合本研究之目的設計研究方法。第一節首

先介紹文獻中具代表性之語料收集方法，包含預試研究說明、開放式角色扮

演流程、封閉式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第一節說明本

研究正式開始前之需求分析，需求分析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西班牙語母語之

華語學習者為調查對象，了解其與台灣陌生人交際相關之困難之處，作為角

色扮演語境設定之依據。第二節呈現語料蒐集之研究方法及受試對象的條件。

第三節細述研究流程，包括角色扮演步驟、語篇補全測試之語境說明、觀感

調查問卷，以及語料分類基準。 

第一節 需求分析 

本節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說明需求分析之流程及對象，第二節闡釋需求

分析問卷之項目及目的。 

一、 問卷設計之說明 

於正式開始收集語料之前，為了解西籍學習者與台灣人交際的經驗及學

習困難和需求，筆者先以問卷進行需求分析，以做為語料收集的語境設定依

據。本問卷分為「基本資料」、「學習經驗」、「學習需求」三大部分，完

整問卷請見一，問卷調查的目的為以下三點： 

1. 得知西班牙語母語之初級華語學習者居住台灣學習華語期間與使

用華語與台灣人交流之實際狀況，包括所占其總社交時間之比例、

認識台灣朋友之場合、以及學習者自身認知之使用華語與台灣陌生

人交際之難度。 

2. 了解西班牙語母語之初級華語學習者關於「使用華語與陌生人交際」

之學習經驗，包含華語課程及所接觸過之華語教材，以對學習者之

學習經驗有所了解，並得以由學習者角度出發，綜觀現有課程及教

材之概況。 

3. 分析西班牙語母語之初級華語學習者學習「使用華語與陌生人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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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習需求，以得知學習者居台學習華語期間，有高度學習需求的

特定情境，以作為本研究角色扮演語境設定基準。 

問卷於 2011 年 11 月至 12 月間經由網路發放，扣除資格不符合者，包

括僅於母國學習華語者、在台生活期間少於 3 個月者，以及回答敘述不完整

者後，有效回收問卷共計 30 份。 

二、 受試者基本資料 

本問卷以「西班牙語母語之在台華語學習者」為調查對象，對象為筆者

身邊的西語母語者學生、學生友人、網路徵求之自願者、以及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中心、文化大學華語中心隨機抽樣之西班牙語母語學生，為掌握學習者

使用華語與台灣陌生人交際之實際困難，調查對象必須於台灣學習華語時間

三個月以上，才有足夠經驗回答學習需求方面的問題，調查對象背景資料說

明如圖三-1： 

 

（一） 年齡分布 

 
圖三-1：受試者年齡分布 

（二）居住台灣時間 

  30 位受試者全具備在台灣居住的經驗，有 26 位皆現居台灣，在台灣居

住的時間長短分布如圖三-2： 

20歲以下 20-25歲 26-30歲 31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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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受試者在台居住時間 

三、 受試者學習經驗 

此部分共有 8 題，皆與交際華語有關。本研究的交際華語，意指學習者

使用華語與華語母語者結識、建立關係的用語或技巧。問卷包括「交際華語

的學習經驗」、「與台灣人的交際經驗」、「交際華語之學習需求」三個面

向。 第 1 題、第 2 題為「交際華語學習經驗」，如圖三-3、圖三-4： 

（一） 華語課程對於與台灣人交際的幫助程度 

 

圖三-3：華語課程對於與台灣人交際的幫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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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教材對於與台灣人交際的幫助程度 

 

圖三-4：華語教材對於與台灣人交際的幫助程度 

從圖三-3、圖三-4 可看出，半數受試者對於華語課程及教材持肯定態度，

都認為教材及課程對於培養交際能力有幫助，不過勾選普通、沒有幫助或是

完全沒有幫助的受試者仍接近半數 13，顯見半數的受試者認為教材與課程還

有進步空間。 

第 3 題及第 4 題為「與台灣人交際時間之比例」、「認識台灣朋友之場

合」，如圖三-5、圖三-6： 

（三）與台灣人交際時間之比例 

 

圖三-5：與台灣人交際時間之比例 

                                                 

13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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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三-5 所示，大部分受試者平時的休閒時間中，只有 40%以下的時

間與台灣人交際。值得注意的是，與台灣朋友交際時間低於 40%的受試者

中，一半以上都在台灣居住超過 2 年，在台灣生活時間長，也肯定華語課程

及教材對於其交際能力之提升，但與台灣朋友交際的時間卻偏低，原因可能

與受試者自身的交際動機強弱有關，不過此數據亦反映出，現有華語課程及

教材，於培養學習者與陌生人交際能力或融入台灣交友圈的部分，仍有進步

空間。 

（四）認識台灣朋友之場合 

在認識台灣朋友之場合方面，筆者參考國內各大華語中心普遍使用的兩

本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及《遠東生活華語》，將其課文對話中出現的場合

歸為四類，包括公開場合、職業場合、私人場合、中介場合，以下舉例說明：  

1. 公開場合—街上、交通工具、各類店家、研討會、演講、比賽等。 

2. 職業場合—語言中心、各類課堂、辦公室、拜訪客戶等。 

3. 私人場合—婚禮、派對、讀書會、其他私人因素產生之交際場合等。 

4. 中介場合—透過身邊友人介紹而取得認識台灣朋友機會的場合。 

問卷中請受試者勾選他們認識大部分台灣朋友的場合，本題為複選題，

受試者回答狀況如圖三-6 所示： 

 
圖三-6：認識台灣朋友之場合 

公開場合 職業場合 私人場合 中介場合 

人數 6 32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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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三-6 所示，由於受試者多為學生，自然以職業場合（學習環境）

擴展交友圈機會為多。不過「公開場合」、「私人場合」也都是學生易

接觸的生活範圍，但數據顯示在以上場合認識台灣朋友之機率皆偏低。 

第 5 題到第 6 題為交際困難的調查，第 5 題為受試者使用華語與台灣人

交際之難度，如圖三-7 所示： 

（五）使用華語與台灣人交際之難度 

 

圖三-7：使用華語與台灣人交際之難度 

由以上幾項數據可以發現，受試者對教材及華語課程大都持肯定態度，

認為對於他們與台灣人的交際幫助很大。但回答「用華語與台灣人交際」偏

難（圈選「有一點難」、「難」及「很難」的受試者），仍超過一半，可見

受試者所認知的「幫助程度」，可能與實際「有可能達到的幫助程度」有所

出入。 

（六）與台灣人之交際困難 

  交際困難的形成與交際策略息息相關，Canale與Swain（1980）所提出

的交際策略分類中，將交際策略分為語法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語篇能力及

策略能力。筆者參考此概念稍做調整，將華語學習者有可能之「與台灣人交

際之困難處」分為語言程度、理解表達、話題選擇、無法融入，五個項目 14： 

                                                 

14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非常難 難 有一點難 容易 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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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程度：語言本體的知識不足，即語法能力，亦即廣義的語言能

力。 

2. 理解表達：已有一定的華語程度，但是交際時段落性的解讀和表達

能力仍顯不足，即聽力及口說上的語篇能力。 

3. 話題選擇：不知如何在不同情境選擇適當話題，即社會語言能力及

策略能力。 

4. 無法融入：不知如何融入台灣人之交友圈，亦即社會適應能力。 

5. 其他_____________。 

受試者回答狀況如圖三-8： 

 
圖三-8：與台灣人之交際困難 

從問卷數據中可得知「語言程度」及「其他」是造成受試者與台灣人交

際困難的主因。學生在最基礎的「華語程度」，也就是 Canale（1983）與

Swain（1984）所謂的「語法能力」及「語篇能力」中仍感到有一定難度，

當然尚無空間及能力考量話題或融入的問題。 

至於回答「其他」的受試者中，有半數以上表示困難處在於「很多台灣

人個性害羞、話少」，讓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拿捏交際方式。筆者認為，這有

可能是雙方交際規約差距較大而引起認知上的交際習慣差異，可做為往後設

定語料收集方式的參考依據。 

語言程度 理解表達 話題選擇 無法融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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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華語課對於不同交際情境之幫助 

此部分請受試者將前述認識台灣朋友之場合，依照華語課程對其給予的

幫助依次排序，幫助最大的排第一，幫助最小的排第六。場合之分類標準與

前述「認識台灣朋友之場合」相同，包括： 

1. 公開場合—街上、交通工具、店家、研討會、演講、比賽等。 

2. 職業場合—語言中心、各類課堂、辦公室、拜訪客戶等。 

3. 私人場合—婚禮、派對、讀書會、其他私人因素產生之交際場合。 

4. 中介場合—透過身邊友人介紹而取得認識台灣朋友機會的場合。 

為了方便統計，筆者以積分方式計算結果。回答「非常有幫助」計為 5

分、「有幫助」計為 4 分、「普通」計為 3 分、「沒有幫助」計為 2 分、「完

全沒有幫助」計為 1 分。計分統計結果如下： 

 
圖三-9：華語課對於不同交際情境之幫助 

 如圖三-9 所示，受試者認為華語課程對其幫助最高的是公開場合下的交

際情境，職業場合其次，私人場合及中介場合情境的積分則不到前兩者的一

半。 

（八）學習需求 

此題按照前述 4 個情境分類，調查受試者對各個情境會話之學習需求，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公開場合 

職業場合 

私人場合 

中介場合 

公開場合 職業場合 私人場合 中介場合 

積分 180 163 7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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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受試者排序，為方便統計，筆者將排序第一名的項目以 5 分計算，第二名

以 4 分計算，以此類推。計分結果如圖三-10 所示： 

 
圖三-10：學習者之學習需求 

如圖三-10 數據中得知學習需求最高的為「職業場合」及「公開場合」，

此兩者已為受試者認為華語課程提供幫助最多的兩項，但仍存在更多的學習

需求。筆者認為，「職業場合」為學生及上班族平日所處環境時間最久之處，

交際機會多而密集，需求自然最高。「公開場合」排名第二，則顯示受試者

希望在學校和工作之外，尚未建立台灣交友圈前與華語母語者交際的需求。 

由整體問卷數據中可看出，30 位受試者中，高達 25 位表示平時與台灣

人交際的時間所占不到平時休閒時間當中的 40%，且超過半數受試者認為

以華語與台灣人交際難度在「有一點難」以上，顯示多數受試者與台灣人交

際的狀況並未達到理想狀態。然而矛盾的是認為「華語課程對於與台灣人交

際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受試者比率高達 55%，既然有幫助，為何實際

交際狀況並不理想，值得探究。 

第二節 語料收集方法 

關於跨文化交際之研究語料收集之研究方法，筆者匯集相關文獻，較具

代表性的包括自然觀察法（natural observation）、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以及角色扮

演法（role play）共四類，筆者以下分別簡要介紹。 

0 50 100 150 2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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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場合 

公開場合 職業場合 私人場合 中介場合 

積分 151 206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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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觀察法（natural observation） 

顧名思義為透過自然、且觀察者不自覺的情況下收集資料（Labov，

1972），為一質性研究法，此法常用於母語使用者的語言行為研究（Holmes，

1988；Wolfson，1989）。語用學界認為「自然觀察法」所收集到的語料最

具說服力，但因自然語境中的社會變因及語言特徵難以掌握，出現時機更是

難以預測（何兆熊，2009），為使統計分析結果達到顯著差異，語料分析的

研究又常需控制特定變因或對象，需一定數量且符合特定變因的受試者，自

然觀察法所得到的語料來源難以滿足各項要求，加上收集過程曠日廢時、某

些言語行為又不易經由自然觀察取得，因而難以系統性地進行跨文化對比

（Ellis，1994：671）。更何況影響人類交際的因素複雜多變，如研究者未

計畫性控制變因，收集到的語料可能缺乏可比性（何兆熊，2009）。 

收錄真實語料可能涉及的另一問題是觀察者矛盾（observer’s paradox）

（Labov，1972）。Svennevig（1999）為研究陌生人交談過程的固定序列，

採相當接近自然語境的自然觀察法，他邀請六名類似背景學生到餐廳用餐，

簡單說明研究背景後，即讓學生兩兩一組自由交談、認識，Svennevig（1999）

錄下此真實語料，再加以分析。Svennevig在錄音結束後對受試學生做試後

訪談，受試者皆表示由於須戴著麥克風交談方便研究者收音 15，談話難免受

影響，最明顯的影響是談話者擔心空白形成尷尬場面，因此刻意找話題。有

時話題也會無可避免地圍繞在他們戴著的麥克風上，無形中影響兩人交際的

過程，可見自然語境下所收集到的語料不見得完全自然。 

二、 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語篇補全測試是在模擬真實情境下以「書寫」的方式來誘導受試者表達

語用行為，為一種量化研究法，常用於第二外語語用行為的研究（Blum-Kulka、

House & Kasper，1989；Kasper & Dahl，1993）。然而「語篇補全測試」受

質疑之處在於只要求受試者針對特定情境以文字畫方式簡短回答，可能因為

受試者書寫時會因用字、措辭等考量而選擇較熟悉的形式作答，難以反映出

                                                 

15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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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使用的真實情形（Fraser、Rintell & Walters，1980；Olshtain & Cohen，

1983；Beebe & Takahashi，1989；Larsen-Freeman & Long，1990；Hartford & 

Bardovi-Harlig，1992）。 

三、 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此研究方法是以對話性劇本（interlocutory scripts）來收集語料，可降低

自然觀察法的不確定性，又較語篇補全測試接近真實，且能藉由對話性填答，

觀察並分析出對話者在對話當中的策略及態度（Agnoletti & Defferrard：

2004）。 

Saint-Dizier 與 Agnoletti（2009）就曾經以此研究方法，設計一套四格

漫畫，請受試者以完成四格漫畫中對話的方式，收集在路上與陌生異性交談

的語料，研究發現準實驗研究法具有能有效控制變因、語料豐富準確等優點，

能避免收到的語料過於五花八門而難以分析。受試者在回答部分也有空間自

由發揮，可在有效控制下收集到具真實性的語料，不過所能收集到的話輪數

有限，為其不足之處（Saint-Dizier & Agnoletti，2009）。 

四、 角色扮演法（role play） 

研究者模擬真實情境以「口語」方式來表達語用行為，（Blum-Kulka、

House & Kasper，1989；Kasper & Dahl，1991）。一般是由研究者提供一系

列情景，包括對話情景、會話雙方性別、年齡、社會距離、相對權勢等描述，

進而要求受試者根據該情景，來完成某一言語行為（何兆熊，2009）。這些

模擬情境的設定，旨在幫助研究者進一步了解能指導人們處理社會生活中真

實事件的典型情景（Cohen & Manion，1994：252）。 

角色扮演又可分為封閉式角色扮演法（closed role play）及開放式角色

扮演法（open role play）（何兆熊，2009）。前者類似於口頭形式的語篇補

全測試，研究者要求受試者針對特定情境簡短回答，敘述性低，受試者的言

語行為自由度小（何兆熊，2009）。而開放式的的角色扮演，研究者只說明

扮演者的角色、起始情境，以及至少一個交際目的，但通常不說明會話的最

後結果及如何達成結果，因此對話的結果常為磋商性，此類交際語料相對接



陌生人開啟話題策略：華語與西班牙語對比研究 

46 

 

近真實，因交際者可以根據對方話語即時應對反應，且研究者可觀察言語之

組織結構，或是各類話語會引起的反應，此反應又如何決定接續的應對策略，

語料形式較封閉性角色扮演豐富（何兆熊，2009）。此類語料能大量收集同

一言語行為控制變因下之系統性語料（Fraser、Rintell & Walters，1980：81），

且能增加語料話輪數，取得具系統性的特定變因下之自然語料，即便仍非完

全自然的情境，但已為折衷且接近真實語境的語料收集方式（Trosborg，

1994）。 

本研究考量研究問題之類型，受試者的口語互動過程及對話策略是本研

究希望從語料中歸納的核心，因此筆者以能取得較接近真實語境的「開放性

角色扮演」為研究方法進行預試。 

第三節 預試研究 

由需求分析的結果可知，學習者學習需求最高的交際語境為職業場合，

本研究因此將語料收集的語境設定為學生的職業場合，即校園中所可能遇到

的社交情境。 

本研究正式施測之前，筆者先進行完整的預試研究（pilot study）。預

試之目的在於檢測角色扮演語境設計及研究方法，是否能有效達到分析研究

問題之目標，並從中提出有效的修正方式。 

本節依序介紹預試研究對象、語境設定、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果。  

一、 預試研究對象 

筆者的預試對象為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各 3 人，研

究對象皆為 20-35 歲之新竹地區大學生或研究所學生，華語母語者（以下稱

為華語受試者）16為筆者於大專院校BBS電子看板上公開徵求而來，為力求

華語受試者所輸出的語言接近母語原貌 17，筆者限制其主修科系必須與語言

                                                 

16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17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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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文、外語等無關、且平時生活極少使用華語或任何外語與外國人交際

者；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以下簡稱為西籍學習者）為筆者的學生及

學生身邊友人，來台學習華語時間在 6-12 個月之間，已修習華語課時數約

為 400-600 小時，至少學完《實用視聽華語一》、《實用視聽華語二》兩本

教材，具備基本的會話能力，能與台灣人以華語簡短地交際，但對台灣人的

交際規約尚未有深入的認識。 

為控制角色扮演之內容品質，並刺激受試者動機，筆者提供每位受試者

兩百元超商禮券，要求參與者盡量投入情境，自然表達。以下列表三-1、表

三-2 說明預試受試者之背景資料： 

表三-1：華語受試者背景資料表 

受試者編號 性別 年齡    主修科系 

CS1 男   20-25    資工所 

CS2 男    20-25    機械所 

CS3 女    20-25    環境工程所 

 

表三-2：西籍學習者背景資料表 

受試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學習地點 在台學習 

華語時間 

在台 

時間 

SS1 男 26-30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SS2 男 30-3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2 年半 

SS3 女 20-2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二、 預試研究設計 

筆者以需求分析中學習者學習需求最高之「職業場合」為主體，設定接

近學生生活之情境，盼能獲得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之語料，情境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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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 

  您參加大學系所舉辦的一個迎新活動，您是今年的新生／職員，現場您

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是您知道以後您和現場的人即將成為同學，應該會常常

見到面。現在是自由時間，大家可以隨意享用餐點，認識認識其他新朋友，

您現在找到一位看起來順眼的人，打算去認識他，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現在請開始和對方說話，說話時間長度、話題皆不限，到您覺得 

差不多可以結束或想要結束的程度，就請您想辦法結束對話，並和方 

道別。 

情境二： 

  您參加一個學校或機構所舉辦的活動（有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活動， 

例如：技能學習、團康、旅遊、聯誼或任何您可想到的活動類型），參加 

者都來自不同的單位、背景，您一個人報名，一起參加的人您一個都不認 

識，過程中覺得有點無聊，於是您打算找個看起來順眼的人聊聊天 

，認識認識，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現在請開始和對方說話，說話時間長度、話題皆不限，到您覺得聊得差不多

可以結束或想要結束的程度，就請您想辦法結束話題，並和對方道別。 

情境 1-1 及 1-2 之設定，目的為觀察受試者在已知交際對象可能擁有與

自己相同背景、或是未來學業上、生活上常有可能交流的情況下，會使用何

種交際策略；情境 2-1 及 2-2 之設定，則是為了探討受試者在對交際對象背

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如何調整交際策略，兩個情境皆分別安排面對同性別

及不同性別的組別扮演。 

預試角色扮演於 2012 年 5 月進行，地點為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三樓之國際交誼廳，由於該場所常有各國外籍生進出，全校學生不限國籍隨

時皆可使用該場所與同學隨意交流，同時為校方舉辦國際學生活動之場所，

相當接近與不同國籍陌生人交談的真實情境，筆者因而選擇該場地進行角色

扮演。筆者每次安排 2 位學生 1 組，每組皆為 1 位華語受試者及 1 位西籍華

學習者，受試者互相皆不認識。角色扮演全程以華語交談，以觀察西籍學習

者如何使用華語與華語受試者交際。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9 

 

如前述的語境設定說明，情境一為已知交際對象背景變因，情境二為未

知交際對象背景變因，每位受試者皆須扮演兩個情境，但兩次扮演的對象不

同。受試者在扮演開始前，筆者先發下角色扮演之紙本說明讓受試者參考，

華語受試者之說明單如下： 

  感謝您抽空來參加這個角色扮演的語言研究，本研究作為本人論文 

用途，為方便分析將全程錄音，資料保證不外流亦不具名，請您放心。 

  以下有兩個情境，我會依序將情境說明給您，請您先自行閱讀，閱 

讀後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發問，都清楚之後就可以開始。 

  請想像自己在以下說明的這個情境當中，並且用您認為最接近真實 

的方式來和對方對話，這不是演戲亦非考試，沒有標準答案，我們需要 

的是您最直接自然、第一感覺的反應。 

情境 1： 

  您參加大學系所舉辦的一個迎新活動，您是今年的新生／新職員， 

現場您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是您知道以後您和現場的人即將成為同學， 

應該會常常見到面。現在是自由時間，大家可以隨意享用餐點，認識認 

識其他新朋友，您現在找到一位看起來順眼的人，打算去認識他 

，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現在請開始和對方說話，說話時間長度、話題皆不限，到您覺得聊 

得差不多、可以結束或想要結束的程度，就請您想辦法結束對話，並和 

對方道別。 

情境 2： 

  您參加了一個學校或機構舉辦的活動（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活動，例 

如：技能學習、團康、旅遊、聯誼或任何您可想到的活動類型），參加者 

都來自不同的單位、背景，您一個人報名，一起參加的人您一個都不認 

識，過程中覺得有點無聊，於是您打算找個看起來順眼的人聊聊天，認 

識認識，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現在請開始和對方說話，說話時間長度、話題皆不限，到您覺得聊

得差不多、可以結束或想要結束的程度，就請您想辦法結束話題，並和

對方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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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籍學習者之說明單如下： 

Muchas gracias por sacar el tiempo para venir a participar esta actividad.  

Es una actividad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mi tesis. Para poder analizar las  

conversaciónes, todo el proceso será grabado, sólo para investigaciones  

académicas. Las grabaciones no serán publicadas. 

 A continuación hay 2 situaciones, vas a recibir una hoja de explicación de  

las situaciones. Por favor lee detenidamente, si hay algo que no está claro  

me puedes preguntar.  

 Por favor imagina que tu estás ahora mismo en esta situación; usa una  

manera más parecida a la que usarías en la vida real. Esto no es un drama ni  

un examen, no hay respuestas correctas. Lo que queremos es tu reacción más  

natural y directa.  

 

Situación 1： 

  La universidad donde estudias pusieron una actividad de bienvenida, tu  

eres un/una estudiante nuevo/a de este año, no conoces a nadie en la 

actividad, pero la gente que está allí va a ser tus futuros compañeros. Ahora  

es tiempo libre, allí estan unos postres para que la gente tome y haga amistad.  

Ahora acabas de ver un/a persona que tambien anda solo/a, te gustaría  

conocerle, ¿cómo iniciarías la conversación posiblemente?  

   Ahora ya puedes empezar a hablar con esta persona. No hay limitación de  

tiempo ni de tema. Puedes hablar hasta cuando sientes que ya debes  

despedirte. Hasta entonces, busca una forma de despedirte para  

terminar la conversación.  

Situación 2： 

Tu participaste solo/a a una actividad que varias universidades u  

organizaciones pusieron juntos. (Puede ser un viaje, una conferencia, un  

taller, un concurso o cualquier otra actividad). Todo el mundo viene de un  

lugar diferente, no conoces a nadie y te sientes un poco aburrido/a. Ento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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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nsas hablar con alguien que se ve interesante para hacer  

nuevos amigos y pasar el tiempo. ¿Cómo iniciarías la conversación?  

Ahora ya puedes empezar a hablar con esta persona. No hay limitación  

de tiempo ni de tema. Puedes hablar hasta cuando sientes que ya debes 

despedirte. Hasta entonces, busca una forma de despedirte para terminar la  

conversación. 

受試者閱畢紙本說明後，如有問題可發問，未達到與完全陌生對象交際

的研究需求，此說明過程期間受試者互相不得交談。確認所有受試者都沒有

問題之後，筆者才讓受試者交談。 

角色扮演過程全程錄音，筆者設定好錄音設備即待在角色扮演空間的角

落觀察，保持一定的距離，盡量讓受試者不受干擾，待受試者完成再主動通

知筆者。 

每組角色扮演完成後，筆者與兩位受試者短暫訪談，請受試者簡述角色

扮演過程、談論哪些話題、以及在此過程之後，是否對對方有所基本認識，

此步驟是為了確保受試者角色扮演過程皆出自於其自然反應，沒有太誇張、

超出常理以至於扮演後馬上就忘記扮演過程的情形，如果訪談內容與實際扮

演內容有明顯差距，則視為無效語料，不列入分析。 

預試共計蒐集到 6 組語料，兩個情境各 3 組，角色扮演後的訪談中，受

試者大都能口述摘要扮演過程及話題，未出現無效語料。 

三、 預試研究結果 

預試結束後，筆者將錄音轉為逐字稿，並做質化及量化兩方面分析。 

（一）量化分析 

在整體的話題分類上，筆者參考 Svennevig（1999）的研究，將話題分

為聽者類、說者類、交集類、百科類、情境類五項，而本研究之預試，量化

結果如圖三-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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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1：前測陌生人交際話題分類及比例 18 

從以上數據可得知，策略差異最明顯的項目為聽者類及說者類兩項，華

語受試者與陌生人交際時，超過一半的對話皆以對方為焦點，主動的自我揭

露較少，而西籍學習者則相反，傾向多表達自我，較少對說話對象表達關注。 

（二）質化分析 

為彌補量化分析之缺失，並詳究語料呈現之話題類型內容為何，筆者以

母語變因及情境變因，簡要探討語料中所包含之話題類型。 

在母語變因方面，華語受試者傾向選擇該語境下交際雙方皆已知的訊息

開啟話題，並且話題主角多為交際對象。西籍學習者則相反，他們傾向藉由

開始話題取得未知的新訊息，且話題主要落於自身居多。 

而在情境變因方面，在已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交際者對「交際雙方」

的背景有線索可循，話題焦點多落於交際者雙方。在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

則話題轉為由「情境線索」中取得。以下就母語及情境變因分別舉例說明。 

(1) 母語變因：「已知」與「未知」 

華語受試者傾向以已知訊息開啟話題，即以雙方在該語境下皆已知的背

景知識說出來作為開場白，且形式以問句居多，如例 1： 

                                                 

18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對於與策略相關之圖表排序的修改建議。 

聽者類 說者類 百科類 場域類 交集類 

華語母語受試者 61.9 22.7 7.2 6.1 2.1 

西籍華語學習者 31 53.5 11.3 2.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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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 

CS1：你好，你是來這邊念書的嗎？  

SS1：這是我的第一年來這邊台灣。 

以上對話取自角色扮演語境中的情境一，即大學校園中之迎新活動，雙

方皆已知現場同學具有共同背景，以後也會成為同學，對方理所當然是「來

這邊念書」的學生，儘管如此，華語受試者仍以此已知訊息為話題。 

而情境二為未知交際對方背景的校際活動情境，讓受試者自由發展，華

語受試者仍出現類似的策略： 

例 2： 

CS2：ㄟ，你也是來參加旅行的嗎？  

SS1：對對對！ 

例 2 中受試者自行假設情境為戶外賞花活動，兩人已在賞花現場，卻仍

以此為開場白。此類問句並不具實質的疑問語意，而是具備打招呼的問候功

能，與華人常以現場所見如「你要去哪裡？」或「在忙啊？」作為問候語之

邏輯雷同。而西籍學習者則是以詢問未知訊息為開啟策略，列舉如下： 

例 3： 

SS3：嘿！你叫什麼名字？  

CS2：我叫ＸＸＸ19。 

SS3：很高興認識你，我叫ＸＸＸ。 

CS2：很高興認識你。 

西籍學習者率先開啟對話時形式相當規律，不論是自己先報上姓名或是

詢問對方姓名，總之會先取得雙方姓名這項未知資訊，才開始接下來的對

話。 

                                                 

19為顧及受試者隱私，本文語料中提及受試者姓名處，皆以 XXX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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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語變因： 「說者類」與「聽者類」 

在開啟話題後，如何避免尷尬，進行第一步的延續是交際關鍵，此階段

中，華語受試者偏向於以聽者為中心，以提問方式讓對方表達自我，以「聽

者類」為主要策略，而如對方沒有順勢提問，華語受試者則不常將話題中心

導回本身。但西籍學習者則樂於表達自我，傾向「說者類」策略居多，以例

4 對話為例： 

例 4： 

CS1：你是哪裡來的？ 【聽者類】 

SS1：玻利維亞，玻利維亞在南美洲。 

CS1：所以你們是講西班牙文的。 【聽者類】 

SS1：而且西班牙文，我們有兩個語言，是特別的語言，我的國家的以

前的人常常講那種語言。 

CS1：所以一個是西班牙文，另外一個是…？     【聽者類】 

SS1：大部分，原住民，80 分是原住民。 

CS1：喔～ 

SS1：20 是西班牙和原住民一起，mix 的。 

CS1：所以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所以你是原住民嗎？ 【聽者類】 

SS1：我的奶奶是原住民，我的媽媽的爸爸是阿拉伯。 

CS1：阿拉伯？好酷喔！ 

SS1：所以有的朋友告訴我很像阿拉伯。 

CS1：嗯嗯嗯！ 

SS1：yeah，所以我想我是西班牙跟原住民的 mix 

CS1：所以你會講阿拉伯文嗎？ 【聽者類】 

SS1：不會，有的字可以，＿＿＿＿（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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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哇！大熔爐耶。 

CS1：你是交換學生來這裡嗎？ 【聽者類】 

SS1：不是，我是兩年的學生，master。 

CS1：喔， master，我也是 master 耶！ 【說者類】 

SS1：我是生意 master，管理。 

CS1：光醫？光電醫學？你是來這邊念 master 的學位？【聽者類】 

SS1：恩～再說一次？ 

CS1：你是來這邊念 master 的學位。 

SS1：yeah，我希望可以學兩年，畢業了以後，我打算學中文。 

CS1：喔！你畢業以後也打算在台灣嗎？ 【聽者類】 

SS1：比較多，因為我的中文一點點，我也打算，如果有機會，在台     

     灣的公司上班。 

CS1：所以你學中文學了幾年？ 【聽者類】 

SS1：一年，兩年是比較好。 

CS1：講得很好耶！ 【聽者類】 

SS1：一年以後，yeah，因為我真的喜歡跟人談話，在路上。 

CS1：找人聊天？ 

SS1：餐廳，認識很多人，跟他們講話練習。 

CS1：呵呵呵，聽力很厲害。 【聽者類】 

例 4 的多層話輪中，華語受試者從頭到尾仍處於提問者角色，西籍學習

者已經將自己的背景從國籍、母語、家族血統介紹到來台狀態、學習經驗，

未來計畫，而除了在華語受試者說出「喔， master，我也是 master 耶！」

這句自我揭露之外，幾乎毫無機會表達自己，而且話題隨即又回到西籍學習

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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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西籍學習者，即使話語形式為問句，話題焦點也在放在自身，如例

5： 

例 5： 

SS2：你知道我是哪一個國家嗎？ 【說者類】 

CS2：孟加拉？ 

SS2：不對！ 

CS1：哪一個洲？ 

SS2：中美洲。 

CS1：美洲很大耶，很難猜。 

SS2：巴拿馬！ 

CS1：ㄟ那你們怎麼會想來台灣？我們的系所有合作嗎？ 

SS2：對對對。 

(3) 情境變因:「聽、說者類」與「場域類」 

在情境 1-1 及 1-2，因對話雙方皆已知可能有共同背景（同校、同系所

或同社團），未來也可能是經常交流的對象，因此開啟話題策略著重於「聽

者類」及「說者類」，意即「交際雙方主題」，如揭露雙方校系或身分，請

見例 6： 

例 6： 

SS3：你在這個大學讀書嗎？ 【聽者類】 

    CS3：對！ 

    SS3：讀什麼？ 

    CS3：環工。你也在這個大學讀書嗎？ 【聽者類】 

   SS3：我是在學中文。 

而在情境 2-1 及 2-2，因對話者對對方背景一無所知，便趨向從「場域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7 

 

類」線索來尋求話題，如例 7： 

例 7：  

CS1：好無聊，這個營隊到底在幹嘛？你為什麼會想來參加這個營隊

呀？ 

SS1：因為我們在宿舍也很無聊。 【場域類】 

四、 預試限制改善 

（一）限制 

檢視預試全貌，研究限制主要為： 

1. 樣本數： 

為收集最接近真實情境下之語料，採用開放式角色扮演，然而從尋找受

試者、約定時間進行角色扮演、轉寫語料皆相當耗時，在有限的人力、時間

資源下，能處理的樣本數受限，也難以將語料分析結果做廣泛推論。 

2. 語料收集方式： 

因角色扮演所能收集語料數量有限，為求擴大樣本數，必須採用其他能

夠大量收集語料的方式補足量化數據，以解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3. 與陌生人交談之觀感態度： 

從角色扮演中，能得到的是較 20接近真實語境之語料，但難以得知雙邊

文化下對於陌生人交談之觀感及態度，以做為文化因素之闡釋，因此還需以

其他研究工具輔助。 

（二） 改善 

1. 研究方法：角色扮演搭配問卷調查 

為補足角色扮演樣本數難以擴大之缺失，改以問卷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

以角色扮演語料為輔。問卷調查法以語篇補全測試收集書面語料，設計多樣

                                                 

20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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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之語境，以求大量收集語料佐證，但礙於問卷調查法所能取得的語料為

單一語句，無法從中觀察開啟話題如何發展以及對話者如何互動，本研究以

問卷調查法之語料作為量化分析依據，以角色扮演語料作為質化分析材料。 

2. 陌生人交際之觀感態度 

為能深入闡釋雙邊文化與陌生人交際行為之間的關聯，以支持語料所呈

現之數據，將於問卷中設計一部分相關問題，調查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

對陌生人交際之觀感及態度。 

第四節 母語者語料收集：問卷調查 

  本節說明母語者語料收集的問卷架構及受試者資料。本問卷於 2012 年

7 月至 9 月經由網路發出，管道分別為筆者請求身邊親朋好友協助轉寄，另

於 BBS 電子布告欄各大版張貼問卷連結，加以贈送網路虛擬錢幣的方式刺

激受試者參與動機，同時藉此多元徵求不同年齡層及領域的受試者。兩個月

共回收華語母語者（以下稱為華語受試者）問卷 143 份，西語母語者（以下

稱為西語受試者）50 份，扣除資料填寫不完整、母語條件不符合、平時生

活中使用非母語交際的比率過高（40%以上）、回答不清或與開啟話題目的

無關者，有效問卷共計華語受試者 118 份，包括 60 位女性、58 位男性；西

語受試者 46 份，包括 25 位女性、21 位男性。 

問卷架構分為三個部分，一為基本資料，二為四個真實情境之語篇補全

測試，三為與陌生人交際之觀感調查，完整問卷請見附錄四，以下就問卷內

容分項說明。 

一、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部份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以及外語學習的經驗，

此部分主要目的為排除平時生活大量使用第二外語交際之受測者，以確保其

母語之交際模式接近原貌。 

二、 語篇補全測試 

第二部分為語篇補全測試，由於語篇補全測試僅能收集單一話輪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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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開啟話題之開場白，為補足角色扮演情境變因無法多元之缺失，筆者於

語篇補全測試中加入三個情境變因，包括「已知對方背景」、「未知對方背

景」及「現場有認識友人」三項，每個情境又因說話對象性別的不同分為兩

個部分，因此共分為六個情境，筆者分別將其編號為 1-1、1-2、2-1、2-2、

3-1、3-2。 

情境 1-1、1-2 為大學系所或公司所舉辦的迎新活動，受試者所處環境

為本身所屬團體，對於說話對象的背景有線索可循，情境 1-1 的說話對象為

同性，情境 1-2 的說話對象為異性。 

情境 2-1、2-2 為形式不限的學校或機構舉辦的活動，現場同行者來自

不同團體，受試者對於說話對象的背景全然不知，情境 2-1 的說話對象為同

性，情境 2-2 的說話對象為異性。 

情境 3-1、3-2 為朋友／同學的生日派對，現場認識及不認識的對象皆

有，受試者對於說話對象的背景也不清楚，情境 3-1 的說話對象為同性，情

境 3-2 的說話對象為異性。 

整體而言，三情境的設定，分別是為了得知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在

了解對方背景與否、或現場有無熟識友人與否的的變因之下，如何與同性及

異性陌生人開啟話題。 

考量受試者可能在無意識中為了作答而刻意創造策略，筆者於問卷中附

註，若受試者自認在此情境下不會與陌生人交談，只要回答「不主動交談」

即可，因此沉默不與陌生人交談，仍屬於本研究的策略之一。 

問卷分為華語版及西班牙語版，以便受試者以自己的母語作答，完整問

卷請見附錄四、附錄五。 

三、 陌生人交際之觀感調查 

第三部分為陌生人交際之觀感調查，分別探究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

之與陌生人交談之機率、經驗、動機、可能採用的話題類型及不可能採用的

話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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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學習者語料收集：角色扮演 

本節說明角色扮演受試者如何徵求、篩選、受試者的背景資料，以及角

色扮演之流程。 

一、 徵求及篩選受試者 

角色扮演於 2012 年 9 月進行，受試者條件與預試相同，對象包含華語

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各 7位，皆為 20-35歲之新竹地區大學生或研究所學生，

華語受試者為筆者於大專院校 BBS 電子看板上公開徵求，為求華語受試者

之語言輸出接近母語者原貌，筆者將華語受試者限制主修科系為與語言學、

中文、外語等無關、平時生活極少使用華語或任何外語與外國人交際者，才

可參與研究；西籍學習者為筆者之學生及學生身邊的朋友，來台學習華語時

間在 6-12 個月之間，已上華語課時數約為 400-600 小時，已學完《實用視

聽華語一》、《實用視聽華語二》兩本教材，具備基本的會話能力，能與台

灣人以華語簡短交際，但對台灣人的交際規約認識仍不深入。 

經過篩選後，排除華語程度不符本研究限制之西籍學習者，及語言背景

不符之華語受試者，最後徵得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各 7 人，其基本資料

如表三-3、表三-4 所示： 

 
表三-3：華語受試者背景資料 

受試者編號 性別 年齡 主修科系 

CS4 男 20-25 機械所 

CS5 男 30-35 電機所 

CS6 男 25-30 環境工程所 

CS7 女 25-30 物理系、音樂科技系 

CS8 女 20-25 環境工程所 

CS9 女 20-25 經濟系 

CS10 女 20-25 人文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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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西籍學習者背景資料 

受試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學習地點 在台學習

華語時間 

在台時間 

SS4 男 26-30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SS5 男 20-2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SS6 男 20-2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SS7 男 30-3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10 個月 

SS8 女 20-2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SS9 女 20-2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SS10 女 20-25 交大華語中心 6 個月 6 個月 

二、 角色扮演語境 

開放式角色扮演分為兩個情境變因，一為說話者已知對方背景，另一為

說話者未知對方背景，情境說明如下： 

情境一：您參加大學系所舉辦的一個迎新活動，您是今年的新生／新職員，

現場您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是您知道以後您和現場的人即將成為同學，應

該會常常見到面。現在是自由時間，大家可以隨意享用餐點，認識認識其

他新朋友，您現在找到一位看起來順眼的人，打算去認識他，請問您可能

會怎麼開始？ 

情境二：您參加了一個學校或機構舉辦的活動（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活動，

例如：技能學習、團康、旅遊、聯誼或任何您可想到的活動類型），參加

者都來自不同的單位、背景，您一個人報名，一起參加的人您一個都不認

識，過程中覺得有點無聊，於是您打算找個看起來順眼的人聊聊天，認識

認識，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三、 角色扮演流程 

本研究之角色扮演於 2012 年 9 月進行，地點與預試相同，皆為新竹市



陌生人開啟話題策略：華語與西班牙語對比研究 

62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三樓之國際交誼廳，筆者每次安排 2 位學生 1 組，每組

皆為 1 位華語受試者及 1 位西籍學習者，互相皆不認識。角色扮演全程以華

語交談，以觀察西籍學習者如何使用華語與華語受試者交際。 

如前測的語境設定說明，情境一為已知交際對象背景變因，情境二為未

知交際對象背景變因，每位受試者皆須扮演兩個情境，但兩次的對象不同。 

受試者在扮演開始前，筆者先發與預試相同之角色扮演紙本說明供受試

者自行閱讀。受試者閱畢紙本說明後，如有問題可發問，此過程間受試者互

相不得交談。筆者並於受試者閱讀完畢後再次口頭強調該情境之背景及角色

關係，以強化情境變因之影響。確認所有受試者都沒有問題之後，筆者才將

受試者兩兩配對，以達到與完全陌生對象交際的研究需求。 

角色扮演過程全程錄音，筆者設定好錄音設備即在角色扮演空間的角落

觀察，保持一定距離，盡量讓受試者不受干擾，待受試者完成主動通知筆者。 

每組角色扮演完成後，筆者與兩位受試者短暫訪談，請受試者簡述角色

扮演過程、談論哪些話題、以及在此過程之後，是否對對方有所基本認識，

此步驟是為了確保受試者角色扮演之過程皆出自於其自然反應。兩個情境變

因各蒐集七組錄音語料，每組語料長度如表三-5： 

表三-5：角色扮演錄音資料 

情境一  情境二  

組一 20:56 組一 17:48 

組二 27:41 組二 27:52 

組三 13:22 組三 13:01 

組四 23:14 組四 13:04 

組五 09:00 組五 17:09 

組六 23:26 組六 10:02 

組七 20:11 組七 29:35 



第三章 研究方法 

63 

 

角色扮演錄音蒐集完成後，筆者將錄音全數轉寫成文字檔建檔，並將其

編號整理。如表三-5 、三-6 所示，華語受試者以 CS（Chinese Speaker）表

示，編號由 CS4 至 CS10 共 7 位，西籍學習者編號為 SS（Spanish Speaker），

編號由 SS4 至 SS10 共 7 位。 

由於開放性角色扮演之語料長短不一，為考慮分析標準的一致性及科學

性，並切合本研究「開啟話題」之主旨，筆者去除每段錄音的宣告、招呼、

問候語，僅取用語義上所出現，「首先主動開啟話題者」所使用的「第一個

話題開始至結束之段落」做為分析語料，一旦新的話題出現，或交際的另一

方提出第二個話題加以延續，其後的語料便不採用，以求觀察交際者在陌生

人交際的初期階段，如何運用各項及互動過程。 

另外為求角色扮演之真實性，雖所需語料僅為開啟話題部分，筆者仍要

求參與角色扮演之受試者完整交談，至兩人自然地結束談話為止。(33)為開

啟話題語料認定之範例說明： 

(1) 

華語受試者：欸！嗨！    【問候語】 

西籍學習者：你好！     【問候語】 

華語受試者：你是今年的新生喔？   

      【華語受試者使用聽者類策略，第一個話題開始】 

西籍學習者：嗯，今年。    【學習者回應提問】 

華語受試者：對啊！     【華語者附和】 

西籍學習者：嗯，我學中文。  【學習者就同一話題補充說明】 

華語受試者：學中文。    【華語者附和】 

西籍學習者：學一年。    【學習者就同一話題補充說明】 

華語受試者：喔！     【華語者附和，本話題結束】 

西籍學習者：對，你呢？     

      【學習者使用聽者類策略，第二個話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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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母語者語料研究結果 
第四章主要呈現華語及西語受試者之問卷結果，共分為三個小節，第一

節整理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對於陌生人交際之觀感異同，第二節分析語

篇補全測試問卷整體結果及各項變因之影響，另檢視兩母語受試者常用之策

略組合，第三節為小結。 

第一節 陌生人交際之觀感分析 

本節說明問卷中觀感分析之各項結果，並將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之

數據做一對照。觀感分析項目包括受試者平時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比例、動

機、回應態度、話題選擇。 

一、 使用外語交際時間之比例 

因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之人數有所不同，本節數據皆以比例形式呈

現，每一項目勾選的人數除以該母語受試者總人數，即為該項目之比例。如

華語受試者共 143 人，當中有 121 人勾選使用外語交際時間之比例為

0%-20%，121 除以 143 為 84.6%，四捨五入至整數位為 85%。 

 
圖四-1：使用外語交際時間比例 

為控制受試者交際習慣接近母語原貌，必須過濾平時使用外語交際比例

過高的受試者。筆者僅採用平時使用外語交際時間比例低於 40%的受試者

為有效問卷，且主修科系與語文相關的受試者也全數排除。圖四-1 顯示篩

選過後之受試者使用外語交際分布情形，共有 85%的華語受試者平常使用

0%-2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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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受試者 6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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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交際的比例低於 20%，西語受試者也有將近七成使用外語交際的比例

在 20%之下。 

二、 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比例 

      

 
圖四-2：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比例 

從圖四-2 可明顯看出雙邊文化對於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觀感差異，在

80%以下的區塊顯示，華語受試者的比例由高至低，西語受試者則是由低至

高。40%的華語受試者皆自認其主動與陌生人交談的機率不到 20%，而主動

交際意願在 40%以下的比例更高達 72%。相反的，在主動交際比率高於 60%

的區塊，西語受試者主動與陌生人交際的比率為 43%。整體來說可推斷，

對於西語受試者，主動與陌生人交際是符合社會觀感的，而在華語文化中主

動與陌生人交際則相對違反交際常態。 

三、 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動機 

劉虹（2004）曾提出陌生人談話有其特殊的目的或動機，將陌生人談話

的動機分為詢問式、請求式、介紹式、提供式以及閒聊式共五類（請見第二

章第二節）21，筆者依循此分類方式稍作調整，將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動機
                                                 

21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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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閒聊打發時間」、「希望認識對方」、「詢問對方資訊」、「請求對

方幫忙」、「提供對方協助」、「經由介紹交談」以及「其他」，請受試者

圈選本身經驗中曾有的與陌生交談動機，受試者可複選作答。 

如圖四-3，華語受試者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主要動機為「詢問對方資訊」，

佔 68%，而西語受試者則為「閒聊打發時間」，佔 57%。 

筆者認為，「詢問陌生人資訊」帶有明確目的性及功能性，交際性較低。

說話者並不需擔心聽話者的反應，聽話者也僅需扮演提供資訊角色，資訊交

流結束後交際亦可自然結束，若無法取得資訊只需再尋找他人詢問即可，雙

方不需自我揭露，面子威脅的機率亦低。 

而「閒聊打發時間」是各選項中目的性最弱的一項，因目的性弱，說話

者所需付出的努力就相對提高。說話者需主動開啟話題之外，聽話者也要有

意願配合，且說話者更須針對聽話者的應答隨機應變或調整談話策略，談話

才能順利延續，所需外在條件多、難度高，而西語受試者卻有高比例以此為

交際動機，可見對西語受試者來說，與陌生人交談被視為一種常態的交際行

為，明確的目的性並非與陌生人交際之必要條件。 

 
圖四-3：主動與陌生人交談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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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應與陌生人交談之態度 

 
圖四-4：回應與陌生人交談之態度 

筆者將回應與陌生人交談之態度分為四個等級，由最積極排序至最消極

分別為「熱情回應」、「聊聊無妨」、「隨意應付」、「相應不理」，另列

一項「其他」，請受試者勾選。 

如圖四-4 結果顯示，華語受試者選擇「熱情回應」者僅佔 11%，而西

語受試者則有 63%。此數據可與圖四-3 之相互呼應，因多數西語受試者持

熱情回應的態度，主動且不具特定目的性的閒聊成功機會自然偏高，於是交

際者主動出擊之前的顧慮、負擔降低，進而提高交際者主動與陌生人交談的

動機，形成循環。而華語受試者自知其可能得到的回應態度偏向冷淡，自然

也會降低主動與陌生人交際的意願。 

五、 與陌生人交談之話題選擇 

（一） 適用話題 

筆者參考 Svenneig（1999）研究之語料中出現的話題細項，將陌生人可

能選用的話題分為「工作學業」、「薪水收入」、「共同交集」、「時事新

聞」、「興趣專長」、「家人狀況」、「感情狀況」、「人生規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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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交談」、「其他」等十項，請受試者勾選其認為適合在與陌生人交談時使

用的話題，受試者回應數據如圖四-5： 

 
圖四-5：適用話題比例分布 

圖四-5 顯示工作學業以及共同交集，為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皆認

為適用的話題。兩語言者的相異處，在於華語受試者比西語受試者偏好談論

生活資訊、時事新聞等百科類、以及興趣專長、人生規劃等非私人領域方面

的話題，而西語受試者對於表露私人領域資訊如家人、感情狀況的意願高於

華語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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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適用話題 

本題探討兩母語受試者認為與陌生人談話之不適用話題為何。如圖四-6

所示，「薪水收入」為跨文化性的不適用話題。兩母語受試者看法差異方面，

差異較大的部份，包括華語受試者認為「家庭狀況」及「感情狀況」為不適

用話題之比例皆高於 20%，高出西語受試者 7%-8%；而西語受試者認為不

適用比例高於華語受試者的話題為百科類的「時事新聞」、「生活資訊」及

「興趣專長」。可見華語受試者對於與陌生人自我揭露的認同感低，而西語

受試者較不介意自我揭露，反而避免百科類話題，兩母語受試者對於不適用

話題的認知有明顯差異。 

 
圖四-6：不適用話題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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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總結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對於與陌生人交際的觀感，包含下列異同

處： 

1. 動機與目的： 

華語受試者與陌生人交談的動機弱，交談通常帶有明確的目的性，例如

詢問對方資訊，傾向於短暫的資訊交流，而非建立人際關係；西語受試者與

陌生人交談的動機強，不須明確目的，與陌生人交談的行為不違反社會觀

感。 

2. 回應態度： 

華語受試者對陌生人的回應態度偏向消極，大多認為聊聊無妨，而西語

受試者受式偏向積極，樂於熱情回應。 

3. 適用話題： 

工作學業及共同交集為兩母語受試者皆認為適用的話題，薪水收入則為

兩母語受試者皆認為不適用的話題。話題觀感相異處，則為百科知識類及私

人生活類兩項，華語受試者認為百科知識類如時事新聞、生活資訊的話題無

關隱私，適合作為陌生人交談話題，而西語受試者對談論私人生活類的感情、

家人狀況，接受程度比華語受試者高，即使面對陌生人也樂於揭露。 

第二節 語篇補全測試語料策略分布 

如第三章研究方法所述，本研究採用語篇補全測試及開放式角色扮演兩

項研究方法收集語料，本節首先說明語篇補全測試之問卷設計及語境變因，

接著定義語料分類的架構，隨後以語料說明分類步驟，最後探討在各項變因

之下語料分類的數據結果。 

一、 策略分類 

本研究之策略框架以 Gudykunst（2005）所提出之「不確定性理論」為

核心概念，將語料中所出現之策略，依照語意內容所呈現的不確定性高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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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設定為「高度不確定性」、「中度不確定性」及「低度不確定性」三大

主策略，每一主策略之下再細分其次類。 

本研究之「不確定性」所指為說話者對聽話者「所回應內容」之「確定

程度」，意即說話者開啟話題時，雖難以預期聽話者的確切回應內容，但對

其可能的回應仍可有一預期範圍，如開放式話題或探詢對方私人資訊的回應

範圍較廣，不確定性較高；封閉式話題或寒暄式策略的回應範圍較小，不確

定性較低。說話者所採用策略之不確定性越高，表示聽話者回應的空間越具

多樣性，範圍也越廣，說話者因而較難掌握話題走向或下一步應對策略，亦

即說話者賦予聽話者較高的掌控權，反之亦然。 

三種程度相異之不確定性策略中，分別可再細分其次類。文獻中將陌生

人開啟話題語料以語意策略分類的研究並不多見，較具代表性的為

Svennevig（1999）的分類架構，他將陌生人開啟話題策略分為「說者類」、

「聽者類」、「交集類」、「場域類」、「百科類」共五類。由於 Svennevig

（1999）的研究之語料來源為瑞典大學生的瑞典文口語語料，與本研究的華

語、西語語言特性、研究方法不同，語料呈現特徵也不盡相同，因此筆者觀

察本研究語料後，決定沿用 Svennevig（1999）的「說者類」、「聽者類」、

「交集類」、「場域類」共四類，另增「宣告類」、「明示類」、「暗示類」

及「沉默類」四類，共八項次類，以下說明各類定義，並輔以語料例句說明。 

（一）聽者類 

聽者類指的是說話者透過表述或提問的手段，來誘發談話對象的自我揭

露，如詢問對方的職業、興趣等等，進而對對方有所認識。聽者類的話題主

要包括兩種目的，一為歸類性目的，即希望在對話後能確認對方的身分或所

屬團體；二為共通性目的，是為了透過獲得聽者資訊，進而尋求自身與對方

的共通點，可能為類似生活經驗、工作環境等等，如(1)至(4)。 

(2)嗨，你是什麼系的阿？你看起來好像對參加這個活動很有經驗！ 

(3)您好，請問您是本地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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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n qué departamento estudias/trabajas? 

（你是哪個系的／哪個部門的？） 

(5)¡Hola! ¿Cómo te llamas? Es que eres muy parecida a mi hermana.De 

dónde eres? 

（嗨！你叫什麼名字？你看起來很像我姊姊／妹妹耶！你是哪裡 

  人呀？） 

（二）明示類 

明示類指說話者清楚直接表示與對方交談、建立關係的意圖，達到交際

的目的，如(5)至(6)（因西語語料未出現此策略，故無西語例句）。 

(6)哈囉！可以跟你聊聊嗎？ 

  (7)嗨！正妹！我可以認識妳嗎？ 

（三）交集類 

交集類話題意指與說話者及聽話者兩人皆相關的話題，常為共同友人、

興趣、經驗或看法，如(7)到(10)。 

(8)你好，我是 XXX 的大學／高中／國中同學，請問你也是他同學嗎？ 

 (9)Hi!你也是新來的嗎？ 

(10)¡Hola! ¿Eres nueva también? Qué clases estas tomando? 

（嗨！你也是新來的嗎？你修哪幾堂課？） 

(11)¿Y cómo conociste a mi amiga? 

（你是怎麼認識我朋友的？） 

（四）暗示類 

暗示類意指說話者製造與聽者說者雙方以及現場場域皆無關的話題或

事件，或是以肢體語言先行表達善意，減低直接開啟話題的尷尬，並以此為

促使雙方開始交談的過渡手段，如(11)至(14)。 

  (12)直接跟對方說：好熱、好無聊唷之類的當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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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假裝忘記帶文具，找對方借個立可白或是筆，然後再還東東西時順

便開始攀談。 

(14)Probablemente me acerco y bailo. Y de ahi le pregunto su nombre. 
   （我可能會接近他，在他附近跳舞，然後再藉機問他姓名。） 

(15) Primero contacto visual y luego le pregunto su nombre. 
   （先和他眼神接觸，然後問他的姓名。） 

（五）場域類 

  場域類以現場所見實體景物或當下發生的事件為話題來源，說話者周圍

任何隨手可得的素材皆可成為話題參考，場域類話題的優勢為不需與先前話

題銜接，說者可以想到即說，為制約性最低的一種策略(Svennevig，1999)，

如(15)到(18)。 

(16)哈囉～我今天喝這個飲料覺得還不錯，你覺得這間店什麼是你會推

薦的阿？下次我想來試試看！ 

(17)這個派對不錯耶! 

(18)¡Qué rico! Voy a probarlos... ¿Te gustan los postres? 

   （看起來很好吃耶！我要試試看，你喜歡甜點嗎？） 

(19)¡Qué bonita está esta activiadad! ¿ Verdad? 
   （這個活動辦得不錯喔！對吧！） 

（六）說者類  

說者類的話題意指說話者主動自我揭露，分享任何與自身相關的資訊，

包括基本資料、身分背景、所屬團體、生活經驗等等(Svennevig，1999)，如

(19)至(22)。 

(20)你好，我是新進的員工，我叫 XXX，請問你的名字是？ 

(21)你好，我是 XXX，請問怎麼稱呼你？ 

(22)¡Hola! Mi nombre es xxx, soy nuevo en esta universidad y vo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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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udiar tal carrera, ¿y tú? Soy de tal pais y tú de dónde vienes? 
（嗨！我的名字是 XXX，我是這所大學 XXX 系的新生，你呢？我

是 XXX 國家的人，那你是哪國人？） 

(23)¡Hola! Acabo de llegar a esta ciudad y no tengo muchos conocidos. 

¿Podria hablar un poco contigo? 
（嗨！我剛到這個城市不久，認識的人不多，可以跟你聊一下嗎？） 

（七）宣告類 

宣告類宣告類指任何形式問候語、招呼語或寒暄用語，無實質話題，僅

具問候功能，如(23)到(26)。 

(24)你好，我是某某某，很高興認識你！ 

(25)Hi！你好啊同事／同學！ 

(26)¡Hola! ¿Como te va?（嗨！你怎麼樣？） 

(27)¡Hola! como estás? （嗨！你好嗎？） 

（八）沉默類 

沉默類指受試者在問卷中表示於該情況下不會主動與陌生人交談，如

(27)至(30)。 

(28)這種情況不會沒事找不認識的人。 

(29)不主動交談。 

(30)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en este entorno. 

（在這種情境下不會跟對方說話。） 

(31)Soy tímido aún así esperaría a que me hable primero. 

（我個性很害羞，所以我都等對方先開口。） 

上述八項次類中，屬高度不確定性的包括「聽者類」及「明示類」。「聽

者類」策略意即說者針對意圖獲取的聽者資訊進行提問，由於說者對陌生聽

者幾無所知，而各個交際者對於私人資訊的揭露認知不同，接受程度各異，



陌生人開啟話題策略：華語與西班牙語對比研究 

76 

 

說話者難以判定聽者願意揭露的資訊為何，不易預測對方反映，筆者因此認

為此策略帶有高度不確定性。「明示類」意即語意上明白直接地表示其交際

意圖，聽者接收訊息後，通常亦需明白表達自己的交際意願，而面對陌生人

首度開啟話題，尚未有任何資訊交流，便大方表明來意，毫無過渡緩衝的過

程，原就有其風險，若聽話者交際意願不高則交際可能立即宣告失敗，因此

不確定性亦高。 

而中度不確定性策略包括「交集類」、「暗示類」及「場域類」三項。

「交集類」意指為說話者掌握聽話者某項背景線索、或現場觀察到聽話者具

備某種共同特徵，意圖引起共鳴；「暗示類」意指說話者製造事件或藉口，

作為開啟話題的過度手段；「場域類」表示說話者可觀察說話對象行為或交

際現場動態，從中尋找開啟適當話題之線索，以上三類的策略，不如「高度

不確定性」的話題幾乎完全必須憑空創造，無形中已經界定話題範圍；筆者

因此將此三類策略定為「中度不確定性」。 

低度不確定性策略包括「宣告類」、「說者類」及「沉默類」三項。「宣

告類」亦即任何打招呼、寒暄功能的用語；「說者類」為說話者自我揭露其

自身訊息，為說話者已知、易掌握的「舊訊息」或「高度控制訊息」，而「沉

默類」即表示不與陌生人主動開啟話題，此三類策略，聽話者不需積極回應，

筆者因此將此三類策略定義為「低度不確定性」。   

根據前述分類概念，筆者將主次策略之關係說明整理為表四-1，語篇補

全測試之語料分類皆以此為分類標準： 

表四-1：主策略及次策略關係表 

主類 次類 例句 

高度不確定性 聽者類 哈囉！你是住學校還是住外面？ 

明示類 小姐妳好，我們可以聊個天嗎？ 

中度不確定性 交集類 妳也是ＸＸＸ的朋友嗎？怎麼認識的？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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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類                （接上頁） 

假裝忘記帶文具，找對方借個立可白或是筆，

然後在還東西時順便開始攀談。 

場域類 這派對很不錯喔！ 

低度不確定性 說者類 哈囉！我是ＸＸＸ大學的。 

宣告類 嗨！你好！ 

沉默類 不主動交談。 

二、 分類步驟 

因問卷情境為開放式，受試者回答長短、詳細程度不一，為使分類標準

一致，筆者將語料分類的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一：判斷其為單一策略或多重策略。 

步驟二：如為單一策略，直接歸類為該策略次數，如為多重策略，則將

每項出現的策略皆分別歸入各類加總，例如若某筆語料同時採用「宣告類」

及「說者類」，則「宣告類」及「說者類」皆計算一次。 

步驟三：同時歸入「多重策略」類，獨立列出多重策略的排列組成情形。 

詳細步驟說明如原始語料(31)、(32)。 

(32)這個味道很好喔！ 

步驟一：判斷為單一策略。 

步驟二：定義策略類別→【場域類】 

(33)您好，我是 XXX，今年剛進來，請問你的名字是？ 

步驟一：判斷為多重策略。 

步驟二：分別定義策略類別。 

     您好→【宣告類】 

     我是ＸＸＸ，今年剛進來→【說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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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的名字是？→【聽者類】 

步驟三：本筆語料的策略組合為→ 

    【宣告類】＋【說者類】＋【聽者類】 

三、 量化分析 

筆者將語篇補全測試的語料按照表五-1 進行主類及次類的分類，以觀

察兩母語受試者與陌生人交際時對於話題訊息的控制性，並探討各變因下的

策略分布狀況。 

  各項策略比例之計算方法為：先將所有語料按照八項次策略分類，接著

將八項次策略合併為三項主策略加總，最後將每項主次策略的次數除以總策

略數，以得出各策略的出現比例。以下便就各個變因，討論主次策略之分布

情形。 

（一） 母語變因 

本部分不考慮場合與性別變因，僅著眼於華語與西語的整體策略使用概

況，並討論此分佈趨勢代表的意義。筆者依照前述的分類方法，將華語及西

語受試者的語料按照八個次策略分類，再合併為三大主策略，主策略分布結

果如圖四-7 所示： 

 
圖四-7：華語及西語受試者主策略分布 

高度不確定性 中度不確定性 低度不確定性 

華語受試者 18.41% 33.66% 47.93% 

西語受試者 25.26% 35.28% 39.4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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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7 可看出，華語受試者傾向選擇低度不確定性的話題，比例接

近半數。西語受試者雖然也是低度不確定性策略的比例最高，不過高度不確

定性的比例則明顯高於華語受試者，佔約西語受試者本身的四分之一。而中

度不確定性的話題，兩母語受試者的接受度趨同。本數據顯示，西語受試者

對於不確定性的接受度稍高於華語受試者。 

細探八項次策略之母語變因，分布情形如圖四-8： 

 
圖四-8：華語及西語受試者次策略分布 

由圖四-8 可見，華語受試者使用頻率最高的三項策略依序為「宣告類」

（26.8%）、「聽者類」（17.44%）、「場域類」（16.74%），西語受試者

則依序為「聽者類」（25.26%）、「宣告類」（23.38%）、「場域類」（19.00%）。

此分佈狀態顯示，兩個語言受試者使用頻率最高的前三項策略皆重疊。 

至於呈現明顯跨語言差異的策略，為「聽者類」、「沉默類」以及「交

集類」，「聽者類」的西語受試者比例高於華語受試者，「交集類」及「沉

默類」的華語受試者比例則高於西語受試者。 

此外，圖四-8 亦顯示，在「明示類」及「暗示類」兩項，即使兩語言

受試者的使用頻率皆低，但「明示類」的華語受試者比例高於西語受試者，

而「暗示類」則相反，不同於前人文獻研究中，華語較西語間接的特徵。 

宣告類 聽者類 場域類 交集類 說者類 沉默類 暗示類 明示類 

華語受試者 26.08% 17.44% 16.74% 15.68% 13.74% 8.11% 1.23% 0.97% 

西語受試者 23.38% 25.26% 19.00% 13.15% 13.15% 2.92% 3.13% 0.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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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圖四-8 的數據描述，可歸結出兩個結論。第一為華語受試者

偏向採用「低度不確定性」的開啟話題策略，其中又以「宣告類」比例最高。

而西語受試者的「低度不確定性」策略選用比例雖然亦為三項主策略中最高

的一項，不過西語受試者的「高度不確定性」策略接受度明顯高於華語受試

者，在次策略的分類中，也以屬於「高度不確定性」的「聽者類」最常被使

用。第二則是在「明示」及「暗示」的層面上，華語受試者使用「明示類」

策略比例高於西語受試者，西語受試者使用「暗示類」比例高於華語受試者，

顯見華語受試者比西語受試者更願意嘗試最直接的策略。 

（二） 性別變因 

 
圖四-9：性別變因主策略分布 

圖四-9 顯示，華語受試者面對異性時，選擇「低度不確定性」策略的

比例最高，佔 50.55%，其次為「中度不確定性」策略，佔 31.37%。而華語

受試者面對同性時，策略變化不大，選擇「低度不確定性」策略的有 45.53%，

「中度不確定性」的則有 35.75%。而西語受試者面對同性及異性時，選擇

「低度不確定性」策略的比例分別為 39.51%及 39.41%，「中度不確定性」

及「高度不確定性」的比例也非常接近。 

因此，根據圖四-9 的數據，陌生談話對象的性別，對華語受試者及西

高度不確定性 中度不確定性 低度不確定性 

華語受試者面對同性 18.72% 35.75% 45.53% 

西語受試者面對同性 25.51% 34.98% 39.51% 

華語受試者面對異性 18.08% 31.37% 50.55% 

西語受試者面對異性 25.00% 35.59% 39.4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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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受試者的策略取捨皆不構成影響，不論面對同性或異性，華語受試者的「高

度不確定性」策略比例皆低於西語受試者，相反地，華語受試者的「低度不

確定性」策略比例皆高於西語受試者，而「中度不確定性」策略比例，兩母

語受試者的比例皆非常接近，無明顯差異。 

  圖四-10 顯示性別變因下的次類策略分布，華語受試者面對同性及異性

對象時，皆偏好採用「宣告類」、「聽者類」以及「場域類」三項策略。西

語受試者面對同性及異性對象時，皆選用「聽者類」、「宣告類」以及「場

域類」三項策略。根據以上數據說明，華語與西語受試者不論面對同性或異

性，皆存在共通的策略模式，性別變因在主策略及次策略上，皆不構成影響。 

 
圖四-10：性別變因次策略分布 

（三） 情境變因 

  本部分探討情境性質是否對華語與西語受試者開啟話題的方式產生影

響。筆者將圖四-9 中各項策略的使用頻率按照已知對方背景、未知對方背

景、及認識共同友人三項情境變因獨立統計，個別計算出兩種語言的主次策

略於各情境之出現頻率。 

宣告類 聽者類 場域類 交集類 說者類 沉默類 暗示類 明示類 

華語受試者面對同性 26.98% 17.54% 17.20% 16.69% 13.66% 4.89% 1.85% 1.18% 

西語受試者面對同性 23.87% 25.51% 18.52% 14.40% 14.40% 1.23% 2.06% 0.00% 

華語受試者面對異性 25.09% 17.34% 16.24% 14.58% 13.84% 11.62% 0.55% 0.74% 

西語受試者面對異性 22.88% 25.00% 19.49% 11.86% 11.86% 4.66% 4.2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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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1：華語受試者情境變因主策略分布 

  由圖四-11 可得知，華語受試者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度最高的情境為已知

對方背景，比例達 25.96%，且呈現高低不確定性策略比例皆高的兩極狀態，

而在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中度不確定性策略的比例明顯增加，在認識共

同友人的場合下，策略更加趨向集中於中度不確定性，比例提升至 46.53%，

顯見情境變因對華語受試者的開啟話題策略具有明顯影響。 

 
圖四-12：西語受試者情境變因主策略分布 

  圖四-12 數據顯示，說話對象背景已知與否，對西語受試者的策略選用

不構成明顯影響，不論何種程度確定性的策略，數據皆相當接近。而在認識

共同友人的情境下，與華語受試者類似，選用策略趨向集中於中度不確定性，

超過半數，達 56.25%。 

高度不確定性 中度不確定性 低度不確定性 

已知對方背景 25.96% 19.41% 54.63% 

未知對方背景 16.47% 39.02% 44.51% 

認識共同友人 10.69% 46.53% 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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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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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50.00% 

60.00% 

高度不確定性 中度不確定性 低度不確定性 

已知對方背景 31.69% 25.14% 43.17% 

未知對方背景 32.89% 27.63% 39.47% 

認識共同友人 9.03% 56.25%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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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3 為華語受試者在情境變因下的次策略分布，在已知對方背景的

場合下，華語受試者偏好的策略分別為「宣告類」（28.22%）、「聽者類」

（24.60%）以及「說者類」（18.06%），而未知對方背景的場合下，偏好

策略則為「場域類」（35.55%）、「宣告類」（20.81%）以及「聽者類」

（15.61%）。由此可知，對華語受試者而言，在已知對方背景時，「聽者」

及「說者」皆易成為話題焦點，而對對方背景無所知時，則傾向以與聽說雙

方無直接關聯的「場域」為開啟話題的線索。至於交際場合有共同認識友人

在場時，則「交集類」（40.75%）策略比例增高。 

 
圖四-13：華語受試者情境變因次策略分布 

圖四- 14 為西語受試者的情境變因次策略分布圖，可看出西語受試者於

已知對方背景情境下，選用比例最高的策略為「聽者類」（31.69%）、「宣

告類」（23.50%）以及「說者類」（18.03%），而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

使用率最高的前兩項策略亦同，為「聽者類」（32.89%）及「宣告類」（23.03%），

不同的是「場域類」的比例提高，為 23.03%。至於交際場合有共同認識友

人在場時，與華語受試者相同，「交集類」（31.94%）策略比例增高。 

宣告類 聽者類 說者類 場域類 沉默類 交集類 明示類 暗示類 

已知對方背景 28.22% 24.60% 18.06% 11.29% 8.35% 7.00% 1.35% 1.13% 

未知對方背景 20.81% 15.61% 13.87% 35.55% 9.83% 1.73% 0.87% 1.73% 

認識共同友人 28.61% 10.12% 8.09% 4.91% 6.07% 40.75% 0.58%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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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4：西語受試者情境變因次策略分布 

（四） 多重策略組合 

  多重策略意指單筆語料中出現兩種以上的策略組合，華語語料共出現 47

種策略組合，語料共計 309 筆，西語語語料同樣出現 47 種策略組合，語料

共計 130 筆，數量眾多，筆者因此將出現最多次的 5 種策略組合獨立討論。 

為能將策略分類結果應用於語言對比及教學建議，筆者舉出兩種語言出

現次數排名前五的策略組合，以對比其異同，並探討兩語言的主要開啟話題

策略公式，策略公式請見表四-2。 

表四-2：華語及西語受試者開啟話題常用公式 

 華語受試者語料 西語受試者語料 

策略組合 宣告＋交集（54 筆） 宣告＋聽者（22 筆） 

例句 嗨！你也認識 XXX 嗎？ ¡Hola!¿Cómo estás? ¿De dónde 

eres? 

（嗨！你好嗎？妳是哪裡人？） 

策略組合 宣告＋說者＋聽者（37 筆） 宣告＋說者＋聽者（14 筆） 

例句 嘿! 我叫 XXX 你咧？平常都在 ¡Hola! Mi nombre es XXX, y 

         （接下頁）   

宣告類 聽者類 說者類 場域類 沉默類 交集類 明示類 暗示類 

已知對方背景 23.50% 31.69% 18.03% 15.85% 1.64% 8.20% 0.00% 1.09% 

未知對方背景 23.03% 32.89% 13.82% 23.03% 2.63% 1.32% 0.00% 3.29% 

認識共同友人 23.61% 9.03% 6.25% 18.75% 4.86% 31.94% 0.00%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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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什麼？興趣？          （接上頁） 

vengo de la universidad de 

Guatemala.¿Y tú?（嗨！我的名字

是 XXX，我是瓜地馬拉大學來

的，你呢？） 

策略組合 宣告＋說者（34 筆） 宣告＋聽者＋場域（9 筆） 

例句 哈囉！你好，我是 XXX。 

 

¡Hola! ¡Qué guapa! Cómo te 

llamas? ¿Qué estas tomando?, ¿Te 

gusta la fiesta?....etc. 

（嗨美女！妳叫什麼名字？妳

在喝什麼？覺得這個派對怎麼

樣？）       

策略組合 宣告＋場域（29 筆） 宣告＋場域＋聽者（7 筆） 

例句 嘿！你怎麼會來參加這個啊？ ¡Hola! ¿Qué tal? Qué interesante 

el viaje, ¿verdad? ¿De qué 

universidad vienes? 

（嗨！你好嗎？這旅行很有趣

吧！？你是哪個大學的？） 

策略組合 宣告＋聽者（27 筆） 宣告＋場域（7 筆） 

例句 你好，請問你是哪間學校的？ ¡Hola!Estan muy bueno estos 

postres, ¿Verdad?  

（嗨！這點心很好吃吧！？） 

由表四-2 可得知，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的策略組合皆以「宣告類」，

亦即問候語為開端，不過華語受試者最常用的策略組合為「宣告類＋交集類」

（低度不確定性＋中度不確定性），即為先向對方打招呼，接著尋找兩人可

能存在的共同交集以建立關係。而西語受試者最常使用的策略組合為「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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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聽者類」（低度不確定性＋高度不確定性），即在向對方打招呼後，詢

問對方資訊以求進一步交際。 

華語排名第二及第三的策略皆與說者有關，第二為「宣告類＋說者類＋

聽者類」，第三則為「宣告類＋說者類」。 

西語排名第二及第三的策略皆與聽者有關，第二為「宣告類＋說者類＋

聽者類」，第三為「宣告類＋聽者類＋場域類」。 

由華語受試者的「交集類」語料數量，可看出華語受試者透過尋求交集

來拉近彼此關係，建立團體感，並降低不確定性。而排名第二、第三的策略

皆與說者相關，亦可反映華語受試者使用策略偏向「低度不確定性」取向。

而西語受試者前三項策略皆與「聽者類」有關，同樣反映西語受試者對「高

度不確定性」的接受程度。 

第三節 結果討論 

依據「母語變因」、「性別變因」、「情境變因」等三項研究變因，筆

者將本研究語篇補全測試之研究結果逐項總結，並回應文獻。 

母語變因部分，整體而言，華語受試者傾向採用「低度不確定性」策略，

主要使用的次策略依次為「宣告類」、「聽者類」、「場域類」及「交集類」。

西語受試者的「低度不確定性」策略同樣在三項主策略中使用頻率最高，但

值得注意的是，西語受試者對「高度不確定性」策略的接受度，明顯高於華

語受試者，主要使用的次策略依次為「聽者類」、「宣告類」、「場域類」、

「交集類」及「說者類」。另外，母語變因對「交集類」、「沉默類」兩項

策略造成影響，華語受試者使用「交集類」、「沉默類」策略的比例明顯高

於西語受試者。 

性別變因部分，主策略方面，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不論面對同性或

異性，皆傾向使用「低度不確定性」策略，次策略方面，華語受試者面對同

性及異性對象時，偏好策略依次為「宣告類」、「聽者類」以及「場域類」，

西語受試者面對同性及異性對象時，偏好策略依次為「聽者類」、「宣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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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場域類」三項策略。本研究數據顯示，華語與西語受試者不論面對同

性或異性，皆存在共通的策略模式，性別變因在主策略及次策略上，皆不構

成影響。兩母語受試者之間亦無明顯差異。 

情境變因部分，說話者已知說話對象背景與否，對華語受試者策略造成

影響，對西語受試者影響則不明顯。說話者能掌握說話對象背景時，華語受

試者的話題焦點以「說者類」及「聽者類」為多，若不知說話對象背景，「場

域類」話題便成為主要策略。而西語受試者則不受此情境變因影響，無論對

說話對象背景掌握與否，使用策略皆相近。而交際場合有共同認識友人時，

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皆偏好使用「交集類」話題。 

  另外在多重策略組合部分，華語受試者最常用的策略組合為「宣告類＋

交集類」（低度不確定性＋中度不確定性），而西語受試者最常使用的策略

組合為「宣告類＋聽者類」（低度不確定性＋高度不確定性），另外華語受

試者出現頻率第二、第三的組合中，皆與說話者有關，反之西語受試者現頻

率第二、第三的組合中，皆與聽話者有關，反映出兩母語受試者對於不確定

性的接受程度，華語受試者較低，西語受試者較高。 

  回應文獻，若套用 Hofstede（2001）的文化維度指數，台灣與多數西班

牙語系國家如墨西哥、巴拿馬、秘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皆屬於集體

主義文化，交際策略應存在許多共同之處。而本研究數據顯示，西語受試者

使用「高度不確定性」策略的比例，高出華語受試者許多，集體主義與個體

主義一分為二的概念，不足以說明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之交際策略差

異。 

  若以透過自我揭露手段降低不確定性的角度出發（Berger & Bradac，

1981），即為本研究中的「說者類」策略，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使用「說

者類」策略的比例非常接近，僅以自我揭露現象解釋不同文化之交際策略，

仍過於片面。 

  本研究因此以「不確定性程度」異同的角度來探討文化間的交際策略，

以求對同為集體主義文化的華語及西語，做出不同角度的詮釋。整體來說，

母語變因方面，西語受試者對於「高度不確定性」之策略接受度高於華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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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更願意以探詢對方資訊的「聽者類」策略來降低不確定性；性別變因

則不牽制交際策略，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不論面對同性或異性，策略分

布皆無明顯差異；情境變因方面，華語受試者在能掌握對方背景時，較願意

採用「高度不確定性」的交際策略，而西語受試者則不受此變因影響。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探討本研究的母語受試者語料對比分析結果。第一節為觀感分析，

宏觀呈現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對於陌生人交際行為之觀感。第二節為母

語受試者語篇補全測試之語料分析，呈現主次策略之交際情形。第三節回應

文獻，將第二節的數據分布情形做一個總結，歸納研究成果。 

  在觀感分析方面，對西語受試者而言，主動與陌生人交際為一種常態現

象，由於該文化下對陌生人交際行為的接受度高，回應態度也相對積極。相

較之下華語受試者對此行為持保留態度，僅較能接受帶有功能性的陌生人交

際，如詢問資訊、請求幫忙或提供協助，對無目的閒聊式的交際認同感較低。 

  在母語受試者語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參考 Svenneig（1999）的話題分類

框架，並帶入降低不確定性理論，對跨文化的陌生人交際策略異同加以闡述。

不同於以往以集體主義、個體主義將語言現象一分為二來闡釋的概念，本研

究以不確定性的強弱程度來解讀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的陌生人交際策

略。 

  研究發現，兩母語受試者使用策略的不確定性分佈受母語變因所牽制，

願意嘗試高度不確定性策略的西語受試者多於華語受試者，而使用低度不確

定性策略的華語受試者也多於西語受試者。整體來說，西語受試者對於不確

定性的接受度高於華語受試者。 

  性別變因方面則呈現跨文化的一致性，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無論面

對同性或異性對向，對話題策略皆不構成顯著影響。 

  而情境變因制約華語受試者多於西語受試者，同樣與不確定性的程度有

關。對於交際對象的背景掌握與否，影響華語受試者的話題焦點。若華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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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對交際對象的背景有線索可循，不確定性較低，則傾向採用關於交際雙

方的話題。若對交際對象的背景一無所知，不確定性較高，華語受試者便避

免碰觸高度不確定性策略，轉以場域類話題為主要策略，以求降低不確定性，

反之西語受試者受情境變因制約的情形相較之下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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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習者語料研究結果 
本章首先以與第四章相同的分類架構，量化分析西籍學習者與華語受試

者交際之角色扮演口語語料，以探究西籍學習者使用華語與華語受試者交際

時的策略，與第四章的母語受試者語料做一呼應。而後進行質化分析，深層

觀察其語言形式。本章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為語料量化分析，第三節為語

料質化分析，第三節為小結，回應研究問題及文獻。 

第一節 量化分析 

本節以量化方式分析口語語料策略分布。語料顯示，陌生人交際初期，

「提問」占有極高比例，幾乎整段對話皆由密集的一問一答組織而成，少有

長段的敘述或意見表露，顯見提問技巧占有重要角色，而每一次的提問也呈

現出說話者企圖降低對說話對象不確定性所使用的策略。此現象與 Maynard 

與 Zimmerman（1984）對比陌生人及熟人對話的開頭模式，以及 Svennevig

（1999）所蒐集的真實對話語料存在一致性，本節因此首先呈現華語受試者

及學習者主動以提問開啟話題的比例，接著探討其使用策略情形。 

而在策略分析方面，主策略的架構與第四章相同，以降低不確定性理論

為主軸，分為高度不確定性、中度不確定性及低度不確定性三個等級（詳請

見表四-1）。而次策略方面，由於開放式角色扮演之口語語料為一完整的言

談過程，性質不同於僅有單句型式呈現的封閉式書面語料，因此次策略的使

用類型較少，僅出現聽者類、交集類、場域類及說者類共四項，以下就母語

變因及情境變因逐項詳細說明。 

一、 母語變因 

  本部分不考慮情境變因，僅著眼於華語受試者及學習者主動以提問開啟

話題之比例，數據顯示華語受試者的主動提問比例明顯高於西籍學習者，如

圖五-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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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主動之提問 

  圖五-2 呈現整體主策略使用概況，並討論此分布趨勢代表的意義。筆

者依照第四章（表四-1）的分類架構，將語料先按照八個次策略分類，再合

併為三大主策略，主策略分布結果如圖五-2 所示： 

 
圖五-2：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主策略分布 

由圖五-2 可看出，不同於第四章所分析的母語受試者書面語料，華語

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皆大量採用高度不確定性策略，華語受試者採用高度不

確定性策略的比例甚至稍高於西籍學習者。 

細究西籍學習者語料的次策略，在聽者類及說者類兩項，華語受試者及

西籍學習者呈現跨文化的一致性，其中華語受試者使用聽者類策略的比例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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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西籍學習者。而雙方的差異部分為交集類及場域類，交集類僅有華語受

試者使用，西籍學習者呈現空缺，場域類則是西籍學習者的比例明顯高於華

語受試者，數據分布如圖五-3： 

 
圖五-3：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次策略分布 

二、 情境變因 

本部分探討情境性質是否對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的開啟話題方式

產生影響。圖五-4、圖五-5 為已經對方背景及未知對方背景情境下，華語受

試者及西籍學習者主動提問的比例，兩圖數據顯示，對交際對象的背景掌握

與否對雙方的主動提問意願產生影響，華語受試者能掌握對方背景時，主動

提問比例較高，而西籍學習者則反之。 

 
圖五-4：已知對方背景主動提問比例 

聽者類 交集類 場域類 說者類 

華語受試者 78.57% 7.14% 3.57% 10.71% 

西籍學習者 66.67% 0.00% 22.2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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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5：未知對方背景主動提問比例 

在策略探討方面，筆者將圖五-2、五-3 中各項策略的使用頻率按照已知

對方背景、未知對方背景的兩項情境變因獨立統計，個別計算出華語受試者

及西籍學習者的主次策略於各情境之出現頻率。 

由圖五-6 可得知，對交際對象的背景掌握與否，影響華語受試者對於

不確定性的接受度。在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華語受試者使用高度不確定

性策略的比例隨之下降，轉以中度不確定性策略取而代之。 

 
圖五-6：華語受試者情境變因主策略分布 

從圖五-7 的次策略分布可更加明顯地看出策略的轉移情形，在已知對

方情境高度被使用的聽者類策略，於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使用比例下降近 2

成，改以交集類或場域類開啟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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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7：華語受試者情境變因次策略分布 

  情境變因對西籍學習者的牽制則與華語受試者相反，在未知對方背景的

情境下，西籍學習者反而完全使用高度不確定性策略，分布比例如圖五-8： 

 
圖五-8：西籍學習者情境變因主策略分布 

  圖五-9 呈現情境變因對西籍學習者次策略的影響，由數據分布可看出，

西籍學習者並不避免觸碰高度不確定的未知話題，反倒在無法掌握交際對象

的背景時，直接使用聽者類策略，意圖在交際初期階段就能對交際對象進一

步了解，與華語受試者的策略呈現對比。 

聽者類 交集類 場域類 說者類 

已知對方背景 84.21% 5.26% 0.00% 10.53% 

未知對方背景 66.67% 11.11% 11.1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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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9：西籍學習者情境變因次策略分布 

三、 小結 

本節以量化分析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的開放式角色扮演口語語料，

數據顯示在不考量情境變因的條件下，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皆以高度不

確定性的聽者類策略為主要策略。而若探討情境變因，華語受試者在已知對

方背景的情境下，多偏好利用已知的背景線索，以聽者類策略來繼續探詢交

際對象的背景，反之則避免觸碰高度不確定性的未知話題，不過西籍學習者

的數據與華語受試者相反，越是不能掌握交際對象的背景，西籍學習者越是

直接探詢未知，完全使用聽者類策略以求了解交際對象。 

第二節 質化分析 

  本節以質化分析的角度，觀察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在「已知對方背

景」及「未知對方背景」之變項影響下，開啟話題主要策略之語言表現差異。

筆者發現，語料中幾乎所有開啟話題皆為問句型式，且多數為華語受試者主

動提問，西籍學習者為被動回應的角色。以下便整理出現頻率高的策略及語

言現象加以對比討論。 

聽者類 交集類 場域類 說者類 

已知對方背景 57.14% 0.00% 28.57% 14.29% 

未知對方背景 1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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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知對方背景情境變因 

(一) 華語受試者主要策略：聽者類 

在已知對方背景的變因下，華語受試者偏好使用聽者類策略，以與交際

對象相關的提問開啟話題，且話題內容多為「已知資訊」的呈現，即為將已

知的對方背景直接說出來，作為開啟話題的過渡，進而就其他未知資訊提問

並確認對方身分或雙方關係，如(34)至(38)： 

(34) 
CS8：嗨你好！ 

SS8：你好！ 

CS8：你是來這邊念書的嗎？【已知資訊】 

SS8：這是我的一年來這個…台灣。 

CS8：然後你是交換嗎？交換學生，還是就是來這邊念書？【未知資訊】 

SS8：我是…。 

CS8：exchange student？喔，所以你一年在台灣？【未知資訊】 

SS8：一年。 

CS8：然後明年呢？會回自己的國家？【未知資訊】 

SS8：我回巴拿馬，我是巴拿馬人，我回巴拿馬下個月。 

CS8：下個月，喔～所以你在這邊快唸完了？【未知資訊】 

SS8：對。 

CS8：喔，所以你下個月要回巴拿馬？【未知資訊】 

SS8：對。 

CS8：喔。 

SS8：我來台灣學中文，一年。 

CS8：喔，四個月。 

SS8：九個月。 

CS8：六…。 

SS8：九。 

CS8：九個月…nine…欸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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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8：對。 

CS8：喔 ok。所以你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交換學生啊？【未知資訊】 

SS8：因為我小的時候我在巴拿馬的中文學校，所以我要進步我的中文。 

CS8：嗯，所以你就想要來台灣？【未知資訊】 

SS8：對。 

CS8：你覺得台灣怎麼樣？【未知資訊】 

SS8：我覺得台灣很好的地方、很好的人、很客氣的人、還有漂亮的地方。 

CS8：還有漂亮的地方？【未知資訊】 

SS8：對。 

CS8：你有去過台灣哪裡玩嗎？【未知資訊】 

SS8：台灣…我去過高…。 

CS8：高…高中…嗯？ 

SS8：高雄、墾丁。 

CS8：喔，高雄、墾丁。 

SS8：對。 

CS8：喔，你有去到那邊玩。 

SS8：對對，去那邊玩。 

CS8：那好遠欸。 

SS8：對，我很喜歡高雄。 

CS8：你很喜歡高雄？可是很熱。 

SS8：對…。 

CS8：可以習慣？ 

SS8：呵呵呵。 

(35) 
CS6：您好，我叫吳ＸＸ，你是第一次來這邊嗎？【已知資訊】 

SS9：對，第一次。 

CS6：所以.....我也是第一次，然後…嗯…你從哪個國家來的？【未知資訊】 

SS9：我從巴拿馬。 

CS6：巴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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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9：中美洲。 

CS6：我來自台灣。 

(36) 
CS4：欸！嗨！   

SS7：你好！     

CS4：你是今年的新生喔？【已知資訊】 

SS7：嗯，今年。   

CS4：對啊！    

SS7：嗯，我學中文。  

CS4：學中文。   

SS7：學一年。   

CS4：喔！    

SS7：對，你呢？   

(37) 
CS5：你好。 

SS5：你好。 

CS5：喔～你是外國人，外國學生？【已知資訊】 

SS5：啊？  

CS5：你是外國人？【已知資訊】 

SS5：對，我是秘魯人。 

CS5：祕魯？ 

SS5：對，我是秘魯來的，你知道秘魯在哪裡？ 

CS5：不知道耶，哈哈！ 

(38) 
SS4：你好！ 

CS9：你好，第一次見面，我們是新同學！【已知資訊】 

SS4：對啊對啊！嗨！很高興認識你，我叫艾ＸＸ。 

CS9：艾ＸＸ，你好我叫陶ＸＸ，可是很多人覺得我的名字不好記，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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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會叫我ＸＸ。 

SS4：喔！很好聽！ 

  此變因之角色扮演情境為一迎新場合，說話者已知現場參加者皆為以後

的同學或同事，(34)的「你是來這邊念書的嗎？」、(35)的「你是第一次來

這邊嗎？」及(36)的「你是今年的新生喔？」皆為說話者在該情境條件下，

對對方背景的合理猜測，可見此交際情境提供交際者一項重要的開啟話題資

源。而(37)的「喔～你是外國人，外國學生？」同為說話者對對方背景的合

理猜測，不過說話者是由觀察對方的外表而開啟話題，三筆語料皆為「呈現

已知訊息」的「聽者類」策略。(38)雖不是以問句形式出現，而是以雙方共

同交集肯定句形式出現，但「我們是新同學」同樣為該情境條件下的已知訊

息，與(34)、(35)、(36)的明知故問概念類似。 

  此外，(34)及(35)兩筆語料中，華語受試者以「呈現已知訊息」的「聽

者類」策略開啟話題、確認對方身分後，接續使用「聽者類」策略提問，以

獲取更多聽者的未知資訊。而(38)則是在華語受試者詢問已知資訊後，雙方

皆主動使用「說者類」策略，自我揭露自身的未知訊息來延續話題，三筆語

料順序皆為由已知到未知。 

  (36)、(37)兩筆語料，華語受試者同樣以「呈現已知訊息」的「聽者類」

策略開啟話題、確認對方身分，不過緊接在後的是西語受試者反問華語受試

者，亦即轉為西語受試者使用「聽者類」策略延續話題。 

（二）學習者主要策略：聽者類 

西籍學習者的主要策略同樣為聽者類策略，而相較於華語受試者利用已

知資訊，西籍學習者傾向於以探詢未知資訊開啟話題，情境下所提供的交際

對象背景，未成為西籍學習者的話題來源，如(38)、(39)： 

(39) 

SS6：哈囉！ㄟ…你…叫什麼名字？【未知資訊】 

CS7：我叫朱ＸＸ。 

SS6：我叫韋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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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7：韋ＸＸ？ 

SS6：對對，你在…這個大學讀書嗎？讀書什麼？【未知資訊】 

CS7：讀那個音樂…音樂科技。 

SS6：音樂科技？ 

CS7：對！ 

SS6：音樂科技？ 

CS7：音樂，music。 

SS6：music？啊～音樂科技！ 

CS7：嗯音樂科技。 

SS6：喔～OK，所以你應該會跳舞嗎？【未知資訊】 

CS7：跳舞？不是跳舞不是跳舞，是會彈琴。 

SS6：彈琴？ 

CS7：彈琴！ 

SS6：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CS7：嗯…彈鋼琴，會彈鋼琴不會跳舞。 

SS6：啊！…好好好。 

(40) 
SS10：唉呀，你好！ 

CS10：你好。 

SS10：欸，這個點心好吃嗎？【未知資訊】 

CS10：什麼？ 

SS10：這個點心...這個點心好吃嗎？這個點心好吃嗎？【未知資訊】 

CS10：喔，嗯，很好吃。謝謝。 

  語料(38)的西籍學習者一連串的提問皆屬於「聽者類」策略，如「你…

叫什麼名字？」、「讀書什麼？」以及「所以你應該會跳舞嗎？」，皆為對聽

者未知資訊的探詢。(39)的「這個點心好吃嗎？」探詢資訊對象為場域資訊，

但同屬探詢未知資訊的概念，與華語受試者的「由已知到未知」之話題策略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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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知對方背景情境變因 

（一）華語受試者主要策略：場域類 

在未知對方背景的變因下，華語受試者偏的場域類策略使用比例增加，

與「已知對方背景」變因不同的是，由於對對方背景毫無概念，已知的訊息

量減少，因此華語受試者探詢的資訊不得不轉為未知資訊，但多與所在場域

產生關聯，如(41)至(43)： 

(41) 

CS5：我覺得桐花還蠻多的耶！你也是來看桐花的嗎？【場域類】  

SS5：對對對，你也是嗎？ 

(42) 

CS4：嗯…妳…妳好。 

SS9：你好。 

CS4：嗯…妳、妳怎麼會想要來，嗯…妳…妳來自哪裡？【場域類】 

SS9：我…。 

CS4：嗯…欸…妳叫什麼名字？ 

SS9：我叫艾ＸＸ。 

CS4：艾ＸＸ妳好。 

SS9：我我…我我叫均Ｘ，妳可以叫我 David。 

(43) 

CS7：哈囉！ 

SS9：哈囉！ 

CS7：你自己來參加這個旅遊團嗎？【場域類】 

SS9：對對對，妳也是嗎？ 

  (41)的華語受試者自行設定場域為觀賞桐花行程，以「你也是來看桐花

的嗎？」詢問對方狀態，(42)的「妳、妳怎麼會想要來？」以及(43)的「你

自己來參加這個旅遊團嗎？」，皆以詢問對方為何處於該場域為提問話題。 

  另外，(41)至(43)三筆語料的話輪數，明顯少於(35)至(40)，顯示在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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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背景的變因下，說話者使用單一策略開啟話題的延續性較強；在未知對

方背景的變因下，單一策略延續性弱，交際者需要短時間內轉換話題策略。 

（二）西籍學習者主要策略：聽者類 

相較於華語受試者，西籍學習者在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開啟話題的

主要策略顯得更為單一，開啟話題的策略全為「詢問未知資訊」，使用句式

也幾乎一致，多為詢問姓名的「你叫什麼名字？」，另外詢問對方來自何處

的「你從哪裡來？」僅出現一次，如(44)至(47)。 

(44) 
CS4：你好！ 

SS4：嗯…你好！嗯…你…叫什麼名字？【未知資訊】 

CS4：ㄟ…我叫俊Ｘ。 

SS4：俊Ｘ？ 

CS4：Yeah… 

SS4：嗯…我…姓羅ＸＸ。 

CS4：羅伯特。 

SS4：對啊！ 

CS4：姓？那有名嗎？ 

SS4：「有名」嗎？ 

CS4：就是…不是有分兩個部分不是嗎？不是有分姓跟名？ 

SS4：跟名…聽不懂，呵呵！ 

(45) 

SS6：嗨！你好！ 

CS8：嗨！你好！ 

SS6：你叫什麼名字？【未知資訊】 

CS8：我叫吳ＸＸ。 

SS6：嗯！我叫韋ＸＸ。 

CS8：韋ＸＸ。 

SS6：對，你從哪裡來？【未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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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6：我來自高雄。 

SS6：高雄，喔～我來自巴拿馬。 

CS6：巴拿馬？在中南美洲那邊嗎？ 

(46) 
SS8：嘿！你叫什麼名字？【未知資訊】 

CS9：我叫于Ｘ。 

SS8：于Ｘ，很高興認識你！我是羅ＸＸ。 

CS9：喔～很高興認識你。 

(47) 
CS6：嗨！你好！ 

SS10：嗨！你好！你叫什麼名字？【未知資訊】 

CS6：我叫吳ＸＸ。 

SS10:我叫金ＸＸ，我住巴拿馬，你呢？ 

  由(41)至(47)可見，西籍學習者在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主動開啟話

題的動機不減，七筆語料中有四筆語料皆為西籍學習者首先開啟話題，不過

策略的語言形式具有高度一致性，皆為「你叫什麼名字？」。華語受試者策

略的共通性為「探詢場域關聯」，語言形式較豐富多元。(41)的「你也是來

看桐花的嗎？」以「你也是…嗎？」的形式達到詢問對方狀態的目的，同時

創造兩人的一體感，拉近距離。(42)的「妳、妳怎麼會想要來？」以「妳怎

麼會…？」的開放式問句提供對方自我揭露的空間，只是(42)的西籍學習者

SS9 來不及反應，此話題因而未能延續。(43)的「你自己來參加這個旅遊團

嗎？」則是透過場域了解對方是否為一人行動或結伴而行。 

  總觀「未知對方背景」變因之下的語料，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所使

用的語言形式及策略幾無重疊，華語受試者語料的語言形式，即為西籍學習

者所需加強的空缺部分，可作為教學建議的參考依據。 

三、 小結 

  本節以質化分析探討西籍學習者與陌生華語受試者交際時，所運用之策

略及語言形式。在「已知對方背景」的情境變因之下，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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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皆多以「聽者類」策略開啟話題，但是兩者同中有異，華語受試者偏好

先提不確定性較低的已知資訊，於交際情境下尋求可推論的已知訊息為話題，

如語境中雙方皆知的事實：(36)「妳是今年的新生喔？」即為一例，訊息內

容呈現由已知到未知的順序。而西籍學習者相較之下，則不受不確定性資訊

的制約，偏好以「探詢未知資訊」開門見山建立關係。然而西籍學習者語料

中出現的提問形式相當單一，幾乎皆為「你叫什麼名字？」。華語受試者及

西籍學習者語料，語言形式上皆少有重疊。 

在「未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之下，華語受試者難以藉由情境取得已知線

索，策略轉以中度不確定性的「場域類」為主，而西籍學習者的策略仍以高

度不確定性的「聽者類」為多。在語言形式上，華語受試者的場域類策略豐

富多變，可由場域延伸至探詢對方狀態，或創造共同交集，而西語受試者的

「聽者類」策略則仍多為詢問姓名，形式單一缺乏變化。 

第三節 結果討論 

本章呈現西籍學習者語華語受試者角色扮演之口語語料分析結果，分為

量化分析及質化分析兩方面。 

量化分析數據顯示，在不考量情境變因的條件下，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

習者皆以高度不確定性的聽者類策略為主要策略。而若探討情境變因，華語

受試者在已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多以聽者類策略來接續探詢交際對象的背

景，而無法掌握對方背景時，場域類策略的比例便明顯提高。不過西籍學習

者的數據與華語受試者相反，越是不能掌握交際對象的背景，探詢未知的意

圖越明顯，反而全數使用聽者類策略以求增進對交際對象的了解。 

  質化分析方面，本研究發現，華語受試者的策略運用呈現以已知訊息為

開端，未知訊息類的話題才會接續出現，因此華語受試者若對交際對象的背

景有些許線索，即容易成為開啟話題的焦點，顯示華語受試者對不確定性的

接受程度較低。而西籍學習者的策略則無此現象，接受不確定性的範圍較廣，

但話題策略及語言形式皆趨於單一。 

而以降低不確定性的角度觀察，本研究與文獻有部分相異之處。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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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的研究中，發現陌生人交際過程使用的降低不確定性策略包括「自

我揭露」、「尋求資訊」及「提問」。本研究語料出現的降低不確定性策略

中，自我揭露比例相對偏少，主要為與聽者資訊相關的聽者類策略提問，顯

見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皆認為，先了解對方比先表達自我更能降低雙方

的不確定性。 

綜觀本章口語語料研究結果，顯示西籍學習者在與陌生人交際的策略上，

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度高於華語受試者，此結果與第四章的母語受試者語料分

析相當接近。另外西籍學習者的語言形式也與華語受試者高度相異，在提問

策略上出現許多華語受試者有、西籍學習者無的空缺，應列為教學建議中所

需聚焦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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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材檢視及教學建議 
本章第一節檢視國內華語中心通用的兩本教材《新實用視聽華語》以及

《遠東生活華語》，計算其課文中出現陌生人交際情境之比例，並歸納其語

境類型及其所運用之交際策略，探討其是否符合學習者學習需求。第二節則

交叉對比本研究結果及教材檢視情形，提出教學建議。 

第一節 教材檢視 

  筆者以國內各大華語中心普遍的《新實用視聽華語》以及《遠東生活華

語》為分析教材，首先宏觀檢視陌生人對話在教材中的出現比例，接著微觀

探討對話的情境及語言形式。教材檢視所使用的情境分類與需求分析問卷中

的分類方法相同（見第三章第一節），分為職業場合、公開場合、私人場合

及中介場合四項。 

  至於陌生人的認定標準，則參考劉虹（2004）之陌生人定義（見第二章

第三節），無論雙方熟悉度如何，只要能從課文中前後文線索判斷對話角色

為從未交談過的陌生人，即納入計算。如因課文語境線索不足，無法確認對

話者是否為陌生人，或是否交談過，即不列入本研究「陌生人」的認定範圍。 

   表六-1 為兩教材當中出現陌生人交際課文的比例，數據顯示陌生人對

話的出現比例並不高，《新實用視聽華語》的 100 篇會話課文中僅有 14 篇，

《遠東生活華語》比例稍高，57 篇會話課文中有 18 篇。 

表六-1：檢視教材陌生人交際出現比例 

檢視教材 會話總數 陌生人對話

出現次數 

陌生人對話

出現比例 

陌生人交際

教學 

新實用視聽華語 

(1-5 冊) 

100 14 14.0% 簡略附註 

於課文後 

遠東生活華語 

(1-3 冊) 

57 18 31.6% 簡略附註 

於課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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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得知學生在哪些學習階段有機會接觸陌生人交際的知識輸入，筆者

進一步檢視陌生人對話在各教材中所出現的冊次及課次，發現《新實用視聽

華語》的陌生人對話，14 篇中有 6 篇出現在第一冊，另外第二冊有 3 課，第

三冊則有 5 課。而《遠東實用生活華語》的部分，18 篇陌生人對話當中，有

10 篇出現在第一冊，4 篇出現在第二冊 A 本，第二冊 B 本及第三冊則各有

2 課。由以上敘述可知，兩教材的陌生人對話皆以初級冊次所占比例最高。 

  然而僅從上述數據，並無法得知學生能學習到何種類型的陌生人交際情

境，因此筆者進一步細究兩教材中出現的陌生人交際對話類型，將其對話場

合按照本研究需求分析之分類，分為職業場合、公開場合、私人場合及中介

場合四項，數據顯示兩本教材都以公開場合的對話情境最多，需求分析中學

習需求最高的職業場合反倒出現比例偏低，如表六-2： 

表六-2：檢視教材陌生人對話出現類型 

檢視教材 職業場合 公開場合 私人場合 中介場合 

新實用視聽華語

(1-5 冊) 

0 7 4 3 

遠東生活華語 

(1-3 冊) 

 2 10 5 1 

出現次數最多的公開場合對話同質性頗高，以《新實用視聽華語》來說，

在 7 次的公開場合對話中，有 6 次皆為在店家購物或郵局寄信的功能性情

境，社會角色皆為服務者及被服務者的關係，對話者僅為店員與顧客的暫

時性買賣交易關係或服務角色，詢問資訊所占比例最高，提問者的目的僅

為獲得所需資訊，如詢問價錢、所需商品、服務內容等等，是制式化且無

感情投入的一問一答，對話者並無長期建立關係意圖，不需互相自我揭露、

或延續話題等交際技巧，對於學習者文化導入或考量交際規約的交際策略

培養，幫助不大。而《遠東實用生活華語》的課文，同樣以功能性情境的

公開場合為多，交際性對話的導入更少，只有 2%，因此學習者經由教材所

能得到的交際性語言輸入有限。表六-3 為兩教材的對話性質分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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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3：檢視教材對話性質分布 

檢視教材 陌生人對話性質 

 功能性 交際性 未知 

新實用視聽華語

(1-5 冊) 

50.0% 35.7% 14.3% 

遠東生活華語 

(1-3 冊) 

83.3% 11.1% 5.6% 

  《新實用視聽華語》的交際性陌生人對話，第一冊當中出現三次，分別

為第一課及第五課，以下為課文摘錄，並附註其屬於本研究交際策略當中的

哪一類，請見表六-4、六-5、六-6： 

表六-4：《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第一課對話（一） 

李先生 先生，您貴姓？【聽者類】 

王先生 我姓王，您貴姓？【聽者類】 

李先生 我姓李，叫大衛。 

王先生 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 您好。您是美國人嗎？【聽者類】 

王先生 不是，我是英國人。 

 

表六-5：《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第一課對話（二） 

李愛美 你好。【宣告類】 

王珍妮 你好。 

李愛美 我叫李愛美。你叫什麼名字？【說者類＋聽者類】 

王珍妮 我叫王珍妮。 

李愛美 珍妮，你是哪國人？【聽者類】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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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珍妮 我是美國人，你呢？【聽者類】               (接上頁) 

李愛美 我是台灣人。 

 

表六-6：《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第五課對話（二） 

王大文 爸爸好。 

李東尼 王伯伯好。【宣告類】 

王先生 好，大文，你這位朋友叫什麼名字？【聽者類】 

王大文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東尼，他的中文很好。 

王先生 東尼，你是哪國人？【聽者類】 

李東尼 我是美國人，可是我媽媽是台灣人。 

由以上課文摘錄可見，《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所呈現的陌生人交際，

受限於學生程度等級，僅停留於基本資料的交流。接下來出現於第二冊第六

課的課文，算是較能看出交際者有結識意圖的對話，請見表六-7： 

表六-7：《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第六課對話（一） 

林 您好。【宣告類】 

陳 您好。 

林 您住在二樓啊？我是剛搬來的，我姓林。 

【聽者類（已知訊息）】＋【說者類】 

陳 噢，歡迎，歡迎。我們姓陳。您住在幾樓？ 

【宣告類】＋【說者類】＋【聽者類】 

林 我就住在三樓。您要出去嗎？【說者類】＋【聽者類】 

陳 是啊，我去超級市場買點兒東西。 

林 您走路去嗎？遠不遠？【聽者類】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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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接上頁） 

不太遠，從這兒去，只要五分鐘，很方便。您也要出去嗎？ 

【聽者類】＋【交集類】 

林 我到學校去接孩子。 

陳 您每天自己接送孩子嗎？【聽者類】 

林 平常早上我先生送她去，中午我去接她回來。 

陳 那麼，您快去吧！ 

林 好的。有空的時候，歡迎你們上來坐坐。 

陳 一定，一定。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也請不要客氣。 

林 好，謝謝。我走了，改天再談。 

陳 再見。 

  表六-7 的課文場景為對話者剛搬到新家遇到新鄰居，對話者藉由搬新

家的情境開啟與鄰居之間的話題，並且先以已知訊息「您住在二樓啊！」開

場，接著使用多重策略組合導入未知話題，組合形式與本研究結果相近，能

有效給予學習者陌生人交際語言知識的導入。 

《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的第一課及第二課，皆有陌生人交際性的對

話，且語境在校園當中，更符合本研究之需求分析結果，以下摘錄課文開啟

話題的部分討論，請見表六-8 及表六-9： 

表六-8：《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一課對話 

建國 我的房間在五樓。（電梯門開了，四人走進去。） 

偉立 嗨！你們好。【宣告類】 

媽媽 你會說中文啊！【聽者類（已知訊息）】 

偉立 我學過一點兒。我是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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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 

（接上頁） 

我是新生。我叫林建國。你呢？ 

【說者類】＋【聽者類（未知訊息）】 

偉立 我是 William。我的中文名字是高偉立。 

建國 這是我爸媽。【說者類】 

偉立 林先生，林太太，幸會幸會。 

爸媽 你好。 

偉立 我也住五樓，你住幾號房？【說者類】＋【交集類】 

建國 五Ｏ六。 

偉立 真的嗎？我也住五Ｏ六。Great!噢，對了，太棒了！ 

 

表六-9：《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二課對話 

偉立 對不起，你們是中國人吧？【宣告類】＋【聽者類】 

美真 我們是台灣來的。 

偉立 請問妳們吃的是什麼菜？【場域類】 

美真 我吃的是芥蘭牛肉。她吃的是糖醋排骨。 

偉立 糖醋是什麼？ 

台麗 就是菜裡面放了糖跟醋，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建國 我媽很喜歡，我們家常吃。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說者類】＋【聽者類】 

美真 上個月才來的。我叫謝美真。 

台麗 我叫陳台麗，也是上個月來的。我們都是來留學的。 

               【說者類】（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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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 我叫林建國，他是我室友高偉立。【說者類】  （接上頁） 

偉立 很高興認識你們！怎麼樣？這裡的菜味道好不好？ 

【宣告類】＋【場域類】                        

美真 還可以，可是跟我們平常吃的不一樣。也許這裡的人喜歡這

樣的口味。對我們來說，每個菜吃起來都差不多。 

  表六-8 為新生搬進宿舍與新室友的對話，對話中由華語母語者及華語

學習者的角色組成，華語母語者以已知訊息「你會說中文啊！」開啟話題，

再度印證華語受試者話題由已知到未知的時序性。而表六-9 為兩位學生在

學校附近餐廳吃飯，藉由詢問菜名認識新朋友的對話，兩篇的語境都是學生

校園生活，屬於本研究第三章需求分析中職業場合的分類，非常符合學習者

需求，策略上也較為多元。此外，表六-9 中「場域類」策略首次出現，更

加呈現策略的多元性。 

  總結《新實用視聽華語》系列教材，學習者需學到第二冊第六課才有機

會接觸較為貼近真實生活的陌生人交際對話，而學習需求最高的職業場合更

是到第三冊才能碰上。另外，教材僅有的是以運用該課生詞語法的課文呈現，

其中非常少數的課文在文後附有註釋，以英文說明某句詞語的用法。如表六

-8 的課文後，便附有註釋說明「幸會幸會」的使用時機，但也僅限於使用

情境的淺層說明，交際策略性的導入則是相當不足，教師若沒有特別從課文

中將其討論，實難以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語用意識。而教師若有意進行交際策

略的教學，教材中又缺少適當說明及補充的練習活動，教師須自行設計，對

教師而言也是一種負擔。 

  而《遠東實用生活華語》的情況也很類似，雖以課文呈現陌生人交際對

話，且策略運用上更加靈活，但仍缺乏交際功能及策略的說明，如表六-10

所示第一冊第九課課文。 

表六-10：《遠東實用生活華語第一冊》第九課對話（一） 

家明 你好。我叫王家明。你貴姓？【宣告類＋說者類＋聽者類】 

金水 你好。我姓林，我叫林金水。你是學生嗎？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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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類＋說者類＋聽者類】          （接上頁） 

家明 是啊！我在台灣大學念書。你呢？ 

【說者類＋聽者類】 

金水 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你是哪裡人？【說者類＋聽者類】 

家明 我是從美國來的，可是我爸媽都是上海人。【說者類】（接上頁） 

金水 你今年多大了？在美國住了多久？【聽者類】 

家明 我下個月就二十歲了。我在美國住了十二年。 

金水 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我不太會說英文。你有空，請你教我，好

不好？【聽者類】 

家明 好。你是台北人嗎？【聽者類】 

金水 我家在台南。我爸爸媽媽都還住台南。【說者類】 

家明 你家有幾個孩子？【聽者類】 

金水 我有三個哥哥、兩個妹妹。有的在念書，有的在做事。【說者類】 

家明 我們家有三個女孩子，只有我一個男孩子。 

噢，對不起，我要去上課了。再見。【說者類】 

表六-10 的課文就形式上來說，對話者大量運用多重組合的策略與陌生

人交際，第一個話輪【宣告類＋說者類＋聽者類】，非常符合本研究語料歸

類結果中常出現的組合。而後【說者類＋聽者類】的組合連續出現兩次，仍

符合說者類在前，聽者類在後的順序，此課文的設計，接近於本研究結果的

陌生人對話策略運用。 

而在內容上，部分符合華語交際習慣，部分則否。對話者首先談到的主

題包括基本背景、工作，對照本研究的觀感分析，皆符合華人社會與陌生人

交談的觀感。但是對話中段話題主題轉向，轉為談論家人、年紀等私人話題，

此為本研究觀感分析結果中，華語受試者認為不適合與陌生人談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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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陌生鄰居的對話角色，首次交際就主動詢問私人訊息，稍顯突兀，與本

研究的觀感分析也有所出入。 

以下另摘錄同一課的第二部分對話課文討論，請見表六-11： 

表六-11：《遠東實用生活華語第一冊》第九課對話（二） 

大有 你們大概還不認識吧？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這是王

明。這是謝新雨。 

王明 你好。【宣告類】 

新雨 你好。【宣告類】 

大有 請坐。你們要喝什麼？ 

新雨 請給我一杯茶。 

王明 我要可樂。 

新雨 這是我的名片。【說者類】 

王明 噢，你是電腦工程師，我覺得電腦很難。我一點都不懂。 

【聽者類】 

新雨 那你在哪裡工作？【聽者類】 

王明 我在貿易公司上班。【說者類】 

新雨 沒事的時候，你喜歡做什麼？【聽者類】 

王明 我常常去看電影、逛街。【說者類】 

新雨 我也愛看電影。有的時候也去爬爬山，打打球。 

【交集類】＋【說者類】 

此段對話為朋友介紹新朋友的中介場合，形式上出現「說者類」、「聽

者類」及「交集類」的交互運用，頗符合本研究中交際場景有共同友人時，

華語語料呈現的結果。內容上談及工作、興趣等客觀資訊而非私人話題，亦

與本研究的觀感分析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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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節教材檢視，在交際策略上，Canale（1983）及 Swain（1984）

提出的四種「交際能力」中，教材只觸及「語法能力」及「語篇能力」，

而「社會語言能力」及「策略能力」則顯得缺乏。且因多數課文對話中的

對話者社會角色並無明確設定，學生從課文中字裡行間難以獲得對話者關

係的線索，因此平時社交生活使用華語時幾無模仿準則可循，對於交際能

力的培養自然有限。另外含有陌生人交際的課文量偏少、部分不合於華語

文化圈交際模式、以及欠缺策略性說明或課堂練習，皆為教材待補全之處。 

第二節 教學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及教材檢視，綜合教材尚缺漏之處，提出教學建議。

第一部分為教學原則性之建議，第二部分提供教學設計案例及說明。 

一、 教學原則  

  本研究將陌生人交際的話題以策略性質歸類，希冀突破純粹為學習者建

構語言能力的教學方法，而以策略導入的概念來培養學習者的交際策略。 

  文獻中對於交際者的策略能力曾提出不同視角的解讀。Canale 與 Swain

（1980）指出，策略能力意指交際者能運用各交際策略去克服或補足交際過

程中所遇到的障礙。Bachman（1990）所指的策略能力，則為交際者活用包

括語法、篇章、社會語言等知識，以使交際順利的能力。 

  而在教學上，策略能力的訓練也逐漸受到重視。許力生（2006）提出培

養學習者策略能力的重要性，他強調，在語法能力提高的同時，更需著重學

習者的策略能力，因為交際者藉由語法能力達到表情達意的基本需求，而策

略能力則能幫助交際者跨越文化鴻溝，使跨文化交際更加暢行無阻。Brown

（2008）也指出，教學中的策略投資（strategic investment）是必要的，因策

略可幫助學習者在溝通出現障礙時，自行尋求順暢表達或理解對方的補償辦

法。Richards（1990）更提出，教學中應協助學習者提升在交際過程中的策

略意識，包括如何開啟話題、延續並維持話題、回應話題及結束話題。22 

                                                 

22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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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此部分遂依據本研究結果中，華語受試者常用而學習者少用或空

缺的策略列出，提出原則性的教學建議，並於下一部分的教案設計中提出教

學步驟實施的具體說明。 

（一）訓練提問技巧 

  陌生人交際當中，提問成分多於熟人對話（Maynard & Zimmerman，

1984），提問技巧的培養便顯得重要，然而就本研究的學習者語料而言，可

看出學習者主動提問的頻率不高，且內容和語言形式皆顯單調，使用提問技

巧開啟話題的能力有待提升。 

  對外語學習者而言，主動提問的難度大多高於被動回應，而一般華語課

堂中，又多以教師提問、學生應答的操練模式為主，因此學生練習提問的機

會並不多，如遇上跨文化的陌生人交際情境，自然難以應用主動提問的方式

開啟話題。本研究需求分析問卷中，有不少受試者表示台灣人與西語受試者

相較之下顯得話少而害羞，使得他們不知如何拿捏提問尺度而不冒犯對方，

可見華語課程中提問技巧的訓練有其必要。另外由第五章學習者語料分析結

果可見，華語受試者提問呈現由已知至未知的時序性，學習者在這方面則是

空缺，教學中同時也須有意識地導入。 

（二）說明適當話題 

  從本研究的觀感分析可看出，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所認為之適當話

題有所不同，在話題內容上，華語受試者偏好不觸及私人領域的客觀資訊，

如時事新聞或興趣嗜好，而西語受試者則無此限制。在話題性質上，華語受

試者偏好不確定性較低策略，西語受試者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度較廣。在話題

順序上，華語受試者習於由已知話題漸進至未知話題，西語受試者則無此現

象。教學中應適時提升學習者的語用意識，協助學習者判斷話題內容、性質

及時序的適當性。 

（三）善用場域資源 

  當交際者無法準確拿捏適合的提問話題時，制約性低的場域類話題，為

一適合填充空白的技巧，且此類話題因不涉及雙方隱私，構成面子威脅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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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低。Bergmann（1991：123）將場域類稱之為「啟動機關」，可以隨時

獨立出現，即可說明場域類話題的實用性。 

    本研究語篇補全測試中的語料，西語受試者使用場域類策略的比例高於

華語受試者，但是在中介語輸出的角色扮演中則鮮少運用，若能善加應用此

策略，應能對話題開啟的順暢度有正面幫助。 

二、 教學設計   

本章第一節的教材檢視部分，發現教材中雖呈現數篇陌生人交際之對話，

但設計上仍偏向於以傳統語言知識的訓練出發，課文的結構以運用及熟練生

詞語法為主軸，對話角色及語境的設定不夠靈活，而交際策略的講解及練習

更是缺少，教師若非有意識地導入交際策略的灌輸，交際策略就很容易在教

學中被忽略。 

  由於陌生人交際本身即為一項高度不確定性的行為，僅能就策略上進行

歸類，但難以具體條列語言形式或公式，因此筆者建議，透過提升語用意識

（consciousness-raising）的概念（Ellis，2003：163），帶入交際策略教學。 

    提升語用意識（consciousness-raising）包含兩項要素，一為包含目標語

特徵的資料文本，二為指導學習者如何應用（Ellis，2003：163）。本章第

一節所檢視之教材即為資料文本，由檢視結果得知，教材中已具備少數陌生

人交際的文本，但更缺乏且極待補全的部分為指導學習者如何應用的說明。 

由於針對交際策略而設計的教材仍有待開發，筆者認為善加利用現有教

材資源為主體，稍加輔以導入語用意識的教學設計，更能解決交際性教材缺

乏的當務之急。筆者因此補其不足，以現有教材為文本，設計一套能切合文

本，且喚醒語用意識的教學流程。 

  以下便以表六-9《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二課的對話為例，進行教

學設計，並說明具體的教學流程，包括課前的引起動機、課堂中的課文討論

及文化教學、課後的活動練習，教師可依據此模式活化現有教材，注入交際

策略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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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交際策略之教案設計 

學生母語 西班牙語 華語程度 中級 

使用教材 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第二課課文 

教學時間 1～2 小時 

教學目標 1.與陌生人交際策略之導入及應用。 

2.對比學生母語交際策略之異同。 

3.使學習者對於與陌生人交際更有動機及把握。 

引起動機 1.請學生分享在母國及台灣與陌生人談話的經驗。 

2.教師提供包含華語陌生人交際特徵的資料文本，如短片、廣

告等，作為課文討論的暖身。 

課文討論 1.請學習者觀察課文中對話發生的情境。 

2.請學生觀察課文中的對話者如何與陌生人交際，如出現哪些   

 類型的話題，以及對話者的提問、回應方式。 

課文出現策略整理 

對不起，你們是中國人吧？ 【宣告類】＋【聽者類】 

請問妳們吃的是什麼菜？  【場域類】 

糖醋是什麼？  【場域類】 

我媽很喜歡，我們家常吃。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說者類】＋【聽者類】 

我叫陳台麗，也是上個月來

的。我們都是來留學的。 

【說者類】 

我叫林建國，他是我室友高

偉立。  

【說者類】   

很高興認識你們！怎麼樣？

這裡的菜味道好不好？ 

【宣告類】＋【場域類】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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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3.請學生討論課文中的對話者所使用之策略，在台灣及其母國    

 是否常見或適當，為什麼？ 

文化教學 1.請學習者分享，類似課文中的情境，在其母國，陌生人是否

會進行交際，為什麼？ 

2.請學習者分享，若自身遇到與課文相似的情境，並且有陌生

人做出類似題問，自己會如何看待及應答？在其母國及在台

灣有何不同。 

3.教師引導學習者分析華語者與陌生人交際的主要提問策略

及適當話題，告知學習者如何應用。 

4. 請學習者分享，還有哪些學習者認為適合、但是課文中未

出現的提問或話題？在其母國及在台灣有何不同？ 

活動練習 1.將學生分組競賽，教師指定每一組處於校園中不同的語境，

請學生列出在該語境中，可以向陌生人開啟話題的句子，在

規定的時間中想出最多句子的組別獲勝。 

2.教師請學生運用自己列出的句子，假想自己處於該語境當

中，以陌生人的身分進行角色扮演。 

3.指派學生特定任務，如規定學生模仿課文，在學校餐廳中自

行尋找一位華語母語的陌生人交談，詢問一種食物名稱，並

且需要取得對方至少兩項的基本資料（如科系、國籍），另

簡單記錄其應答內容，於下一堂課分享心得。教師可將學生

本身使用的及所蒐集到的應答內容歸類，以再次對比華語者

及學習者的交際策略。 

  筆者建議，教師可依據以上教案的模式，套用於教材中出現陌生人交際

對話的文本當中。只要課文出現陌生人對話的語境，教師即可主動提醒學生

觀察對話者角色，並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推測陌生的對話者為何開始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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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何意圖等，以增強課文的故事性。筆者本身曾多次在任教班級運用類

似的引導方式，並輔以課文影片，提高學生對課文劇情的投入。 

  以教案中《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二課的對話為例，由於對話者為

華語學習者及華語母語者，場景又處於校園附近的中國餐廳，語境貼近學習

者的真實生活，老師需要做的只是稍加提醒學生，除了將心力投注在理解課

文中的生詞語法之外，也要跳出語言知識層面，從旁觀者的角度觀察課文對

話者的角色，並且想像自己若處於該語境，能夠如何應對。學習者在接觸新

課文時，常過度將注意力集中於生詞語法的理解，而忽略對課文劇情脈絡的

觀察以及其與語境之間的關連，教師的適時提醒，能夠喚醒學習者的語用意

識，也能為策略教學做好暖身。 

  不論課文語境為何種陌生人交際，教師皆可引導學生將課文對話中出現

的策略加以歸類，初期可先以出現頻率高的「聽者類」及「說者類」為主，

例如詢問學生課文中的「對不起，你們是中國人吧？」這句話的主角是誰？

與說話的人有關係還是與聽話的人有關係？如此可逐漸提升學習者對任何

文本語用意識的敏感度。 

    待學習者較能掌握如何觀察文本中的策略之後，教師可開始帶領學生大

範圍地討論策略出現的時序性，例如《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二課當中，

首先開啟話題者先就交際對象的外型和當下行為，對其身分背景做一猜測，

並以此為話題開始交際，接著再詢問其他的未知訊息，類似於本研究語料中

由已知到未知的話題時序性。 

  最後的活動練習，教師可先於課堂中以腦力激盪或競賽的方式，讓學習

者系統化地整理所學策略，並且熟練能夠運用在陌生人交際中的句子。課後

教師可應用任務型教學法，指派不同類型的任務，如請學習者到校園餐廳中

找一位台灣學生，以詢問食物名稱、校園資訊等等為藉口開啟話題，並且嘗

試與對方建立關係，讓學習者在真實語境中應用課堂中所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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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章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總結研究結果，回應研究問題。第二節提出研

究限制以及未來研究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就研究結論回應研究問題，條列如下： 

（一） 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者對於陌生人交際行為的觀感為何？   

  華語受試者對於陌生人交際的行為接受度較西班牙語受試者低，若華語

受試者存有明確目的性如詢問資訊、請求協助時，主動與陌生人交際的行為

比率提高，因帶有明確目的性時，雙方建立關係的成分降低，詢問或請求的

目的達成，交際行為即可隨之結束，雙方亦不需自我揭露，面子威脅的可能

性降低。反之，西語受試者視陌生人交際為符合社會觀感的行為，回應態度

偏向熱情積極，聽話者的回應方式與說話者的主動意願環環相扣，西語受試

者的主動交際意願自然隨之增加。 

（二） 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者面對陌生人的開啟話題策略為何？ 

  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使用比例最高的三項策略皆為「宣告類」、「聽

者類」及「場域類」，但除此之外兩者同中有異。若以不確定性的角度檢視，

華語母語受試者明顯偏好「低度不確定性」的開啟話題策略，西語受試者相

較之下較能接受「高度不確定性」的策略，從華語受試者使用「交集類」、

「沉默類」的策略比例明顯高於西語受試者，即可看出差異。  

  在多重策略組合方面，華語受試者最常用的策略組合為「宣告類＋交集

類」（低度不確定性＋中度不確定性），即為先向對方打招呼，接著尋找兩

人可能存在的共同交集以建立關係。而西語受試者最常使用的策略組合為

「宣告類＋聽者類」（低度不確定性＋高度不確定性），即在向對方打招呼

後，詢問對方資訊以求進一步交際。 

  華語排名第二及第三的策略皆與說者有關，第二為「宣告類＋說者類＋

聽者類」，第三則為「宣告類＋說者類」。相反地，西語排名第二及第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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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皆與聽者有關，第二為「宣告類＋說者類＋聽者類」，第三為「宣告類

＋聽者類＋場域類」。由此可見華語受試者傾向透過尋求交集來建立團體感，

並降低不確定性。而排名第二、第三的策略皆與說者相關，亦可反映華語受

試者的「低度不確定性」取向。而西語受試者前三項策略皆與「聽者類」相

關，同樣反映西語受試者對「高度不確定性」策略的開放程度。 

（三） 華語母語者及西班牙語母語者面對陌生人，交際對象背景的掌握與

否、對象的性別、及現場有無熟識友人的變因，如何影響開啟話題的策略？  

  華語受試者在能掌握說話對象背景時，話題焦點為說話者及聽話者本身，

反之則將話題轉移為場域類，西語受試者則不受此變因影響。 

  性別變因方面，兩母語者的比例非常接近，兩母語者不論面對同性或異

性，皆選用「聽者類」、「宣告類」、「場域類」為主要策略，唯華語受試

者面對異性時，沉默類的比例明顯高於西語受試者。  

  而若交際現場有熟識友人，華語受試者及西語受試者皆大量使用「交集

類」策略，及透過熟識友人與陌生人交際。 

（四） 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面對陌生華語母語者的開啟話題策略

為何？交際對象背景的掌握與否如何影響開啟話題策略？ 

在不考量情境變因的情況下，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皆以高度不確定

性的聽者類策略為主要策略，透過不斷地提出與聽話者資訊相關的問題，包

括歸類性話題及共通性話題，進而了解對方或尋求交集，以降低不確定性。 

而若探討情境變因，華語受試者在已知對方背景的情境下，多以聽者類

策略來接續探詢交際對象的背景，而無法掌握對方背景時，便可能避免碰觸

沒有把握的高度不確定性話題，因而場域類策略比例明顯提高。不過西籍學

習者的情形不同，越是缺乏交際對象背景的知識，西籍學習者越是直接探詢

未知，反而全數使用聽者類策略。 

  在語言形式上，本研究發現，華語受試者的策略多以已知訊息為開端，

未知訊息類的話題才會接續出現，呈現由已知到未知的時序性。而西籍學習

者則無此現象，接受不確定性的範圍較廣，但話題及語言形式皆趨於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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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之限制分為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兩方面說明。在研究對象部份，

不論華語受試者或西語受試者，筆者為求語料盡量接近母語原貌，均將受試

者限制為非語言背景且不常使用外語交際之母語者，因此本研究之數據僅能

呈現部分母語者之策略分布情形 23。另外，因西語受試者受試者取得難度高，

加上限制其外語交際經驗，因此研究對象樣本偏少，造成華語及西語受試者

的人數較不平均 24，受試者年齡、教育程度等背景亦難以控制。在角色扮演

的研究對象部分，亦因時間限制以及相近華語程度的西籍學習者取得不易，

組數偏少。 

  在研究方法方面，因相關文獻不多，筆者所蒐集的文獻多為西方語言之

研究，且文獻中對於陌生人語料進行歸類的研究更為少數，因此本研究僅能

參考 Svenneig（1999）的策略架構，並配合本研究之語料蒐集方法、語料特

性將策略架構稍加調整，進而歸納語料，分類架構上仍有待進一步發展。 

  此外，角色扮演僅有華語受試者及西籍學習者的配對組合，以其中介語語

料來觀察西籍學習者交際策略中可加強之處，無法探討語用遷移的現象。若

能加入華語母語者及西語母語者各自兩兩配對的對照組，進行華語、西語、

中介語的相互對比，更能觀察中介語與母語間的差異，並提出更適切的教學

建議。 

本研究僅為陌生人開啟、延續話題之開端，此研究主題在華語文獻中為

數仍少，然而陌生人交際的情境種類繁多，尚須以更多樣的語境變因及社會

變因蒐集書面及口語語料，進行多面向的分析。此外，本研究分析語料的出

發點為主動開啟話題者的面向，未來若能以聽話者對於各策略的觀感、接受

度，來解釋策略的適切與否，更具說服力，也更能以此提出更具有語用規約

根據的教學建議。 

                                                 

23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的修改建議。 

24感謝口試委員陳淑惠老師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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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西籍華語學習者 

交際華語之需求分析問卷 

 

  您學中文學了一段時間但是與台灣人交際仍然有困難嗎？有沒有不 

知道在什麼場合該說什麼話、或不知道如何因應不同場合調整說話方式的 

感覺？這是一調查「西班牙語母語之華語學習者交際語境交際之需求分析 

的問卷，您的填答將會提供交際華語教學方面寶貴的參考及建議，只需 

5-10 分鐘即可完成。所有填答內容僅供學術研究，請您放心。非常感謝您 

的協助！ 

 

游皓雲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Lleva tiempo estudiando chino pero le sigue resultando difícil  

comunicarse con los taiwaneses en ocasiones sociales? ¿No sabe lo 

que hay que decir y lo que no debe de decir en situaciones diferentes?  

Llene por favor la siguiente encuesta para realizar un análisis y  

diseñar un CURSO DE CHINO PARA REUNIONES SOCIALES,DISEÑADO  

ESPECIALMENTE PARA HISPANO HABLANTES. Solo le tomará de 5 a  

10 minutos. ¡Sus respuestas serán utilizadas para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únicamente! Muchas gracias por su tiempo y ayuda.  

 

Yolanda Yu  

 

Maestría del Departamento de Enseñanza del Idioma Chino como lengua  

extranjer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Nacional de Taiwán (S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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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Parte 1 Datos Personales 
1.性別(sexo)：□男(hombre) □女（mujer）  

2.年齡(edad)：□ 20-25  □20-25  □ 26-30 □31-35   □ 36-40    
□ más de 40 

3.國籍(nacionalidad)：________________   

4.您目前居住於 

¿Dónde reside actualmente?________________ 

5.您去過台灣嗎？  □ 是  □否 

¿Ha estado en Taiwan?    □ Si    □ No 
6.如果您去過台灣，請問您在台灣待了多久？ 

¿Si ha estado en Taiwan, cuánto tiempo ha estado? 

□menos de 1 año_________   □1-2 año_________ 
□2-3años___________      □3-4 años _________ 
□4-5 años ___________      □más de 5 años________ 

7.你在哪裡學／學過中文？__________________ 
¿Dónde ha aprendido chino? __________________ 

8.你有沒有台灣朋友？ 

 ¿Tiene amigos Taiwaneses?         □ Si    □ No 
9.你平常和台灣朋友交流／談話的時間，佔你所有社交生活的多少？ 

¿Por lo regular, qué porcentaje de su tiempo libre pasa compartiendo con 

amigos taiwaneses? 

□ 0% ~10%    □ 20%-40%     □ 40%-60%     

□ 60%-80%    □ 80%-100% 

10.你的台灣朋友，是在哪些情境之下認識的？ 

 ¿En qué ocasiones ha conocido a la mayoría de sus amigos   

 taiwaneses?  

□社會場合（路上／交通工具／咖啡店／演講／音樂會／比賽） 

  lugares públicos (en las calles, los transportes,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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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terías, , , etc) 

□職業環境（大學／研究所／補習班／公司／拜訪客戶）  

lugares de trabajos (escuelas, universidades, clases, ficinas,  

haciendo negocios, visitanto clientesetc) 

□私人活動（朋友派對／婚禮／讀書會）  

actividades públicas (conferencias, competiciones, conciertos,  

etc.) 

□朋友介紹（其他外國朋友的朋友） 

   presentados por amigos 

 

第二部分 學習經驗 
Parte 2 Experiencia del aprendizaje 
11.你覺得「用中文」交台灣朋友難易程度為何？ 

¿Qué tan dificil le resulta hacer amistad con los taiwaneses EN 

CHINO?  

□很難 Muy dificil  □難 dificil   □有一點難 un poco dificil 

□容易 Facil         □非常容易 muy facil 

      

12.你覺得你在中文課所學，幫助你和台灣人交朋友的程度？ 

 ¿Qué tanto cree que las clases de chino que ha tomado le ayudaron con la  

vida sociable con los taiwaneses? 

□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13.你覺得你所接觸過的中文教材，幫助你和台灣人交朋友的程度為何？ 

¿Qué tanto cree que las materiales de chino que ha usado le ayudaron con la 

vida sociable con los taiwaneses? 

□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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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14.你覺得「用中文」交台灣朋友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Cuáles siguientes aspectos le resultan más dificil relacionarse  

con los taiwaneses？(Si su respuesta es ¨otro¨favor de escribirlo  

en el espacio abajo)  

□中文程度不足（聽不懂／單字量不足說不出來／跟不上速度） 

El nivel de chino que tiene (falta de vocabulario, no llega a  

comunicar con los taiwaneses por la velocidad que hablan...etc) 

□已有基本中文程度，但表達／解讀有困難 

Ya tiene un conocimiento básico de chino, pero le resulta dificil 

entender, y no logra expresarse 

□不知道怎麼找話題 

No le sale temas para hablar 

□不知道怎麼打入台灣人的小圈圈 

No sabe como integrar a los grupos de taiwaneses 

□擔心因為文化觀念不同說出不恰當的話 

Preocuparse por decir algo no apropiado por la diferencia de  

cultura. 

□其他＿＿＿＿＿＿＿＿＿＿＿＿＿＿   

Otros: 

 

15.你覺得你在中文課所學，對以下的交際場合的幫助程度為何？ 

¿Qué tanto cree que las clases de chino que ha tomado le ayudaron con la  

vida social bajo estas situaciones con los taiwaneses? 

(1)社會場合（路上／交通工具／咖啡店／演講／音樂會／比賽） 

  lugares públicos (en las calles, los transportes, las 

cafeterías, ,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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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2)職業環境（大學／研究所／補習班／公司／拜訪客戶）  

lugares de trabajos (escuelas, universidades, clases, ficinas,  

haciendo negocios, visitanto clientesetc) 

□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3)私人活動（朋友派對／婚禮／讀書會）  

actividades públicas (conferencias, competiciones, conciertos,  

etc.) 

□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4)有機會認識朋友的台灣朋友時 

  Presentados por amigos 

□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5)其他＿＿＿＿＿＿＿＿＿＿＿＿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很有幫助 realmente útil     □有幫助 bastante útil algo útil 

□有一點幫助 útil    □不太有幫助 muy poco útil 

□完全沒有幫助  nada útil  

 

16.你希望在中文課可以學到以下那些情境的交際方式（排序）： 

¿Qué tipo de conversación de chino le parece más importante aprender? 

(Favor de poner la orden：Primera--la más importante, Quinta---la menos 

import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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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場合（路上／交通工具／咖啡店／演講／音樂會／比賽） 

  lugares públicos (en las calles, los transportes, las 

cafeterías, , , etc) 

□職業環境（大學／研究所／補習班／公司／拜訪客戶）  

lugares de trabajos (escuelas, universidades, clases, ficinas,  

haciendo negocios, visitanto clientesetc) 

□私人活動（朋友派對／婚禮／讀書會）  

actividades públicas (conferencias, competiciones, conciertos,  

etc.) 

□朋友介紹（其他外國朋友的朋友） 

   presentados por amigos 

       

17.如果您有興趣參加日後角色扮演研究，請留下您的 email 以便聯繫。  

Si tiene interés de participar el segundo paso de la investigación, 

que es una entrevisa ¨role play¨, por favor deje su email para  

ponerse en contac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Fin de la Encuesta! Muchas Gra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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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角色扮演說明單（華語版） 

 

  感謝您抽空來參加這個角色扮演的語言研究，本研究作為 

本人論文用途，為方便分析將全程錄音，資料保證不會 

外流亦不具名，您可以放心。 

  以下有兩個情境，我會依序將情境說明給您，請您先自行閱讀，閱 

讀後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發問，都清楚之後就可以開始。 

  請想像自己在以下說明的這個情境當中，並且用您認為最接近真實 

的方式來和對方對話，這不是演戲亦非考試，沒有標準答案，我們需要 

的是您最直接自然、第一感覺的反應。 

情境 1： 

  您參加大學系所舉辦的一個迎新活動，您是今年的新生／新職員， 

現場您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是您知道以後您和現場的人即將成為同學， 

應該會常常見到面。現在是自由時間，大家可以隨意享用餐點，認識認 

識其他新朋友，您現在找到一位看起來順眼的人，打算去認識他 

，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現在請開始和對方說話，說話時間長度、話題皆不限，到您覺得聊 

得差不多、可以結束或想要結束的程度，就請您想辦法結束對話，並和 

對方道別。 

情境 2： 

  您參加了一個學校或機構舉辦的活動（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活動，例 

如：技能學習、團康、旅遊、聯誼或任何您可想到的活動類型），參加者 

都來自不同的單位、背景，您一個人報名，一起參加的人您一個都不認 

識，過程中覺得有點無聊，於是您打算找個看起來順眼的人聊聊天 

，認識認識，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現在請開始和對方說話，說話時間長度、話題皆不限，到您覺得聊得差

不多、可以結束或想要結束的程度，就請您想辦法結束話題，並和對方

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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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角色扮演說明單（西語版） 

 
 Muchas gracias por sacar el tiempo para venir a participar esta 

actividad. Es un proyecto del Centro de Mandarín de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Shi-da) y también de mi tesis. Para poder analizar las 

conversaciónes, todo el proceso será grabado, sólo para investigaciones 

academicas. Las grabaciones no serán publicadas. 

   

 A continuación hay 2 situaciones, vas a recibir una hoja de  

explicacion de las situaciónes. Por favor lee individualmente, si  

hay algo que no está claro me puedes preguntar.  

 

 Por favor imagina que tu estás ahora mismo en esta situación,  

y usa una manera más parecida a la que usarías en la vida real. 

Esto no es una drama ni un examen, no hay respuestas correctas. 

Lo que queremos es tu reación más natural y directa.  

 

Situación 1： 

  La universidad donde estudias pusieron una actividad de  

bienvenida, tu eres un/una estudiante nuevo/a de este año, no  

conoces a nadie en la actividad, pero la gente que están allí van  

a ser tus futuros compañeros. Ahora es tiempo libre, allí estan  

unos postres para que la gente tome y haga amistad. Ahora acabas  

de ver un/a persona (del mismo sexo) que tambien anda solo/a, le  

gustaría conocerle,¿cómo usted iniciaría la conversación  

posiblemente?  

 

   Ahora ya puedes empezar a hablar con esta persona. No 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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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ción de tiempo ni tema. Puedes hablar hasta cuando sientes  

que ya se debe de terminar. Hasta entonces, busca una forma de  

despedirse para terminar la conversación.  

Situación 2： 

Tu participaste solo/a a una actividad que varias universidades o  

organizaciones pusieron juntos. (Puede ser un viaje, una conferencia, un  

taller, un cocurso o cualquier actividad parecida.) Todo el mundo viene del  

diferente lugar, no conoces a nadie y te sientes un poco aburrido/a. Entonces  

piensas hablar con alguien (del mismo sexo) que se ve interesante para hacer  

nuevos amigos y pasar el tiempo. ¿Cómo iniciarías la conversación?  

 

Ahora ya puedes empezar a hablar con esta persona. No hay limitación  

de tiempo ni tema. Puedes hablar hasta cuando sientes que ya se debe de  

terminar. Hasta entonces, busca una forma de despedirse para terminar la  

convers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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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陌生人交際觀感及語篇補全

測試問卷（華語版） 

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學生游皓雲，這是一份研究「陌

生人交談模式」的問卷，分為三大部分，一為基本資料、二為實際交談情

境的問答題、三為關於陌生人交談話題的選擇題，填寫本問卷約需 10-15

分鐘，問卷內容僅供論文及學術研究使用，不會外流，請放心填答。謝謝

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學生游皓雲  

2012/05/15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20-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0歲以上 

3.教育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  □大學 □碩士 □博士 

4.職業: □學生 □教育業  □工業  □商業  □服務業  □其它__ 

5.是否學過外語：□是  □否 

6.學過的外語有：□英文     □日文   □韓文  □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 □法文  □德文  □其他＿＿＿  

7.外語學習的時間： 

(如您學習過兩種以上的外語，請在勾選學習時間後註明是何種外語) 

□1年以下_________  □1-2年_________ □2-3年___________  □

3-4年_________   □4-5 年___________□5 年以上________ 

8.平時使用外語與人交談的時間，占您所有社交時間的比例大約多少？ 

(如您學習過兩種以上的外語，請在勾選比例後面註明是何種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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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___  □20%-40%＿＿＿＿＿＿ 

□40%-60%＿＿＿＿＿＿    □60%-80%＿＿＿＿＿＿   

□80%-100%___________ 

二、與陌生人交談之真實情境模擬問答  

說明：以下有兩個情境，說話對象分別為同性和異性，請模擬您最有可能使

用的開始方式，如您認為您不會主動採取行動，可以回答「不主動交談」，

如果您有多種可能使用的方式，也請依序寫出。 

情境 1-1：您參加大學系所或公司舉辦的一個迎新活動，您是今年的新生／

新職員，現場您一個人都不認識，但是您知道以後您和現場的人都會常常見

到面。現在是自由時間，大家可以隨意享用餐點，認識認識其他新朋友，您

現在找到一位看起來順眼的人，打算去認識他（對方是同性），請問您可能

會怎麼開始？  

情境 1-2：情境與上題完全相同，但對方是異性，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情境 2-1：您參加了一個學校或機構舉辦的活動（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活動，

例如：技能學習、團康、旅遊、聯誼或任何您可想到的活動類型），您一個

人報名，一起參加的人您一個都不認識，過程中覺得有點無聊，於是您打算

找個看起來順眼的人聊聊天（對方是同性），認識認識，請問您可能會怎麼

開始？  

情境 2-2：情境與上題完全相同，但對方是異性，請問您可能會怎麼開始？ 

  

情境 3-1：您參加一個朋友／同學的生日派對，現場只有一些人是你認識的

朋友，大部分的人你都不認識，你已經在派對中待了一會兒，想找個人聊天，

現在你已經看到了一個你想認識的人（對方是同性），請問你會怎麼開始跟

他說話？ 

情境 3-2：情境與上題完全相同，但對方是異性，請問你會怎麼開始跟他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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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陌生人交談觀感 

1.您平時在公開場合時（聚會、公司學校活動、交通工具上等等），會主動

和陌生人交談的機率大約是多少？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2.請回想您曾經主動與陌生人交談的經驗，您主動和對方交談的原因符合下

列哪些類型？（可複選） 

□閒聊打發時間       □希望認識對方   

□詢問對方資訊       □請求對方幫忙 

□提供對方協助       □經由介紹交談 

□其他＿＿＿＿＿＿＿＿＿＿ 

 

3.在公開場合時（聚會、公司學校活動、交通工具上等等），如果有陌生人

和您交談，感覺起來是想試探有沒有交朋友的機會，您的反應可能是： 

 □熱情回應  □聊聊無妨  □隨意應付  □相應不理 

 □其他＿＿＿＿＿＿＿＿＿＿＿＿ 

 

《以下第 4-15 題，每兩題為一組相同情境，不同處為交談對象是同性或異

性，選項內容皆同，只需依照情境和交談對象性別來考慮答案即可！》 

 

4.您一個人參加一個學校或一間公司舉辦的公開活動（餐會、茶會、研討會

或旅遊…），現場沒有您認識的人，您也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再見到這些

人，為了打發時間或者交交新朋友，您想找一個看得順眼的人聊聊（對方是

同性），您可能會如何開始談話？（可複選） 

□自我介紹（介紹自己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詢問資訊（詢問對方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問候對方（說你好、哈囉、嗨等等打招呼字眼） 

□讚美對方（讚美對方身上的東西、打扮、外表） 

□尋求引介（先找另一個人聊天，再請他幫你介紹） 

□創造話題（如最近新聞、現場所見事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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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交談（此情況下根本不會想找不認識的同性說話） 

□其他＿＿＿＿＿＿＿＿＿＿＿＿＿＿＿＿＿＿＿ 

5.同第 4題情境，但對方是異性，您可能會如何開始談話？（可複選） 

□自我介紹（介紹自己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詢問資訊（詢問對方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問候對方（說你好、哈囉、嗨等等打招呼字眼） 

□讚美對方（讚美對方身上的東西、打扮、外表） 

□尋求引介（先找另一個人聊天，再請他幫你介紹） 

□創造話題（如最近新聞、現場所見事物等等） 

□不予交談（此情況下根本不會想找不認識的異性說話） 

□其他＿＿＿＿＿＿＿＿＿＿＿＿＿＿＿＿＿＿＿ 

 

6.您剛剛考進一間學校或進入一間公司，一個人參加學校或公司舉辦的公開

活動（迎新、餐會、茶會、研討會或旅遊…），現場沒有您認識的人，既然

現場的人以後可能成為同學或同事，您想找一個看得順眼的人聊聊打發時間、

或者交交朋友(對方是同性)，您可能會如何開始談話？（可複選） 

□自我介紹（介紹自己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詢問資訊（詢問對方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問候對方（說你好、哈囉、嗨等等打招呼字眼） 

□讚美對方（讚美對方身上的東西、打扮、外表） 

□尋求引介（先找另一個人聊天，再請他幫你介紹） 

□創造話題（如最近新聞、現場所見事物等等） 

□不予交談（此情況下根本不會想找不認識的同性說話） 

□其他＿＿＿＿＿＿＿＿＿＿＿＿＿＿＿＿＿＿ 

 

7.同第 6題情境，但對方是異性，您可能會如何開始談話？（可複選） 

□自我介紹（介紹自己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詢問資訊（詢問對方的名字、工作或其他資訊） 

□問候對方（說你好、哈囉、嗨等等打招呼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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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對方（讚美對方身上的東西、打扮、外表） 

□尋求引介（先找另一個人聊天，再請他幫你介紹） 

□創造話題（如最近新聞、現場所見事物等等） 

□不予交談（此情況下根本不會想找不認識的異性說話） 

8.如果您主動和一個陌生人交談（不論情境），並以交友或互相認識為目的

（對方是同性），第一次交談的過程中，以下哪些是您可能會用或比較適合

的話題？（可複選） 

□工作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根本不會主動和陌生同性交談 

□其他＿＿＿＿＿＿＿＿＿＿＿＿＿＿＿＿＿＿＿＿＿＿＿ 

 

9.同第 8題情境，但對方是異性，第一次交談的過程中，以下哪些是您可能

會用或比較適合的話題？（可複選） 

□工作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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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根本不會主動和陌生異性交談 

□其他＿＿＿＿＿＿＿＿＿＿＿＿＿＿＿＿＿＿＿＿＿＿＿ 

 

10.如果您主動和一個陌生人交談（不論情境），並以交友或互相認識為目的

（對方是同性），第一次交談的過程中，以下哪些是您不太可能使用的話題？

（可複選） 

□工作或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根本不會主動和陌生同性交談 

□其他＿＿＿＿＿＿＿＿＿＿＿＿＿＿＿＿＿＿＿＿＿＿＿ 

 

11.同第 10 題情境，但對方是異性，第一次交談的過程中，以下哪些是您不

太可能使用的話題？（可複選） 

□工作或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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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根本不會主動和陌生異性交談 

□其他＿＿＿＿＿＿＿＿＿＿＿＿＿＿＿＿＿＿＿＿＿＿＿ 

 

12.如果有一個陌生人主動和您交談（不論情境、對方是同性），您感覺得到

他是以交友或互相認識為目的，對方使用以下哪些話題，會讓您覺得比較合

理可接受，您也可能比較有興趣交談下去？（可複選） 

□工作或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不管什麼話題都不舒服、不想和陌生同性聊 

□其他＿＿＿＿＿＿＿＿＿＿＿＿＿＿＿＿＿＿＿＿＿＿＿ 

 

13.同第 12 題情境，但對方是異性，對方使用以下哪些話題，會讓您覺得比

較合理可接受，您也可能比較有興趣交談下去？（可複選） 

□工作或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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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不管什麼話題都不合理、不想和陌生異性聊 

□其他＿＿＿＿＿＿＿＿＿＿＿＿＿＿＿＿＿＿＿＿＿＿＿ 

 

14.如果有一個陌生人主動和您交談（不論情境、對方是同性），您感覺得到

他是以交友或互相認識為目的，對方使用以下哪些話題，會讓您覺得不合理

無法接受，您也可能因此不想繼續交談下去？（可複選） 

□工作或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不管什麼話題都不合理、不想聊 

□其他＿＿＿＿＿＿＿＿＿＿＿＿＿＿＿＿＿＿＿＿＿＿＿ 

 

15.同第 14 題情境，但對方是異性，對方使用以下哪些話題，會讓您覺得不

合理無法接受，您也可能因此不想繼續交談下去？（可複選） 

□工作或學業（從事什麼行業或主修什麼） 

□薪水收入（工作賺多少錢） 

□找共同點（有無共同認識的朋友、是否住在同一區等等） 

□時事新聞（當時的重大或有趣、有話題性的新聞、職業運動賽事等等） 

□生活資訊（流行時尚、美食、旅遊資訊等等） 

□興趣專長（平時休閒喜歡做什麼、學過什麼特別的技能等等） 

□家人狀況（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小孩、家人的工作等） 

□感情狀況（已婚、未婚、有無交往對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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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如工作目標、考證照、進修、結婚等等） 

□不管什麼話題都不合理、不想聊 

□其他＿＿＿＿＿＿＿＿＿＿＿＿＿＿＿＿＿＿＿＿＿＿＿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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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陌生人交際觀感 

及語篇補全測試問卷（西語版） 
 

Hola! Soy estudiante de maestria en la Enseñanza de Chino como Lengua 
Extranjera de la universidad NTNU(Shi-Da). Esto es un cuestionario acerca del 
tema “cómo hablar con desconocidos” . Son 3 partes en total: 1.Datos 
personales, 2.Temas y actitudes hacía hablar con desconocidos. 3. Cómo 
hablaría con desconocidos bajo ciertos contextos. Para rellenar este questionario 
le tomará unos 15-20 minutos. Sus respuestas solo serán usadas para 
investigaciones académicas. Muchas gracias por su ayuda. 

estudiante de la maestría de Enseñar Chino como Lengua Extranjera 
            de la Universidad NTNU(Shi-Da), Yolanda, Hao Yun Yu 

2012-05-25 
   

Parte Uno:Datos Personales 
1.Sexo：□hombre      □mujer 
2.Edad：□20-25  □20-25  □26-30 □31-35   □36-40  □más de 40 
3.Nivel de educación：□colegio(secundaria)  
□(licenciatura)bachiller(universitario)  

□maestría  □doctorado 
4.Ocupación: □estudiante   □educación    □industrial    □negocio   

□servicio     □otros__ 
5.¿Ha aprendido algun idioma extranjero?：□sí  □no 
6.¿Si ha aprendido, cuáles son?： 
□inglés  □chino   □japonés   
□italiano □francés    □alemán    □otros＿＿＿＿   
7.¿Por cuánto tiempo ha aprendido estos idiomas?： 
(Si ha aprendido más de 2 idiomas, favor de (señalar)poner cuáles son al lado 
(DEL Tiempo de duración de aprendizaje) de la duración de aprender) 
□menos de 1 año_________   □1-2 año_________ 
□2-3años___________     □3-4 años _________ 
□4-5 años ___________      □más de 5 años________ 
8.¿Cuál es el porcentaje de tiempo de que usted habla con la gente en un 

idioma extranjero ?  
(Si ha aprendido más de 2 idiomas, favor de poner cuáles son al lado del 
porcentaje) 
□0%~20%_________  □20%~40%_________ □40%~60%_________ 
□60%~80%_________  □80%~100%_________ 



如何與陌生人開啟話題：華語與西班牙語對比分析 

156 

 

Parte Dos:Actitud y Manera de Hablar con Desconocidos 
1.Usualmente, cuando usted está en un lugar público(reuniones, actividades 
de empresa o universidad, transportación pública, etc…), ¿cuál es la 
probabilidad de que usted inicie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2.En un lugar publico(reuniones, actividades de empresa o universidad, 
transportación pública, etc…), si hay un desconocido que inice una 
conversación con usted, usted sabe que su motivo es hacer amistad, su 
reacción puede ser:： 
□responder con mucho gusto  □responder a ver qué pasa 
□responder sólo por responder   □no hacerle caso    □otro________ 
 
《Desde pregunta 3 hasta pregunta 14, cada 2 son un grupo de preguntas 
del mismo contexto, la única diferencia es ¨el sexo de la persona con quién 
habla es del mismo o del otro¨, las opciones para que elija son iguales.》 
3.Usted participó una actividad pública de una universidad o una 
empresa(una cena, reunión, conferencia o viaje, etc.) No hay nadie que 
usted conozca, para pasar el tiempo o hacer nueva amistad, usted va a 
buscar una persona (del mismo sexo)para hablar,¿cómo iniciaría la 
conversación? (selección múltiple) 
□presentarse（presentar su nombre, su trabajo u otra información) 
□pedirle información（preguntar su nombre,su trabajo, etc.） 
□saludarle（decirle “¿hola, cómo estas?¨etc.） 
□darle complimento（sobre su apraiencia, forma de vestir, etc.） 
□buscar tercer medio（hablar con una tercera persona que quizas no le interesa, 

para que le presente al quien uste quiere conocer.） 
□crear un nuevo tema（noticias, lo que se ve donde ustedes estén） 
□no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no le da ganar de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 
 
4.En la misma situación que en la pregunta 3, pero con quien usted va a 
hablar es del otro sexo,¿cómo iniciaría la conversación? (selección múltiple) 
□presentarse（presentar su nombre,su trabajo u otra información) 
□pedirle información（preguntar su nombre,su trabajo, etc） 
□saludarle（decirle “¿hola, cómo estas?¨etc...） 
□darle complimento（sobre su apraiencia, forma de vestir, etc） 
□buscar tercer medio（hablar con una tercera persona, para que le  

presente al quien uste quiere cono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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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r un nuevo tema（noticias,lo que se ve donde ustedes estén） 
□no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no le da ganar de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otr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 
 
5.Usted acaba de pasar un examen para entrar a una universidad o a una 
empresa. Usted participó solo/a a una actividad de esta universidad o 
empresa (una cena, reunión, conferencia o viaje, etc.) No hay nadie que 
usted conozca, pero como la gente que está allá se convertirá en su futuro 
compañero de universidad o trabajo, para pasar el tiempo o hacer nueva 
amistad, usted va a buscar una persona (del mismo sexo)para hablar,¿cómo 
iniciaría la conversación? (selección múltiple) 
□presentarse（presentar su nombre, su trabajo u otra información) 
□pedirle información（preguntar su nombre,su trabajo, etc） 
□saludarle（decirle “¿hola, cómo estas?¨etc...） 
□darle complimento（sobre su apraiencia, forma de vestir, etc） 
□buscar tercer medio（hablar con una tercera persona, para que le  
presente al quien uste quiere conocer） 
□crear un nuevo tema（noticias, lo que se ve donde ustedes estén） 
□no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no le da ganar de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 
  
6.En la misma situación que en la pregunta 3, pero con quien usted va a 
hablar es del otro sexo,¿cómo iniciaría la conversación? (selección múltiple) 
□presentarse（presentar su nombre,su trabajo u otra información) 
□pedirle información（preguntar su nombre,su trabajo, etc） 
□saludarle（decirle “¿hola, cómo estas?¨etc...） 
□darle complimento（sobre su apraiencia, forma de vestir, etc） 
□buscar tercer medio（hablar con una tercera persona, para que le  
presente al quien uste quiere conocer） 
□crear un nuevo tema（noticias,lo que se ve donde ustedes estén） 
□no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no le da ganar de iniciar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otr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 
 
7.Si usted por el motivo de hacer nueva amistad o conocer(no importa la 
situación), inici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del mismo sexo),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usted pondría o le 
parecerían adecuados? (seleción mú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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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tema interesantes, reslutados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En la misma situación que en la pregunta 7, pero con quien usted hablar 
es del otro sexo,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usted 
pondría o le parecerían adecuados?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otr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Si usted por el motivo de hacer nueva amistad o conocer(no importa la 
situación), inici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del mismo sexo),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usted no pondría?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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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En la misma situación que en la pregunta 9, pero con quien usted hablar 
es del otro sexo,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usted no 
pondría?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otr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Si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por el motivo de hacer nueva 
amistad o conocer(no importa la situación), inici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sted,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a usted le harían 
sentir comodo/a para hablar, y le daría gusto seguir la conversación?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se sentiría comodo/a con ningún tema.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En la misma situación como pregunta 11, pero con quien usted habla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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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otro sexo,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a usted le harían sentir comodo/a para hablar, y le daría gusto 
seguir la conversación?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se sentiría comodo/a con ningún tema. 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otr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13. Si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por el motivo de hacer nueva 
amistad o conocerse(no importa lasituación), inici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sted, 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a usted le harían 
sentir incomodo/a para hablar, y no le daría gusto seguir la conversación?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se sentiría comodo/a con ningún tema.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mism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14. En la misma situación como pregunta 13, pero con quien usted hablar es 
del otro sexo,durante la conversación, ¿cuales son los temas que a usted le 
harían sentir incomodo/a para hablar, y no le daría gusto seguir la 
conversación? (seleción múltiple) 
□Profesión o carrera de estudio(lo que trabaja o estu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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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salario(lo que gana mensual, ingreso, etc...) 
□Buscar algo en común(si tienen amigos en común, vive en la misma zona) 
□Noticias(de política, sociedad, tema interesante, reslutado de deporte, etc.) 
□La Vida (ropa, maquillaje,comida, transporte, etc... ) 
□Pasatiempo o especialidad (lo que hace durante tiempo libre, algo especial que 

ha aprendido, etc...) 
□Estado de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 o hijos tiene? ¿En qué trabajan? ) 
□Estado civil(soltero/a, casado/a, tiene pareja o no.) 
□Plan del futuro(meta de trabajo, estudiar algo más, casarse, etc.) 
□No se sentiría comodo/a con ningún tema.N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con un 

desconocido del otro sexo bajo esta condición. 
□Otro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e Tres: ¿Cóm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en Estas Situaciones? 
Situación 1-1：  
  La universidad o empresa donde estudia o trabaja pusieron una actividad de 
bienvenida, usted es un/una estudiante nuevo/a de este año, no conoce a nadie en 
la actividad. Ahora es tiempo libre, allí estan unos postres para que tomen y 
hagan amistad con la gente. Ahora acaba de ver un/a persona (del mismo sexo) 
que tambien anda solo/a, le gustaría conocerle,¿cómo usted iniciaría la 
conversación posiblemente? (Favor de responder las maneras que a usted le 
parezcan más posibles. Si piensa que no haría nada para conocer amigos nuevos, 
puede simplemente poner ¨no hablaría con nadie bajo esta condición.) Si tiene 
varias formas posibles para iniciar la conversación, favor de ponerlas en orden. 
 
Situación 1-2: 
  En la misma condición como la anterior(1-1), pero con quien usted va a hablar 
es del otro sexo, ¿cómo usted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posiblemente?(Favor de 
responder las maneras que a usted le parezcan más posibles. Si piensa que no 
haría nada para conocer amigos nuevos, puede simplemente poner ¨no hablaría 
con nadie bajo esta condición.) Si tiene varias formas posibles para iniciar la 
conversación, favor de ponerlas en orden. 
 
Situación 2-1：  

Usted participó solo/a un viaje cultural de un día que pusieron varias 
universidades o empresas juntas. No conoce a nadie y se siente un poco 
aburrido/a en el camino. Entonces usted piensa hablar con alguien (del mismo 
sexo) que se ve interesante para hacer nuevos amigos y pasar el tiempo. ¿Cómo 
usted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Favor de responder las maneras que a usted le 
parezcan más posibles. Si piensa que no haría nada para conocer amigos nuevos, 
puede simplemente poner ¨no hablaría con nadie bajo esta condición.) Si tiene 
varias formas posibles para iniciar la conversación, favor de ponerlas en 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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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ción 2-2： 
En la misma condición como la anterior(2-1), pero con quien usted va a hablar 

es del otro sexo, ¿cómo usted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posiblemente?(Favor de 
responder las maneras que a usted le parezca más posible. Si piensa que no haría 
nada para conocer amigos nuevos, puede simplemente poner ¨no hablaría con 
nadie bajo esta condición.) Si tiene varias formas posibles para iniciar la 
conversación, favor de ponerlas en orden. 
 
Situación 3-1：Usted fue a una fiesta de cumpleaños de un(a) amigo(a), sólo 
conoce poca gente en la fiesta, la mayoría de la gente no conoce. Ahora vió una 
persona que le gustaría conocer (del mismo sexo), ¿cóm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Situación 3-2：En la misma condición como la anterior (3-1), pero con quien 
usted va a hablar es del otro sexo, ¿cómo iniciaría una conversación?  
 
 
 
 
 
 
 
 
 
 
 
 
 
 
 
 
 
 
 
 
 
 
 
 
 
────────Fin del cuestionario. Muchas gracias por su ay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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