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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 

言談分析與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 言談分析、遠距教學、禮貌、面子、中文教學 

言談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經常用於檢測日常生活中的言語行

為和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的課室表現，研究發現能恰如其分地使

用第二語言溝通，是學習者的一大難點，故本論文以語用學的禮貌現象

（politeness phenomena）作為理論背景，並使用 Brown和 Levinson（1978, 

1987）的面子威脅（face-threatening act）理論作為研究架構探討學習者的

言談表現。從文獻中發現語境、文化、社會因素會影響和在目標語地區停

留的時間等因素皆會影響其第二語言發展的精熟度。 

本論文之主要目的在觀察中文遠距教學情境中師生的真實對話，以歸

納學習者運用何種策略和形式用中文進行跨文化討論，並藉由問卷請臺灣

的中文母語者評斷學習者的語料，最後找出學習上的難點。研究結果顯示，

學習者能意識到師生的社會距離和權力的差異，因而在言談中使用某些禮

貌策略來表達，然而母語者則傾向使用更多元的策略，顯示學習者受母語

和語言能力的影響，較無法順應語境而使用更精確的言談表現。在語言形

式方面，學習者會因受限於既有的第二語言知識而出現失誤，如選用錯誤

的否定詞或連詞等等而造成語意不連貫的情況。推究學習者的失誤原因，

雖並未受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因素的顯著影響，但跨文化和遠距教學情

境的特徵卻會影響他們對語用策略的選用，使得他們較面對面溝通採用更

直接的策略，並且會以笑聲和停頓等非語言因素降低對聽話者的面子威脅。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透過言談分析方法研究真實的學習語料，進而提供

實證性的中文遠距教學跨文化言談分析結果，最後歸納出學習者常見的問

題並提供具體的教學建議，以幫助教師輔助學習者成功掌握中文語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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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Distance Teaching 

Abstract 

Keywords： Conversation analysis、 Synchronous distance instruction 、

Politeness、Face、Chinese teaching 

Coversation analysis (CA) is often used to examine the speech act in daily 

life and second language classes. Since it is considered difficult for learners to 

perform in a manner that is considered polite in the target cultu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s (1978, 1987) framework known as “face-

threatening act” (FTA) to observe the learners’ talk in class. Recent research on 

CA has found that context, culture, and social factors are the variables for 

deciding the particular type of interaction.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  

language transfer of their mother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length 

of time sp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can also influence their 

language performance in target languag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learners in synchronous 

distance instruction use Chinese to dicuss cross-cultural topics. Their language 

performance was measured through tests judged by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from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 that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end to use politeness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awareness of the 

social distance and difference in power. However,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prefer to choose multiple strategi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hinese learners do 

not communicate in an authentic and polite manner due to the transfer of their 

mother language and the lack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length of stay in a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is the cause of this 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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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ciency. However, in this case, it is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context of a synchronous distance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the students use 

more direct strategies in a synchronous distance environment than in a face-to-

face situation, and they tend to use non-linguistic forms such as laughs and 

pauses to minimize possible intimidation.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Using CA theories to 

analyze authentic data of Chinese learners. 2.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n Chinese classes by sharing our observations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3. Helping teachers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ragmatics and providing instruction on various language forms while also 

providing guided practice for language learners to communicate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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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語言具有真實的力量，不僅能影響他人的行為，也能改變彼此的關係。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2000）曾言：「如同咒語與祝福，語言擁有令

人身心震蕩的力量，語言的藝術便在於陳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傳達給他人，

而不僅僅是一種符號系統、一種語義建構，僅僅以語法結構而自行滿足。

如果忘了語言背後那說話的活人，對語義的演繹很容易變成智力游戲。」1

語言不僅能表達個人對世界的體認，也能連繫人與人之間的認知，因此日

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皆和語言息息相關，但若不明白說話的人如何運用語

言，溝通就會變得非常困難。有鑑於此，近年來語言學的研究方興未艾，

而研究語言現象及其實際功能的一門學科――語用學（pragmatics），更如

雨後春筍般多元發展。雖然語用學發展的初期仍以英美國家的研究為主流，

但隨著西方理論的引進和中文教學的熱潮興起，中文的語用學研究也開始

萌芽（何兆熊，2000；何自然、冉永平，2009），不僅在理論方面使得西

方學者注意到跨文化的差異，就語言教學的角度而言，也使得中文語用教

學的理論背景更具科學性（Gu, 1990；Yu, 2003；Leech, 2005）。其中，禮

貌（politness）的研究是學者們近年熱衷探究的焦點所在，文獻中較常討

論的是禮貌如何影響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使用，許多學者也以言談分

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做為研究方法，以探討真實情境中的語言現象

（Blum-Kulka & Kasper, 1989；Kasper & Rose, 1999；Huth, 2011）。 

本論文結合上述研究領域，將焦點聚於中文學習者的言談上，特別是

關於遠距教學情境中師生跨文化互動的現象。為了建立分析學習者言談的

標準，筆者選用禮貌研究較具代表性的禮貌原則（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為架構，分析學習者語料和母語者修正的禮貌策略和語言特徵。最

後藉由對比前人的發現和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並結合筆者個人的遠距教學

經驗設計出合適的教學方式，以幫助教師引導學習者掌握中文言談的語用

原則。 

                                                 

1
 摘自 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獎的得獎感言《文學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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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

筆者曾於 2010 年至 2012 年間參與中文遠距教學課程，除了擔任授課

老師之外，也曾協助舉辦遠距教師培訓的課程2。在參與課程及在授課後觀

看自己或其他老師的影片時，發現和中文母語者比起來，這些中文學習者

往往會使用不同的溝通策略和老師或同儕進行互動，因此開始展開相關研

究3。在初步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遠距教學情境中，學習者會透過如

「不加修飾的否定」、「先同意再弱化」、「弱化」、「使用停頓」、

「間接否定」、「用玩笑來迴避」等策略來表達意見；話語中也會使用一

些詞彙如「但」、「我覺得」，或是停頓的語氣詞「啊」、「呃」來預示

即將表達的不同意。儘管如此，對這些中文學習者而言，他們在和老師進

行跨文化溝通時，通常會受限於自己學過的詞彙或表達方式，因此否定老

師時多使用「直接意見」策略，因為這樣的句式多為「不是」、「沒有」，

直接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意見；另外，他們也傾向使用「個人理由」的禮貌

策略。綜合而言，上述的發現引起筆者對此主題的興趣，但當前的理論研

究卻較少關於學習者語料的研究，以例（1）和例（2）為例，母語者和文

學習者在跨文化溝通時常會出現不符合目標語特徵的情況4： 

（1）師：你看了奥斯卡（Oscar）吗？ 

生：我看了，可是我不同意奥斯卡的结果…我不喜欢 “argo” 

師：是吗？我很高兴李安（Ang Lee）赢了！ 

                                                 

2感謝國科會的「跨國華語文化溝通教學之設計與實施—以同步視訊為主體之數位學習研究」

計畫，因本研究的學習者語料是筆者在參與計畫過程中所記錄與蒐集的。 

3
 筆者和謝佳玲教授曾於 2012年美國 CLEF的研討會發表論文〈中文異議語的語用研究：課

室與遠距教學情境之對比分析〉。 

4
 此為筆者和學生及學中文的美國友人透過網路訊息對話的實例。語料中皆使用簡體字，是

因為筆者的學生和友人在美國僅學習簡體字，因此以之作為主要的溝通文字。  



第一章 緒論  

3 

生：他是非常好的导演。 

（2）筆者：我想吃你做的晚饭！ 

朋友：我觉得你不想。我放了太多了 flour。它有印度的味道。 

從上述的對話中，可以發現學習者在中文的言談中經常受限於已知的

句法結構而影響語意的表達，如在例（1）中由於學生只學過「A 不同意 B

（的看法）」的句型，故使用了過於強烈的直接策略，所產出的句子更不

符合母語者的慣例；此外，學習者也會受自身母語的遷移而影響言談的表

達，如例（2）中筆者的美國友人所產出的「我覺得你不想」語料，推測是

從英語的“I don’t think you want to (eat it).＂翻譯而來的，使得在表達上雖

能為母語者所接受、但卻不夠道地的現象。上述情況常見於語言教學的情

境中，特別是當老師和學生針對某一議題進行討論的時候，學生容易產出

病句如：「我跟你不同意。5」，但是在教材或教學中卻未對此作系統性的

介紹與細部的處理。 

有鑑於此，本研究的動機在於幫助教師釐清學習者在遠距教學中跨文

化言談表達的特徵與常見的失誤，並提供適當的形式及策略作為教學上的

參考，最終引導中文學習者培養和母語者自然合宜溝通的能力。 

 研究目的 二、

為了瞭言談所涉及的語言形式和語用特徵，筆者閱覽了相關文獻，從

中觀察到禮貌（politeness）對語言的影響非常廣泛。例如 Grice（1975）和

Leech（1983）認為人們為了維護良好的人際互動、更有效的表達己見，會

遵循或違反某些既定的語言規則，但這些學者僅提出幾項較大的原則，對

禮貌的細部界定仍較模糊，直到 Brown 和 Levinson（1978, 1987）提出的

面子保全理論才有所補強，他們認為禮貌是一種補救策略（ redressive 

form），說話者之所以使用這些語言策略，主要是為了降低談話中威脅對

方面子的可能性，才能達到社會和人際上的和諧。儘管有了較大的理論框

架，但語言的型態多樣，無法一一探討，因此許多學者亦從 Austin（1975）

                                                 

5
 此語料來自明德中文學校（Middlebury Chinese School）學生常犯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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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earle（1975）所提出的言語行為分類和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出發，分別

從不同言語行為的角度探討禮貌的具體策略和表現。 

在各種語言的言談分析研究中，以英語的成果較為豐碩，一是因為上

述理論多以西方文化為背景，二是由於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發展較早，

故其發展較為成熟。相較之下，雖然中文的言談分析發展較晚，但從華人

禮貌的相關研究（Gu, 1990；Yu, 2003）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漢語本體特

徵所進行的研究，如語用學、會話分析、社會語言學和第二語言教學等，

亦能找出研究的脈絡與基礎。綜覽言談分析的相關研究有以下特色

（Sornig, 1977； Rees-Miller, 2000；Locher, 2004；王萸芳，2005，2006；

Johnson, 2006 ； He, 2004； Odgen, 2006 ；翁孟次， 2008；陳靜雯，

2010Huth, 2011）：  

1. 文化的差異：不同語言的言談表現皆有其特色，文獻中多針對於英語

或英語學習者進行研究，少有針對中文及中文學習者進行探究，因此

對中文教學領域的貢獻有限。 

2. 語境的影響：不同語境中的言談表現形式皆有所差異，當前的研究情

境多集中在廣播電視、課室、工作場合、朋友或家人之間的閒談等，

少有針對遠距教學情境所進行的研究，但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近年

遠距教學已成為常態，因此有對此領域深入探討的必要。 

3. 教學的影響：學者發現在教學情境中，教師的引導與課堂活動設計都

會影響學習者言談的產出，因此需藉由觀察真實的師生對話以了解學

習者的問題或教學的難點。 

總而言之，若要了解中文學習者在遠距教學情境中的言談表達是否和

母語者有所差異，應藉由觀察他們自然產出的真實語料來進行分析與討論，

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其失誤的分布及具體成因，但當前研究者所採用的方法

多以擬真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或是角色扮演為主，因此筆者認為應結合語

言談分析記錄真實語料的方式和語用學的禮貌策略，才能使研究成果更貼

近真實、對教學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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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前述遠距教學時所面臨的問題，在此提出了三個具體的研究

目的：其一，觀察韓國、德國與美國等地區的大學生在遠距教學的情境中

的口語言談表達，並將其語言形式和語用策略進行歸類；其二，請臺灣地

區的中文母語者針對學習者的語料進行評分與修正，並將母語者的語料進

行歸類，以比較兩組說話者的異同；其三，根據教材現況和筆者的教學經

驗，設計出遠距跨文化言談教學的範例。 

 研究範圍與相關名詞釋義 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一、

本論文的主題是遠距教學情境中的學習者言談表現，因此語料來自學

習者和老師互動時自然產出的言談內容，再透過問卷蒐集母語者的評分及

修正的語料，最後分析和對比兩者的語言形式和語用策略。在語言形式方

面，包含了詞彙、句式、語碼轉換和非語言的因素，在語用策略上則以

Brown和 Levinson（1978, 1987）的禮貌策略為基本架構，再根據相關理論

歸納出言談的五大禮貌主策略及二十項次策略，以作為語料分類的架構。 

為了分析學習者的言談特徵，筆者除了對比母語者和學習者在形式和語

用策略上的異同之外，也觀察社會、文化及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長短等

變因，以幫助語言教師了解學習者的語言背景。在教學設計方面，則是透

過檢視本論文語料中所使用的遠距教材，以及現行台灣和美國地區常用的

書面教材，並結合語用教學理論以及筆者的教學經驗設計教案。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目的及範圍，本論文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如下： 

1. 在中文遠距教學中，學習者言談出現的禮貌策略及語言形式為何？ 

2. 母語者對中文遠距教學中學習者言談表現的接受程度為何？應如

何修正？ 

3. 學習者在社會、文化和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不同等因素的影響之

下，其言談的表現有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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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名詞釋義 二、

（一） 遠距教學 

電腦輔助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簡稱 CMC）指的

是藉電腦網路所進行的人際交往和信息傳遞，此溝通形式和語言教學結合

之後，發展出遠距語言教育（distance language education）的模式，適合營

造學習者和老師的互動環境（Levy & Stockwell, 2006；何自然、冉永平，

2009）。遠距教學可分為同步（synchronous）與非同步（asynchronous），

前者是同一時間雙方或多方在線上即時互動的過程，後者是使用者單方透

過既有的網路資源進行互動的過程（高慧真，2010），本研究所觀察是同

步遠距教學的情境（以下簡稱遠距教學）。 

（二） 跨文化溝通 

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不同文化的人相互溝

通的過程，由於個人對自身和他人文化的感知有所落差，因此在溝通時容

易造成社會性的理解錯誤（Samovar & Porter, 1982）。特別是第二語言學

習者在學習目標語文化的過程中，或和該目標語的母語者產生人際互動時，

常常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落差，進而產生衝擊或是溝通

上的問題，因此須注意雙方在語言、非語言和超語言上的跨文化差異（胡

文仲，1999；王振亞，2005）。 

（三） 言談分析 

言談分析（converational analysis, CA）是基於語言單位（unit）和結構

（structure）進行分析的科學化方法，常見的研究內容包含話輪轉換、停頓

和重疊等，有時也涉及句法、語法和語用單位的內容（Sacks, 1992；He, 

1994）。近年言談分析多討論在課室中師生互動的特徵，除了能具體觀察

語言現象之外，也能檢驗社會因素對言談的影響，對第二語言學習和教學

而言，更可用於設計課堂任務、發展口語測試和檢測教學成效等項目之中

（Hut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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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第三節

本研究的流程分為三個步驟：學習者語料蒐集和母語者問卷調查，隨

後進行分類、語料分析、教學應用的設計。在變因方面，主要變因包含中

文學習者和母語者，控制變因則包含社會、文化、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

長度和遠距溝通情境。下圖一-1為本研究的架構圖： 

圖一-1 研究流程圖 

 

由圖一-1 可知筆者先藉由觀察並轉寫遠距教學側錄檔以蒐集學習者的

語料，擷取出互動性較高的言談片段之後，再加以分類與統計；選出學習

者最常使用的策略之後，製作成問卷請母語者填寫，然後轉寫並篩選出合

適的語料，再進行分類與統計；最後比較母語者調查和學習者的語料結果，

並分析其背後成因或影響變項，再針對現況進行教學設計。 

在論文的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

目的和內容；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範圍包含了語用學、言談分析、中文遠

距教學和中介語教學；第三章是研究方法，說明蒐集語料的方式、轉寫語

料的方法以及母語者評分問卷的實施方式，最後提出語料分類的標準；第

四章為結果討論和分析，首先質化呈現語料中學習者和母語者的言談表達

學習者語料蒐集 

觀察 

↓ 

轉寫 

↓ 

擷取 

↓ 

分類 

↓ 

統計 

母語者問卷調查 

問卷 

↓ 

轉寫 

↓ 

篩選 

↓ 

分類 

↓ 

統計 

結果討論 

 

比較 

↓ 

分析 

↓ 

教學設計 



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言談分析與應用  

8 

的形式及策略，再以量化數據比較異同，最後就社會、文化變因及在目標

語地區停留時間長短等變因進行討論，最後說明遠距溝通情境對學習者言

談的影響；第五章是教學設計，根據研究結果並綜覽現有的中文遠距和實

體教材，檢討其中關於言談的教學內容有何優劣，並以前述的研究結果設

計合宜的教學計畫或教學活動，並呈現試教後的結果與反思；第六章是結

論與建議，回應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並針對本研究的限制或不足之

處，提出未來可望繼續發展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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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語用學（pragmatics）興起於 1960 年代，此學科觀察語境對語言使用

的影響，近年也逐漸延伸至語言教學和習得的層面，因此具有持續研究與

發展的潛力（陳新仁等，2013）。為了詳細觀察真實語用狀況的特徵與互

動性，近年學者也開始發展言談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及課室

教學的關係（Pohl, 2004; He, 2004a; Huth, 2011）。由於本研究欲關注的是

中文學習者在遠距教學情境中的言談內容，研究領域涉及語用學、言談分

析、電腦輔助教學、跨文化溝通等領域，因此在此共分五節進行文獻回顧：

第一節簡述語用學的理論基礎，包括禮貌原則、言語行為理論、面子理論

並討論相關的社會因素；第二節則先說明言談分析的內涵，再概述中文言

談分析及中文教學相關的研究發展；第三節論述電腦輔助教學的研究歷程，

並簡述遠距教學的現況；第四節介紹中介語語用的研究脈絡，再從跨文化

的角度檢視造成學習者失誤的成因，進而探析當前語用教學的發展；第五

節整合前四節的理論基礎，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焦點。 

 語用學理論基礎 第一節

語用學探究人們在各種情境下的語言使用情況，受到禮貌（politness）

的影響，說話者會使用不同的語用策略以合宜地達到說話目的。由於生活

中的語言使用情境各異，因此學者從言語行為（speech act theory）的角度

進行分類，以歸納這些在禮貌因素作用下而有所差異的語言現象。除此之

外，近年語用學也開始應用於語言教學的領域，為了瞭解該學科的理論基

礎，本節先從禮貌原則和面子理論的角度出發，檢視當代語用學研究的大

方向，再討論華人的禮貌觀以及言語行為的相關理論，最後於本章第四節

回顧中介語和語用教學的內容。 

禮貌原則和面子理論 一、

近年來，語用學家為了系統性地討論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現象，開始針

對「禮貌現象」（politeness phenomena）進行研究，期望能藉此解釋說話

者的發話含意和各種言語行為的成因。學者 Fraser（1990）將當前西方的

禮貌研究分為四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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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準則觀點（social-norm review）：無論是任何年齡的說話者、

在任何社會中，都有一套社會準則支配著說話者的行為，使其合

乎或違反禮貌的規範（Watts et al. 1992：4）。此觀點的禮貌概念

多和語言使用的風格有關，如在英語中 shall 的使用較 will 更謙遜

而有禮（Jespersen, 1965：293）。  

2. 會話準則觀點（conversational-maxim view）：Lakoff（1973）認

為在會話中，禮貌是一種避免冒犯他人的手段，而非只是清楚達

意的過程，她並提出「不要強求於人、給對方留有餘地、增進彼

此之間的友情」三個禮貌準則。隨後 Grice（1975）提出了合作原

則（Cooperation Principle, CP），說明人們在溝通時彼此相互合作，

並試圖提供適當的、真實的、相關的訊息，並且要清楚地將之傳

達給對方，而 Leech（ 1983）也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 PP），補足了合作原則未解釋的說話者動機

因素。 

3. 面子保留觀點（face-saving view）：Brown與 Levinson於 1978年

繼承了 Goffman（1967）的面子（face）概念，提出面子保全理論

（face-saving theory），並於 1987 年進行修訂。他們認為面子是

一種人們假想的自我形象，當說話者和聽話者的面子造成衝突時，

說話者會為了符合禮貌的表現而採取某些禮貌策略，以滿足雙方

的面子需求。此外，他們也提出影響面子威脅行為（ face-

threatening act）的社會因素，說明會話的參與者如何根據這些變

因來選擇特定的語言形式。 

4. 會話契約觀點（conversational-contract view）：Fraser於 1975年

結合同年 Grice所提出的合作原則及 Goffman（1967）的面子觀，

重整成會話契約（Conversational Contract, CC）的概念。他認為人

們會根據不斷變動的語境中改變他們的說話方式、使用不同的禮

貌策略以滿足會話契約。他也強調話語的禮貌與否和會話契約的

當前狀態有關，諸如語境或說話者的權勢、地位等，是一種眾所

期望的標準，而不只體現於參與者所違反的標記。另一方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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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也認為某些語言標記可以表達說話者內心的敬意，如英語中

sir和 please的使用，因此能做為言語行為的判斷標準。 

Fraser（1990）的分類不僅標誌了語用學近年關於「禮貌現象」的研究

框架，同時也點出許多研究者僅致力於定義禮貌、卻未曾理解各文化中禮

貌的互動觀念，故他再次強調自己所提出的會話契約觀點和面子保留觀點

有所不同，特別是前者認為禮貌策略的使用是說話者對面子的考量，後者

則體現在動態語境中對會話契約的遵守，但兩個理論都主張說話者會根據

和聽話者的互動來選擇語言形式。 

儘管不同的學者對禮貌原則所持的觀點各異，各家理論內容也各有優

劣，但筆者認為當前較具影響力的仍為會話準則觀點和面子保留觀點，因

此本文以這兩種理論架構做為分析基礎，因它們的架構相對完整、對禮貌

的分級層次清晰，也被許多後繼的研究所採用（詳見本章第二節），故適

合作為言談分析的分類。為了更進一步闡釋此兩觀點的研究脈絡，以下將

簡述 Grice（1975）的合作原則、Leech（1983）的禮貌原則和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的面子保全理論，再以 Gu（1990）和 Yu（2003）

的理論闡釋華人的禮貌觀念。 

（一） Grice的合作原則 

Grice（1975）根據人們溝通時共同遵守的目的提出了合作原則，說明

人們在溝通時彼此相互合作，並試圖提供適當的、真實的、相關的和清楚

的訊息給對方。合作原則條列如下： 

1. 量的準則（quantity maxim）：提供對方所需要的訊息。  

2. 質的準則（quality maxim）：提供對方真實的訊息。 

3. 關係準則（relevant maxim）：提供對方有關的訊息。 

4. 方式準則（manner maxim）：以清楚的方式提供對方訊息。 

Grice（1975）認為說話者因為禮貌或其他因素而公開違反上述原則，

會造成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如說話者故意說反話或有

所諷刺，而聽話者在知悉合作原則的前提下可理解其弦外之音。儘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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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認為實際生活中有些情境並不適用於合作原則，如爭執、寫信，故此

理論只限定於有共同交際意圖的雙方。 

（二） Leech的禮貌原則 

Leech（1983）為了說明人們為何要違反合作原則，歸納出三個語用等

級：損益等級（the cost-benefit scale）、選擇等級（the optionality scale）和

間接等級（the indirectness scale），這三個等級分別以不同程度的間接言語

行為詮釋話語的合適性。此外，他也提出了六個禮貌原則： 

1. 得體準則（Tact Maxim）：使他人的損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2. 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使自己的利益最小化，損失最

大化。 

3. 讚譽準則（Approbation Maxim）：減低對他人的貶損，增加對

他人的認同。 

4. 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減低自我讚揚，增加自我貶損。 

5. 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減低雙方的異議，增加雙方的

認同。 

6. 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減低對他人的反感，增加對他人

的同情。 

在上述準則中，前四個準則正好是損益和褒貶的兩極，後兩個準則是

同意和同情的等級分類。在會話的層面，受到一致準則的制約，說話者直

接表達異議的看法是不禮貌的，因此在表達時要減少自己和他人意見的分

歧、盡量讓雙方的意見達到一致，此舉可透過一些語用策略來實踐，如例

（3）和（4）： 

（3）A: The book is tremendously well written. 

B: Yes, well written as a whole, but there are some rather boring patches, 

don’t you think? （Leech, 1983：138） 

（4）老彭：張三和李四為人不錯，工作也認真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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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馮：是啊，李四不錯。（何自然、冉永平，2009：103） 

例（3）中，A發表了個人的看法，B雖不認同 A所言，但在禮貌原則

的制約下，採取了部分同意和疑問的方式減少雙方意見的不一致，而例（4）

中老馮不直接否定老彭的意見，而是使用部分同意的方式表達異議，適度

地遵守了一致準則。Leech（1983）的禮貌原則解釋了會話意圖、標誌了說

話者設法在話語中對他人表示尊重的程度與方式，但卻未能涵蓋禮貌的全

部面向，如未說明語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也不能解釋為何間接語言在某

些情境可視為一種禮貌的表現（Locher, 2004）。 

（三） Brown與 Levinson的面子保全理論 

Brown與 Levinson（1987）修改了 1978年所提出的的面子保全理論，

除了再次強調面子的社會功能之外，也重申面子是人們希望別人能夠重視

並賦予的形象。他們認為每個典型人（model person）都擁有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和消極面子（negative face），前者是希望得到對方肯定或

喜愛的想望，後者則是希望自己能獲得不受干預的自由。他們也意識到某

些言語行為具有威脅談話雙方面子的特質，其後亦有許多研究在此基礎上

指出異議語是屬於威脅聽話者積極面子的言語行為（Kuo, 1994; Holtgraves, 

1997a; Georgakopoulou, 2001; Johnson, 2006）。 

除此之外，Brown 與 Levinson（1987）認為在溝通的過程中，理性的

說話者 S因考量到聽話者 H 的背景、社會和文化因素，會使用適度的禮貌

策略以保護對方的面子或降低面子威脅的程度，他們將這些策略稱為禮貌

的補救策略（redressive strategies），共分為五類： 

1. 直接策略或稱為公開策略（bald-on-record strategy）：溝通時說

話者直接、清楚地表達說話意圖，通常是屬於較緊急或者較不會

威脅雙方面子的情況。 

2. 積極禮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溝通時說話者盡可

能滿足聽話者的積極面子需求，是以接近作為基礎（approach-

based）的方式來加強彼此合作或取得雙方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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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極禮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溝通時說話者維

護聽話者的消極面子，是以迴避作為基礎（avoidance-based）的方

式來尊重對方的私領域。 

4. 非公開策略（off-record strategy）：溝通時說話時採用間接的方

式避免對聽話者潛在的面子產生威脅，同時也預期聽話者能自行

理解並達到說話的目的。 

5. 不實施面子威脅行為策略（refraining from the act）：溝通時說

話者不使用某種造成面子威脅的行為，是最有禮貌的一種行為，

但可能不會被聽話者理解而導致溝通失敗。 

筆者參考何兆熊等（2000）的中文翻譯和 Brown 與 Levinson（1987）

的圖表，以下圖二-1呈現上述禮貌補救策略： 

圖二-1 面子威脅行為的禮貌補救策略（Brown and Levinson 1987：69） 

 

在上述策略中，補救程度由強至弱排列為不實施面子威脅行為、非公

開策略、消極禮貌策略、積極禮貌策略和公開策略。其中，常見的禮貌策

禮貌的       
補救策略 

實施面子   
威脅行為 

公開策略 

不使用        
補救策略 

使用           
補救策略 

積極禮貌   
策略 

消極禮貌   
策略 

非公開策略 
不實施面子
威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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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為積極禮貌策略和消極禮貌策略，前者如尋求一致（seek agreement）和

避免異議（avoid disagreement）等，後者則如道歉、使用情態詞、反問等，

詳細內容如表二-1所示。 

表二-1 積極禮貌策略和消極禮貌策略的次策略 

積極禮貌策略  消極禮貌策略  

1. 表達雙方共識（Claim ‘common 

ground’）：提醒、誇大、吸引

注意、使用團體標記、尋求同

意、避免異議、使用緩和意見、

預設共同立場、玩笑 

2. 傳達合作意願（Convey that S 

and H are cooperators）：考慮對

方要求、提議、承諾、樂觀、說

明原因 

3. 滿足聽話者的需求（ Fulfil H’s 

want）：表示同情與合作 

1. 不擅自推論或假定（ Don’t 

presume/assume）：問題、使

用模糊限制語、悲觀 

2. 不強迫聽話者（Don’t coerce 

H）：減少對聽話者的強加程

度、表示服從 

3. 不和聽話者的面子起衝突

（Communicate S’s want to not 

impinge on H）：道歉、去個

人化（不使用“I”和 “you”）、

名詞化 

 

在會話中，說話者為了維護聽話者的面子、避免直接表達異議，會使

用緩和意見（hedging opinions）的方式來模糊地表達個人看法，英語常見

的語言形式為 sort of、kind of、 like 等，如：“I don’t know, like I think 

people have a right to their own opinions.＂（Brown & Levinson, 1987：116）；

就消極禮貌策略而言，也會使用模糊限制語（hedges）作為緩和的方式，

依照其語用目的又可再向下分類，如在說話者欲表達言外之意、遵守合作

原則或禮貌策略等情境中，皆會使用不同的模糊限制語進行修飾（Brown 

& Levinson, 1987：146-172）。雖然積極禮貌和消極禮貌策略中的模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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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語並不易劃分，但可藉由發話動機進行判斷6，特別是說話者在為了緩和

較積極禮貌的意見時，應歸在積極禮貌策略中7。筆者認為說話者使用模糊

限制語是為了避免過於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非透過言外之意讓聽話

者覺察，因此本論文中學習者言談所使用的模糊限制語仍屬於積極禮貌策

略的範疇。 

為了衡量面子威脅的大小，Brown 與 Levinson（1987）也提出了三大

變因：權力（power, P）、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 D）和話語的最大強

加程度（the absolute ranking），並以下列公式進行說明：Wᵪ= D(S,H) + 

P(H,S) + Rᵪ，此公式可理解為某文化中交際雙方的社會因素對該面子威脅

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計算出語境中的動態變化和真實社會的複雜程度。此

三項變因成為後人研究言語行為和言談分析時常見的研究變項，如權力在

課堂中造成師生異議語的強弱產生差異、權力如何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異

議語表達，或不同社會距離的日籍中文學習者如何表述不同的意見等

（Rees-Miller, 2000；Locher, 2004；陳靜雯，2010）。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面子保全理論雖為當前西方最具影響力

的語用理論，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與侷限，如何兆熊（2000）認為實際上三

種變因所佔的比例並不相同，權力變因經常比社會距離和話語的最大強加

程度來得重要；此外，何自然、冉永平（2009）也質疑此理論所強調的面

子偏向西方自我中心主義的特性，和中國強調公眾形象的面子有所差異。

                                                 

6
 原文為“Once again  we see that there may be many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the choice o f a 

linguistic means of expression. Certain kinds of hedges were discussed briefly under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pp. 116-117); here we delve into hedges in detail, because of the elaborate use to which they 

are put in negative politeness.”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146)。  

7原文為“…when hedges (e.g. like, sort of) are used to render more vague the expression of an 

extreme positive-politeness opinion, the results are basically still positive-politeness strategies, even 

though they make use of essentially negative-politeness techniques to soften the presumption.”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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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禮貌策略的分類仍提供了後人分

析語料時較可靠的研究依據（Locher, 2004；翁孟次，2008）。 

綜合上述西方的禮貌觀，可知各家學者都試圖藉由抽象的角度將實際

的語用現象進行分類，無論是從談話雙方的合作關係、推測違反合作原則

的禮貌準則或是考量到對方面子需求的概念，皆欲說明話語中言外之意的

成因，但由於這些理論皆以英語作為研究基礎，所反映的是西方文化，並

不一定能適用於所有的語言和文化，因此仍需從個別的語言文化進行探究

（Gu, 1990；何兆雄，2000；Yu, 2003；Pohl, 2004）。 

華人的禮貌觀 二、

為了補全西方理論的不足，以下從華人的禮貌觀點回顧近年中文語用

學的發展概況。 

（一） Gu的華人禮貌觀 

為了補充說明現代華人的禮貌觀，Gu（1990）上溯至孔子對「禮」的

定義，提出華人的說話方式與說話者在社會序列中的地位有關，如「犯上」

一詞涉及下位者和上位者的社會關係。他從跨文化的角度對前人的理論進

行論述，指出當代中國（1949年以後）的禮貌原則包含四個概念： 

1. 尊敬他人（respectfulness）：自我尊敬並關心他人的面子。 

2. 謙虛莊重（Modesty）：透過自我貶損的方式表達謙虛。 

3. 態度熱情（Attitudinal Warmth）：表現出親切、包容和熱情。 

4. 溫文儒雅（Refinement）：自我表現須符合特定的標準。 

Gu（1990）認為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的面子保全理論只

說明了個體禮貌的工具性動機，並未能就整體社會層面進行觀察，因此不

能完全適用於華人文化。另一方面，他也修正了 Leech（1983）禮貌原則

中的得體準則和慷慨準則，他指出這兩個準則只能藉由減少他人損失和減

少自身利益來達到會話層面（conversational level）的禮貌，卻不能控制其

動機層面（motivation level）的思維；相對地，華人文化多在會話層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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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表明欲減少自身利益，因而凸顯動機層面的誠意。他對得體和慷慨準則

的修改如下： 

1. 「指令」行為中的得體準則：減少他人的損失（動機層面）、增

加他人的利益（會話層面）。 

2. 「承諾」行為中的慷慨準則：增加他人的利益（動機層面）、減

少自身的損失（會話層面）。 

他認為中文的得體準則和慷慨準則應是互補的，因說話者和聽話者的

言語行為是可協商的，例如： 

（5）A：明天來吃晚飯啊。 

B：不來了太麻煩。 

A：麻煩什麼啊，菜都是現成的。 

B：那也得燒啊。 

A：你不來我們也得吃飯，一定來啊，不來我可生氣啦。 

B：好吧，就隨便一點。（Gu, 1990：252） 

在例（5）中，A以「直接請求」的方式邀請 B吃飯，B假裝拒絕，雙

方在禮貌的機制下輪流表示異議，A 甚至以威脅手段進行邀請，最後在 A

的堅持下顯現出相當的誠意，B 才接受了邀請，此對話反映出華人在禮貌

機制的運作之下有其特定的表現方法，Gu（1990）認為邀請在此並非一種

威脅聽話者面子的行為，而是在不傷及雙方的面子下讓聽話者「給面子」

的行為，此外，他也以其他的例子揭示了其他中文特有的禮貌準則，如自

我貶抑準則（Self-denigration Maxim）、稱謂準則（Address Maxim）、平

衡準則（The Balance Principle），以彌補西方理論未能涵蓋之處。儘管此

理論堪稱華人禮貌觀的先驅，但僅針對部分西方禮貌準則進行批判，整體

策略分類仍不夠細緻，因此引發其他關於中文禮貌的討論（Mao, 1994；

Yu, 2003；Leech, 2005），以下將簡述 Yu（2003）以「對讚美的回應」為

例說明的華人面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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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Yu的華人面子觀 

Yu（2003）指出華人的「面子」和「臉」觀念不同於西方的 face

（Mao, 1994；Hu, 1944），並以臺灣中文母語者與美國英語母語者的對讚

美的回應作為對比，試圖打破 Brown 與 Levinson（1987）所提出的禮貌普

遍性（universality）思維，進而說明中西禮貌概念的差異。Yu（2003）認

為華人禮貌行為現實層面的動機不同於面子保全理論所述：首先，由於中

國的社會結構重視團體主義勝過個人主義，因此重視自我和他人面子的禮

貌觀念並不適用於華人社區；再者，說話者行為的社會意涵及合適程度也

取決於母語文化，因此在探討跨文化的行為時不可輕忽社會規範的重要性。

筆者將中西面子定義之差異整理如下表二-2： 

表二-2中西面子定義之差異 

文化  英美（Anglo）  中國  

名稱 face 面子 臉 

定義 公開爭取的形象 個人的名聲和尊嚴 團體的道德和認可 

動機 個體以自我為中心

企求他人理解 

個人以社會為中心

追求外在聲譽 

社會對個體行為的

認同或批判 

讚美回

應策略 

尊重對方，以「同

意」接受讚美 

出於謙虛，以「不接受的話語」來回應

讚美 

 

綜合而言，Gu（1990）和 Yu（2003）都提及孔子的「禮」，亦即在

中國傳統社會中，個體應以追求團體合作為目標，而非竭力滿足自我的利

益，因此和西方的禮貌觀念有所差異。然而，Leech（2005）對此提出質疑，

依據大禮貌策略（Grand Strategy of Politeness, GSP）來看，西方的個體主

義和東方的集體主義並非截然不同的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級別的兩端，只

是每個文化在大原則下的側重點不同而已。他並重申禮貌原則是為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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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者為何藉由某一語言形式表達8，只是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會被語用限

制（pragmatic constraints）所制約。其中，就中文對他人讚美而表示的回

應而言，說話者會因為謙虛而採取否定的語用行為，如下例（6）所示： 

（6） A：你可真棒！ 

B：不，不，不，都沒什麼用…（Leech, 2005：15） 

Leech（2005）認為確信「禮貌具有普遍性」的看法還言之過早，但也

表明禮貌原則不一定沒有涵蓋東方的禮貌概念，因此沒有必要再提出另一

套禮貌原則。究竟禮貌原則能否反映所有文化的共性，直至今日學界也還

有許多爭議，本文傾向認同禮貌會因文化而有所不同，因為文化和社會價

值觀會影響語言本體的發展，導致同樣的言語行為具有跨文化的差異。就

言談分析的層面而言，筆者認為外語或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跟母語者進行跨

文化溝通時，會受到自身文化的禮貌觀念影響，導致語言形式和策略方面

有所差異，至於具體的內容則可依不同的言語行為進行分類，以下簡介言

語行為的理論基礎。 

言語行為及相關理論 三、

20 世紀 60 年代，哲學家和語用學家開始發展言語行為理論，他們認

為語言與人類的行為有密切的關係，說話者在不同的溝通意圖之下會採取

不同的語言形式，進而使聽話者施行相應的行為（Austin, 1962；Searle, 

1965a, 1965b）。到了 70 年代，言語行為的理論漸趨多元，Austin（1975）

將言語行為分為言內行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

和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三大類，言內行為是說話者有意或無意地

使用某些語音、詞彙或語句，卻不會對他人造成影響的語言行為；言外行

為是經由語言達成說話者的用意，如報告、詢問、建議等；言後行為是說

話者發出話語之後，對聽話者產生了影響，諸如說服、激怒、欺騙等。

Austin（1975）的言語行為三分說欲建構語言影響人類行為的過程，他又

進一步將言外行為細分為裁決類（verdictives）、行使類（exercitives）、

                                                 

8
 原文為：”What did S mean [to convey] by sayin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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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類（commissoves）、表述類（expositives）和行動類（behabitives），

但由於分類缺乏系統性，並未廣泛被後世學者所接受。 

在前人言語行為的架構下， Searle（ 1975）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

（indirectness speech act）理論，他指出說話者出於禮貌或是其他的因素，

會選擇經由某一言語行為來實施另一種言語行為，讓聽話者從中推導出其

含意。此種採用間接的手段表達某一言語行為所說出的話語，稱為間接施

為句。請見例（7）：  

（7）甲：我買的這幅畫不錯吧？ 

乙：我天生就缺少藝術細胞。（何自然和冉永平，2009：164） 

在例（7）中，乙不直接用話語表達異議的評價，而是使用了間接性的

自貶話語表態，讓甲來推導話語中的隱含意義。間接言語行為又可分為規

約性（conventional）間接言語行為和非規約性（non-conventional）間接言

語行為，前者出於禮貌而使用可由字面理解的語句，後者則需要依靠說話

者雙方共知的語境進行推導。 

如前所述，Grice（1975）提出了合作原則之後，認為說話者公開違反

合作原則會造成會話隱含，也就是讓聽話者在知悉合作原則的前提下理解

說話者話語中的暗示。至於人們為何要透過違反合作原則產生會話隱含，

Leech（1983）認為是出自於禮貌的考量，如例（8）中 B 違反了量的準則，

為的是不過於直接表達對 A的異議： 

（8）A: We’ll miss Bill and Agatha, won’t we? 

 B: Well, we’ll all miss Bill. （Leech, 1983：80） 

為了將不同言語行為進行分類，Searle（1976）以 Grice（1975）合作

原則理論為基礎，指出 Austin（1975）言外行為分類的不足，重整後提出

新的分類，包含斷言或闡述類（ assertives or representatives）、指令類

（directives）、承諾類（commissives）、表達類（expressives）和宣告類

（declarations）。他的分類雖具指標性，但卻難以囊括所有的言語行為，

因此後人對言語行為細部的研究也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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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在語用學領域中，儘管前人對禮貌研究和言語行為的分析

是屬於較大的範疇，卻奠定了言談分析的策略分類基礎，也引發對語言跨

文化現象的思考，有助於後人再針對細部的語言表現進行深入地討論。 

 言談分析研究 第二節

由於日常生活中的談話並非由單一的言語行為所構成，因此須從具體

的情境中探究會話的脈絡與發展。在社會語言學、語用學和跨文化溝通等

領域研究基礎之下，許多學者開始針對說話者和聽話者的發言內容的話輪

及句法結構進行研究，以觀察語言中的細部特徵，此為言談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以下簡稱 CA）領域的基本概念（Sacks et al. 1974）。 

為了釐清言談分析的本體架構，本節將從三部分進行文獻回顧：第一

部分是言談分析的理論背景，簡述此領域的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第二部

分著重於中文的言談特徵研究，以奠定分析本研究語料的基礎；第三部分

說明教學語境中的應用與發展，以釐清本研究所關注的遠距教學情境變因。 

言談分析理論 一、

言談分析是一種分析口語互動的方法，廣義的定義指的是持續性口語

談話中的各種元素，包含語言、體態、表情和活動等（Schegloff et al., 

2002）。在應用語言學的領域中，言談分析被視為一種具體的研究工具，

且也廣泛被應用於第二語言教學的研究中（He, 2004a）。 

言談分析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於話輪轉換（turn-taking），由於在某些規

則的作用下使話輪變換的序列中自成一系統，因此為了研究取得發話權的

機制，學者們開始針對較細部的內容如重疊（overlap）、修復（repair）以

及其他句法成分等內容進行研究。根據 Schegloff 等（2002）的整理，以下

簡述言談分析的相關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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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話輪轉換單位（turn-constructional unit）：透過這些單位標誌話語的

完成，或是某些行動9（action）的銜接。 

2. 話輪轉換：受限於言談中的團體互動而有所差異，主要藉由短暫的

沉默和其後的反應作為判斷基準。 

3. 修復：說話者在敘述或表達時遇到了問題，因此透過修復的手段來

幫助聽話者理解，否則會有可能導致溝通失敗。 

Schegloff 等（2002）並指出在語言課堂中教師常使用糾正（correction）

的方式引導學生，此方式雖和言談分析中的修復相近，但並非所有的糾正

都可被視為是修復，因此有待進一步釐清。他們也提出此領域的研究重點

在於找出溝通對象的語言特徵，故談話者雙方的社會、文化因素都是影響

細部語言表現的一環。 

為了更清楚了解 CA 的研究內容，本論文欲針對師生溝通過程中的言

談特徵進行討論，而所觀察的對話中多涉及教師的引導式提問和學生的反

饋，正如 Sinclair 和 Coulthard（1975）所提出的典型師生課堂互動序列 I

（教師提問）→R（學生回答）→E/F（教師評價或反饋），且語料中多出

現學生對於老師意見表示異議或糾正的現象，因此欲以此序列作為研究視

角，以下將針對與評價（assessment）相關之言談分析進行論述。 

（一） 評價的研究 

Pomerantz（1984a）認為評價是社會互動的結果，可由說話者的直接

經驗和據此而提出的評價組成。在言談中常見的評價包含「同意」和「異

議」，若前者體現的是說話者之間的聯盟關係，後者所傳達的就是人與人

之間的差異（Johnson, 2006）。由於評價是日常口語中常見的行為，「如

何恰當表達異議」便成了一種藝術，不但母語者難以掌握，許多第二語學

習者容易因為不熟悉加以迴避，因此易錯失了表達自我或和他人建立良好

互動的機會（Malamed, 2010）。由於同意伴隨著清楚的表態，異議則以較

                                                 

9
 不同於言語行為，是一種行事的表現（ taken as doing things），且是自然發生在言談中的互

動結果，而非因預設的目的而實施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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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形式呈現，從清楚表態到不清楚表態都有（Pomerantz, 1984a），因此

以下筆者在此欲較深入地討論言談中的異議語。 

相對於「同意」是說話者對他人立場的支持，「異議」是對他人立場

部分或全部的矛盾10（Bond, Zěgarac, Spencer-Oatey, 2000）。語用學家對異

議語的定義各有所見，最早對此清楚定義並廣泛被引用的是 Sornig

（1977），他認為說話者表示異議時，必定是針對聽話者先前所言而生的，

顯示他已接受並明白對方的想法，因此是一種元語言行為（metalinguistic 

act）。他又將異議語分為兩階段（S1 為說話者，S2 為聽話者，A1 和 A2

是言語行為11）： 

1. 理解階段：S1 真心地說了某些話語 A1，S2 在完全理解 A1 的情況

下，願意提出自己異議的看法，並以恰當的口語溝通形式表達 A2。  

2. 成功階段：A2 被 S1 所接收與理解，S1 也意識到是時候輪到自己

表達，可能採取補充說明 A1或反駁 A2的方式進行回應。 

由上述兩階段可知，異議語是一種基於相反立場的言語行為，既可以

是說話者在付諸口語行動以前的一個想法，也可以是聽話者為了反駁說話

者的異議而引發的行為12（Kakavá, 1993）。在較廣泛的篇章結構之中，異

議語也可能形成其他的言語行為，像是爭論（argument）、衝突（conflict）

等，因此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定義（Angouri & Locher, 2012）。Schiffrin

（1984）從篇章分析的觀點出發，將異議語列為爭論行為序列中的一環，

由溝通雙方持續性的異議（sustained disagreement）構成爭論，換言之，說

                                                 

10原文為 ”…if some participant in a situation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some belief o r 

beliefs which  are partly or fu lly inconsistent with some other belief or beliefs publicly held  by anither 

participant in the same situation.” 

11
 原文為”S1 = speaker, S2 = recipient; A1, A2 = speech acts” 

12原文為：”an oppositional stance (verbal or non-verbal) to an antecedent verbal (or non-verbal) 

action”（  Kakavá, 19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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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透過不斷往返的異議語行為進行爭論，直到獲得共同認可的結論為止。

此定義不僅區別了異議與爭論，也說明異議語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線性結構。 

在英語辭典的定義中，Wierzbicka（1984）將言語行為分為 37 個類別，

包含指令（order）、禁止（forbid）、警告（warn）、總結（sum up）、討

論（discuss）等，每一個類別下面包含不同的言語行為。其中，異議語屬

於「爭論」（argue）的類別，與駁斥（ refute）、爭論（dispute）、否定

（contradict）、反對（counter）、否認（deny）、撤回意見（recant）、反

擊（retort）和爭執（quarrel）並列。她將異議語定義如下： 

1. 我知道 X 覺得 Y（因為 X 這麼說）  I know that person thinks Y 

(because X said so) 

2. 我認為 X會希望別人同意他的看法 I assume that X would want other 

people to say that they think the same 

3. 我說：我想的不一樣 I say: I don’t think the same 

4. 我覺得 Y是不對的 I think that Y is wrong 

5. 我認為你知道我已經思考過了 I assume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6. 我這麼說是因為我想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而且表達我不認同 X 的

看法 I say this because I want to say what I think and because I want to 

say that I don’t think the same as X 

至於英語異議語的動詞和句式的強度，Wierzbicka（1984）認為說

「我不同意」（I disagree）比起「我不認為如此」（I don’t think so）來得

強烈，因為說話者不僅明確表達自己和對方不同的意見，也表示兩者是勢

不兩立的。另一方面，她覺得言語行為的句法結構並沒有一套完整的定式，

通常一個人說「不」（no），往往有許多原因，比說「是」（yes）的原因

複雜許多。此外，她還區辨了異議和拒絕（rejecting）、攻擊（attacking）、

爭論（disputing）、反對（dissenting）和辯論（arguing）等言語行為的差

異。她認為攻擊、辯論及爭論等言語行為不同於異議之處，在於聽話者會

給予說話者反擊，且話語中包含具侵略性的攻擊或拒絕，而異議是一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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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克制的言語行為，人們表達異議時不一定試圖影響他人的看法；另一方

面，反對雖和異議比較相近，「我想得不一樣」（I don’t think the same）、

「我覺得你不對」（I think you are wrong）都可作為反對和異議的句式，

但反對所持的是少數的觀點，而異議的表達則是產生於說話者雙方共知的

基礎之上。 

綜合上述，異議語是說話者經由口語或非口語的形式表達對聽話者意

見的不支持，此言語行為是建立在雙方的共知上，其目的僅限於表達個人

的看法而非影響他人。筆者將文獻中對異議語的定義繪製成圖二 -2 和圖

二-3
13： 

一、 理解階段：S1 說明自己的意見 A1，S2 在心裡表示異議或用話語表

達異議 A2。 

 

圖二-2異議語的理解階段 

 

 

 

 

                                                 

13
 頭像的圖片取自網路：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le_head_silhouette.svg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le_head_silhouette.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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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功階段：S1 理解 S2 的想法，以話語補充說明先前意見 A1 或回應

S2的異議 A2。 

 

圖二-3異議語的成功階段 

另一方面，學者也關注異議語中說話者之間的關係，Gerogakopoulou

（2001）研究希臘年輕人的異議語表達，認為在衝突或爭論時，溝通雙方

在既有的情誼之下將異議語表達視為一種社交行為，而說話者透過施行某

些禮貌策略既可表達自我，亦能保持團體和諧。他也提出面對面的第三方

也能參與表達異議或提供評價，特別是在同一團體中，成員之間的異議語

往往建立在彼此的共知上，因此會遵循一套獨特的表達準則，像透過提問

和說故事的方式委婉表示異議，從而增進團體的凝結力。 

除了初次評價的研究之外，Pomerantz（1984a）也對評價的回饋進行

研究，當會話參與者聽到對方完成同意或異議的評價之後，會藉由延遲，

諸如不說話、要求澄清、部分重複或修復語（repair initiators）等。綜合而

言，在言談分析層面的評價類型多元，但是異議或修復等較負面的評價涉

及到人際溝通的技巧，也是學習者較不易掌握的部份，因此本論文欲針對

中文學習者的評價特徵進行歸類與探究，以下簡介評價的語言特徵。 

（二） 評價的特徵 

如前所述，評價中的同意特徵較為單純，通常和前一話輪的間隔較

短，且伴隨著較清楚的表態方式，包含了提升（upgrade）、相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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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evaluation）如“too”的使用，以及降格（downgrade）等（Pomerantz, 

1984a）。在策略方面則包含（Kuo, 1994）： 

1. 重複（repetition）：表示聽話者的參與和情感上的認同，使用同意標

記（agreement tokens）如“yeah”，或重述部分話語表示強烈同意。 

2. 升格同意（upgraded agreement）：說話者以強調或升格的方式提高評

價，像是使用“That’s right.”或“absolutely”來表示強烈的同意。 

3. 回饋（back-channel responses）：使用口語或非口語的方式確認聽話者

已明白或同意對方所言，語料中出現的多為弱同意的形式，如“mhm”、

“right”、“okay”、“I see”和“I know”。 

異議語在語言的表現上，常透過延遲、重複、提問和部分同意等方

式呈現（Pomerantz, 1984；Gerogakopoulou, 2001；Johnson, 2006），為了

具體說明這些語言現象的成因，學者從會話分析的角度定義異議語的特徵。

Sacks、Schegloff 和 Jefferson（1974）認為會話的語言結構多是由兩位說話

者先後發言的兩個話輪所構成，此兩話輪有一定的次序且相互關聯，特別

是在實施言語行為的方面，像提議與拒絕、抱怨與道歉、同意與異議等成

對出現的言語行為，因此他們將此類會話中一前一後連續出現的話輪稱為

相鄰語對（adjacency pairs）。為了說明相鄰語對之間的關係，他們也提出

了「制約關聯」（conditional relevance）的概念，亦即相鄰語對中的第一

部分會引起聽話者對第二部分的某種期待，稱為「被期待的第二部分」

（preferred second part），而其他不是說話者所期望的反應則稱為「不被期

待的第二部分」（dispreferred second part）。一般而言，在表示「不被期

待的第二部分」時，通常會透過延遲或一些其他語言行式來呈現，如下例

（9）所示： 

（9）A: English is easier to learn than Russian. 

B: Well, on the whole, but the spelling is troublesome.  

（何兆熊， 20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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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9）中，B 先透過前置序列（pre-sequence）“well”暫時表示同意

以回應 A 的期待，再說明自己的異議。由此可知，相鄰語對並非表現在語

言形式上，而是藉由言語行為的成對表現來展示。表二-3 呈現的是兩種相

鄰語對的關係： 

表二-3兩種相鄰語對的內容與形式之關係（Levinson, 1983：336） 

 

在表二-3 中，Levinson（1983）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相鄰言語的行為，

他觀察人們的面子需求，將言語行為定義偏愛（ preferred）和偏惡

（dispreferred）兩種行為標記，發現在評價的行動序列中，「同意」較

「異議」顯得更受偏愛，而且同意語的語言形式較簡單，異議語的語言形

式則相對複雜許多，通常伴隨延遲、暫時同意、轉折修飾語“but”、發語詞

“well”、委婉的表達和對異議原因的闡述等語言特徵。除此之外，在相鄰

語對中，第一部分通常為第二部分的鋪墊，多半具有典型的成分，且屬於

較不受偏愛的部分（Schiffrin, 1984；Duranti, 2001）；就第二部份而言，

偏愛和偏惡的劃分跟該言語行為的表現方式有密切關係，例如同意的間隔

較短、語意清晰易懂，異議的間隔則較長、語意也較不明確，因此同意和

異議的關係應如光譜的兩端，而人們一般為了維護和諧，多以部分同意或

部分異議的方式表現，鮮少使用完全同意或完全異議的言語行為

（ Pomerantz, 1984a）。亦有學者明確指出異議是一種偏惡的回應，如

Sacks（1987）認為為了避免衝突或對對方造成面子威脅，說話者往往傾向

使用一些策略來委婉表達異議，因此異議具有不被聽話者所喜愛的特質。

儘管如此，在特定的條件之下，異議語也可被視為偏好的行為，特別是在

第一部分  

 請求 提供/邀請 評價 疑問 責怪 

第二部分  

偏愛  接受 接受 同意 預期回答 否認 

偏惡  拒絕 拒絕 異議 非預期回答/

不回答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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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性強的團體中，異議更成為一種維護彼此關係的手段（Schiffrin, 1984；

Gerogakopoulou, 2001）。 

Angouri 和 Locher（2012）主張異議語並非一種先天絕對的偏惡行為，

而應考量到實際的語境、社會準則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筆者也認為沒有

一種言語行為是絕對受人們所偏愛或偏惡的，從前述文獻中可知在不同的

語境中和人際網絡中，異議語的使用方式各有其獨特的功能，因此本論文

不僅調查母語聽話者如何接受異議，也留意說話者的發話意圖對異議語的

影響，以期能客觀衡量學習者的異議語行為在遠距教學情境中的心理接受

度。此外，就具體的策略和特徵而言，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也會有所差異，

因此以下介紹不同語言的言談特徵。 

（三） 英語言談的特徵和策略 

為了將言談的內容進一步分類，學者觀察實際互動中常出現的言談特

徵，並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加以分類，筆者蒐集許多關於評價的英語研究

（Sornig, 1977；Kuo, 1994；Holtgraves, 1997；Locher, 2004；Ogden, 2006；

Malamed, 2010；Marra, 2012），並參考 Pomerantz（ 1984a）、陳俊光

（2007）和劉怡君（2007）的語法分類架構，將之分為詞語選用、句式選

用和其他語言特徵三部分： 

1. 詞語選用：包含預備詞（preparators）、降級語（downgraders）、否

定詞（negations）和對比標記（contrastive markers），以下介紹這些

詞語分類的內容。 

（1） 預備詞：劉怡君（2007）認為預備詞除了具有開啟話題的功

能之外，還可以減低言語行為所造成的衝擊。常見的英語同意預

備詞為“yeah＂，表示情感上的認同；異議語預備詞如“well＂和

“oh＂，前者能取代同意並預示後面的發言，後者則能表示理解並

降低面子威脅的成分。 

（2） 否定詞：英語異議語常見的否定詞包含“no＂、“not＂和“hm-

um＂，其後可能直接表達異議，或是以弱化的形式表達異議。 



第二章 文獻回顧  

31 

（3） 降級語：Pomerantz（1984a）認為降級語具有弱化前述言論的

功能，常見的有模糊限制語（hedges）的形式，如“I don’t know＂、

“I think＂、“I feel＂和“I guess＂等，和表示停頓的標記如“um＂和

“uhm＂等。 

（4） 對比標記：對比標記的使用在於「發話者先對對方採取正面

的回應，接者運用對比標記來婉轉表達自己不同意的看法」（陳

俊光，2007，頁 337）。英語異議語中常見的對比標記為“but＂，

是一種標誌說話者的回歸的語用標記（Schiffrin, 1987；Locher, 

2004）14。 

2. 句式選用：英語中常見的異議語句式包含疑問句式和條件句式，其中，

疑問句式具有質疑或要求澄清的功能，如：“hm?＂或“isn’t it?＂；條件

句式則表示說話者在特定情境下才會同意，如：“I would agree except 

that…＂。 

3. 其他語言特徵：英語說話者也常透過沉默、停頓和重複的方式表示異

議，或者是以“you know＂尋求聽話者的共識。 

在英語言談的語用策略方面，Pomerantz（1984a）初步發現說話者會

為了避免衝突而使用某些語用策略，如削減否定的程度、使用玩笑或規避

等方式，以免威脅到聽話者的面子。Holtgraves（1997）根據 Brown 與

Levinson（1987）理論中的積極禮貌、消極禮貌和非公開策略，使用情意

量表（attitude questionnaire）和口語實驗，以不同的話題作為引導，將 32

位大學生分為男、女兩組受試者，蒐集他們針對某一議題發表意見時的口

語語料。他歸納出說話者所使用的禮貌策略如下表二-4： 

 

 
 

                                                 

14
 原文為：But is defined as “a marker of speaker-return” and “has a pragmatic effect which 

depends on this contrastive meaning”. (Locher, 200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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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 Holtgraves的積極禮貌策略 

主策略 次策略 至少使用該策略一次的頻率 

尋求同意 1. 安全話題 

2. 同意 

3. 重述 

94% 

75% 

12% 

避免異議 1. 表面同意 

2. 模糊的短語 

3. 模糊的詞彙 

4. 個人意見 

5. 表達反感 

6. 以“well”取代 

7. 自我貶抑 

62% 

81% 

100% 

50% 

75% 

50% 

6% 

尋求共同點 以“you know”尋求認同 81% 

 

上述的策略不僅證實了 Brown 與 Levinson（1987）所提出的積極禮貌

策略符合異議語的分類，也發現了幾條他們未曾提出的禮貌策略，如當說

話者要和自己的所發表的意見有所抽離時，會使用個人意見、表達反感和

自我貶抑等策略，以尋求聽話者對該意見的同意，或降低自己言論中的異

議程度。此研究反映出人們雖傾向降低異議語對他人面子造成威脅，卻也

有例外的情況，如在激烈的爭辯或是對某一議題的反射性回應中，說話者

較無法顧及對方的顏面。此外，Holtgraves（1997）認為語言可彰顯個體和

群體的認同感，反映出異議語的策略也會受談話雙方的關係、熟識程度和

性別等因素的影響。這項研究雖具體列出言談中異議語的次類，卻受限於

實驗的話題、研究者的介入和較小的樣本數，因此只能羅列出部分的策略，

且也未能做出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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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言談的研究方面，Locher（2004）從某次朋友晚飯聚會的對話

中，錄下 2小時又 55分鐘的英語口語語料，從中歸納出表二-5中的策略： 

表二-5 Locher（2004）的異議語策略分類 

異議語策略  語言形式  例句  

模糊限制語（hedges） well, just, uhm, 

uh, I think, I 

don’t know 

Well but…but it’s not it’s 

not because it’s… 

個人原因或情感導致的異議

（giving personal or emotional 

reasons for disagreeing） 

 Uh it just makes me mad I 

don’t know why. 

 

情態副詞（modal 

auxiliaries） 

may, would, 

might, could, 

should 

It might mean something 

but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draw a conclusion.  

轉移責任（shifting 

responsibility） 

they, you, we, 

he, people 

They told us very much 

what you have in uh, what 

do you say in the bank? 

問句形式的反對意見

（objections in the form of an 

utterance by a next or the same 

speaker） 

isn’t it, doesn’t 

it, don’t you 

Can it be the prejudice of 

the…uhm, how do you say 

job giver? 

but的使用（the use of but）  But what was the aim of 

the study? 

重述（repetition of an 

utterance by a next other same 

speaker） 

 A: It’s not high enough. 

B: …not high enough? 

未加緩和的異議語

（unmitigated disagreement） 

 No, no,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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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 Locher（2004）的言談策略分類中，由於其連續和動態的口語

語料較複雜，故仍有許多語料難以定義其所屬策略；除此之外，話語雙方

的意圖和聽話者對話語的理解多半是隱藏的，且異議語的行為策略是否禮

貌也因人而異，故此研究只針對如何修復面子及權力對異議語的影響兩個

層面加以探討，未能做出全面的策略分類。筆者認為欲解決此問題，應從

語境脈絡中加以推斷，如觀察談話者之間的社會距離和社會關係來判定策

略，至於禮貌程度雖無法確切推斷，但可適當取樣並請育觀察的目標語母

語者進行感知判斷。 

從語言教學的角度而言，Malamed（2010）認為教師能透過在課堂上

介紹言談的形式來提供學生適當的語用策略選擇，以英語中的異議語而言，

他根據 Pomerantz（1984a）、Brown & Levinson（1987）和 Ress-Miller

（2000）的研究，以對“I think New York City is the best place to live, don’t 

you?”的評價為例，整理出 13 種英語異議語表達的形式，羅列如下

（Malamed, 2010： 204）： 

1. 使用停頓或語音。如：Uhm,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2. 半同意的方式，再使用 but 作為對對方話語的評價。如：The 

shopping is good, but I don’t like the crowds. 

3. 在較弱化的情境中使用 but 表示暫時的同意。如：It’s not bad, but 

there are places I like better. 

4. 以個人情感為理由。如：I don’t know why, but cities just upset me.  

5. 使用情態詞。如：It might be, but I prefer San Francisco. 

6. 用玩笑來迴避。如：Sure, if you enjoy crowds and street gangs. 

7. 再次確認的疑問句。如：Do you really think so? 

8. 轉移責任。如：Some people prefer quieter places. 

9. 重述。如：The best place? 

10. 話語澄清。如：You mean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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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先強調是個人的原因。如：Well, it’s okay, but I think Paris is more 

beautiful. 

12. 毫不修飾的否定。No, I don’t. I disagree. 

13. 強烈否定。That’s ridiculous. Hilton Head is much nicer. 

Malamed（2010）並說明對於非母語者而言，無論他們的外語能力到

達什麼程度，都會遇到不知如何適當表達異議的困難，因此若能針對相關

的後設語用學進行研究，將能為第二語言的語用教學帶來重要的發展。 

筆者認為上述研究雖然提供了許多具體的語用策略和概念性的語用教

學方針，但內容皆以英語為對象，因此未能完全作為中文教學的參考，因

此本論文欲以此作為英語母語學習者的背景，並考察其他學習者母語的言

談特徵，以期能找出他們的語言習慣和學習難點。 

（四） 其他語言的言談特徵 

在其他語言的言談研究方面，由於本論文的學習者語料背景除了英語

之外，還包含了德語、韓語、希臘語及俄語，但筆者所蒐集的俄語相關文

獻較不足，因此以下僅討論前三中語言的言談表現。 

Günther（2000）觀察在德國大學中兩位德國學生和兩位中國學生的對

談，歸納兩種文化的衝突行為策略差異，發現德國說話者在爭論或表示異

議時，往往透過部分重複（dissent-format）和持不同觀點（dissent-tying）

以削弱對方的立論基礎的方式呈現。除此之外，相對於中國學生，德國學

生常較公然地表示己見，並珍惜以「好的爭論」方式交換意見的機會，反

映德國文化中「若想真正認識對方，必須從意見交流或是辯論的方式來確

認對方的立場15」。至於語言特徵，House（2000: 162）則發現德國人在言

                                                 

15
 原文為” In this culture ‘getting to know someone’ means finding out what the others’ opinions 

and positions on different issues are and perhaps debating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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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互動中傾向使用更直接、更精確的詞彙和與自身相關的內容來表達意見

和立場16。 

Hong（2003）觀察 21 位韓國研究生和 7 位日本的研究生在線上視訊

會議中如何對教授和博士班的助教表達異議語，他發現在日本和韓國等亞

洲文化中，人們試圖以較禮貌和間接的方式表達意見，因為他們多能感知

當下的情境及異議語對雙方的關係可能造成的危害，特別是在韓國文化中，

社會的組成較保守且階級分明，因此他們會盡可能地減低衝突。此外，他

也檢視了言談的社會因素，從權力的角度而言，儘管亞州文化已有所改變，

仍不鼓勵學生在課堂中直言不諱，導致學術環境中權力較大的人表達異議

時較直接，而權力低的人則使用較委婉的方式表達；就社會距離的角度而

言，說話者較少對社會距離遠的人表達異議。在策略和形式方面，韓國研

究生多使用弱異議的形式或者使用澄清式的提問和反問句式來表達異議。

通過事後的問卷訪談，可發現韓國說話者的異議語有助於拉近雙方的關係，

但表達方式仍會受媒介、性別和年齡的影響。 

Kakavá（1993）發現希臘的言談形式多透過非問句、模糊限制語、停

頓的方式表達，在策略上則多選用直接的策略，因在希臘文化中評價的表

達反映了說話者對話題的投入，因此有助於增進人際間的互動。

Gerogakopoulou（2001）則從希臘年輕人非正式的口語語料中，以對未來

事件的評價為例，歸納出下列三種異議語的表達策略： 

1 前言標記（prefacing markers）：說話者透過前言標記引入新的議題

並緩和威脅感。 

2 說故事（storytelling）：說話者從他人的話語中引用異議的根據，進

而為故事提出假設，暗示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 

3 問題（question）：說話者有時以問題打斷對方，進而引導對方承認

自己觀點是不正確的。 

                                                 

16原文為 “German speakers tend to interact  in  many d ifferent situations in ways that can be 

described as more direct, more explicit, more self-referenced and more content-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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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ogakopoulou（2001）也發現儘管說話者使用了間接言語行為，卻

並非出自於禮貌的考量，而是表示誠意和提供協助的表現，此研究也支持

了 Levinson（1992）提出的隱含的異議語（implicit disagreement），不僅

可供說話者發展後續的爭論，更能提供說話者繼續發展合乎邏輯的論證基

礎。此外，他也發現希臘年輕人由於彼此的關係親密，使得異議語表達成

為加強團體凝結力的手段。 

綜上所述，不同語言的言談特徵各有異同之處，但受文化因素的影響，

其背後的發話動機及功能則略有差異，但皆能增進人際互動、不失為維繫

群體感情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 

中文言談特徵 二、

當前中文的言談分析仍屬於發展的階段，且多屬於較微觀的研究，如

Biq（1994, 1998）研究中文會話中的互動性和重疊現象；Wu（2003）觀察

並分析中文的句末助詞「啊」、「哦」在會話中的作用；Wang（1998, 

2008）研究中文的同意和異議語的特徵，特別是「好」、「對」、「沒有」

和「不是」；翁孟次（2008）檢視中文電視節目中的不同意語的策略及語

言形式等。以下歸納當前中文評價的相關研究： 

（一） 中文言談中的同意現象 

在中文的言談中的研究中，以「好」、「對」等詞彙的研究較多，如

陳俊光和劉欣怡（2009）即以語義、篇章和語用等視角來分析「好」。他

們發現「好」有優點多的、令人滿意的語義，進而引申出程度、以便、滿

意和完成等的概念，最後過渡到語用層面上，「好」便有表示同意、知曉、

讓步、反話和搶回發言權等功能。此外，「好」在會話中亦有銜接

（cohesion）、連貫（coherence）和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等作

用，且與在話輪中出現的位置有關。此研究點出了「好」在中文言談中的

具體功能，本論文欲關注的是同意之功能，又可細分為應允、接受、贊同

和讓步，如「好嘛」、「好好好」等的使用，在不同語境下都有其特定的

功能，因此有待在具體的言談情境中加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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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等（2010）亦從台灣中文母語者的對話中檢視表同意的「好」
17

和「對」的功能，他們發現「好」不僅可表示同意，也可作為話輪的開端

或會話邊界（boundary）的指標；而「對」除了表示同意之外，亦有話題

持續、給予回饋等功能。他們也發現「好」和「對」除了單用之外，在跟

句末助詞結合之後，如「好了」、「好啊」、「好吧」、「好啦」、「對

啊」和「對了」等，也會產生語用上的差異，如「好吧」多半帶有不耐煩

的成分。綜合而言，言談中的「好」和「對」就如同膠水一般黏合前後話

輪，並能增加話題參與者的投入感，但由於此兩者在使用上具有高度的語

境依賴性和多義性，因此筆者認為應檢視學習者語料的使用狀況，才能確

認他們的精熟度，進而歸納出教學上的難點。 

（二） 中文言談中的異議現象 

相對於英語或其他語言，文獻中針對中文異議語的研究並不多，目前

筆者蒐集相關的研究有 Wang（1998, 2008）、翁孟次（2008）和陳靜雯

（2010）等，除此之外，由於中文的異議語中亦使用了使話語更為委婉的

句式及用法，因此筆者參考了劉怡君（2007）對中文委婉語的研究以補充

文獻中未盡之處，以下條列介紹中文異議語的形式和常見的策略： 

1. 詞語選用：包含否定詞、強調詞（intensifier）、降級語、對比標記和

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s）。 

（1） 否定詞：Wang（2008）研究「沒有」和「不是」在台灣口語

會話中的功能，發現「沒有」為非同意（non-agreement）的鋪墊，

具有多義的功能，「不是」則僅用於表示否定或異議。 

（2） 強調詞：說話者透過使用「真的」、「絕對」和「明明」等

副詞加強異議語的程度。此外，說話者在使用這些強調詞時，也

傾向用較高的音頻來凸顯異議的強度。 

                                                 

17
 相對於中國常用的「行」，台灣較常以「好」表示同意和理解，而「是」和「對」則多用

於正式場合（Wang et al., 201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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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降級語：說話者會使用緩和的詞語來降低話語中的威脅度，

如模糊限制語「好像」、「不太」或是程度較弱的詞彙「應該」、

「比較」來進行修飾，以降低對聽話者面子的威脅。除此之外，

說話者有時也會在句尾加入句末助詞「吧」來委婉表達異議。 

（4） 對比標記：說話者使用「可是」、「但是」和「不過」等轉

折詞表示對方的言論違反了個人預期，也預示了後面所將表達的

異議之處，且具有弱化異議語的效果。 

（5） 表示主觀的言談標記：說話者透過「我想」、「我覺得」和

「我的意思是」等表達個人意見的言談標記，或是使用包孕式人

稱代名詞（inclusive personal pronouns）如「人稱代名詞+覺得」的

方式來說明異議的原因，並強調是個人主觀因素所致。 

2. 句式選用：中文的異議語句式包含疑問句式、條件句式和因果句式。 

（1） 疑問句：說話者以提問的方式代替異議語中確認性的陳述

（confirmative statement），以降低對聽話者面子的威脅。屈承熹

（2010）指出疑問詞「嗎」所質疑的是該言語行為，而非其內容，

此外，異議語常見的疑問句型還包含「呢」、「V 不 V」句式、

反問句和附加問句的方式。 

（2） 條件句：說話者在說明異議的理由時，不直接敘述，而是以

「如果」和「要是」等假設用語表示異議。Li 和 Thompson（1983）

說明條件句有三種語義類型：真實性、假想性假設和假象性與事

實相反的條件句，而異議語的條件句屬於假想性假設，是為了給

聽話者帶出一情境以說明異議的理由而提出的假設。 

（3） 因果句：說話者使用「其實」、「事實上」和「因為」等連

接詞說明自己表示異議的原因，其中，畢永峨（1994）認為「其

實」的使用表示說話者對聽話者所言有預期上的差距，因此用以

「指明這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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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語言特徵：  

（1） 延遲或停頓：強異議的語音上並無延遲，弱異議則有延遲或

停頓的現象。 

（2） 稱謂（address term）：透過適當使用稱謂，可以縮短雙方的

距離並更有禮貌地表達己見，如主持人在訪談名人時使用「大師」

稱呼對方，可減少異議時所帶來的衝擊。 

綜合而言，中文的異議語形式雖和詞彙跟語法本身的功能密切相關，

但透過語氣也反映出說話者的命題視角，因此在分析時仍須和當下的語境

結合，才能更清楚瞭解說話者發話的具體用意。 

在中文的異議語策略方面，夏玉瓊與崔義平（2008）從中國電視節目

的口語語料中，整理出五種中文異議語策略，如表二-6所示： 

表二-6 中文異議語策略及實例：夏玉瓊與崔義平（2008） 

策略名稱  定義  實例  

1. 使用模糊限制

語策略 

使用「我覺得」、「可

能」、「好像」等模糊的詞

語。 

這個例子舉得不太對，

舉得有點大。 

2. 部分肯定策略 在一定程度肯定對方，然後

再表達自己的不同意。 

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

不現實。 

3. 以問句的形式

表達異議 

使用疑問的方式，表面上把

話語的決策權留給對方。 

但是你為了社會做了些

什麼呢？你只是擾亂了

社會秩序，我覺得。 

4. 給出反對理由

以表達異議 

給出說話者異議的理由，以

期對方理解自己的觀點。 

總經理，招收童工是犯

法的。 

5. 直接表達異議 當捍衛自己的觀點比維護對

方面子重要時，便以直接的

方式表達。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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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夏玉瓊與崔義平（2008）的研究提供了電視節目和小說人物對話

語境中的異議語語料，但並未說明使用的頻率及影響說話者的社會因素，

且其分類標準並不清楚，故還有待深入探討。 

在臺灣的的中文口語及網路語料方面，翁孟次（2008）參考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禮貌策略架構，並結合 Wang（1998）、Lin（1999）

和 Ress-Miller（2000）等學者提出的異議語特徵，觀察臺灣的電視節目、

電台和網路 BBS等不同真實語境中的異議語現象，下表二-7是筆者整理出

該研究的中文異議語語用和語言特徵分類： 

表二-7 中文異議語的語用和語言特徵：翁孟次（2008） 

策略名稱  語用特徵  語言特徵  

公開策略

（bald on 

record） 

否定陳述（contradictory 

statement）、批評陳述

（judgmental statement） 

強調（intensifier） 

積極禮貌策略

（positive 

politeness） 

正面評論（positive 

comment）、部分同意

（partial agreement）、同

理心（empathy） 

 

消極禮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建議（suggestion）、道歉

（apology）、迴避

（avoidance） 

包 孕 式 人 稱 代 名 詞

（ inclusive person 

pronoun ） 、 問 題

（ question ） 、 緩 調 詞

（ downtoners）、句末助

詞（final particles）、尊稱

（address term）、對比標

記（contrast marker）、語

篇 標 記 （ discourse 

marker） 

非公開策略

（off record） 

暗示（implication）、反諷

（irony）、反問

（rhetorical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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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孟次（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網路 BBS 的情境中，說話者傾向

選擇公開性策略，如評論或矛盾的言論；同時也使用非公開性的策略，如

反諷或詰問，因為在此情境中說話者較能保有隱私，且談話主題顯得更多

元，故更易引發異議語行為；然而在朋友之間對話的情境中，在私密情境

和社會親密度的作用之下，說話者會選擇較直接的策略；在電視或電台的

情境中，因屬於公共的場域，故人們會更加考慮到對方的面子需求，因而

傾向使用較柔和的異議語。此研究透過真實語料系統性地歸納臺灣地區的

中文異議語特徵和策略，提供後人具體的研究及分析框架，但在文中並未

具體說明策略分類的依據，因此產生諸多問題，如：為何將建議歸類為消

極禮貌策略而非積極禮貌策略18？為何未涵蓋模糊限制語策略？此外，研

究本身亦受限於語料情境，因此未能針對性別和權力等變項加以分析。 

總結上述文獻，中文言談分析的研究雖起步較晚，但已開始注重真實

語料的蒐集與分析。當前並未出現系統性的研究，使得許多語言形式和策

略僅有片段的分類，此外，研究對象多僅限於中文母語者，少有針對中文

學習者或真實上課情況進行討論的研究，因此筆者認為應從師生互動的角

度切入，才能更符合教學的需求。儘管如此，前人的研究基礎仍能為本論

文提供參考，如否定詞「不」和「沒有」的對比（Wang, 2008；周嘉莅，

2011），和異議語策略分類架構等（Wang, 1998；翁孟次，2008），皆有

助於筆者歸類和分析學習者的言談語料。 

言談教學發展 三、

從前述研究中，可知英文、中文和其他語言的言談形式及策略分類略

有所差異，在語際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的研究中也證實了語

用學的可教性（何兆熊，2000；Rose & Kasper, 2001；陳新仁等，2013），

因此以下將回顧言談和外語教學的相關研究。 

                                                 

18
 在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理論中，提議（offer）屬於積極禮貌策略的一環，是為了

與聽話者合作而採用的策略，與翁孟次所提出之建議（suggestion）性質相近，因此筆者認為應

歸在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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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者的言談發展 

當前第二語言或外語的語用和言談教學領域中，以英語學習者的研究

為大宗，直至近年中文語法的發展和語用意識的抬頭，才開始出現了針對

中文課室教學的研究（He, 2004a；陳妙慈，2006；Walkinshaw, 2009；陳

靜雯，2010）。 

在英語學習者方面，陳妙慈（2006）藉由對比臺灣的英語學習者和美

國英語母語者的異議語策略使用差異，發現在跟陌生人溝通的情境中，母

語者比學習者顯得直接得多，她認為學習者受自身母語文化的影響，對社

會距離較遠的人反而比較客氣；此外，她也發現不同精熟程度的第二語言

學習者，它們的中介語發展也有所不同，其中，初級的學習者受母語遷移

的影響較深，對平輩或者地位較低者更能顯出此特徵，而中高級的學習者

因傾向對聽話者展現自己的語言能力，而使用挑戰對方的方式表達異議。

學者也針對在目標語地區的英語學習者進行研究，Walkinshaw（2009）觀

察在紐西蘭地區的日籍英語學習者在十個星期的密集課程上課前和上課後

的異議語使用差異，他發現學習者在上密集課程之前，只能表達較簡短的

異議語，且無法掌握道地的語用策略，但當他們在目標語環境學習十周並

和母語者大量接觸之後，他們的語用表現會趨近於母語者，甚至能夠既顧

及對方的面子、又能表達更複雜的異議。 

在中文學習者方面，陳靜雯（ 2010）以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的方式蒐集日籍中文學習者和臺灣中文母語者在職

場情境中的異議語料，並對比兩組受試者的策略使用差異，如表二-8 所示： 

表二-8 母語者和學習者異議語策略頻率對比：陳靜雯（2010：64） 

異議語策略  母語者

頻率  

學習者

頻率  

不執行 同意 1% 3% 

要求澄清 2.5% 3.9% 

壓抑不同意 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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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無補償 否定的陳述 1.7% 4.3% 

直接反駁 12.1% 15.7% 

不相關的宣稱 0.6% 0.2% 

挑戰 3.3% 1.3% 

積極禮貌 正面評述 13.2% 11.5% 

部分同意 5.2% 2.2% 

同理心 1.7% 1.3% 

感謝 0.6% 0.6% 

考慮 1.5% 0.6% 

敷衍性地同意 1% 1.1% 

表達純屬個人意見 0.8% 0.6% 

貶低自己 0.8% 0 

停頓躊躇 13.6% 23.8% 

宣稱相同立場 0.2% 0.4% 

消極禮貌 建議 9.8% 5.7% 

道歉 0 0.4% 

間接反駁 15.9% 6.7% 

以理由反駁 1.9% 11.5% 

非公開 製造隱含意 1% 0.2% 

諷刺 0.2% 0.2% 

反問法 6.3% 0.9% 

 

透過訪談，陳靜雯（2010）發現中級的學習者多採用直接反駁的策略，

是由於語法能力、篇章言談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都不純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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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傾向以聚焦的直接形式表達異議；另一方面，高級學習者採用積極禮貌

和消極禮貌策略，雖與母語者近似，使用的情況卻不穩定，主因是高級學

習者少有在工作上和母語者溝通的情境，且課室和教材也未針對異議語的

表達方式進行系統性地教學，導致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無法和語言本

體能力達到相同水平。由於此研究採取語篇補全的實驗，雖然可控制影響

變項，卻沒辦法完全反映出真實的自然語料；值得注意的是，從訪談的後

設研究中，可知學習者的中介語影響策略的使用，除了語言能力不足的因

素以外，也因為中文的敬語使用不如日文頻密，讓學習者誤以為中文是屬

於較直接的語言。 

從上述研究中，可知學習者除了受母語本身的語用習慣影響之外，也

會受到和目標語母語者溝通的經驗或是所處環境的影響，造成語用策略使

用上嫻熟度的差異，此外，課堂中教師的引導和課程的設計也是影響學習

者語用策略發展的變因之一（He, 2004a），以下分項討論這些變因。 

（二） 學習者言談發展的變因 

在表達評價時時，說話者受到文化規約和社會價值觀的制約，因此造

成在表達形式或策略上的選擇差異（何自然、冉永平，2009：99）。由於

本論文所觀察的對象是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故在此回顧教學情境中

常見的變因，如社會距離、權力、文化和學習者在目標語地區停留的時間

長短對學習者言談發展的影響。 

1. 社會變因 

Brown 與 Levinson（1987）提出禮貌原則牽涉到談話雙方的社會距離

和權力，說話者和聽話者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為了「替對方留面子」，在

實施言語行為時會採取較間接的策略。Spencer-Oatey（2000）則指出在跨

文化的研究中，社會距離的判定應加入接觸的頻率（frequency of contact）、

認識的時間（ length of acquaintance）和正 /負面感情（ positive/negative 

affect）等面向的影響，而權力的評估則應考量到雙方角色是否平等（如老

師和學生為不平等的關係）和不同文化中的權力特徵，因此得在觀察個人

的多元面向和文化態度之後才能做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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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談中的異議語為例，許多學者認為上述的社會因素不一定有絕對

的影響，還應考量到社會規範和語境等因素，如 Rees-Miller（2000）發現

教授雖然擁有較高的權力，有時也會因為不想影響到學生的課堂參與意願，

有時在表達異議時反而會使用較禮貌的形式；而 Locher（2004）則認為每

個社會或個體對禮貌的定義和感知皆不同，因此須從具體語境中加以判斷。 

在中文言談的研究中，社會地位和談話情境是影響說話者言談策略選

擇的重要變因。如在談話雙方彼此熟識情況下，說話者面對地位較高的人

會採取較多的禮貌策略來表達評價，而面對社會地位相近的人則會採用較

直接的策略；此外，在公共場合中說話者傾向選擇間接的策略，在隱密程

度較高的情境中則使用較直接的策略（翁孟次，2008；陳靜雯，2010）。 

由此可知，在禮貌的作用之下，談話雙方的社會距離、權力、社會地

位和談話情境等因素，都是影響說話者言談的變項，至於實際的語言特徵

差異，還有待透過不同語境的研究來深入討論。 

2. 文化變因 

如前一節所述，許多語用學理論在建構時都涉及了是否具有跨文化共

性的問題，而不同文化間交流（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也和母語背景有

關（Pohl, 2004），至於應如何區別不同的文化語境，Hall（1990）提出了

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的分類，引發學者對相關的學習策略進行探討。

他認為高語境文化的語言特徵是聽話者需透過語境來理解，包括面部表情、

手勢、眼神等，因為說話者所表達的內容往往包含言外之意，其代表文化

為中國、日本及韓國等；相對地，低語境文化的語言特徵在於說話者直截

了當，不必被太多的語境規範所限制，代表文化為美國、德國等歐美國家。

張瑞（2011）以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概念為背景，分別針對「高低語

境文化交際模式對比」及「高語境文化學習者特徵」進行研究，從交際理

念、言語風格、會話方式等層面說明高低語境文化交際模式的差異，他發

現在談話時，高語境文化的人多以聽話者為中心，而低語境文化的人多以

說話者為中心，但兩種文化之間也出現了彼此滲透的現象，因此在教學上

除了留意學習者的文化背影之外，也要多觀察學習者使用語言的實際情況，

最後透過相互尊重與包容來完成跨文化言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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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背景的差異有時會影響語用策略的選用，

LoCastro（1986）發現日本大學生和美國英語老師在談論對食物的偏好時，

在表達同意或異議時，表面上並沒有策略選用的差異，但談及細部的內容

時，日本大學生傾向使用較間接的策略來表達。另一方面，文化相近的民

族雖有相似的異議語表達方式，但仍有細部的區別，因此學習者在跨文化

溝通時應留意差異之處，陳靜雯（2010）認為華人與日本的社會文化當都

相當重視團體意識，因此在華人與日本的社會文化中，異議語行為皆屬於

不受偏愛的回應。然而在此研究中，臺灣的中文母語者以及日籍中文學習

者的異議語表達卻有所差異，因為雙方在口語情境中雖然皆受「社會地位」

與「心理距離」的影響，但中文母語者傾向使用無補償的策略方式，而中

級的日籍中文多數採取直接反駁策略，只有高級組的策略選擇趨勢與母語

組較一致。研究顯示學習者普遍迷失在對自己母語文化與對目的語認知的

落差當中，一方面受到日語中敬語表達與委婉間接方式的母語文化影響，

另一方面又覺得中文是屬於比較直接的語言，因此無法掌握較合適的表達

方式。 

綜合而言，文化對學習者言談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許多研究也發現

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傾向使用的語用策略有所差異，而學習者在使用第二語

言或外語進行跨文化交流時會產生介於母語和標的語之間的策略。 

3. 在目標語地區停留的時間 

許多第二語言教學的研究發現，學習者的語言產出正確與否和在目標

語地區的停留時間有關，House（1996）以一群高級程度的德國英語學習

者為實驗對象，分別檢測語用指導及語言環境對學習者語用能力流利度的

影響，她發現教師在課堂上說明語用功能及其心理歷程對學習者而言是必

要的，同時也指出在沉浸式的目標語環境中，不僅可以讓學習者掌握目標

言語行為，也有助於語用策略的發展。此外，Kasper 和 Rose（1999）也提

出學習者在目標語地區停留的長短會影響其語用策略的轉移程度，且其影

響往往更勝學習者本身的目標語精熟程度。他們藉由以英語為目標語的實

例，說明學習者在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環境（ESL）中，比在以英語為外

語的環境（EFL）中更能習得接近母語者所使用的言語行為策略，同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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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認為，有些學習者仍會保留母語文化中的習慣。關於此點，Malamed

（2010）說明學習者之所以會產生跨文化的抗拒，是因他們仍深受母語的

文化印記所影響，因此特別需要透過時間和個人的意願來加以調適。 

在異議語的研究方面，Walkinshaw（2009）觀察日籍英語學習者在紐

西蘭的語用策略學習發展，他發現由於這些學習者長期處在目標語環境中，

透過媒體和日常生活的溝通，比在日本學習英語的學習者更能掌握異議語

的語用策略。Marra（2012）也觀察紐西蘭的新移民在工作場域中使用異議

語的策略及失誤，發現這些新移民工作者因為才剛進入該工作環境，因此

未能熟悉團體和社會的規約，造成異議語的理解或表達上產生誤解。 

從以上討論中，可以發現停留在目標語的時間長短對學習者掌握語用

策略的能力會造成影響，但停留時間長短和學習者語用能力的養成是否呈

正相關？是否受個體差異的影響？仍有待學者投入長時間的追蹤和觀察才

能驗證。 

（三） 言談教學的研究成果 

第二語和外語教學中的言談教學仍屬於起步的階段，許多結構和教學

訓練仍待開發，但學者都希望能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真實的教學法、測驗和

相關領域中，以提高學習者的會話能力（Schegloff, 2002；陳新仁等，

2013），以下先介紹教學情境中關於評價的言談分析，再歸納學者所提出

的教學方法。 

Rees-Miller（2000）蒐集大學課堂中師生的對話，以及下課休息時間

學生之間的對話，觀察美國學術語境中異議語的權力及嚴重程度的作用。

他將異議語分為三種：弱異議（ soften disagreement）、中性異議語

（ disagreement not soften or strengthene ） 和 強 異 議 （ aggravated 

disagreement）。此研究發現儘管教授比學生擁有更高的權力，在表達異議

語時卻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多使用弱異議的策略，如使用積極禮貌

策略中的「幽默」來表達異議，目的是要增加學生的面子以鼓勵學生發言

等；再者，他也發現學生對教授常使用強異議的策略，如針對教授說不清

楚的地方進行提問等，雖然一般而言為了表示禮貌會減少使用強異議，但

在此兩者也非絕對的關係，因為若學生質疑教授的話也連帶質疑教授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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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因此會影響學生表達異議所使用的語言的強烈程度；最後，他認為在

上課時，教授表達異議常常是為了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因此反而失去溝通

時異議語原本的效用。 

在語言學習課堂的研究中，Sornig（1977）也發現在以溝通為目標導

向的外語課堂中，教師往往藉由對學生的回答表示異議，以引導學生繼續

說話。他指出學生不僅應學會如何表達異議，也應學會如何回應他人的異

議；同樣地，當教師作為傾聽者時，也應知道如何適切地回應學生所表達

的異議。Malamed（2010）結合前人的研究，提出英語教學中關於異議語

的重要議題有四大項： 

1. 習得程度：學習者雖受限於既有的語言知識，但多傾向使用情態

詞來減緩異議語對面子所造成的威脅。 

2. 主題選擇：談話的對象及話題往往會影響說話者的異議語表達意

願，如老師和學生談到考試時，學生常常會因不知如何回應而感

到掙扎。 

3. 地位、文化和語用慣例：在日本和美國的對比研究中，發現美國

人會使用感激而間接的策略表達異議，但日本人卻認為坦白的說

出自己的意見較合宜。 

4. 跨文化的抗拒：學習者雖然清楚目標語的語用慣例，但卻因為受

限於自身的文化印記而難以使用出正確的策略。 

Malamed（2010）認為教師不能只將概略的異議表達方式傳授給學習

者，而是要盡可能地歸納現有的知識，才能有系統地向學生介紹實際的語

用慣例，同時也鼓勵學生多加觀察，最後讓他們在具體的情境中反覆操練。 

至於較細部的言談分析內容，陳新仁等（2013）等認為會話中應注意

溝通雙方的目的性、連貫性、互動性和結構性，並提出三項會話組織的教

學策略： 

1. 聚焦會話組織方式，提升注意水平：教師應幫學生提高會話的

意識，如熟悉會話中的話輪轉換技巧和會話序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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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出會話任務，引導學生演繹：在課堂上，教師可提供大量的

小組練習、角色扮演或具體的會話情境，並在課外提供學生和

母語者交流的機會，以提升他們的會話組織意識。 

3. 比較中英會話組織差異，開展討論：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教師

應幫助學生培養母語和目標語的比較意識，以及談話對象關係

等社會文化因素，以恰當掌握目標語的會話特點。 

綜合而言，至今言談的教學還在發展當中，儘管已有針對英語或以英

語為外語進行研究（如 Pomerantz 1984；Rees-Miller 2000），或比較英語

或其他語言（如 LoCastro 1996），但只有少數對中文言談教學進行著墨，

如 He（2004a）探討美國華裔中文課中的言談所反映出的師生互動，並提

出 CA 雖不能做為紀錄課堂教學實境，但能提供片段的質化成果以供教師

參考；陳靜雯（2010）從語用教學的角度，對比日籍中文學習者及臺灣中

文母語者的語料，發現學習者容易「迷失於自己對母語文化與對目的語認

知的落差當中」，因此沒辦法掌握適當的異議語表達方式。 

基於上述研究，筆者發現當前言談教學的研究較零散，部分研究僅針

對單一言語行為進行討論與教學設計，部分研究雖提供了具體的教學情境，

卻未提供可執行的教學策略，因此本論文欲從真實的中文遠距教學情境中

擷取師生的對話，觀察中文學習者的產出，判斷其發言的禮貌程度，進而

作為言談教學設計的參考。為了更清楚說明本論文的研究背景和語境的作

用，下節將針對中文遠距教學的發展進行回顧。 

 中文遠距教學 第三節
電腦輔助溝通與教學 一、

電腦的發明對人類的文明引起巨大變革，網路的普及甚至影響現代人

生活的各種層面，如思考、學習和溝通等，因此也引發學者進行跨學科的

探討。電腦輔助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是一種

新興的溝通方式，也提供了許多教學的新途徑，何自然與冉永平（2009）

曾指出：「CMC 涵蓋的範圍廣泛，包括 QQ、BBS、博客或部落格

（Blog）、MSN、電子郵件、視頻對話、聲訊對話等，說明交際已超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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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和地域的限制，和日常語用現象一樣具有語境的互動特徵。」可見電腦

科技的使用已經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種層面。至於 CMC 的溝通形式，

Levy 和 Stockwell（ 2006）將之分為同步（ synchronous）與非同步

（asynchronous），筆者整理如下表二-9： 

表二-9 電腦輔助溝通的分類 

名稱  定義  常用媒介  

同步

（synchronous） 

參與者即時交流及回應，包含

線上聊天、課堂討論和語音或

視訊會議（conferencing）等 

MSN

（Messenger）、即

時 通 （ YAHOO! 

Chat） 

非同步

（asynchronous） 

參與者各自在網上活動並保有

自由的空間，包含留言板

（ bulletin board systems, 

BBS）和電子郵件 

電腦郵件、手機簡

訊（short-messaging 

system, SMS） 

 

其中，「語音或視訊會議」是一種同步聊天的方式，包含語音、文字、

視覺圖像及影像等形式。此形式和語言教學結合之後，發展出遠距語言教

育（distance language education，以下簡稱遠距教學）的模式，Wang 和

Sun（2001）認為遠距教學營造出學習者和老師的互動環境，打破了生理

的疆界，提供學習者更多口語練習的機會，也減低了語言學習的成本，而

近年常為語言教學所使用的軟體包括 NetMeeting、GoogleTalk、Windows 

Messenger、JoinNet、Adobe Connect 和 Skype 等；另一方面，遠距教學也

有所限制，如畫面的清晰程度不一、師生皆有硬體設備的需求，而且多元

而複雜的學習環境也容易造成學習者分心。 

隨著電腦輔助語言學習（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

相關的研究日漸受矚目，Levy（1997）認為CALL的研究主題包含語言教

學和學習的哲學、電腦的角色、軟體和硬體、教師角色（貢獻者還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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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展素材以及程序等。其中，教師角色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教師

作為貢獻者（contributor）方面，有兩個模式可以加以說明： 

1. Ahmad’s模式：教師可控制電腦的使用，但並不介入其中，故電腦

是被視為助教或是「有幫助的老師」（helpful teacher）般存在的，

適合自主學習。 

2. Farrington的三角模式：電腦被視為一種工具而非助教，教師的角

色則更為核心，此模式考量的並非電腦本身，而是與教學的整合，

因此上課時多利用小組方式結合電腦進行互動。 

此外，在教師作為作者（author）方面，教師可利用電腦製作個人的

教學材料，甚至設計教材，此方式對於「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有很

大的幫助，不僅可以感知學生的需求，也能提供適當的學習情境。 

雖然 CMC 已成為當前教學和研究領域的流行趨勢，許多學者仍質疑

其實際上的語言教學效益，因為在此情境中語言的產出往往流於片段或太

簡短，且話題容易失焦；儘管如此，CMC 仍具有協助第二語教學的潛在價

值，如有助於學生發展句法結構、引起溝通動機和增加口語練習機會等

（Salaberry, 2000a；Gonzáles-Bueno & Pérez, 2000；Abrams, 2003b）。綜

合而言，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的發展改變了教師、學習者和輔助工具的關係：

在過去，教師有權決定是否在教學材料中使用科技工具；在數碼時代中，

因科技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故學習者有權在眾多工具中選擇

溝通和學習的工具（柯傳仁、黃懿慈、朱嘉，2012）。筆者認為遠距教學

發展至今已漸趨成熟，也成功應用於許多領域之中，但在華語教學方面仍

屬於起步階段，因此有待結合當前的科技與其他成功的教學模式，並勇於

嘗試新的方法，特別是借鑑其他語言的遠距教學策略，故下段將回顧第二

語言遠距教學既有的研究和發展。 

第二語言遠距教學 二、

遠距教學運用於語言教學的課程中，對語言教學的語境化、學習者中

心的教學模式及學習者的自我糾正有相當成效，同時也提供來自不同文化

的學習者即時討論跨文化的機會（Kitade, 2000；Merryfield, 2003）。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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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的特徵，Levy和 Stockwell（2006）也指出前人在比較面對面互動

（face-to-face interaction）和電腦輔助溝通時，發現學習者在使用電腦輔助

溝通時，傾向使用更複雜的詞彙或語法，同時也經常使用表情符號

（Emoticons）；相對於此，在面對面互動中則出現較多的要求、澄清及自

我修正等行為（Warschauser, 1997；Darhower, 2002；Lee, 2002b）。 

現今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遠距教學互動研究較少，高慧真（2009）以

中文課室與遠距教學的互動特徵為例，觀察當前大專院校使用遠距教學的

現況，進而發現中文的遠距教學不僅有助於促進師生交流、增加學習者的

參與感，且藉由影像和網路搜尋引擎的輔助，使得遠距的教學環境比課室

教學來得活潑、更能誘發學習者投入學習。下表二-10為筆者彙整高慧真

（2009）之傳統教室和網路教室的理論的項目： 

表二-10 傳統教室和網路教室的比較 

對比項目  傳統教室  網路教室  

環境特點 受限於空間的傳統教室 超脫時空限制的虛擬教室 

教學方式 老師說、學生聽的封閉教

學方式 

學生主動參與及合作的開放

教學方式 

學習步調 學習步調全班一致 各自有不同的學習步調 

教師角色 教師是單方面的授課者 教師是學習過程協助者、催

化者和執行者 

輔助工具 學生得手寫筆記和作業，

電腦並非必需的工具 

電腦成為整合課程及蒐集資

料的必備工具 

 

綜合而言，遠距教學情境是以學習者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為主，

因此學習者參與發話的主動性較高，對教師的挑戰也較大；受限於網路平

台的功能，網路頻寬、電腦病毒或是師生雙方的網路經驗也會影響語言的

使用，有時甚至會影響禮貌策略的選用，如有時不能從螢幕中看到對方，



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言談分析與應用  

54 

導致學習者往往不知道何時能以打斷或提問的方式表示異議（Hong, 2003；

Merryfied, 2003；高慧真，2009）。 

在課程安排方面，高慧真（2009）也強調網路師資培訓的必要性，除

了應建立一套實用的培訓課程之外，也應設置相關的師資認證，並整合國

內外的教學資源，才能達到專業的教學功效。關於中文遠距教學的課程實

施與發展，起初雖受限於頻寬及音訊的困擾，近年因開發高速頻寬以及各

式各樣的視訊會議軟體，使得此領域的教學已有長足的進步（Hsin，

1997）。在此教學模式下，臺灣地區的中文老師已有和日本、美國、德國

及韓國等大學合作，以進行一對一或是一對二的遠距中文課程的先例，此

類課程以討論跨文化的主題為主，如婚禮的文化、兩性的觀念等，讓學習

者藉由表達自己的文化習俗來增加口語練習的機會（信世昌，2011）。由

於筆者曾經參與類似的華語遠距教學研究計畫，因此了解在這類型的課程

中，教師和學生有許多的互動機會，特別是在討論跨文化議題時容易產生

異議語的言語行為，如討論到對中國女性的稱謂時、表示吉利的數字等，

因此可觀察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之言談表現。對於教師而言，如何幫

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在語言能力未穩固的情況下如何培養言談和語用

意識，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下節將針對學習者的中介語研究進行回顧。 

 中介語教學發展 第四節
中介語理論 一、

在第二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嘗試產出符合目標語的語言形式，

但此語言形式既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也不同於目標語，故 Selinker

（1972）將之稱為中介語（interlanguage）。他認為影響中介語產生的因素

有五項，分別為：母語遷移、語言訓練的遷移、第二語言的學習策略、第

二語言的溝通策略和對目標語的過度泛化。同時，他也提出學習者會在學

習過程中產出發音、詞彙和語法上的偏誤（error），因而產生化石化

（fossilization）的現象，也就是因母語的遷移造成學習者偏誤定型的現象。 

Larsen-Freeman 和 Cameron（2008）從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

的角度來進一步界定中介語，此理論認為學習者受母語及語境的影響，導

致在學習新的語言時會產生混沌（chaos）的現象。在此過程中，學習者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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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於母語和第二語之間，有時此兩股勢力相互吸引，有時又相互排斥，因

而發展出中介語。由於每一個中介語的階段都受個體變異、社會因素的交

互作用影響，導致語言的學習是變動的、不可預測的。此理論認為語言課

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無論學習者、教師、教材、語法點和學習環境等因素，

都是彼此相關且相互調適的，教師雖無法準確地控制學習者的語言進程，

但卻能透過課堂上的任務活動、回饋等方式，幫助學習者管理不同的學習

面向，以協助他們適應中介語和不同因素間的互動和變化。 

簡而言之，學習者的中介語象徵者他們朝向標的語遷移的過程，每位

學習者都有自己遷移的步調與節奏，教師所能做的是了解學習者中介語的

特徵，並透過適當的教學活動引導他們學習。許多學者針對學習者常犯的

失誤（failure）進行研究，以下介紹的是本研究較關注的語用失誤類型。 

語用失誤 二、

母語和第二語之間具有跨文化的差異，無論學習的僵化或是過度將母

語語用知識套用到第二語言中的方式，都會使得學習者在和母語者溝通時

產出不合時宜的話語，甚至產生冒犯聽話者的行為，Thomas（1983）將之

稱為語用失誤，又可分為語用語言失誤（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

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前者是由於學習者的母語和第二語言

系統有所差異、因而誤用母語的語用策略所致，後者則是對雙方的關係、

社會地位和社會距離有所誤解而產生的。Blum-Kulka 和 Olshtain（1986）

則認為語用失誤是「非本族人的跨文化差異」，何自然（1997）總結上述

學者的理論，說明「語用失誤不是只一般遣詞造句中出現的語言使用錯誤，

而是說話不合時宜的失誤，或是說話方式不妥當，表達不合習慣等導致交

際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的失誤。」 

由此可知，學習者的中介語還包含了對於語用知識的運用，Kasper

（1992）將第一語言的語用知識遷移到第二語言的行為表現稱為語用遷移

（ pragmatic transfer），又包含正遷移（ positive transfer）和負遷移

（negative transfer）。正遷移是一種成功的轉換，而負遷移會造成不地道

的言語行為或語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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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上述研究，為了避免學習者產生語用的負遷移，研究者和教師應

針對常見的失誤進行討論與整理，日後才能對症下藥，減低學習者和母語

者溝通時可能會出現的誤解，以下將討論第二語言教學的中介語研究發展。 

中介語與第二語言教學 三、

近年有許多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中介語語用研究，研究者透過不同

的方式指引學習者進行實驗，卻間接影響其結果導致與學習的經驗脫節。

為了真正確立授課語境和活動對第二語言語用學習的影響，Rose 和 Kasper

（2001）認為需檢驗下列三個問題： 

1. 課室中，教師如何提供第二語言學習者機會練習？ 

2. 學習者是否可以在不經指導的情況下發展第二語言語用能力？ 

3. 教師的指導方式對於第二語言語用能力的學習有何影響？ 

關於第一個和第三個問題，Rose 和 Kasper（2001）發現課室的研究多

受於資源、程序和課室安排限制的影響，為了發展以課室為主體的中介語

語用研究，應於第二語言相關研究中進行探究。至於第二個問題，對於成

人學習者而言，由於某些語用知識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學習者能根據不

同情境選擇語用策略，儘管早期仍受限於語言知識的缺乏，但等到累積一

定的語言能力之後，便能在不經指導的情境下培養出第二語言的語用能力。

然而，學習者並不能僅依賴既有的語用能力，否則會因錯估語境而造成失

誤，故教師應在學習者的母語基礎上導入第二語言的語用策略，才能幫助

他們使用出正確的策略。除此之外，跨文化的差異也會造成語用慣例的不

同，進而影響學習者對策略的選擇。最後，雖然學習者可不經由指導而培

養第二語言的語用能力，但卻學得比較慢，因此教師的指引對第二語言學

習來說還是必要的。 

藉由對比母語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料，可發現學習者的評判和理

解往往不同於母語者，他們對語境線索的感知和語用形式的社會意涵都與

母語者有所不同，這也是為何教師難以在課堂上深入進行教學的層面

（Cook, 1999）。Bardovi-Harling（2001）將造成學習者語用認知和母語者

有所差異的因素歸納為下列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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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input）：無論是教師的說話方式和教材的編制都是學習者

語用知識的輸入來源，因此教師應有意識地設計發話內容，教材設

計方面也應提供學習者更多的語境知識。 

2. 教學（instruction）：在教學中強調母語和第二語言的對應可鼓勵

學習者使用母語的語用策略，但也可能導致過度泛化的現象。教學

時不僅應提供具體的溝通機會，也應透過評量來強化學習者的語用

知識。 

3. 精熟度（proficiency）：精熟度對語用能力的影響雖不顯著，但低

精熟度的學習者傾向使用較直接的語用策略。另外，精熟度也會影

響遷移和修飾標記的使用。 

4. 停留的長度（length of stay）：學習者長年生活在目標語環境中，

雖有助於培養語用自覺，但仍受限於其自身語法能力的程度。 

從以上討論中，可知語用遷移來自於母語和母語文化，然而從教學的

角度而言，是否有必要修正學習者所有的語用差異？Bardovi-Harling

（2001）認為教學是為了幫助學習者將欲傳達的訊息表達清楚，因此提供

言語行為確切的語義公式（semantic formula）是非常必要的，此舉不僅能

讓學習者掌握該言語行為的語法特徵，還能幫助他們整合既有的母語能力

和第二語言知識，進而在實際的語境下選擇適當的語言表現。陳新仁等

（2013）則指出教學時須培養學習者的禮貌意識，因此教師應幫助學習者

分析與總結禮貌現象，再提供具體而多樣的情境和課堂任務進行操練，並

在過程中加以糾正和反饋，才能幫助學習者掌握該語言現象。筆者亦認為

教學的方法和過程都是學習者重要的語用輸入，而為了瞭解教學對學習者

的影響，應藉由觀察學習者的中介語表現來反省教學上的問題。 

就中文學習者中介語的言談特徵表現，陳靜雯（2010）在觀察日籍中

級和高級學習者時，發現兩組學習者在中文異議語的表達上各有不同的語

用偏誤表現，包括詞彙語用失誤、篇章言談能力不足、策略能力不足等項

目，筆者將之整理如下表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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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1 日籍學習者異議語的中介語特徵：陳靜雯（2010） 

失誤類型  定義  語料  

詞彙語用

失誤 

學習者未真正了解某些詞彙的

意思，因而做出錯誤的選擇。

常誤用的詞為能願動詞「可

以」、「會」、「應該」和近

義詞「覺得」、「認為」。 

嗯…，我同意你的意見，

可是我們需要，嗯 …互

相，如果員工說不要互相

的話，將來公司應該倒

了。 

篇章言談

能力不足 

中級學習者時常以過於簡短和

直接的方式表達異議，缺少適

當的連貫；高級學習者則是容

易出現冗詞，使得聽話者一次

得接收超量的訊息。 

…我覺得不好，因為薪水

中自動扣除，還有我們不

能出去的話，有一點壓

力，我覺得壓力很大，我

要出去，要覺得輕鬆，所

以我覺得不好。 

策略能力

不足 

學習者因為視角、選擇策略和

語言修飾手法能力不足所致。 

…所以我要很尊重你的意

見，但是我要這樣。 

 

關於學習者的社會語用失誤，陳靜雯（2010）認為由於日籍學習者屬

於較委婉的文化，且卻認為中文應較為直接，故對於在某些情境中的「合

適語言行為」產生誤判而造成了失誤，筆者則認為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跟

母語者溝通的經驗也會影響學習者語用策略的選擇。 

總結上述文獻，學習者由於跨文化的差異而導致語用策略錯誤的選擇，

除了本身的語言能力未臻熟練之外，在中介語發展的過程中，教師的指引

和學習者的自我監控都有助於穩固語用能力，若學習者能在目標語的環境

中長時間生活，並結合課堂所學和實際的溝通經驗，將能有效提高第二語

言語用能力的精熟度。由於以文獻中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言談教學

的研究甚少，因此本論文期望透過研究學習者的中介語語料，歸納出常見

的學習難點，進而提出適用於遠距教學、甚至可供課室教學參考的師生互

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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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第五節

本章第一節先回顧當前語用學領域的相關文獻，從西方禮貌策略、華

人的禮貌觀和言語行為理論等研究發展中，可知當前仍有許多言語行為的

研究尚待開發，除了探究言語行為本身的形式和社會變因之外，不同語言

的表達方式也具有差異，特別是東方和西方具有較大的跨文化差異，因此

細部的研究對語言學習和教學將有所助益。第二節聚焦於言談分析的內容

及常見策略，並闡述不同語言文化以及在特定語境中的研究發展；此外，

本節也總結了影學習者言談表達的變因，包含社會（權力和社會距離）、

高低語境文化分類和在標的語地區學習時間的長短等三項變因。在第三節

中則討論了遠距教學的發展，並說明了運用在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模式及特

徵；第四節介紹了學習者中介語和語用失誤的內容，也討論了教師在課堂

上引導學生培養語用策略的方向。 

總而言之，對學習者而言，在跨文化溝通時，往往會受自身母語文化

背景、語言形式和語境訊息等因素影響，再加上其第二語言能力的精熟度

不足，因此經常造成語用失誤；對教師而言，除了應理解學生失誤的來源，

在教學時更應試圖從既有的文化價值中抽離，才能進一步檢討教學的方法

及成效。筆者認為在中文教學方面，學習者的言談表現和相關的教學設計

都是前人研究中未能詳細解釋的部分，為了補足文獻不足之處，本論文透

過紀錄和分析真實的學習者口語語料，並蒐集母語者對語料的感知歸納出

學習者的失誤，進而提供言談教學設計做為參考，細部的研究方法詳述於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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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第一節說明語料的蒐集方式及來源，對象包含學習者和台灣母語

者；第二節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問卷設計以及分析方法；

第三節討論本研究的具體實施流程、語料編碼及分析架構；第四節為本章

小結。 

 語料來源 第一節
語料蒐集方式 一、

前人蒐集語料的方式可分為語篇補全測試（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和真實語料蒐集（authentic discourse）。語篇補全測試係指透過角

色扮演的活動，讓受試者對某一情境進行回應的研究方式（如 Holtgraves，

1997；陳妙慈，2006；陳靜雯，2010），雖然可以有系統地採集語料和控

制研究變因，但所採集的語料真實性仍會受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受

試者回應內容失真；真實語料蒐集指的是採用說話者在真實社交場景中的

對話，透過錄音、錄影或摘記的方式保存語料，再進行轉寫與後設分析

（如 Geogakoulou，2001；Locher，2004；He，2004a；翁孟次，2008），

此方式所蒐集的語料真實性高，在語音上能保留語速、語音頻率的變化，

透過錄影甚至能保存說話者的表情、動作等輔助語言。 

筆者認為語篇補全測試受限於受試者彼此的熟識程度或個體差異等因

素，因此不一定能蒐集到預期的語料，且所蒐集的是書面形式的語言，因

此沒辦法蒐集說話時的停頓、延遲、語調、動作和表情等輔助語言

（paralanguage）。相較於此，真實語料蒐集法在經過觀察及轉寫成文字語

料後較能了解說話者的原意，雖然有時難定義話輪的界線，也不易控制影

響說話者言語行為的情境與變因，但能藉由策略的分類和質化的分析加以

討論19。為了瞭解師生在遠距課堂中的言談特徵，筆者藉由實際參與教學

和觀察上課錄影檔蒐集師生言談的真實語料，再參考 Kasper 和 Rose

                                                 

19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和指導教授謝佳玲老師提供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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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以及 Walkinshaw（ 2009）的研究方法，使用感知評斷問卷

（ scale-response questionaires）的方式請母語者參與評斷測試（ judgment 

test）與感知測試（perception test），以蒐集母語者對學習者語料的接受程

度和修正。 

學習者語料背景 二、

本論文的學習者語料來自 2010 年至 2012 年臺灣師範大學對海外實施

的遠距課程計畫，並且此課程在開始時已告知師生會隨堂側錄以供後續研

究使用。筆者不僅親自參與該遠距教學計畫的培訓與組織，在此之前亦擔

任過該研究計畫的授課老師，故除了能親自接觸觀察對象之外，更能觀察

語境的連續性脈絡，並熟知語料參與者所討論的話題，以利後續的分析。

在本研究所觀察的遠距教學課程中，師生上課的組合比例分別有一對一、

一對二和二對一共三種組合，授課內容為跨文化主題的討論，如中國的數

字、禁忌、大男人主義、見面打招呼等。由於學生皆在當地的大學選修中

文課，課堂內容與遠距課程的內容相輔相成，且每次遠距課程之前都得預

習該次上課內容，因此上課時大部分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都能以中文輸

出自己對該主題的看法。 

學習者語料的內容主要來自 12 位海外的大學生，男性有 4 位，女性有

8 位，他們都在不同國家的大學裡學習中文，程度約為中級水平，希望能

透過遠距課程加強口語能力。由於這些學習者有不同的母語背景，如美國、

韓國、希臘、德國、俄國等，因此筆者依照他們的國籍進行編碼，前兩個

羅馬字母表示國籍、後面則接上此學習者的編號，例如 US1 表示美國一號

學習者，GM2 則是德國二號學習者。學習者的背景資料詳見於下表三-1，

表中的 N/A表示該資料無法取得： 

 

 

 

 

 



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言談分析與應用  

62 

表三-1 學習者背景資料 

編號 性

別 

語料

時數 

國籍 母語 學校 中文程度或學

習時間 

在中國或臺灣

居住時間 

US1 女 7 美國 英語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密爾瓦基

分校外語與語

言學系學生 

OPI（2009 年

8 月）中文口

語 檢 定

Intermediate 

Mid 

N/A 

US2 男 7 美國 英語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密爾瓦基

分校外語與語

言學系學生 

OPI（2009 年

8 月）中文口

語 檢 定

Intermediate 

High 

N/A 

GM1 女 2 德國 德語 德國海德堡大

學漢學系學生 

中級程度 在臺灣學過三

個月中文 

GM2 男 3 德國 德語 德國海德堡大

學漢學系學生 

學了三年中文 在臺灣住過一

年 

GM3 女 2 德國 德語 德國海德堡大

學漢學系學生 

 

學了一年中文 N/A 

GM4 女 3 德國 德語 德國海德堡大

學漢學系學生 

學了三年中文 去過上海一年 

KR1 女 2 韓國 韓語 韓國延世大學

中文系 

學了三年中文 N/A 

RU1 女 10 俄國 俄語 德國海德堡大

學漢學系學生 

學了四年中文 去過上海一個

學期 

KR4 女 3 韓國 韓語 韓國延世大學 學了兩年中文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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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KR2 男 4 韓國 韓語 日本慶応大學

綜合政策系 

學了三年中文 去中國和臺灣

旅遊過 

KR3 女 2 韓國 韓語 韓國延世大學

中文系 

學了三年中文 去過北京學中

文 

GR1 男 5 希臘 希臘

語 

德國海德堡大

學漢學系學生 

學了三年中文 去過臺灣學中

文 

 

在語料時數的計算方面，表三-2 中的 KR1 皆與 GM4 共同上課，KR4

皆與 RU1 共同上課，KR3 皆與 GR1 共同上課，故在計算語料時數不將重

疊時數列入計算20。從總計 43 小時的遠距教學師生對話中，筆者擷取出

631 筆學習者的言談語料，進而以國籍進行分類。其中，以英語為母語背

景的語料共有 200 筆，以德語為語的語料有 151 筆，以韓語為母語的語料

有 116筆，以俄語為母語的有 85筆，以希臘語為母語的有 79筆21。 

表三-2各國學習者語料數 

美國 德國 俄

國 

希

臘 

韓國 

US1 US2 GM1 GM2 GM3 GM4 RU1 GR1 KR1 KR2 KR3 KR4 

87 113 36 57 19 39 85 79 20 58 29 9 

200 151 85 79 116 

 

在語料內容方面，筆者所採集的每筆學習者言談語料皆包含三個話

輪：「老師或另一位學生（S2）說話的內容」、「學生（S1）提出不同的

                                                 

20
 總語料時數：7+7+2+3+2+3+10+4+5=43小時  

21
 感謝口試委員戴金惠老師提出關於學習者語料表格呈現方式的建議。  



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言談分析與應用  

64 

評價」、「老師或聽話者（S2）對此評價的回應」。筆者認為所謂話輪指

的是會話中說話者開始發言到結束22，結束之處包含被對方打斷或是個人

長時間的停頓。由於筆者所欲觀察的是學習者對老師的回應，通常出現於

話輪的第二部分，因此本研究所判定的語料包含老師的發言、學生的評價

以及老師的回應等三個話輪。實際語料如例（10）所示，底線處為學生所

發表之言談內容： 

（10）師：噢！我現在聽不太到你的聲音了哦！ 

生：你現在聽得到。 

師：可是剛剛聽不到…或者是你試試看在…播放的這個部分，看能

不能選擇調整。（GM2-24） 

母語者調查之語料背景 三、

為了評判學習者的語言表現，筆者使用問卷蒐集母語者的評分和較符合

使用常規的修正，且由於情境設定為遠距課程中的大學生和老師之間的對

話，因此筆者僅將母語者語料鎖定為大學以上、在台灣地區生長的成人，

其餘因素則配合學習者進行篩選，如為了符合學習者語料中的性別比例，

在發布問卷之後依照性別、年齡和答題的切合度等因素篩選出合適的 100

位受試者作為語料來源。 

在本論文中，母語者年齡分布和性別雖並非研究變項，但為了貼近學習

者語料背景，筆者仍於問卷中列出統計，分別呈現如圖三-1和表三-3。 

 

 

 

 

 

                                                 

22
 此話輪的定義是筆者於 2013 年修習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陳俊光老師的會話分析課程，綜合

課堂所學及相關文獻彙整而成（Biq, 1998；陳俊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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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母語者性別比例 

表三-3母語者受試者年齡分布 

年齡區段  人數  

20歲以下 3 

21~25歲 45 

26~30歲 31 

31~35歲 5 

36~40歲 5 

41歲以上 11 

總計 100 

 

總體而言，在這 100 位母語者受試者中，共有 33 位男性，67 位女性，

男女比約為 1 比 2，與學習者語料的男女比例相同，且受試者年齡多介於

21 到 30歲之間。筆者在蒐集到母語者的修正之後，將每筆語料以 NS作為

編碼，後面再加上編號和題號，所以第一份問卷的第一題修正即為 NS1-1，

第一份問卷的第二題修正則為 NS1-2，以此類推，實際問卷的內容將於本

章第二節中介紹。 

男性 

33% 

女性 

67% 

母語者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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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第二節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工具因所收集和觀察的對象而異，在學習者語料

方面包含遠距教學、側錄和轉寫等工具，在母語者感知調查方面則使用問

卷作為研究工具。 

遠距教學及轉寫工具 一、

（一） 遠距教學的工具 

本研究所觀察的遠距課程使用的是 Skype 和 JoinNet 兩種視訊會議軟

體，在側錄上課過程時，除了使用該平台自身的側錄工具之外，也透過免

費的軟體如 Freez Screen Video Capture 和 Screen Flow等進行錄影及留存。

實體上課的介面如圖三-2和圖三-3和所示： 

圖三-2 Skpe上課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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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3 JoinNet上課的介面 

 

圖三-2 中呈現的是教師端使用線上免費視訊軟體 Skype 上課的影像，

使用 Freez Screen Video Capture 進行側錄，左邊是上課內容提問單，右邊

則是 Skype 的介面，由上至下分別是學生與老師的影像；圖三-3 呈現的則

是教師端使用 JoinNet 視訊軟體內建錄影機所測錄的影像，畫面左上角和

正下方分別是老師和學生，畫面右邊則是電子白板，顯示的是上課用的投

影片。 

（二） 語料轉寫的工具 

由於本研究選取的是口語語料，因此在轉寫的格式方面，採用的是

「自上而下立體式」（Vertical），是當前口語語料研究最常用的一種格式

（Edwards, 1992；陶紅印，2004）。在轉寫語料時，本研究的語料轉寫係

以漢字為主要敘寫文字，若遇上漢字無法標註的語音，則採用漢語拼音的

方式進行標音。此外，也根據會話分析學派既有的轉寫系統，將說話者的

副語言記錄下來，詳細的轉寫符號及例句請見表三 -4（Atkinson, J. & 

Heritage, J., 1984）。筆者在語料轉寫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困難，像是受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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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設備的缺陷、或是上課時網路不穩定，難免導致所蒐集的語料不清楚

或無法轉寫，是為本研究的限制。 

表三-4轉寫符號系統 

標記項目  符號    舉例  

重疊 [ ] 師：所以說只有那些喝酒，呃，然後做

不好看的動作的那些照片[不太好] 

生：[對] 

短停頓 

長停頓 

、 

… 

生：對，但是另外在美國很多女的穿

很、很…怎麼說，感、感性，感性的衣

服 

升調 / 師：那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十三不好？ 

降調 \ 生：嗯、有、有一點\ 

笑聲 @ 師：所以照片、照片對你們來說是不是

隱私？你覺得。 

生： uhm…我覺得他的照片是隱私。

@@ 

師：@@@你覺得… 

動作 (動作內容) 生：可是我們、我們有很多呃...不是數

字呃、的東西，是、like、比如說…(打

字"rotfl")這一個 

無法辨識 xx 師：你知道中秋節？ 

生：我…以前學、學過，可是我忘了，

那、那時候就是農人 xx 

師：什麼？農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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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調查之問卷設計 二、

為了評斷學習者語料的正確性、蒐集中文母語者在遠距教學情境中的言

談語料，本研究採用感知問卷的方式，以期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大量台灣母

語者的回應。筆者設計出五頁 A 四大小篇幅的問卷蒐集母語者對學習者語

料的評斷與修正，並藉由網路問卷和紙本問卷兩種方式，蒐集臺灣地區的

中文母語者對學習者異議語行為的評分、原因及進一步的修改，平均每份

問卷完成的時間約為半個小時。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3 年 10 月，採用方便

取樣的方式請求親朋好友及網友們協助，回收了 99 份網路問卷和 28 份紙

本問卷，一共是 127份問卷，刪去未完成之無效問卷23後，取出合適的 100

份有效問卷作為本研究的語料。 

在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參考的是王文科（2010）的教育研究問卷設計

理念，和賴纹萱（2012）的拒絕言語行為之研究方法，並使用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提供五點量尺作為評分標準。以下分項說明本論文的問卷

架構，完整的問卷內容詳見附錄一： 

（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和職業，職業分為學生以及非學生組，若非學

生組則須填寫職稱。 

（二） 研究說明 

第二部分是評分範例還有填寫說明，評分範例包含五度量表的評分圈選

示範以及修改的例子24，填寫說明的部分則提示受試者在評分時的注意事

項，請他們將重心放在語料是否合乎禮貌，分數的範圍是一分為最適當、

                                                 

23
 無效問卷的內容包含空白處過多、回答未切題者，如：「比較什麼？這個問題有點奇怪？

開放性回答蠻好的，台灣人又不可能了解真的有待在德國的希臘人直不直接…也沒有不恰當，算

是補充說法。」 

24
 在問卷作答時，筆者會進一步向受試者說明五度的標準，並隨侍在旁以解決受試者在作答

時的疑問，必要時也會提供更多的評分實例供受試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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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是最不適當，並提醒他們在修改語料時只改正語料的語言形式而非想

法，以取得最貼近母語者自然溝通的語言而不違反學習者原意的語料。 

（三） 語料感知測試 

在此階段受試者觀察十段遠距教學情境中的對話，並按照指示提供評分

與修正。問卷題目首先提供了師生正在談論的話題，接著列出師生的對話，

最後以圈選題和填答題讓受試者作答。題目的範例如下： 

 

題目：談論送禮 

中文老師：你有沒有聽過有人收到禮物不開心的？ 

外國學生：…也有這個情況嗎？我不覺得。呃我還沒聽過。 

 

評分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 嗯…有這樣的情況嗎？我不知道耶，我還沒有聽過。 

 

由於施測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受試者不了解題意的情況，因此筆者或是

幫忙發放問卷的朋友也盡量隨侍在側，以解決受試者的疑問。 

 研究流程 第三節
前測及修正 一、

在學習者語料方面，筆者先從錄影檔中取 100 筆語料進行分類，並對

比課室教學進行分析，詳細內容發表於 2012 年加州中文教師協會舉辦的年

度研討會25。在此研究中，筆者發現了在語料分類時容易因為斷章取義而

誤判，因此除了在正式研究中擷取較長的前後文，也請其他人幫忙判定。 

                                                 

25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disagreement: interaction in tradit ional instructio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Presented at the 3
rd

 Annu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um in San Francisco,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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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語者的問卷蒐集方面，筆者在正式施測之前先請 10位臺灣地區的

中文母語者審核及試答，發現有些題目中師生的對話過於繁瑣，且學生的

內容難以理解，因此訪談幾位受試者之後，才修改成正式施測的問卷發放。 

正式蒐集語料 二、

本研究分兩階段蒐集學習者和母語者的語料，每個階段完成之後皆會

進行策略分類，最後才進行語料的統計與分析。具體的實施步驟包括： 

1. 蒐集學習者語料：筆者在獲得遠距課程的單位同意之後，取得共計

43小時的錄影檔，再自行轉寫成文字檔並擷取語料。 

2. 蒐集母語者調查語料：母語者問卷調查分為兩個步驟：其一，彙整學

習者的口語語料，統計出他們在真實的遠距教學課堂中使用頻率最高、

且自然產出的十項言談次策略，並選出語意較清楚、字數較少的師生

對話語料，稍作修改後設計成十道題目26；其二，製作成紙本和

Google 網路問卷，最後一共取得 127 位受試者的語料，再篩選出合

適 100份問卷作為語料。 

語料分類 三、

本研究先將學習者語料分類，藉由觀察錄影檔中學習者的表現，選出

適當的言談內容之後即進行編碼，然後將每筆語料依策略分類，最後統計

出各項策略的使用頻率。在獲得母語者語料之後，筆者先統計感知測驗的

評分並加以平均，再就每項提出的修正作為語料，加以編碼、分類和統計。 

在策略分類方面，是根據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所提出的

五項禮貌策略作為主策略所制定的，筆者認為他們雖提出指標性的禮貌策

略分類，但每項策略的細部特徵卻沒有清楚的說明，因此再參考

                                                 

26
 修改的部分多為口語中重複、停頓或語意不清之處，為的是方便母語者在短時間內理解，

如將「還好，是一個星期的內容、是一個星期還是一個星期前談的」改成「還好，是一個星期還

是一個星期前談的」（GM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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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graves（1997）、Locher（2004）、翁孟次（2008）、夏玉瓊與崔義平

（2008）、陳靜雯（2010）以及 Malamed（2010）等的研究歸納出五項禮

貌策略下次策略類別，並在初步觀察語料之後，再選出適合作為本論文分

類的項目，分項說明如下： 

1. 公開策略：以直接和公開的方式表達評價，又可分為直接意見和負面

意見等兩項次策略。 

2. 積極禮貌策略：表達評價時滿足對方的積極面子需求，又分為三個層

面，第一是達成雙方的共識、避免異議，如使用正面評論、部分同意、

模糊限制語、玩笑、自我貶低等次策略；第二是傳達說話者的合作意

願、尋求雙方的共同點，如使用建議、重述、說明理由等次策略；第

三是滿足聽話者的需求，如使用表示同情次策略。 

3. 消極禮貌策略：表達評價時尊重對方的消極面子需求，盡量不涉及對

方的私人領域並避免干預對方的自由，又可分為個人意見27、道歉、轉

移責任、提問和停頓躊躇等四項次策略。 

4. 非公開策略：使用間接的方式表達評價，如話語隱含、反問等次策略。 

5. 不執行策略：避免在言談中威脅對方的面子，又可分為話語澄清和壓

抑不同意等兩項次策略。 

有了上述的策略項目，筆者在分類前先觀察語境的脈絡和當前師生所

討論的話題出發，再根據語料中的細部語言特徵進行策略的判定，如否定

詞「不」和「沒有」、轉折詞「可是」和「但是」等；在分類時先判定該

語料的次策略，並判定其屬於單一策略還是多項策略，若是屬於多項策略

類的，則多項策略中的每項策略皆計算一次。如語料（11）中，學生表達

                                                 

27此策略雖未見於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禮貌原則分類中，但在消極禮貌的例句中他

們多次引用了“I think”、“I believe”開頭的語料（Brown & Levinson, 1987：  164），且 Holtgraves

（1997）認為此策略在異議語中的使用頻率較高，亦將之列在異議語的策略之中，故筆者將之歸

類於言談的消極禮貌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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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時依序使用了停頓躊躇「呃嗯…」、以玩笑迴避時的笑聲「@」和直

接意見「不是」三項次策略，因此屬於使用多項策略的語料，而此三項策

略皆個別計算一次次數： 

（11）師：@@…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太熟，可是我這樣問你，你剛剛有沒

有嚇一跳？ 

生：呃嗯…@…不是…  

師：你可以說實話。 

生：@…妳、妳是我的老師， 

師：@@        （GR1-7） 

綜上所述，筆者在蒐集語料、轉寫、判定分類之後，在進一步歸納出

語料的次策略，並依照主策略分門別類，最後彙整出各項策略的分布，進

而作為量化研究的基礎，詳細的言談策略說明及例句請見第四章第一節。 

語料分析 四、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是參與觀察法，王文科等（2010）稱之為人種誌研

究法（enthrographic research），指的是研究者在實際參與、觀察並了解研

究對象之後，結合個人經驗和與研究對象相關的互動因素，再加以描述和

分析28。在本研究中，為了對比母語者的語料和學習者語料，筆者根據語

言形式、語用策略、文化背景和學習者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長短等特徵

進行量化的統計與質化的分析，量化的部分使用次數分配（ frenquency 

distribution）計算學習者和母語者的策略次數，也使用平均數（mean）計

算母語者感知的數值，最後再依照策略和形式的類別進行質化的描述。 

 小結 第四節

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下，提出研究遠距教學情境中的學習者言談

的方法：第一節介紹語料來源，包含真實語料和問卷調查蒐集的方式，並

說明學習者和母語者語料的背景資料等；第二節說明遠距教學和問卷調查

                                                 

28
 感謝指導教授謝佳玲老師提出的修改建議，將人種誌研究法增補為語料分析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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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第三節則敘述研究流程，包含前測、正式研究階段，

最後說明語料分類及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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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文化語料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的目的在於呈現跨文化言談語料的結果並討論其意義：第一

節從語用策略的角度將學習者語料分類；第二節從會話形式的角度將學習

者語料分類；第三節呈現母語者的感知與修正結果，並對比母語者和學習

者的語料；第四節討論學習者的文化、社會因素及學習者在目標語停留時

間長短所造成的變項差異，並說明遠距教學情境中的言談特徵；第五節從

跨文化溝通的角度總結上述討論。 

 學習者言談策略 第一節

在本論文所觀察的跨文化討論情境中，學習者的真實言談語料來自回

應教師提問或立場的話輪中，有時難以將其定義為特定的言語行為，除了

對於表示評價的異議之外，還涉及了回應提問、回應讚美、回應感謝、回

應道歉、拒絕、發問、糾正、請求、說服等言語行為。為了概述語料中特

徵，筆者以跨文化言談作為整體的策略背景，再以禮貌策略進行分類，以

觀察中文學習者在遠距教學中的中介語。 

在分類方面，筆者以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的五項禮貌策

略，和筆者所歸納出的二十項言談次策略（詳見 0）進行語料分類，並舉

例說明學習者所使用的言談策略。 

公開策略 一、

當說話者對聽話者沒有產生太大的面子威脅時，經常會使用公開策略，

也就是赤裸裸地、毫不修飾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目的在於讓聽話者明確

地接收到說話者的想法。語料主要反映在「直接意見」和「負面意見」兩

個次策略方面。 

（一） 直接意見（direct staement）  

說話者為表示對對方言論的看法，且在此欲望強於維護對方面子的情

況下，便會施行直接意見的策略，如直接使用「不是」或「沒有」等否定

詞語來反駁對方。此策略違反了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積極禮貌中

的避免異議原則，以毫不修飾的方式否定他人意見，並威脅到對方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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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也就是威脅到對方在說話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屬於最直接、最不

禮貌的策略。如例（12）所示： 

（12）生：Las Vegas。 

師：喔，洛杉磯。 

生：喔，不是不是，差不多，Las Vegas。 

師：我不懂。（US1-2） 

在例（12）中，學生以連續的否定詞「不是」來對老師的翻譯提出異

議，公開而清楚地表達個人的評價，因此屬於公開策略中的直接意見策略。 

（二） 負面意見（contradictory statement）  

負面意見指的是說話者針對對方的言論表示相反的意見，有時也使用

直接的否定詞彙，因此會威脅聽話者的面子（翁孟次，2008）。就 Brown

與 Levinson（1987）的理論而言，此策略所威脅的是對方的積極面子，也

是屬於較直接且不禮貌的策略。具體實例如例句（13）中，老師在總結跨

文化主題「中國的數字」時，學生的回應： 

（13）師：哦，我的意思是，就是下一次有機會去中國大陸的話，不會鬧 

笑話。 

生：我會。 

師：不會、不會。因為你現在知道，中國人喜歡什麼數字、不喜歡 

什麼數字，對不對？ 

生：哦哦，對對。（KR2-15） 

在例句（13）中老師認為學生在上過這一課之後，未來到中國大陸就

可以避免鬧笑話，學生則是以負面意見的方式直接表達異議，但是等老師

再次強調不會鬧笑話的原因之後，學生才改口表示同意。由此可知，學生

的立場會因師生互動而有所改變，但是在初次表態時經常使用較直接的方

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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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禮貌策略 二、

積極禮貌策略的目的是讓聽話者產生好感，或者是讓自己的價值觀得

到了聽話者的認同（何自然，2009）。語料中，此策略又包含了「正面評

論」、「部分同意」、「自我貶低」、「模糊限制語」、「重述」、「以

玩笑迴避」、「說明理由」、「建議」和「表示同情」等九項次策略。 

（一） 正面評論（positive comment）  

說話者藉由先提供正面的評價，再進一步表達真正的意見，以表示自

己和聽話者是處於共同立場上的。例（14）是學生對老師針對上課模式的

詢問所做的回應，學生先說「很好啊」正面評論這樣的上課方式，再以轉

折詞「但是」帶出希望老師改進的部分： 

（14）師：（打字「適合」）你覺得這樣的模式…適不適合你？ 

生： 嗯…適合！是這樣的，很好啊！但是我希望…如果我句子…有

一點問題…我講的是病句的話…你就可以…呃…告訴我… 

師：（打字「糾正」）是這樣嗎？（GM2-52） 

（二） 部分同意（partial agreement）  

說話者藉由表達短暫或部分的同意，表示自己正在參與話題的討論，

再進一步表態。亦即先滿足聽話者的面子需求，再做出面子威脅的行為，

以緩和此威脅的嚴重性。如例（15）： 

（15）師：這樣子懂嗎？能不能… 

生：對啊，我懂但是…我…我還是覺得有點兒奇怪，因為在這裡…

在歐洲沒有這樣的@@ 

師：嗯… 

生：這個看法。（RU1-60） 

在例（15）中，學生以回饋詞「對啊，我懂」以表示部分同意，接著

又使用轉折詞「但是」帶出真實的想法，一方面滿足老師的積極面子，一

方面也表達了自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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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貶低（self-deprecation） 

自我貶低屬於英語中較少見的異議策略，說話者藉由表明自己意見的

不足之處，以達到異議之效（Holtgraves, 1997）。在本研究的中文語料中，

學習者在使用此策略時，多透過「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作為開頭或

補充說明，以降低異議所造成的面子威脅。如例（16）學生以「我不知道」

來回應老師對韓國人在晚上洗澡的預設，以顯示其後的言談內容是由於自

己和他人習慣不同所致： 

（16）師：@…還好啊！好那…在韓國…是…晚上洗澡比較多嗎？ 

生：我不知道，@…因為我、我都是早上洗澡。  

師：喔真的喔！妳從以前就是這樣？（KR1-18） 

（四） 模糊限制語（hedge） 

模糊限制語指的是讓話語變得模糊不清的詞語或小句，可以對話語的

真實程度和話語內容涉及的範圍加以修正（何自然，2009）。此策略可減

弱面子威脅的程度，或是避免承擔責任及話語過於直接的風險（Brown & 

Levinson, 1987；Holtgraves, 1997；Locher, 2004；Johnson, 2006）。學習者

語料中所出現的模糊限制語包含「可能」、「有（一）點」、「好像」、

「不太」、「大概」、「應該」，使說話者的異議語充滿了不確定性。如

例（17）所示： 

（17）師：對，山、山上…延世是不是在一座山的上面？好像要走很遠。 

生：喔…不太…那麼山的上面，@@。 

師：@@@…我覺得…韓國的路斜斜的，我感覺它們都很像山，嗯，

斜斜的…就是…斜斜的…像這樣就是斜的…這樣。（KR3-25） 

在例（17）中，老師認為學生的學校在山上，因此學生以「不太」來

緩和言談中不同的意見所造成的衝擊，以避免直接否定老師、降低對老師

面子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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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述（repetition） 

說話者以疑問或直述的方式重複聽話者先前所說的話語，以挑戰聽話

者的言論（Malamed, 2010）。重述的部分可包含聽話者前一話輪所說的全

部或部分內容，也包含重述說話者本身先前的發言內容，一方面表達對聽

話者發言的尊重，一方面讓話題聚焦於評價之處。如例（18）： 

（18）師：你在北京是不是也聽到比較多掰掰，跟再見比起來？ 

生：大概說…再見。 

師：蛤？差不多嗎？ 

生：喔…不是，大概說再見。  

師：恩，還是說再見比較多？ 

生：恩。 

師：恩，好，那可能還是有一些不一樣。（KR3-23） 

在例（18）中師生討論北京人說再見的方式，老師以提問方式說明

自己預設北京人也經常說「掰掰」，但當學生提出自己的經驗時，老師又

再次提問，學生則重述自己先前的話語以確認自己的立場。 

（六） 以玩笑迴避（joking） 

說話者避免直接表達異議，而是以較誇張的內容如開玩笑、自我解嘲、

捉弄對方或是笑聲等幽默方式緩和氣氛，以減低對聽話者的冒犯，但使用

此策略時也應注意拿捏，才不會造成反效果（劉怡君，2007；Habib，

2008）。在言談互動方面，Habib（2008）認為幽默可做為銜接異議與當前

話題的手段，使得話題可順利過渡到說話者欲表達之內容。在例（19）中

師生討論畫面上的圖片，學生透過笑聲表示自己的不同立場： 

（19）師：@紅色框框裡的是…水面反光的樣子。 

生：@我以為這個都是下雨，[哎呀] 

師：[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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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為他們都穿雨衣，好了，如果妳說是穿，就相信你吧。 

師：這張照片是別人拍的。（GM2-17） 

在例（19）中學生聽了老師對圖片的解釋之後，以笑聲銜接前一話輪

中的話題，並以較誇大的內容「我以為這個都是下雨」和「唉呀」緩和語

氣。筆者發現在本論文的學習者語料中，使用中文開玩笑和自我解嘲的頻

率較低，也未出現捉弄老師的現象，但使用笑聲「@」作為輔助的頻率卻

相當頻繁，推測是學習者基於師生社會權力的差距所致，但另一方面也可

能是因為他們的中文程度還不足以開玩笑所致。 

（七） 說明理由（giving reasons）  

說話者在表達評價時先告知對方自己的理由，除了期望對方了解自己

的想法之外，也能增加言談的說服力並化解尷尬，同時達到委婉的效果

（劉怡君，2007；夏玉瓊與崔義平，2008）。如在例（20）師生討論上課

的時間，學生欲糾正老師所言產出的言談便使用了說明理由的策略： 

（20）師：嗯，是這個星期五。 

生：啊這個…因為妳剛才說的是下個…所以… 

師：哦…！抱歉！ 

生：@@ 

師：我說的是五月六號。（RU1-26） 

在例（20）中，學生先透過停頓緩和其後的糾正內容，接著使用因果

句式指出老師說的時間和先前不同，意圖以確認的方式表達不同的立場，

而老師也接受了學生的糾正，故再次說明上課的時間。此研究和陳靜雯

（2010）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她發現中文母語者會於話輪起始時直接

說明異議的理由，再表明個人的立場，而本研究中的學習者語料亦使用此

策略（45.8%，22/48），筆者認為是因為這些學習者多屬於中級程度，故

傾向使用熟悉的句型（如因果句式）或直接聯想到的原因表達意見，但也

顯示學習者意識到師生權力的差距，故屬於較能保護老師面子的一種禮貌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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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議（suggestion） 

說話者用提供建議的方式來表達意見，以緩和對聽話者的可能造成的

積極面子傷害。此方式一方面可提高其評價的合理性，一方面可提供對方

選擇的餘裕，以減少雙方的衝突。如在例（21）中，老師提到男朋友幫女

朋友拿包包是對女朋友很好的表現，學生則提出男朋友不應該幫女孩子拿

包包而是拿其他東西的建議： 

（21）師：體貼，considerate，就是 thoughtful，他會覺得，我拿，我拿很

多東西我會累，他幫我拿，我覺得這是他對我很好的表現。 

生：如果有太多東西我拿不會，我覺得他應該拿別的東西，但是應該、

不應該拿我的包包，太奇怪。 

師：喔，對對對，對。（US1-63） 

（九） 表示同情（empathy）  

此策略反映了說話者對聽話者意見的理解與重視，因而能使接下來所

欲表達的評價顯得較不突兀。就面子威脅理論而言，使用此策略不僅表示

說話者對聽話者積極面子的尊重，也能降低面子威脅的程度。如在例（22）

中，學生先以「可以是可以」順接老師的話，表示對老師意見的同情與理

解，再接著以「可是我不要」表示異議： 

（22）師：哦當然，對啊。所以你覺得越早結婚越好，那如果一直都沒有

合適的對象怎麼辦？ 

生：那是、是我的運命。 

師：蛤，再一次？ 

生：沒辦法、沒辦法。 

師：那是你的什麼？ 

生：那我認為那是我的運命。 

師：命運，啊@@，對，命運，destiny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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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沒有沒有，現在我們我們不管命運，你可以怎麼樣？你可以相親

啊！ 

生：可以是可以，可是我不要。 

師：你為什麼不要相親？（KR2-44） 

消極禮貌策略 三、

說話者使用消極禮貌策略，是為了滿足對方不被他人強迫的消極面子

需求，如先表示歉意或提供解決辦法等，再實施言談行為。學習者語料中

的消極禮貌策略主要包含「停頓躊躇」、「道歉」、「個人意見」、「轉

移責任」、「提問」等五項次策略。 

（一） 停頓躊躇（hesitation） 

在英語言談的研究中，表示停頓的言談標記“Well”常見於異議語的開

端，是一種延遲的手段，以降低面子威脅的程度（Pomerantz, 1984；

Holtgraves, 1997；Locher, 2004；Malamed, 2010）。在中文裡，則多使用預

備詞如「呃」、「啊」、「欸」和「嗯」表示遲疑，以緩和過於直接的態

度（劉怡君，2007）。本研究的學習者語料多以「呃」、「啊」、「哦」

或最少有一秒鐘的延遲，如例錯誤 ! 找不到參照來源。中學生欲對老師的

斷言有所反駁，卻受限於語言能力而不能馬上回應，因此在話語中使用了

長時間且多次的停頓，以爭取表達的時間，但中間仍一度被老師打斷，在

第二話輪中才得以完成言談的表達： 

（23）師：所以你只去過你哥哥的婚禮。 

生：對…他…喔喔…我也去過…我…的…嗯… 

師：朋友嗎？還是… 

生：是…父母的朋友。（US2-26） 

針對言談中的停頓現象，Ogden（2005）從副語言學和語音學的角度

出發，發現在說話者表達部分同意時常常會出現語音延遲的現象，從例錯

誤 ! 找不到參照來源。中也可以加以印證，亦即學生先使用「對」表示短

暫同意、再以停頓的方式引出後續異議的言談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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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歉（apology） 

說話者使用道歉表示自己並不願意威脅聽話者的消極面子，也可表達

對於表示不同的評價所造成的遺憾（Brown & Levinson, 1987）。吳婉綺

（2011）認為中文的道歉語可表達對受話者的遺憾與歉意，並與聽話者保

持距離。學習者語料中出現的道歉策略常伴隨停頓和笑聲等輔助語言，如

例（24）： 

（24）師：嗯，對，可以請你打開嗎？謝謝。 

生：不好意思…對不起，這個…@@…我…  

師：@…打得開嗎？（GR1-1） 

在例（24）中，老師請學生在網路上打開一個檔案，學生藉由道歉的

話語「不好意思」和「對不起」表示遺憾及誠意，並藉由長停頓和笑聲緩

和氣氛，進而傳達無法完成老師要求的言談內容。 

（三） 個人意見（personal opinion） 

說話者透過「我想」、「我覺得」、「我認為」等標記強調所言只個

人的看法，以避免給聽話者過於強調事實的印象，以減低雙方的衝突和減

少對聽話者消極面子的威脅。如例句（25）中老師再次確認學生對於被年

輕人問及隱私的看法，學生則認為老師看起來跟其他的輔導員年紀不一樣，

因此提出若是被老師問到隱私的話沒有關係： 

（25）師：可是我想是很年輕的，很年輕的人沒有關係啊，你不是說很年

輕的人問沒有關係？ 

生：但是你 like，我覺得這些輔導員可能比較老，但是他們看起來很

年輕，但是他們可能四十五歲@，我不知道。 

師：@@@真的嗎？（US1-47） 

在例句（25）中，學生在表達不同的看法時，使用「我覺得」表示是

個人主觀臆測其他輔導員的年紀較大，並且承擔話語所產生的連帶責任，

以尊重老師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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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轉移責任（shifting responsibility） 

在英語中，轉移責任體現在避免使用代名詞“I”和“they”，而是以使用

“we”和“you”，來給聽話者得知所言是有他人作為後盾，並非自己憑空捏造

（Locher, 2004）。相對地，筆者認為在中文裡多以「我們」、「你們」作

為標記，而在學習者的語料中，常以整個國家或群體的指涉如「美國人」、

「在希臘」等語言形式來表達責任的轉移。如例（26）： 

（26）師：對，中國人在喪禮的時候穿白色衣服，也會穿… 

生：在德國我們…在德國我們…呃嗯…黑色的衣服。 

師：黑色，嗯。那什麼時候會穿白色？婚禮嗎？（GM3-10） 

在例（26）中，學生在言談中使用「在德國」和「我們」說明整個群

體的特徵，表示德國文化和中國的喪禮習俗不同，而非個人看法所導致的

差異。 

（五） 提問（question） 

Brown 與 Levinson（1987）認為提問策略可降低對聽話者消極面子的

威脅，在此策略中，說話者避免使用直接的評價，改用問問題的方式打斷

對方，進而得到話輪的掌控權以表達意見，有時亦可達成委婉表達異議之

效（Gerogakopoulou, 2001）。在學習者語料中，言談中的提問策略包含了

使用是非問句、疑問詞問句、語調上揚的等形式，疑問句式的詳細說明請

見下節。在例句（27）中，老師問學生關於中文的稱謂，而學習者因為不

知道答案，在言談中為了避免直接挑戰老師的權威，因此試圖以疑問句

「可以找到嗎？」來暗示自己沒學過： 

（27）師：啊呵呵，好那，妳弟弟的孩子要叫妳什麼，或者是妳要叫他什 

麼？  

生：呃嗯…在這一個可以找到嗎？因為…這個是… 

師：我們來看一下課文好了。（RU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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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開策略 四、

非公開策略是透過一些較間接的方式表示評價，給對方留下臆測的空

間，以減低對聽話者面子所造成的威脅，還包含「反問」和「話語隱含」

兩項次策略。 

（一） 反問（use rhetorical questions） 

Brown 與 Levinson（1987）認為透過反問可讓聽話者臆測說話者的言

外之意，翁孟次（2008）亦提出在中文的異議語中，反問具有加重語氣的

效果，如使用「憑什麼」和「怎麼可能」等句式。在學習者的語料中，多

以「沒有嗎」和「不是嗎」的句式呈現，如例句（28）所示： 

（28）師：喔，儒家真的…這麼說嗎？  

生：不是嗎？  

師：就我[所知] 

生：[就給我]介紹一下。（GM2-18） 

在例句（28）中，老師為了確認學生是否理解課文而提問，學生則認

為自己先前所言是正確的，因此以反問句「不是嗎」來進一步詢問，但當

下一話輪中老師欲加以解釋時，學生和老師的話輪有些許重疊，雖然表現

出言談的急迫性，但其後「給我介紹一下」仍能顯示學生其實是虛心求教

的。 

（二） 話語隱含（implication） 

為了降低危及聽話者面子需求的風險，說話者表面上說出與前面言談

不相關的話語，實際上是為了表達自己的評價，此為言談中的話語隱含策

略。此策略實施成功的關鍵之處，在於聽話者能否理解說話者的言外之意，

否則會造成言談表達的失敗。例（29）是老師希望下次上課的時間跟這個

星期一樣，而學生想表示不行、卻又不明說的實例： 

（29）師：我們下次就是下個星期…可是時間的話…還沒有討論過，你 

覺得…我們要、還是要用這個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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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啊…我下個星期五…有我的那個、考試，摩托車考試… 

師：好，那我們換個時間好了…現在、現在可以找到嗎？不然我們

也可以用網路…我們現在討論一下好了！你覺得呢？（GM1-28） 

由於例（29）中學生以當日所安排的行程暗示老師當日不能上課，

老師接收到了學生的暗示，因此提議換時間上課，此為話語隱含成功表達

異議的實例。 

不執行策略 五、

若說話者不想危害聽話者的面子，有時會採取放棄實施言談行為的方

式。此策略又包含「話語澄清」和「壓抑不同意」兩項次策略。 

（一） 話語澄清（clarification） 

說話者透過要求對方澄清意見或是自我澄清理由的方式，間接暗示自

身對說話者言論有所不滿或質疑之處。在學習者語料中，有時會透過提問

的方式要求老師澄清，有時也會透過舉例的方式自我澄清。如例（30）： 

（30）師：只要不要問薪水就好了是嗎？ 

生：薪水不會，但是呃、工作做什麼可以。呃…還有什麼，嗯、我 

覺得、like我們不要問太多問題。 

師：@@ 

生：應該問你的衣服是什麼，你好嗎，或者你上大學或者你有沒有 

工作。 

師：喔，所以你們不會問太多跟這個人有關的問題。（US1-45） 

例（30）呈現是師生在討論不同文化之間問問題的隱私時，學生對

於老師提問中預設「只要不問薪水」有所回應而產生的澄清實例，他先回

應薪水不是有禮貌的聊天話題，再舉工作、衣服或大學等話題做為不會涉

及隱私的例證，而最後老師則幫學生總結這些都是個人有關的問題，顯示

在話語澄清的過程中若學生不能清楚表達，老師經常會透過對前面話輪的

理解後再幫忙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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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壓抑不同意（refrain from disagreement）  

此策略是說話者為避免威脅聽話者的面子，而採用其他的方式壓抑心

中的想法，表示暫時性或有條件的同意（Holtgraves, 1997；陳靜雯，

2010），在學習者語料中未發現符合此分類的例子。 

綜上所述，學習者言談中所使用的禮貌策略多元，透過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的五大禮貌策略，和筆者所歸納的二十項次策略，

可顯示出學習者在使用中文作為第二外語表達時的言談特徵。下 

表四-1歸納出本論文所提出的學習者言談策略、定義及例證： 

表四-1學習者言談的策略及例證 

主

策

略  

次策略  語料  

公

開

策

略 

直接意見 不加以修飾地表達意見，使用「沒有」、「不」，如： 

師：好我們換了一張圖片。 

生：還沒有。 

師：沒關係。                                                     （RU1-79） 

負面意見 以負面或相反的看法來表示意見，如： 

師：網路不清楚對不對？ 

生：啊。我嗎？ 

師：對。 

生：沒有問題。 

師：沒有問題，很好！                                    （KR2-45） 

積

極

禮

正面評論 先給正面評價，再表達自己的想法，如： 

師：（打字「適合」）你覺得這樣的模式…適不適合你？ 

生：嗯…適合！是這樣的，很好啊！但是我希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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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策

略 

我句子…有一點問題…我講的是病句的話…你就可以…

呃…告訴我…（GM2-52） 

部分同意 先暫時表示同意，再以不同的意見回應，多使用「對，

但是…」句型，如： 

師：嗯。那看完之後會不會讓妳更了解臺灣…或是中國

人的想法？  

生：我…會比較了解臺灣。  

師：臺灣…妳之前就來臺灣交換過…             （KR1-13） 

自我貶低 以自己的不足而造成回應，如： 

師：你小時候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子跟你說嗎？ 

生：呃…我覺得不是…因為…我…我喜歡吃蔬菜。我很

奇怪。 

師：那很好。這樣子的確有點像，就是我們是說吃不乾

淨的話會跟臉上有點的人結婚。那你們是說不能認識漂

亮的女孩子，這很像。                                       （US2-6）                                                 

模糊限制語 使用含糊的詞語「好像」、「可能」表達意見，如： 

師：比如說國際化，那個化的意思。 

生：啊…還不太清楚啊。 

師：噢，好。比如說，嗯…呃嗯…以國際化為例，德國

本來有一些文化，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響，然後它變得

世界各地都有這樣子的文化，我們說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在國際化了                                                        （GM2-23） 

重述 重複對方或自己全部或部份的話，如： 

師：好好好。 

生：呃…二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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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八年前？ 

生：二百年前，兩百年前… 

師：兩百年前。                                                 （US2-11） 

以玩笑迴避 透過笑聲或開玩笑的方式表達異議，如： 

師：@@…真的喔…所以你不會…直接跟爸媽說妳不喜

歡他。 

生：@@@@ 

師：@…會嗎？                                                 （KR1-10） 

說明理由 舉出不同意的理由回應，多使用因果句，如： 

師：喔，原來是這樣。所以…那時候你送你哥哥什麼結

婚禮物？ 

生：沒有，因為我很小所以我沒有錢。（US2-25） 

建議 使用「應該」、「可以」等句型給予對方建議，如： 

師：@@@，妳可以變成藍色的，那就是完全的德國

了，我應該變紅色的。 

生：不是，我應該變成紅色的。 

師：@@@，對，這樣也比較像紅色的，我覺得很有意

思。                                                                     （GM1-1） 

表示同情 先表示理解對方的意思，再進一步表示異議，如： 

師：比較黑一點。 

生：不一定是黑色的，但是就是這個…咖啡色…比較漂

亮。                                                                    （GM4-33） 

消

極

停頓躊躇 在話語中使用「嗯」、「呃」等發語詞或停頓，如： 

師：哦/是暑假的作業嗎？下個學期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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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貌

策

略 

生：呃不是，是這個學期，我們… 

師：哦\                                                                 （GM2-2） 

道歉 言談中使用「不好意思」、「對不起」等道歉語，如： 

師：你在中國大陸，念、念書嗎？ 

生：啊，對不起，你，現在我聽不懂你的、你說的意

思。 

師：在中國。                                                       （KR2-5） 

個人意見 使用「我覺得…」表示是自己個人看法所致，如： 

師：喔，那也不簡單啊。 

生：我覺得很簡單。                                        （US2-36） 

轉移責任 使用包孕式人稱代詞「我們」、「他們」說明他人的觀

點，如： 

生：在德國婚禮… 

師：會送紅包嗎？ 

生：我們在這裡…沒有紅包也沒有白包。 

師：哦！那送些什麼？                                    （GM2-41） 

提問 以疑問句或句尾語調上揚的形式表達不同看法，如： 

師：試試看能不能把圖片放大或是縮小。 

生：可是什麼圖片？我看不到圖片。             （RU1-23） 

非

公

開  

策

略 

反問 透過反問句的形式反駁對方，如： 

師： 哦！先等一下哦！我聽不到你的聲音耶！ 

生：怎麼可能？ 

師：嗯！我也覺得好奇怪，我看到你的嘴巴一直在動，

可是卻聽不到你的聲音。                                （GM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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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隱含 以暗示或間接來表示意見，如： 

師：第…三嗎？後面的答案我都聽不到耶！ 

生：這個麥克風喔…好像有…有時候有點問題。 

師：對…我也發現了！好！                            （GM2-28） 

不

執

行

策

略 

話語澄清 自己再次說明或是要求對方再次說明意見，如：  

師：妳看不出來（我的年紀）？@@@ 

生：是怎麼說，like ten year range@ 

師：@@@差那麼多？                                     （GM1-85） 

壓抑不同意 雖然有所異議，但卻沒有表現出來。 

無語料。 

 

 學習者言談形式 第二節
詞語選擇 一、

在跨文化遠距教學情境中，學習者言談的詞彙形式主要反映在五種類

型上：預備詞、緩調詞、模糊限制語、對比標記和包孕式人稱代詞，以下

分項進行說明。 

（一） 預備詞（preparators） 

預備詞的主要作用在於開啟話題，為接下來的話題做準備，一方面可

以延長思考時間，一方面又表現出遲疑的態度，以減低過於直接所造成的

衝擊（劉怡君，2007）。本研究的學習者語料中，最常使用的是「呃」、

「嗯」、「哦」、「啊」和「欸」，例（31）為代表： 

（31）師：也是寫下來說你希望拿到什麼這樣子嗎？ 

生：嗯…嗯…不是不是。 

師：不是？ 

（US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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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31）中，老師和學生談到美國婚禮的送禮習俗，學生在回應老

師預設立場的提問時，使用預備詞「嗯」來減緩言談中所帶有的衝擊性。 

（二） 緩調詞（downtoners） 

緩調詞的功能是降低所修飾之物的準確性，經常以副詞的形式出現

（Quirk et al., 1985）。中文言談中常出現的的緩調詞包含「不太」、「不

一定」、「應該」、「可能」和「好像」（翁孟次，2008），本研究的學習

者語料中也出現了上述這些詞彙，如例（32）中，老師詢問是否冒犯了學

生，學生則使用緩調詞「不太」和「那麼」修飾老師所使用較具侵略性的

詞彙「冒犯」，以降低威脅老師面子的程度： 

（32）師：@@…這樣子…冒犯到妳了嗎？  

生：不太那麼…冒犯。  

（KR3-5） 

（三） 對比標記（contrastive markers）  

對比標記主要用於婉轉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是說明自己個人的狀況

（劉怡君，2007）。Wang（1998）認為轉折詞「可是」和「但是」都有表

達異議的功能，除此之外，筆者還發現學習者言談中經常出現「A 是 A，

可是/但是…」的語言形式，如例（33）： 

（33）師：所以妳家在延世的旁邊嗎？ 

生：旁邊是旁邊… 

師：嗯。  

生：但是…那個公共汽車…恩…不太常常來，所以…喔…有時候真 

的遲到… 

師：喔喔我知道…你們要坐車到那個…山上是不是？（KR3-24） 

從例（33）中，可知學生使用該句式產生「旁邊是旁邊，但是…」

的句式，雖然使用了部分同意的禮貌策略，但其語言形式卻不符合標準，

因為此句式僅適用於單音節的動詞，故產生了語法上的偏誤。因為現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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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中多次出現，筆者推斷由於這是初級程度的語法點，因此學習者容易

在表達不同立場的意見時所使用。 

（四） 包孕式人稱代詞（inclusive personal pronouns）  

在言談中，說話者常使用包孕式人稱代詞如「我們」、「大家」替代

第一人稱代詞「我」，是為了要減低言詞中對他人的威脅，以避免直接反

駁對方（翁孟次，2008；陳靜雯，2010）。語料中學習者常使用的是以國家

名加上包孕式人稱代詞的用法，如「在美國我們…」。在例（34）中，老

師陳述臺灣人對德國名產的印象，學生則以包孕式人稱代詞「我們在德國」

回應： 

（34）師：臺灣人都只知道豬腳。 

生：對啊！你們都知道豬腳…豬腳很有名，可是我們在德國…他們都

不吃啊！@@ 

師： @@@@（GM1-9） 

（五） 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  

中文的言談中經常出現一些表達說話者個人意見的言談標記，如「我

覺得」、「我想」、「我相信」29。說話者將責任攬在自己的身上，一方

面表示對個人意見的負責，一方面緩和對他人面子造成的威脅

（Holtgraves, 1997；翁孟次，2010）。學習者語料中常出現的有「我（不）

覺得」和「我以為」，請見例（35）： 

（35）師：我先問一下，你對西方國家了解多少？ 

生：嗯…我不、我不覺得我、我了解很多。 

師：呃，比方說你怎麼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或者是呃…人民？ 

（KR2-51） 

                                                 

29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指正語料中言談標記的定義及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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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35）中，學生以「我不覺得」回應老師的提問，試圖透過強調

個人的看法來緩和言談中的威脅成分，表明自己對西方國家了解不多的立

場，而老師接收到學生的意見之後，則換另一種提問方式來引導學生回答。 

在回應老師的提問時，學生除了表示不同意見的詞語之外，亦可透過

回饋詞（back-channel responses）來表示確認或同意，如英語中的” mhm”、

right”和”okay”（Kuo, 1994），而本研究學習者語料中常出現的回饋詞為

「對」和「嗯」。 

句式用法 二、

從學習者的語料中，筆者發現他們經常在表達個人意見或回應老師時

使用否定句和疑問句，而根據前一節的言談分類，否定句式出現於對方持

肯定立場的情況中，故多屬於較直接的公開策略；疑問句式則出現於說話

者對對方立場有所質疑時，故屬於較委婉的非公開策略。 

（一） 否定句式 

根據 Li 和 Tompson（1983）的定義，否定詞的範圍是其後的謂語，其

中，「不」否定的是主觀意願，「沒」則是否定動詞「有」以及動作的發

生。在言談的否定句式中「不」和「沒有」表達了說話者的相反意見，如

例（36）： 

（36）師：可是你自己會嗎？你自己。這個我們說是方向燈，你自己，你

自己在左轉或右轉的時候也很慢嗎？ 

生：不是，很快 

師：你很快？ 

生：跟男生一樣（US1-65） 

此外，Wang（2007b）認為「沒有」的篇章功能還包含了糾正對方的

言論以及自我意見的澄清，如例（37）： 

（37）師：對，那我知道...其實我想問一下你們在打招呼的時候通常只會

說，啊嗨這樣子，就是手揮一下嗎，還是說一定都會擁抱別人？ 

生：沒有沒有。 



第四章 跨文化語料分析與討論  

95 

師：不一定？ 

生：在美國不一定，不一定。（US2-62） 

在例（37）中，老師問學生美國人是否會透過擁抱來打招呼，學生則

使用「沒有」來糾正老師所說的打招呼方式，其後老師用「不一定」來確

認學生的意思。筆者認為在此學生欲使用「沒有」來否定老師的假設，但

其所否定的範圍不清楚，而老師透過選擇問句「還是」詢問兩種情況，因

此不適合使用「沒有」來回應。 

（二） 條件句式 

說話者以「如果」和「要是」等言談標記作為開頭，提供聽話者假想

性的情境以表示個人意見（Li & Thompson, 1983）。在學生的語料中，僅

出現「如果」的句型，如例（38）中師生談論在德國的禮貌話題： 

（38）師：在德國是這個樣子嗎？可以直接的說出來？ 

生：嗯嗯嗯。對，我們應該說比較禮貌的，如果是老師的話，我

們…一般不要說但是…老闆的話我們也不能說，啊這是不好的，但

是我們也可以說，啊我覺得…這樣、這樣是更好的這樣。 

師：喔，妳是說還是可以表達妳的憤怒，但是可能是比較禮貌一點

的。（GM4-31） 

在例（38）中學生先以肯定形式的「嗯」和「對」回應老師，接者再

以「如果…的話」和否定的形式「不」說明若是談話的對象是老師和老闆

可能會有所差異，但在其後的話輪又出現肯定的形式「更好」，因此雖然

學生使用了條件句式，但前後語意邏輯的連貫性卻不清楚。 

（三） 疑問句式 

說話者使用疑問句式，不僅可以避免過於直接，還可以幫聽話者留下

回應的空間，使得言談變得更加溫和及委婉（Wang, 1998；Rees-Miller, 

2000；劉怡君，2007）。在本論文的語料中，疑問句式又可分為疑問詞問

句和反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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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疑問詞問句而言，學習者經常使用「嗎」、疑問詞「怎麼」、「為

什麼」以及句尾上揚的方式表示懷疑。如例（39）中老師告訴學生不吃臭

豆腐很可惜，學生連用了兩次「是嗎？」表明自己不確定的想法： 

（39）師：啊！太可惜了！很好吃的！ 

生： 是嗎？那麼多人… 

師： 下次來一定要吃，真的真的！ 

生： @@…是嗎？ 

師： 是聞了很臭不敢吃，對不對？ 

生： 嗯…對啊！（GM1-12） 

在反問句方面，說話者透過使用此句式可強調話語中的訊息的內容，

同時也反映說話者對當前語境的預設（何自然，2009；屈承熹，2010）。

如例（40）： 

（40）生：她…因為姑姑不是…同樣的姓氏。 

師：對。 

生：因為…她…結婚之後…嗯算是…別的大家庭的人，是嗎？ 

師：對，沒錯。可是題目是“不是”喔，那它是說，姑姑的孩子“不是”

大家庭裡面的人。 

生：嗯！喔… 

師：有一點…對。 

生：嗯…不是這樣嗎？@@ 

師：@@@，你想想看，姑姑的小孩…剛剛你都說得沒錯啊！對，

不同的姓嘛，那所以她不是那個大家庭裡的人。（GR1-67） 

在例（40）中，學生認為姑姑的孩子是別的家庭的人，所以認為自己

的回答是正確的、跟老師給的答案不同，因此使用反問句「不是這樣嗎？」

表達對老師預設的否定。筆者在觀察所有的語料之後，認為學習者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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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句式時表現較其他句式穩定，也出現比較少的偏誤，此部分於下節對

比母語者語料之後再另行討論。 

語碼轉換 三、

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是指在雙語或多語環境中，說話者以主要

溝通語言為主，再輔以客座語言中的句子或短語（石珮儀，2006）。在本

論文的語料中，學習者雖然是以中文作為基本的溝通語言，但有時仍會夾

雜母語或英語作為輔助語言，如：「然後可能有一個 scholarship fund…」

（US1-18）和「完全 lose control…寺廟啊，不知道啊。」（GM2-15）。在

筆者所擷取的語料中，出現約 7.8%（49/631）的語碼轉換實例，而各國籍

學習者的語法轉換分布如圖四-1所示： 

圖四-1 學習者語碼轉換筆數分布 

從圖四-1 可發現美國學習者使用語碼轉換的次數最多，其次是俄國和

德國學習者。此外，學習者所轉換的語碼多為英文，只有少數為德文。筆

者認為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英語為國際語言，在課堂中也經常

被教師用為輔助的語言，故使用英語的頻率較高；其二是本論文所觀察的

美國學習者較主動發話和提問，如常常舉出英語詞彙問老師中文怎麼說；

其三是學習者的個人語言風格也會有所影響，如 US1 學習者經常使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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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作為輔助語或填補話輪空隙。除此之外，語碼轉換還具有彰顯身分

認同和語境化的現象（Huth, 2011），顯示遠距跨文化教學的語境提供學習

者多元的溝通情境，而師生討論時活絡的氣氛也讓學生試圖使用母語或英

語加以輔助。 

非語言因素 四、

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是一種作為補充語言溝通的一

種手段，包含說話者的眼神、體態和表情，當語言溝通和非語言溝通產生

衝突時，後者的影響力將更勝於前者（胡文仲，1999）。觀察本研究學習

者言談語料中的停頓、重疊及笑聲等非語言的因素，可知這些輔助語言也

在會話中具有達意的功用，以下分項討論之。 

（一） 停頓  

言談中的停頓是話輪結構中的一部分，象徵發話權的持有或轉移

（Sacks and Jefferson, 1974），使用上包含預備詞和時間差（一秒以上的停

頓）。在英語中，說話者有時會以“uh＂或“well＂開啟話輪，表示心中的

不情願或不舒坦（Pomerantz, 1984a）；中文則使用預備詞「呃」或「嗯」

表示遲疑，以表達對他人面子的考量，而停頓的位置也不一定限於話輪的

開頭（陳靜雯，2010）。在本研究的語料中，學習者採用停頓躊躇的策略

佔了約 40%（253/631），如例（41）中，學生回應老師的假定時，開頭和

句中皆以預備詞「呃嗯」緩衝以爭取思考時間，並且透過時間上較長的停

頓作為銜接否定回應的橋樑： 

（41）師：你今天都在上中文系的課嗎？ 

生：喔！呃嗯…不是不是，可是我…呃嗯今天還有事…別的事情

忙…在中文系。 

師：啊…原來是這樣。（GR1-65） 

言談中的停頓除了可爭取發話時間之外，也涉及話與內容的強弱程

度。Odgen（2006）認為英語中的停頓和異議的強弱有關，通常強異議在

語音上較少延遲，而較微弱的異議則會有所延遲。中文的口語雖較少針對

這方面進行研究，但筆者觀察本研究的語料，發現學習者使用停頓躊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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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的強異議約佔 27%（69/253），弱異議則約佔 73%（184/253），前者

的停頓時間普遍較短暫，如：「啊，不是不是」（KR2-36），後者的停頓

時間則普遍較長，如：「…可以，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呃嗯…沒有禮貌」

（GR1-69）。 

（二） 重疊  

言談中經常出現重疊的現象，此時雙方屬於競爭的關係，為的是要獲

得話輪的發言權（Sacks and Jefferson, 1974）。在功能方面，說話者在公然

表示異議（overt disagreement）時也常出現與前一個話輪重疊、或者是緊

接在該話輪之後的現象（Ogden, 2006）。在學習者語料中的重疊現象，如

例（42）所示，[ ]內表示話輪重疊之處： 

（42）師：我知道，因為我當作我的功課，我去問二十九，我也去問十三，

就是我問了美國人，然後他跟我說是因為呃、說是那個、Jesus 他跟他

有、跟十二個人一起吃飯，[然後] 

生：[我]喔，我說、我聽過這個，但是不是 like、美國人，因為在美國

我們沒有什麼國家的宗教。 

師：喔。 

生：所以 like、怎麼說 I don't believe that，[like I don't] 

師：[你不]相信(打拼音)、相信。（US1-55） 

Biq（1998）探討中文的話語重疊時，發現話語中重疊出現的位置、形

式和功能皆會相互作用，應用在學習者言談的表現上，可發現重疊常出現

於話語最小單位（Intonation Unit, IU）30內部，如在例（42）中，老師話尚

未說完「然後」，學生透過重疊開始說明自己的意見「我喔」，顯示言談

的主動性；在會話結構上，由於這是一個完整的話輪（full turn），而學生

所回應的是老師當下的發言，而非前幾話輪或是無關的句子，因此具有互

                                                 

30
 原文為：”The unit segmenting conversation is intonation unit (IU hereafter), which is roughly, ‘a 

stretch of speech uttered a single coherent intonation contour’ (Du Bois et al., 199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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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interactional）的功能，可見他們的發話內容和當前的話題是密切相

關的。就語用功能而言，當說話者所欲實施之言語行為的急迫性高於禮貌

的作用時，會產生重疊甚至打斷對方的現象（Kuo, 1994; Biq, 1998），此

現象亦能反映在本論文的學習者語料中。 

（三） 笑聲  

在許多文獻中，已知幽默在言談中可達到緩解的作用（Rees-Miller, 

2000；Habib, 2008），Locher（2004）更提出笑聲（laughter）可減緩言談

中的面子威脅成分，並且保護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的面子；另一方面，笑

聲不僅能表達說話者的投入，也能反映它們在表達意見時不自在、尷尬或

混亂的情況，因此有時也會提升會話的緊張程度。在本研究的語料中，學

習者經常出現透過笑聲來緩和語氣，此情形多見於使用玩笑迴避策略中，

在總體策略中約佔 10%（106/1041），如例（43）： 

（43）師：@@@，因為我上次看到你參加了就職活動，所以我以為你已

經做了。 

生：嗯…沒有，@@。 

師：沒有，@@@。（KR4-2） 

就社會互動層面而言，會話中的笑聲能建構彼此的認同感（特別是女

性），在話輪中可作為替換、終止、索取話輪、對話輪被打斷的回應以及結

束話題等作用，此外，笑聲作為話語的反饋項目時還具有人際調節的功能
31，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溝通策略（Marra, 2012）。本研究學習者語料中出現

的笑聲功能多樣，如例（43）中女學生以否定句式回應老師的陳述時，在

話輪的最後出現了笑聲，不僅表示話輪的終止，同時也調節了言談的衝突

性。 

                                                 

31
 此段資料引用自 2013 年 ACTFL 研討會浙江大學的 Chunyan Ma 在小組發表”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f Teahing Chinese: From Perspective of Register”的口頭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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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語料分析 第三節
單一策略使用比例 一、

雖然本論文所蒐集的 12 位學習者的國籍多元，但是他們的中文程度和

上課情境皆相似，因此在統計時將所有學習者的語料視為一個整體。由於

每筆語料中不一定只有單一策略，在此先以一個策略計算一次語料，以利

計算所有策略的使用次數。表四-2彙整學習者的言談單一策略選用個數： 

表四-2 學習者語料單一策略選用個數 

主策略  次策略  語料筆數  百分比  

公開策略 直接意見 137 13.2% 

負面意見 51 4.9% 

總計 187 18.1% 

積極禮貌策略 正面評論 1 0.1% 

部分同意 72 6.9% 

自我貶低 12 1.2% 

模糊限制語 54 5.2% 

重述 14 1.3% 

以玩笑迴避 106 10.2% 

說明理由 47 4.5% 

建議 17 1.6% 

表示同情 41 3.9% 

總計 364 34.9% 

消極禮貌策略 停頓躊躇 256 24.6% 

道歉 13 1.2% 



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言談分析與應用  

102 

個人意見 110 10.6% 

轉移責任 19 1.8% 

提問 56 5.4% 

總計 454 43.6% 

非公開策略 反問 9 0.9% 

話語隱含 18 1.7% 

總計 27 2.6% 

不執行策略 話語澄清 8 0.8% 

壓抑不同意 0 0% 

總計 8 0.8% 

 整體策略共計 1041 100% 

 

由表四 -2 可知，學習者常使用的言談策略大類分別是消極禮貌策略

（43.6%）、積極禮貌策略（34.9%）和公開策略（18%），最常使用的次

類前四項分別是停頓躊躇（24.6%）、直接意見（13.1%）、個人意見

（10.6%）和以玩笑迴避（10.2%）。圖四-2 是學習者在遠距教學中，使用

的禮貌策略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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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學習者禮貌策略分布 

總體而言，學習者在跨文化遠距教學情境中，對於老師的提問或是不

同立場的陳述，有時會藉由停頓躊躇來緩和言談的強度，有時也會傾向於

使用直接意見的方式表達，此結果反映出學習者在溝通時的主動性，同時

也顯示出說話時對禮貌的考量。此結果和 Malamed（2010）對學習者異議

語的詮釋非常相似，她認為在不了解目標語語用原則的情況之下，學習者

往往採用較緩和的形式表達不同的意見，但有時為了避免語意過於模糊而

導致對方無法接收，也會採用比較強烈且不修飾的言談進行表達。筆者認

為在本研究中停頓躊躇策略使用率較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學習者需要

時間思考話語，才能闡述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遠距視訊時受

限於網路連線速度，有時會造成音訊中斷或是傳送時間延遲等因素影響，

因此導致話語中間會有所停頓。 

多項策略使用比例 二、

由於言談的長度不同，話輪的組成結構也有所差異，因此在策略上也

出現多項策略組合的情況，亦即一筆語料中包含兩項或以上的單一策略。

筆者將語料中的多項策略分為雙項和多項進行討論，雙項策略指的是同時

選用兩種策略的情況，多項策略則是同時選用三項（含以上）策略的情況。

18% 

35% 

44% 

2% 
1% 

學習者禮貌策略分布 

公開策略 積極禮貌策略 消極禮貌策略 非公開策略 不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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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料中出現的雙項策略共有 217 筆，共有 76種排列組合，為了方便分析，

僅出最常見的五種策略組合進行討論，如表四-3所示： 

表四-3 學習者言談常見雙項策略使用統計 

組合和例句 學習者言談語料  

策略組合一 停頓躊躇 + 直接意見（25筆） 

例句  師：你今天都在上中文系的課嗎？ 

生：喔！呃嗯…不是不是，可是我…呃嗯今天還有事…別

的事情忙…在中文系。 

師：啊…原來是這樣。（GR1-65） 

策略組合二 停頓躊躇 +個人意見（22筆） 

例句  師：你說的是第三段的第二行。 

生：嗯，我覺得是第四段。 

師：哦，第四段的第… 

生：呃… 

師：第二行。（US2-108） 

策略組合三 停頓躊躇+模糊限制語（14筆） 

例句  師：…韓國的佛教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嗎？ 

生：呃…那個不太清楚…但是跟中國佛教不太一樣… 

師：不太一樣…哦…（KR1-7） 

策略組合四 停頓躊躇 +負面意見（10筆） 

例句  師：零下六度啊，哇，很冷哦，下雪嗎？ 

生：下雪？                                

師：下雪？                                

師：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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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啊，雪不下，呃，我現在，我現在是在釜山，你們聽

過釜山嗎？ 

師：知道。 

生：啊，釜山是海邊城市，所以，哦下雪的日子不太多

的。（KR2-17） 

策略組合五 直接意見 +以玩笑迴避（9筆） 

例句  師：德國是不是這樣寫一點，但是我們都是寫兩點。 

生：不是，我們也寫兩點@@ 

師：也是兩點？奇怪。（GM1-36） 

 

由表四-3 可知中文學習者多使用消極禮貌中的停頓躊躇策略輔助其他

次策略，諸如公開策略中的公開策略、負面意見，或是消極策略中的模糊

限制語策略等，可見學習者在表達較強烈和語意較不清楚的意見時，傾向

用停頓的方式加以緩衝。 

在多項策略組合方面，一共有 82 筆語料，共有 68 種排列組合，其中

最使用頻率最高的策略是：停頓躊躇 + 模糊限制語 + 以玩笑迴避（5 筆），

亦即學習者在表達評價或意見時，傾向先以預備詞作為緩衝，再使用緩調

詞降低話語的衝擊性，最後再輔以笑聲來調節氣氛。如例（44）中，老師

上課時使用了幾位德國名人的圖片作為例子，可是學生並沒有認出他們，

因此老師問學生： 

（44）師：他們好像在德國不是那麼有名是不是？ 

生：呃，應該他們是有名的，可是我不認識他們@@ 

師：@@@糟糕，等一下哦。（GR1-78） 

經過統計之後，筆者發現多項策略的語料數量較雙項策略少，是因為

學習者受限於中級的語言能力，因此在一個話輪中產出的多為簡短的句子



中文遠距教學的跨文化言談分析與應用  

106 

或相似的句型（Habib, 2008; Walkinshaw, 2009），故所使用的多項策略組

合數並不多。 

學習者策略選用特徵 三、

學習者和老師使用中文溝通時，所產出的策略具有某些特徵，總結本

研究所觀察的學習者言談特徵如下： 

1. 使用禮貌策略：學習者最常使用消極禮貌策略和積極禮貌策略來表達

意見，可知他們傾向使用較間接的語用策略；在次策略方面，又以停

頓躊躇次策略為大宗，筆者認為是他們需要較長時間生成句子、且有

時受網路不穩定而造成中斷所致。 

2. 使用單項策略：學習者使用雙項策略和多項策略的比例共佔 50%，顯

示他們還是傾向以單項策略來表達，是因為語料中的話輪較短所致。 

3. 使用輔助策略：除了上述策略之外，學習者也常使用笑聲和停頓等非

語言因素來緩和言談中的衝擊，除了可顯示話語的強弱之外，也能起

人際調節的作用。 

綜合而言，筆者認為本論文所採集的學習者言談語料反映出他們的中

介語表現，然而它們的策略選用及語言形式特徵是否和母語者的使用方法

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是否形成偏誤或造成溝通上的問題，應藉由對比母

語者的感知與修正結果才能得知。 

 母語者感知與修正結果 第四節

本節討論母語者合適測驗問卷的調查結果，內容分別包含評斷與感知

測試的分數以及修正學習者語料的結果。筆者在統計母語者對學習者語料

的感知評分之後，先將母語者語料修正後的策略列表舉例並進行分類，最

後再對比與學習者言談中所使用的禮貌主策略和次策略使用上的差異。 

母語者評分結果 一、

在問卷中，母語者透過五度評量對老師和學生的十段遠距對話進行評

分，也就是以 1 分表示學習者的話語最不適當、最難理解，5 分則表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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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適當、與母語者無異。本研究的問卷中一共收到 100 份有效的評分，故

得到 1000 筆評分資料。筆者將每道題目收到的評分加以平均，得出母語者

對學習者語料十項策略的評分結果，平均分數呈現如表四-4和 圖四-3： 

表四-4 母語者對學習者禮貌策略表達評分 

 

圖四-3母語者評分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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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四-3 和圖四-3 可知，母語者對於問卷中學習者使用停頓躊躇策略、

玩笑策略、直接意見策略、個人意見策略的評分較高，而說明理由策略的

評分最低。由此可知，學生在闡述理由、使用模糊限制語和提問策略時較

難讓母語聽話者理解，而在使用停頓躊躇策略、玩笑策略及個人意見策略

時以及表達直接意見時，則較能讓母語聽話者清楚接收。為了對學習者語

料中難以理解的內容提出改善，以下將討論問卷中母語者如何對學習者話

語進行修正。 

二、 母語者修正結果 

在母語者合適調查的問卷中，每道題目在評分之後皆要求母語者進行

修改，進而得出更貼近中文母語者表達習慣的言談語料。母語者修改的範

例見下表四-5： 

表四-5 母語者修正學習者異議語範例 

學生異議語語料  母語者修改範例  

第一題：沒有，沒有，那很奇

怪。因為我不是她，所以她可以

選擇她自己做的。 

不行，不行，那很奇怪。因為我不

是她，她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NS89-1） 

第二題：對，可是不會跟德國人

比起來那麼 …呃 …直接，了解

嗎？ 

是嗎？跟德國人比起來沒有那麼直

接吧？（NS79-2） 

第三題：但是因為你說中文的時

候只有你好跟你好嗎，只是不是

不同的意思。 

倒不至於，我們只不過表達方式比

較多元，但其實意思都一樣；就像

臺灣打招呼時會說你好跟你好嗎，

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NS49-3） 

第四題：哦…我同意但是我覺得

大部分人他們就是說這個，不

是…但是他們不是真的同意。 

 

哦~我想大部分的人他們是這樣覺

得，但心裡卻不是真的認同。

（NS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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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異議語語料  母語者修改範例  

第五題：這個問題剛剛已經…提

到了，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問題剛剛已經回答了。

（NS30-5） 

第六題：還好，是一個星期還是

一個星期前談的。 

沒有，但上禮拜還是上上禮拜有討

論過。（NS24-6） 

第七題：哈哈，不過那是我的想

法。 

哈哈，不過我還是覺得越早結婚越

好。。（NS74-7） 

第八題：忙是忙，而且比如說平

常他們有很多工作，可能會有環

境那樣的顧慮。 

因為他們平常有很多工作，所以這

樣的環境讓他們很忙。（NS7-8） 

第九題：哦，不一定白色也可以

紅色、白色 …所有的顏色都可

以。 

不只是白色，各種顏色都是可以

的。（NS16-9） 

第十題：哈哈！一年就 …吃飽

了？ 

哈哈！這樣吃得飽嗎？（NS98-10） 

 

觀察母語者的語料，筆者發現他們採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修正學習者

的言談，這些修正亦反映出學習者中介語的特徵。綜合而言，學習者較常

出現的問題呈現在詞彙選用、對比標記、句式選用和稱謂方面： 

1. 詞彙選用：學習者的詞彙選用問題主要反映在否定詞語的誤用上。中

文的否定詞具有否定命題意義的功能（Biq, 1989），在語義上，「不」

否定的是主觀的評價，「沒有」否定的則是客觀的事實（周嘉莅，

2011），但在本論文的語料中，學習者會使用「沒有」來否定聽話者

的主觀評價，因此母語者多將之修正為「不」、「不行」或「不會」；

此外，學習者也使用「還好」來表達負面意見，而母語者將之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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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來否定說話者所言之客觀事實。有時學生也會誤用「不」之

後的動詞，如在例（45）中，老師直接糾正學生所犯的失誤： 

（45）師：好，我剛剛畫給你看的那張圖，一個男人從窗戶外面看屋子裡

面，因為屋子裡面有一個女人，那為什麼男人要從窗戶外面看這個屋

子裡面的女人呢？因為在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男人跟女人可

以自由戀愛嗎？ 

生：自由…呃不對不好。 

師：不行。 

生：不行，啊對對。（KR2-33） 

2. 對比標記：學習者在使用連接詞「但是」、「不過」來表達語意上的

轉折時，有時會忽略了篇章上的對比關係，導致語意上的模糊不清。

如學習者的「不過那是我的想法。」中使用強烈的轉折詞「不過」來

表達個人見，經母語者修正之後，改成「…只是我的看法」，使用程

度較輕微的轉折詞「只是」，將看法的範圍限定在說話者個人身上

（呂叔湘，1999）。 

3. 句式選用：學習者有時會選用不適當的句式，或是使用了不正確的搭

配，造成言語行為序列中前後語意的不連貫。如第八題中使用學習者

使用了「A 是 A」句式，理應用來表達相反的評論，其後卻沒有使用

轉折詞「可是」，反而使用表示語意擴展的「而且」，因此造成語句

的不通順，而母語者將之改成「因為…所以…」的因果句式就通順許

多。 

4. 稱謂（address term）：學習者傾向直接用「你」來稱呼身為聽話者的

老師，但經由母語者修正後，出現較多「您」和「老師」等較能區別

雙方地位的稱謂。 

此外，在某些語料的修正中，母語者也會利用別的語言形式進行異議，

諸如加上句末助詞「吧」、「哦」、「啊」和「耶」，或預備詞「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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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成語或俗語的方式緩和不同意見的強度。如例（46）、（47）和

（48）所示： 

（46）不對吧，這樣說很奇怪。（NS25-1） 

（47）咦，這個問題剛剛是不是問過了？（NS60-5） 

（48）口是心非。（NS88-4）  

除了語言形式的修正之外，筆者也發現母語者在改正學習者言談的過

程中，有時也會改成使用不同的語用策略，但是學習者語言形式的失誤是

否影響他們的策略選用？32以下討論母語者和學習者在策略選用上的差異。 

三、 母語者和學習者單一策略對比 

由於問卷中所列出的十段對話包含了學習者在真實語境中所自然產出、

使用頻率最高的十項次策略：直接意見、負面意見、說明理由、部分同意、

個人意見、表示同情、以玩笑迴避、模糊限制語、停頓躊躇、提問。語料

經由母語者修正之後，還多出現了話語隱含、建議、轉移責任、話語澄清

等次策略，各項單一策略統計如下表四-6： 

表四-6 母語者單一策略選用個數 

主策略 次策略  語料筆數 百分比 

公開策略 直接意見 114 8.5% 

負面意見 45 3.4% 

總計 159 11.93% 

積極禮貌策略 正面評論 1 0.1% 

部分同意 143 10.7% 

自我貶低 3 0.2% 

模糊限制語 149 11.2% 

                                                 

32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提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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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 0 0% 

以玩笑迴避 145 10.9% 

說明理由 142 10.7% 

建議 13 1% 

表示同情 21 1.6% 

總計 617 46.29% 

消極禮貌策略 停頓躊躇 151 11.3% 

道歉 1 0.1% 

個人意見 125 9.3% 

轉移責任 38 2.85% 

提問 113 8.45% 

總計 428 32.1% 

非公開策略 反問 8 0.6% 

話語隱含 25 1.9% 

總計 33 2.48% 

不執行策略 話語澄清 60 4.5% 

壓抑不同意 36 2.7% 

總計 96 7.2% 

 整體策略共計 1333 100% 

 

由表四 -6 中可知母語者最常使用的單一次策略分別是停頓躊躇策略

（11.3%，151/1333）、模糊限制語策略（11.2%，149/1333）、以玩笑迴

避策略（10.9%，145/1333）和說明理由策略（10.7%，142/1333），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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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策略的數量分布差距不大。就主策略而言，積極禮貌策略使用的次數最

多（46.4%，617/1333），其次是消極禮貌策略（32%，353/1333），然後

才是公開策略（11.9%，159/1333）。下圖四-4 為母語者的禮貌策略分布， 

圖四-5則為母語者和學習者的禮貌主策略對比： 

圖四-4 母語者禮貌策略比例 

圖四-5 母語者和學習者禮貌主策略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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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5 中禮貌主策略的對比中，可發現母語者較學習者使用更多的

積極禮貌策略，包含以玩笑迴避、說明理由和部分同意等次策略，顯示母

語者因顧慮到對方需要被認可和贊同的面子，故使用上述策略來降低話語

中的威脅程度，如：「哈哈，只是想想而己啦。」（NS78-7）、「因為他

們平常有很多工作，所以這樣的環境讓他們很忙。」（NS7-8）、「對，

跟德國人比起來，希臘人比較直接。」（NS96-2）。在消極禮貌策略方面，

母語者使用頻率較高的是停頓躊躇策略和個人意見策略，和學習者所選用

的策略相似。相較於母語者，學習者使用較多的消極禮貌策略和公開策略，

顯示他們在言談中所選用的話語有時較具侵略性，儘管使用了禮貌策略，

也傾向使用避免威脅消極面子的策略；相較於此，母語者的公開策略使用

得較少，在使用禮貌策略時也較關心聽話者的積極面子。為了更清楚呈現

和比較母語者和學習者較常使用的單一次策略，筆者選出雙方較常使用的

次策略：公開策略中的直接意見次策略、積極禮貌策略中的模糊限制語、

玩笑和說明理由次策略和消極禮貌策略中的停頓躊躇和個人意見次策略，

對比呈現如下圖四-6： 

圖四-6 母語者和學習者禮貌次策略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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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相較於學習者，母語者使用不執行策略的比例較高，如使

用較多的話語澄清策略（4.5%）和壓抑不同意策略（2.7%），實例如

（49）、（50）所示： 

（49）中文打招呼得看你和另一個人的關係怎麼樣來決定打招呼的用語。 

（NS19-3） 

（50）好啊，我也想要明天結婚。（NS16-7） 

在例（49）中，母語者透過話語澄清的方式說明自己對中文打招呼的

看法，以暗示自己不同的意見，而非使用其他較明顯的禮貌策略來表達。

在例（50）中學生（母語者）則是順接老師的話語，以同意的方式來壓抑

內心中的不同意，顯示在同樣的情境之中，母語者有時不一定會直接說出

心中的想法。由於本論文所觀察的學習者屬於中級程度，還未達到掌握華

人禮貌觀的程度，使得語料中出現較少的不執行策略，但並不代表學習者

未使用不執行策略，只是涉及說話者的心理層面，因此難以在語料中觀察

到，若能使用訪談或角色扮演的方式則較能蒐集到這的語料，如陳靜雯

（2010）使用語篇補全測試所蒐集的日本學習者異議語策略中，發現日本

中級學習者受限於語言能力而多使用不執行策略，但筆者在觀察真實的語

料時則未發現此現象。 

綜合而言，母語者和學習者在言談中所使用的禮貌主策略分布有所差

異，具體的差異則顯現在次策略的分布中，特別是停頓躊躇策略（學習者

多出 13.3%）、模糊限制語策略（母語者多出 6%）和直接意見策略（學習

者多出 4.6%）33，除了顯示學習者和母語者對禮貌的感知有所差異，也反

映學習者對目標語語用能力的實際掌握程度還有待加強。 

四、 母語者和學習者多項策略對比 

除了單一的次策略之外，學習者和母語者所使用的雙項策略和多項策

略也有所差異。綜合而言，母語者使用的雙項策略數量較多，且數量上多

使用以玩笑迴避和提問次策略的組合表達評價（65 筆），其次是直接意見

                                                 

33
 感謝口試委員戴金惠老師建議在此加入學習者和母語者的次策略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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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說明理由次策略的組合（62 筆）。搭配性較強的次策略是個人意見策略，

可和停頓躊躇、部分同意和直接意見等次策略搭配。母語者較常使用的前

五項策略組合如圖四-7所示： 

圖四-7 母語者言談常見雙項策略使用統計 

組合和例句 母語者異議語語料  

策略組合一 以玩笑迴避 + 提問（65筆） 

例句  哈哈！一年只吃這一次就吃飽了？（NS8-10） 

策略組合二 直接意見 + 說明理由（62筆） 

例句  不，不，這樣很奇怪。因為我不能決定她的人生，她應該

選擇她自己想做的事。（NS33-1） 

策略組合三 停頓躊躇 + 個人意見（28筆） 

例句  哦...我同意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人他們就是說這個，不是...他

們不是真的同意。（NS31-4） 

策略組合四 部分同意 + 個人意見（10筆） 

例句  是啊，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人他們只是說說，不是真的同

意。（NS25-4） 

策略組合五 直接意見 + 個人意見（5筆） 

例句  不，我覺得應尊重她，而且個人應有自己的人生目標，我

不應該主導她。（NS100-1） 

 

對比母語者和學習者使用最多的前五項雙項策略，除了在數量上母語

者（170 筆）使用得較學習者（80 筆）多出一倍之外，也可發現學習者較

常使用停頓躊躇策略作為搭配，以消極禮貌策略緩和其他公開或積極禮貌

策略所帶來的衝擊，但有時並不能清楚表達己見；相對地，母語者則傾向

以個人意見作為輔助，以更清楚地強調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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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母語者的多項策略而言，一共有 32 筆語料，共有 7種排列組合，其

中最使用頻率最高的策略是：部分同意 + 停頓躊躇 + 提問（17筆）和停頓

躊躇 + 部分同意 + 個人意見（11筆），分別如例（51）和（52）所示： 

（51）對，可是不會比德國人那麼...呃...直接，了解嗎？（NS10-2） 

（52）哦！我同意，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人他們雖然這麼說，但其實卻不

是真的認同。（NS54-4） 

相對於學習者，母語者使用的多項策略數量和排列組合較少，筆者推

測是因為問卷受限於篇幅，母語者僅修正學習者的內容，無法深入師生的

言談互動情境，因此此結果只能反映母語者所傾向使用的多項策略組合，

但不能反映他們在真實言談中的使用頻率。 

總結上述的觀察，學習者的語料經由母語者修正之後，除了在語言形

式的使用方面更加精確之外，亦出現了許多不同策略的組合，因此可發現

學習者和母語者在使用言談策略上有所差異。具體的差異有以下三點：第

一，使用公開策略時未加以修飾而顯得過於直接；第二，使用禮貌策略時

未能清楚表達異議；第三，未充分利用不執行策略。從上述結果中可發現

學習者受限於已知的語法結構和語言形式，導致使用比較多直接的策略，

或是在使用禮貌策略時顯得難理解。至於學習者和母語者的差異是否導致

溝通的問題？在教學中的其他因素是否影響學習者的言談表達？下節將從

其他與學習者相關的因素來分析語料結果。 

 學習者變因 第五節

本節從社會距離和權力兩項社會因素、學習者母語的文化因素以及學

習者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探討三個學習者策略選用上的問題：一、社

會因素是否影響學習者禮貌策略的選用？二、學習者的言談是否具有跨文

化的差異？三、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較長的學習者是否較能掌握恰當的

語用能力？本節並於最後探討遠距教學情境是否影響學習者言談形式和語

用策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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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因 一、

文獻中多認為社會距離和權力會影響說話者對禮貌策略的選用，大部

分的學者認為說話者會對權力較高、社會距離較遠的聽話者使用較多的禮

貌策略（Brown and Levinson, 1987；翁孟次，2008；陳靜雯，2010），而

Rees-Miller（2000）於真實的教學語境進行研究，發現學生在糾正教授時

會依內容而採用不同的禮貌策略。由於本論文所觀察的是跨文化遠距教學

師生互動中學習者的言談，因此也觀察到師生的社會距離和權力差距，在

此作為對比分析學習者和母語者禮貌策略選用的參考。 

（一） 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 

Spencer-Oatey（2000）提出社會距離的判定應包含雙方接觸的頻率、

認識的時間等面向，應用在本論文所觀察的遠距師生上課情境中，老師和

學生僅透過雙方學校安排在網路上見面，上課以前彼此並不認識，因此接

觸的頻率較低、認識的時間較短，故雙方的社會距離屬於較疏遠的關係；

此外，由於溝通的語境是透過電腦網路進行跨文化的討論，且課堂上只有

一位老師和一至二位學生，因此學習氣氛較沒有課室教學的情境嚴肅。在

此語境中，由於師生的社會距離較遠，故學習者在言談中仍傾向使用消極

禮貌策略（43.6%，454/1041）中的停頓躊躇（24.6%，256/1041）和個人

意見（10.6%，110/1041）次策略來回應老師的提問或發炎，如例（53）中

老師聽學生提到在俄國婚禮的時候帶白色的信封，因此重述學生的話想再

次確認，而學生欲進一步說明各種顏色的信封皆可以時，在言談中糾正老

師時所使用的是停頓躊躇策略，並輔以笑聲緩和對老師的面子威脅： 

（53）師：哦，所以只有婚禮的時候要帶白…白色的信封。 

生：哦，不一定白色也可以紅…紅色…白色…所有的顏色都可以。 

師：哦！ 

生：顏色沒有…沒有什麼意思@@ 

師：哦！很有趣！好，我們來談談，你剛剛說，在德國或是俄國，

是沒有回禮這個…這個行為的。（RU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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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情境，母語者在問卷中提出了各種修改方式，除了跟學習者一

樣採用消極禮貌策略之外，也會採用公開策略、積極禮貌策略或不執行策

略，如例（54）中母語者改成使用不執行策略中的話語澄清次策略，以詳

細說明自己想法的方式表態。 

（54）師：所以只有婚禮的時候要帶白色的信封。 

生：其實所有顏色都可以。（NS88-9） 

此外，在例（54）的用詞方面，母語者使用了否定聽話人心中所想的

言談標記「其實」（畢永峨，1994），使得前後言談間的轉折較自然而不

突兀，顯示在華人社會中，學生和社會距離疏遠的老師溝通時應以某些語

言形式進行修飾，而其他的語言形式特徵則包含尊稱「您」的使用，以及

語氣詞如「耶」、「啊」和「啦」，如：「不一定要白色，任何顏色都可

以啊~」（NS53-9）。綜合而言，採用適當的語言形式能增加言談內容的

委婉程度，以降低對老師面子的威脅（劉怡君，2007），而這也是筆者發

現學習者在自然言談中較不能掌握的部分。 

綜上所述，學習者對社會距離較遠的老師會採用消極禮貌策略，其次

才是使用積極禮貌策略，而母語者對社會距離較遠的人會採取較多元的禮

貌策略來表達意見，特別是積極禮貌策略和不執行策略，因此在教學上應

提供學習者更多的策略選擇範例，以作為和母語者溝通的參考。 

（二） 權力（power） 

Brown 和 Levinson（1987）認為權力大的說話者傾向使用較直接的方

式表達意見，權力小者則會藉由使用模凌兩可的句式和不同的語氣來緩和

言談中的衝突。在本論文所觀察的遠距教學中，雖然此課程的安排為課外

的活動，教師不必給學生評分，但就筆者發現教師擁有的權力仍較學生大，

因為他們負責主導遠距軟體的操作和課堂活動，故在課堂討論中仍握有主

權。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學習者雖傾向採用消極禮貌策略（43.6%）和

積極禮貌策略（34.9%）策略來表達意見，但也出現使用較多公開策略

（18%）的情況；至於母語者合適問卷的修正的結果，使用的策略依序是

積極禮貌策略（ 46.29%）、消極禮貌策略（ 32.1%）和公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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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除了禮貌策略的選用有所差異之外，公開策略使用的也較學

習者少，且非公開策略（2.48%）和不執行策略（7.2%）也較學習者使用

得多，顯示母語者在和權力較大的人交流時，除了較不傾向直接表達意見

之外，有時也會較壓抑自己的想法。學習者和母語者的非公開策略和不執

行策略的對比如圖四-8所示： 

圖四-8 學習者和母語者的非公開策略和不執行策略選擇分布 

圖四-8 說明了同樣在教師權力高於學習者的情況下，母語者採用了較

多的不執行策略，而學習者則較少使用。此外，在語言形式上，學習者在

使用非公開策略糾正老師時，會透過陳述句的方式表示，但語意並不清楚，

因此需要依賴語境來理解，如例（55）： 

（55）師：嗯，文化交流的前面的一個字…是那個…請問你自己和來自不 

同文化這個嗎？是 page3是不是？p3。  

生：第一頁的。  

師：喔第一頁的…第一頁的文化交流…（KR3-7） 

在例（55）中，學習者僅說了「第一頁的」，一但抽離了上下文脈絡

便難以了解，筆者認為若是改成使用公開策略「哦，不是，是第一頁的。」

則會清楚許多。而母語者在使用非公開策略時則較切合語境，有時也會透

學習者 

母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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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關的輔助來彰顯師生的權力差距，如加上稱謂「老師」等，同時也減

弱了言談中的衝突，如例（56）： 

（56）師：好！現在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生：老師，這個問題已經提過了。（NS25-5） 

此外，母語者也會透過加上句末助詞「哦」或使用緩調詞「應該」、

「好像」、「似乎」，甚至使用非公開策略中的話語隱含次策略，來降低

對老師面子的威脅，如例（57）和（58）： 

（57）這個問題剛剛應該已經問過了喔~（NS53-5） 

（58）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是〜和剛剛提到的一樣。（NS19-5） 

透過以上語料分析，可發現學習者較常使用公開策略、較少使用非公

開策略之外，在語言形式方面也無法因應師生的權力差距而改變。然而在

Rees-Miller（2000）的研究中，發現美國的學生使用的禮貌標記並不如教

授多，他解釋雖然教授雖擁有較大的權力，但為了引起學生發言意願、達

成教學的目標，因此反而使用更多的禮貌標記，顯示發話動機有時會凌駕

於師生權力之上；相對地，學生雖然一般對教授表達異議時會使用較禮貌

的策略形式，但若只是糾正教授的口誤，學生會使用較不禮貌的直接意見

策略表達。筆者觀察語料中 19 筆學生糾正教師的情境中，發現學習者採用

的策略包含採用最多的是積極禮貌策略中的重述策略（5 筆），其次是公

開策略中的直接意見策略（4 筆）和消極禮貌策略中的停頓躊躇策略（3

筆），非公開策略中的話語澄清則較少（2筆）。語料例證如下表四-7： 

表四-7 學習者糾正教師之語料例證 

禮貌次策略 學習者語料 

直接意見 

（公開策略） 

生：喔...還有你去買汽車的話... 

師：買機 

生：你… 

師：買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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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喔，不是，汽車。 

師：喔汽車。（US2-105） 

重述 

（積極禮貌策

略） 

生：我們可能，可能給他們錢，但是我們平常給他們，

嗯…給他們…怎麼說…我的字典說家電。 

師：加點？ 

生：家電。 

師：哦家電。（US1-17） 

停頓躊躇 

（消極禮貌策

略） 

師：在韓文的四跟死很像嗎？ 

生：嗯對那個、那個發音很像，嗯，不像，那個發音一

樣。（KR2-12） 

話語澄清 

（非公開策

略） 

師：噢我說，這樣子很好，他還會做別的事嗎？這樣子

聽起來不是很狂熱。 

生：噢，狂熱的意思不是很… 

師：不好的，狂熱是不好的。 

生：噢、噢！我的意思是他很… 

師：對，那…噢是好的？ 

生：…虔誠？ 

師：對！虔誠，虔誠就是好的。 

生：噢…（GR1-72） 

 

表四-7 的語料顯示學習者在老師沒聽清楚自己的發音而想進一步糾

正時，會使用直接意見或重述的策略；而在老師不清楚自己的意思時，會

採用其他的策略。此研究結果可呼應 Rees-Miller（2000）的發現，也就是

當引發學生有所回應的因素並不會造成老師太多的面子威脅時，會採用較

直接的策略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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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變因 二、

（一） 跨文化語用特徵 

從第二章的文獻中，可知不同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思維模式，而此思維

往往會反映在言談的內容、言語行為的策略和非語言溝通等語用特徵上，

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時因有共識而較少造成阻礙，但在跨文化的交流

中則常因文化的差異而造成談話雙方的誤解。然而，是否所有的語用特徵

都具有跨文化的差異？是否有些語用特徵是普遍性的？也是學者們迄今未

能達成共識的論點。 

在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方面，教師有時會因為不能掌握跨文化溝通的

技巧而造成師生間的誤會，對學習者而言更易因為不了解而產生語用失誤，

為了提出解決辦法，Phol（2004）認為應幫助教師和學習者了解跨文化語

用的差異。本論文所觀察的遠距教學情境中，上課所討論的是不同文化間

的風情習俗，師生使用中文作為溝通語言，但就筆者的觀察，無論是課前

或是課堂上都未強調中文的語用特徵，故判定所蒐集到的學習者語料能反

映出他們的文化背景（美國、德國、希臘、俄國和韓國），整理如表四-8
34： 

表四-8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言談特徵 

國籍 常使用的語言形式 常使用的言語行為 

美國 語碼轉換、重疊、笑聲、預備詞、否

定詞和對比標記 

回應提問、糾正和異議 

德國 回饋詞、否定詞、預備詞 回應提問、拒絕、異議和

建議 

希臘 回饋詞、笑聲、預備詞 回應提問和異議 

俄國 回饋詞、對比標記、預備詞 回應提問和異議 

韓國 否定詞、預備詞、對比標記、笑聲 回應提問、糾正和異議 

                                                 

34
 感謝口試委員曾老師建議加入學習者語料的質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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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表四-8 的學習者言談特徵，可發現美國學習者的語言形式多元，

包含笑聲、預備詞、否定詞和對比標記等，且使用較具侵略性的重疊和否

定詞，語料中多呈現在回應教師提問的情境中，而語碼轉換則多在於異議、

糾正和回應提問等言語行為，此結果和 Habib（2008）發現美籍人士在會

話中經常使用重疊和幽默的手段來表示意見相吻合。德國學習者在回應教

師提問時使用較多的回饋詞和預備詞，在表達異議的時候多使用否定詞，

且言談中多使用較長的段落來描述，如：「這樣不會！嗯！不會！因為我

們有這個泥沙的時候，就是他在給我們…就是這個…趴著像在喝酒，然

後…我們吃這個…好像這個是天主的麵包…不知道叫什麼名字。」（GM4-

14），可呼應 House（2000）發現德國學生較常使用精確的、和自身經驗

相關的言談等結果。希臘和俄國的學習者在回應提問和表示異議時多使用

回饋詞和預備詞，而希臘學生較常以笑聲輔助，反映出他對話題的投入

（Gerogakopoulou, 2001）。至於韓國的學生，在回應提問時使用較多的預

備詞、對比標記，在糾正老師和表示異議時則使用較多的否定詞，且言談

中多使用笑聲作為輔助，試圖降低衝突（Hong, 2003）。 

綜合而言，學習者語料在語言形式上反映出各國母語文化的特徵，因

此具有跨文化的言談表現，以下將探討禮貌策略的部分。 

（二） 高低語境文化的差異 

為了方便對比各國學習者和母語者所使用的禮貌策略，筆者在此以

Hall（1990）的高低語境的文化將學習者和母語者語料進行分類，亦即將

美國、德國、希臘、俄國歸類為高語境文化，以及韓國、臺灣歸類為低語

境文化。語料呈現如表四-9和表四-10： 

表四-9高低語境文化背景的禮貌策略分析 

文化類型 言談風格 異議語語料 

高語境文化 互動性高、注

重雙方面子、

彼此相互協調 

師：沒有沒有，現在我們我們不管命

運，你可以怎麼樣？你可以相親啊！ 

生：可以是可以，可是我不要。 

師：你為什麼不要相親？（KR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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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語境文化 個人意識強、

注 重 個 人 面

子、以個人利

益為主 

師：@@@，妳可以變成藍色的，那就

是完全的德國了，我應該變紅色的。 

生：不是，我應該變成紅色的。 

師：@@@，對，這樣也比較像紅色

的，我覺得很有意思。（GM1-1） 

 

表四-10高低語境文化背景的禮貌策略百分比 

文

化 

國家 語 料統

計 

公開策略 積 極 禮

貌策略 

消 極 禮

貌策略 

非公開

策略 

不執行

策略 

高

語

境

文

化 

韓國 

 

筆數 37/158 62/158 44/158 15/158 0/158 

百分比 23.42% 39.24% 27.85% 9.49% 0% 

臺灣 筆數 159/1333 617/1333 428/1333 33/1333 96/1333 

百分比 11.93% 46.29% 32.1% 2.48% 7.2% 

低

語

境

文

化 

美國 筆數 66/257 106/257 79/257 1/257 5/257 

百分比 25.68% 41.25% 30.74% 0.39% 1.95% 

德國 筆數 43/193 72/193 46/193 32/193 0/193 

百分比 22.28% 37.31% 23.83% 16.58% 0% 

希臘 筆數 26/137 61/137 45/137 5/137 0/137 

百分比 18.98% 44.53% 32.85% 3.65% 0% 

俄國 筆數 7/129 67/129 47/129 8/129 0/129 

百分比 5.43% 51.94% 36.43% 6.2% 0% 

（註：百分比的小數點第二位以下皆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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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獻的定義和語料的結果，可發現高語境文化的說話者透過先表

示理解對方想法，再以轉折詞「可是」帶出個人意見的方式表達異議，顧

全了對方的面子；相對地，低語境文化的說話者則以直接意見的方式反駁

對方，然後給予建議說明自己的立場，顯示說話者較重視個人的利益及面

子，而本論文中的學習者語料亦能反映此結果。此外，筆者統計了高低語

境文化中，各國學習者和台灣母語者的五大策略使用情況之後，得出表

四-10 和圖四-9 的統計數據，顯示兩種語境文化的說話者在用中文進行言

談表達時，皆會使用積極禮貌策略和消極禮貌策略，但比例上略有差異，

而公開策略、非公開策略和不執行策略的比例則差異較大。 

 

圖四-9各國學習者禮貌策略使用差異 

從圖四-9 的折線圖中，可以發現同屬高語境文化的台灣母語者和韓國

學習者的策略使用分布並未比較相近，而低語境文化的美國、德國、希臘

公開策略 積極禮貌策略 消極禮貌策略 非公開策略 不執行策略 

韓國 23.42% 39.24% 27.85% 9.49% 0.00%

台灣 11.93% 46.29% 32.11% 2.48% 7.20%

美國 25.68% 41.25% 30.74% 0.39% 1.95%

德國 22.28% 37.31% 23.83% 16.58% 0.00%

希臘 18.98% 44.53% 32.85% 3.65% 0.00%

俄國 5.43% 51.94% 36.43% 6.20% 0.00%

0%

10%

20%

30%

40%

50%

60%



第四章 跨文化語料分析與討論  

127 

和俄國也僅有些微的差異。文獻中對各國的言談已有初步的認識，Hong

（2003）發現韓國學生在對老師表示異議時常使用提問和反問句式，和本

研究中韓國學生使用非公開策略比例偏高的情形接近；Holtgraves（1997）

蒐集美國大學生的口語語料，得出他們較常使用模糊限制語、直接意見、

部分同意和個人意見的方式表達異議，較少使用自我貶抑等非公開策略表

達異議，此結果本研究的語料結果相近，但他也發現美國學生有時也會透

過安全話題和同意的方式避免異議，此現象則未能於本研究中呈現；

Günther（2000）觀察德國學生的異議語特徵，多使用公然表達異議的方式，

也可反映於本研究中德國學生使用公開策略和積極禮貌策略偏高的情況之

中；Kakavá（1993）提出希臘學生經常使用提問、模糊限制語和停頓躊躇

等禮貌策略表達異議，有時也會使用直接意見的方式表達，而本研究中希

臘學生使用較多的積極禮貌策略（44.53%）、消極禮貌策略（32.85%）和

公開策略（18.98%），亦可與文獻相呼應。 

整體而言，各國的言談策略分布有些微的差距，可見各國的說話者在

言談中所使用的語用策略具有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台灣的中文母語者和

俄國的中文學習者的策略使用較不一致，前者使用較多公開策略和不執行

策略，後者則使用較多的禮貌策略，此結果反映出俄國學習者在言談中的

獨特性，但由於該國語料的樣本數只有一人，且筆者未能蒐集到俄國學習

者的言談文獻，因此還未能對此做出具體的定義及分析。 

上述研究發現證實言談中的語用策略具有跨文化的差異，而學習者使

用第二語言表達此語用功能時，也受母語遷移的影響而呈現出相近的主策

略選擇。此結果可與 LoCastro（1986）的研究相呼應，他比較美國的英語

母語者和日籍英語學習者如何回應他人的意見，發現表面上兩組說話者的

異議語策略無太大的使用差別，但涉及細部意見時，美國人較常使用同意

的策略，而日本人則使用較多的間接策略。在本研究中，雖然中文母語者

和外國學習者的禮貌主策略的使用頻率差距不大，但在細部的次策略中，

中文母語者使用了更多的禮貌次策略，諸如表示同情、模糊限制語，甚至

使用了不執行策略（見第四節），而外國學習者卻傾向直接表達。筆者推

測這是由於學習者還未完全掌握第二語言，因此他們在言談中時往往會受

限於已學過的語法句型或是母語的語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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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變因 三、

文獻中闡明在目標語地區長時間學習的人，其語用能力較在非目標語

地區學習的人更加貼近母語者。筆者觀察本研究的 12 位學習者，發現有 6

位學習者曾到中國或臺灣學習中文，另外還有 1 位學習者曾到臺灣和中國

旅遊，共有 5 位學習者沒有去過目標語地區。從以上背景資料，筆者將學

習者分為兩組，A 組是在目標語地區學習過中文的，B 組是從未在目標語

地區學習中文的，包含僅在目標語地區旅遊的學習者，每組正好有六人，

詳細的學習者背景資料請見表四-11，而表四-12 呈現的則是兩組學習者禮

貌策略的統計： 

表四-11學習者中文能力及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 

編號 中文程度或學習時間 在中國或臺灣居住時間 組別 

US1 中高級 N/A B 

US2 中高級 N/A B 

GM1 中級程度 在臺灣學過三個月中文 A 

GM2 學了三年中文 在臺灣學過一年的中文 A 

GM3 學了一年中文 N/A B 

GM4 學了三年中文 在上海學過一年的中文 A 

RU1 學了四年中文 在上海學過一個學期的

中文 

A 

KR1 學了三年中文 N/A B 

KR2 學了三年中文 去中國和臺灣旅遊過 B 

KR3 學了三年中文 去過北京學中文 A 

KR4 學了兩年中文 N/A B 

GR1 學了三年中文 去過臺灣學中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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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2在目標語地區學習經驗對比母語者之禮貌策略 

 公開策略 積極禮貌

策略 

消極禮貌

策略 

非公開策

略 

不執行策略 

A

組 

筆數 84/461 201/461 41/461 135/461 0/461 

百分比 18.23% 43.6% 8.89% 29.28% 0% 

B

組 

筆數 95/395 166/395 20/395 109/395 5/395 

百分比 24.05% 42.03% 55.06% 27.59% 1.27% 

母

語

者 

筆數 159/1333 617/1333 428/1333 33/1333 96/1333 

百分比 11.93% 46.29% 32.1% 2.48% 7.2% 

（註：百分比的小數點第二位皆四捨五入） 

 

將表四-12 和上一小節統計出的台灣母語者的禮貌策略畫成折線圖，

呈現如圖四-10
35： 

                                                 

35
 感謝指導教授謝佳玲老師在論文口試時提出的圖表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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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0在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不同的學習者對比母語者的禮貌策略 

 

從圖四-10 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在目標語地區停留過的 A 組學習者，

或是未在目標語地區停留過的 B 組學習者，兩組的策略使用分布的差異不

太大，而母語者則和 A 組學習者的公開策略和積極禮貌策略較接近之外，

其餘的策略使用皆和兩組學習者有許多的差異，可見在目標語地區停留的

時間對語用策略的培養並未無顯著的影響。筆者認為是雖然 A 組學習者曾

至臺灣或是中國留學，但他們在目標語地區的學習成效以及返國之後的語

言能力都難以追蹤，因此未能從數據中找出具體差異。但就細部的語言特

徵而言，A 組學習者較 B 組學習者使用更多符合母語規範的言談。以下羅

列（59）、（60）和（61）為 A 組學習者，而（62）、（63）和（64）為

B組學習者的範例： 

（59）……啊…啊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啊好像…（GR1-31） 

（60）啊…嗯…可是我覺得…不管是送禮物的人還是收禮物的人都很尷

尬…（GM1-23） 

（61）妳認識吃素的人嗎？呃…為什麼他們吃素…呃@@…已經提到的…

就是他…為了這個…一個朋友為了…身體健康，吃素。（RU1-50）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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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29.28% 

0% 

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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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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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2.4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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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啊…這個、這個內容我，那個，懂，懂得不清楚。（KR2-30） 

（ 63）婚禮的禮物你知道，有、給一個人，就是我送給親人的禮物。

（US2-31） 

（64）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吃素的人想吃肉，就是你的爸爸他可能想吃

肉，但是對他的身體不太好。所以他應該要吃素，但是他不想吃素。

（US1-24） 

同樣是表達不明白老師的意思，在例（59）的學習者使用前置詞和模

糊限制語說明，例（62）則使用較部和語法的句子表達；又如例（60）和

（61）所使用的句子較例（63）和（64）更符合母語者的用法。由此可知，

學習者在標的語地區停留的經驗雖未顯著影響他們的語用策略養成，但是

對於語言形式的精確性卻能有所提升。此結果呼應 Walkinshaw（2009）研

究紐西蘭地區的日籍英語學習者如何在沉浸式（immersion）的環境中使用

異議語的禮貌策略，他發現學習者在跟目標語地區的母語者長時間互動之

後，不但言談的長度增加，而且也能越來越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綜上所述，從學習者語料中檢視社會、文化和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三

項變因，可知在社會因素中，語料反映出學習者傾向使用消極禮貌策略中

的停頓躊躇和個人意見次策略，只是經由母語者修改之後，禮貌策略的選

擇顯得較多元、形式上也更為委婉，亦即雙方雖有策略選擇比例上的差異，

但皆使用了禮貌的策略；此外，就文化因素而言，語料結果呈現出高低語

境文化策略選擇有所差異，顯示出跨文化言談的跨文化差異；最後，在目

標語地區停留因素的影響之下，母語者的言談和在目標語地區停留過的學

習者以及未停留過的學習者皆有所差異，雖然兩組學習者的禮貌策略相似，

但是在目標語地區停留過的學習者能使用更精確的語言表達，此結果顯示

在目的語地區停留時間的長短並未顯著影響學習者語用策略的培養，卻能

增進他們的語言精熟度。 

除了上述的變因之外，本論文所觀察的遠距教學情境是否也會對學習

者禮貌策略的選用造成影響呢？以下將針對此變因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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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變因 四、

在本研究語料的互動中，教師和學生的文化背景各異，儘管透過電腦

網路教學可縮小空間上的差距，但是有時卻容易忽略了文化的因素，誠如

陳申（2001）所言：「軟件的設計者和網絡教育的主持者常常將學生假設

為文化單一的群體，不考慮學習者的個體文化差異，由軟件和網絡頁載的

隱蔽而難以覺察的文化價值就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強加到學習者身上去

了。」此現象在反映在本研究的語料中，可發現老師有時會有先入為主的

假設，因而引發學生表達異議的動機，如例（65）中老師讓學生在網路上

觀看一段影片，老師預設學生看得到，學生卻反映德國地區有網路上的限

制： 

（65）師：好，我們一起欣賞這段影片，好嗎？ 

生：@…呃…他說…呃德國不能進到這首歌。 

師：啊，真的嗎？ 

生：對呀，因為…呃嗯裡面一個廣告…如果有廣告的話…在一些…

呃歌…德國…呃聽不到…也許有一些限制。 

師：噢…！（RU1-19） 

由此可知，在遠距教學中，無論是軟體或硬體設備的問題，或是跨文

化討論的主題，都經常出現老師先入為主的假設、學生進一步說明或表示

異議的情況，但是在教學平台的限制下卻難以傳達，而在本論文的語料中

也出現了此現象。當師生遇到網路延遲或是平台操作的問題時，會打斷上

課的流程，故此時教師的引導非常重要，但當學生不清楚教師的指引或發

生其他問題時，有時在言談表達上也會出現語意較模糊的問題。如例（65）

學生在說明因為廣告而造成影片無法播放的問題時，使用了四個短句來表

達，從「一個廣告」、「在一些歌」、「德國」、「聽不到」和「也許有

一些限制」和許多表示停頓的填充詞「呃」中，雖可大致推測學生欲表達

的內容，但卻較沒有效益。筆者認為為了保持教學的流暢度，可以透過適

當的課前指引和課堂語言輔助，以幫助學習者正確表達意見。 



第四章 跨文化語料分析與討論  

133 

總體而言，從本論文的語料中可發現母語者在在修改學習者的語料之

後，出現較多的禮貌策略，但若討論的話題對老師面子不會造成太大的威

脅時，也會透過直接策略來表達，相較於文獻中的面對面言談研究（夏玉

瓊與崔義平，2008；翁孟次，2008；陳靜雯，2010），無論是策略上和形

式上則皆無太大差異。而在學習者方面，文獻發現在面對面溝通時，面對

社會距離較遠、權勢較高的人多採用積極禮貌策略，較少採用直接策略與

不執行策略，形式上句子較簡短，且會犯詞彙和言談標記選用的錯誤（陳

靜雯，2010）；然而，本論文的語料呈現學習者對老師會採用禮貌策略和

直接策略，形式上的錯誤雖和面對面溝通接近，但會透過笑聲和停頓來加

以緩和。在語用失誤方面，面對面溝通中的學習者多使用第一人稱作為視

角，而母語者則會依據情境轉換視角，此外，他們誤以為中文是較直接的

語言，因此在使用直接策略時未加上緩和用語；在遠距溝通情境中，學習

者在則在使用直接策略時亦未加以修飾，而使用禮貌策略時也未能清楚表

達己見，因此需要藉由語境的脈絡才能理解。上述的比較呈現於表四-13： 

表四-13 面對面溝通和遠距溝通的禮貌策略比較 

 面對面溝通的禮貌策略 遠距溝通的禮貌策略 

台灣

母語

者 

面對地位較高者使用較多的禮

貌策略，甚至放棄表達異議；

形式上採用不同的語氣及運用

各種詞彙的功能以減緩言語行

為的強度。 

對老師使用較多禮貌策略，有

時也會使用直接策略表示意

見，甚至使用不執行策略來表

達；形式上多使用句末助詞加

以修飾，且會依照情境採用相

應的句式和不同程度的轉折

詞。 

中級

學習

者 

面對地位較高者，多採用積極

禮貌策略，少數採用直接策略

與不執行策略；形式的句子較

簡短，有時會選用錯誤的詞彙

或篇章銜接標記、句子過於簡

短。 

言談中使用較多的積極禮貌策

略、消極禮貌策略和直接策

略；形式上會使用錯誤的否定

詞彙和篇章銜接標記，而疑問

句式用得較少，但會使用笑聲

和停頓來緩和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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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遠距教學中的言談具有以下特徵： 

1. 無論是母語者或學習者，皆使用較多的直接策略。 

2. 無論是母語者或學習者，語言形式與面對面溝通無太大差異。 

3. 學習者會透過笑聲和停頓緩和言談的語氣。 

4. 學習者的言談需依賴語境才能理解。 

綜覽上述遠距情境的特徵，和遠距教學環境的多元性和學習者參與的

主動性較高有關（Wang & Sun, 2001；Levy & Stockwell, 2006；高慧真，

2009），因遠距教學的介面較複雜，加上網路傳輸的過程不太穩定，導致

言談中需要更多的輔助，如適當的笑聲和停頓等；而遠距教學的風格較傳

統課室較活潑，雖能引發學習者主動開口和老師進行互動，但言談中有時

會出現過於直接的情況，因此需使用更多的句末助詞和轉折詞等加以輔助。 

 小結 第六節

本章闡述了跨文化遠距教學語料的結果並探討其背後的變因：第一節

先舉例說明學習者言談的五個禮貌主策略，顯示在真實語料中為了減少對

聽話者面子的威脅而衍伸出的多元表達方式，每項主策略下又有包含許多

次策略，而每項次策略都各有其語用功能；第二節說明學習者言談中常見

的語言形式，包含詞語的選擇、句式的用法、語碼轉換及非語言因素；第

三節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學習者的單一禮貌策略和多項禮貌策略的使用比例，

統計出學習者最常使用的主策略是消極禮貌策略（43.6%）、積極禮貌策

略（34.9%）和公開策略（18%），而最常使用的次策略則是停頓躊躇

（24.6%）和直接意見（13.1%）；第四節對比母語者合適問卷調查的結果，

顯示母語者對學習者使用停頓躊躇策略、玩笑策略、直接意見策略、個人

意見策略的評分較高，反映在修正的語料中，可知學習者經常使用錯誤的

否定詞語，或是因為語句組織的不通順而導致聽話者難以理解，此外，母

語者較常使用的策略分別是積極禮貌策略（46.29%）和消極禮貌策略

（32.1%），而不執行策略（7.2%）的使用頻率也高於學習者（0.9%）；

第五節從社會、文化及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長短等變因檢視上述結果，發

現學習者能根據和教師之間的權力和社會距離差距而選用禮貌策略，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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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策略也反映出他們的母語文化特徵，但就在目標語地區學習的經驗來看，

僅顯現表達形式的進步，並未能顯示出他們對語用策略的習得，因此仍需

長期觀察並追蹤他們的學習狀況才能下定論。最後，本論文發現遠距教學

情境對言談表達也有所影響，特別是溝通介面的互動性使得學習者使用非

語言策略輔助直接意見的表達。 

究竟學習者真實語料的研究對教學有沒有幫助？筆者認為需要從不同

角度進行長期的觀察與驗證才能得知，但從學習者的中介語中能看出他們

當前的言談表現，進而反思課堂中常見的問題，特別是教師在提問或引導

的過程中對學生的影響。為了真正結合理論與實務、對教學做出實際貢獻

的目標，第五章將檢視當前的教材，並結合筆者個人的教學經驗以結合本

研究的結果設計出跨文化言談教學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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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文化言談教學設計 

在第二語言教學的領域中，研究和實務是相輔相成的，研究者根據真

實的語言現象進行探究，教師根據研究成果在課堂上應用，換言之，當教

學出現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往往會從學術及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而研究

獲得相當成果之後，也會從教學中加以印證。在本論文中可觀察到遠距教

學的現中學習者常見的問題，因此在深入探究學習者跨文化言談特徵並結

合母語者的回饋加以比較之後，亦期許能將結果應用於教學之中，以幫助

教師了解學生的難點，進而依照不同學習者的特性以設計出合適的教學形

式。 

本章根據第一章至第四章的文獻脈絡與研究成果，從教材和課堂教學

的角度出發，彙整出一套初步的跨文化言談教學設計。第一節先檢視遠距

教材，並綜合本論文的研究結果討論跨文化言談教學的啟示，最後整理出

和可供參考的教學內容；第二節針對遠距教學的形式設計言談教學的輔助

資料及課堂教案，以供中文遠距教師作為參考；第三節則為本章的小結。 

 教學啟示 第一節

語用教學涉及許多不同面向，包含學習者的習得程度、教學主題的選

擇、不同文化間的語用慣例以及學習者對跨文化的抗拒等，但當前的研究

和語言教學之間仍有一大鴻溝（He, 2004；Malamed, 2010），因此本論文

試圖從真實的言談互動中找出中文學習者常見的問題，而為了更清楚了解

教學情境，以下先檢視遠距教學中使用的電子教材和紙本教材的內容，再

進一步說明如何將本論文的結果應用於教學之中。 

電子教材 一、

在本論文所觀察的遠距教學課程中，上課所使用的教材是該教學單位

以跨文化討論主題自編的電子教材，主題包含中國的禁忌、送禮、相親、

隱私、吃素、大男人主義、親戚關係、臺灣的宗教信仰等，每課的內容以

對話、短文和問題討論為主。在該教材中，針對言談討論設計的內容並不

多，以下摘錄幾段包含說話者評價的課文對話，底線處為言談互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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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方明：…農曆七月又叫「鬼月」，鬼月的時候鬼門大開，大家為了

平安地度過這個月，所以都會特別小心，比方說，不可以說「鬼」字，

要說「好兄弟」，要不然他們聽了會不高興。大家也比較不喜歡在這

時候買房子、買車、搬家、動工、訂婚、結婚等等，還有住院、開刀

也都儘量避免，就怕會不順利。 

派克：既然什麼事都不能做，那大家就出門去玩好了！ 

方明：最好也不要出去玩，因為有人認為鬼月出門去玩比較容易發生

危險，特別是玩水的時候更要小心，因為水裡有水鬼。不過，如果你

真的想去玩，身上可以帶個紅包袋，或是穿紅色衣服，可以避邪。還

有人說，住旅館的時候，鞋子脫下來不要放得太整齊，才不會引起好

兄弟的注意。（課文：禁忌） 

（67）方明：這很難說，對方如果是幫了你大忙就回個大禮，小忙就回小

禮。其實，禮物不必是很貴的東西，中國有句話說：「禮輕情意重」，

重要的是送禮人的心意。 

派克：我懂了，只要有心意，送什麼都可以，對吧！ 

方明：也不能這麼說。中國人一般不送傘或扇子，因為怕朋友會「散」

掉，這就跟好朋友不要分梨子吃，否則會「分離」的道理是一樣的。

送水果的話，蘋果不錯，因為有「平安」的意思，但是不要送「四」

個。（課文：送禮） 

在（66）和（67）的課文中，呈現出該遠距教材的話題互動方式，是

以一位母語者方明和中文學習者派克的對話為主，兩人是朋友，所以屬於

社會距離較近、無權力上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且在情境上屬於跨文化交

流的關係。由於派克在臺灣留學，所以常常在言談中表達對臺灣或中國文

化習俗的觀感，而有時方明也會以台灣人的角度加以回應，在課文對話中

常出現的言談禮貌策略多為建議、說明理由和個人意見。此外，若方明想

要澄清某些文化風俗時，有時也會有直接意見的形式做開頭，如：「不是！

是買來送人的。」或「哦！不是不是，你誤會了。」（皆取自課文：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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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課文或語法解釋中並未特別關注言談中的語言形式及禮貌策略用

法，但在每課之後皆有數題開放式的提問，因此還是提供學生發表個人看

法的機會。問題討論的範例如下： 

1. 如果有人直接問你每個月賺多少錢，你覺得怎麼樣？（課文：隱私） 

2. 「禮輕情意重」這句話你同意嗎？在你的母語中有沒有類似的說法？

（課文：送禮） 

3. 你覺得「男性負責工作賺錢，女性負責整理家裡及照顧孩子」的想

法怎麼樣？（課文：大男人主義） 

由於此課程的教材仍屬於開發階段，且題材限於跨文化的討論，因此

未能全面反映當前遠距教學的教材內容。就筆者個人的遠距教學經驗，發

現當前中文遠距教學仍屬於起步的階段，雖然當前有許多私人的教學單位，

但所設計的教材難以兼顧針對性、系統性和專業性，甚至有時為了輔助或

替代學生的課室學習，仍使用傳統的紙本教材作為教學材料。以下將檢視

美國和臺灣使用率較的兩套紙本教材，以更宏觀地審視言談教學在教材中

的具體情況，進而提供本論文的教學設計做為參考。 

紙本教材 二、

筆者所欲檢視的實體課室教材分別是是劉月華和姚道中等編著的《中

文聽說讀寫》和臺灣師範大學所編輯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這兩套教

材是海外及臺灣中文教學領域中具代表性的教材，也是筆者在教學時實際

使用過的教材，以下從言談中與評價相關的句型和語用策略的角度加以分

析和討論。 

2-1 《中文聽說讀寫》 

《中文聽說讀寫》第一版於 1997 年出版，一共有四冊，分別是

LEVEL 1 PART 1 & 2 和 LEVEL 2 PART 1 & 2，現在皆已更新至第三版。

這是一套針對美國大學的中文課程設計的教材，內容包含課文、語法、句

型練習等，目標是訓練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教材內容除了關於語法講解

和使用之外，也包含了對中國文化的知識性說明。此教材曾於 2006改版，

內容更貼近於現代美國大學生生活，且語法活動設計用及問題討論都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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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因此較能激發學生討論的興趣。筆者檢視了第三版的教材，發現初

級（LEVEL 1）教材表示否定的言談中所使用的多為直接意見的策略，形

式上多使用「不」和「沒」，如（68）、（69）和（70）底線處所示： 

（68）王朋：這個男孩子是你弟弟嗎？ 

 高文中：不是，他是我大哥的兒子。（LEVEL 1 PART 1 第二課） 

（69）常老師：…念得很好。你昨天晚上聽錄音了吧？ 

 李友：我沒聽。（LEVEL 1 PART 1 第七課） 

（70）王朋：你怎麼去機場？ 

李友：我想坐公共汽車或者坐地鐵，你知道怎麼走嗎？ 

王朋：你先做一路汽車，做三站下車，然後換地鐵。先做紅線，再

換綠線，最後換藍線。 

李友：不行，不行，太麻煩了。我還是打車吧。（LEVEL 1 PART 1 

第十課） 

從上述課文對話中，可發現課文中呈現的多是朋友之間的對話，只有

（69）是以師生對話為主，但學生所使用的仍屬於毫不修飾的否定形式

（直接意見策略）。筆者將此課文展示給台灣地區的母語者，詢問他們的

感知以及回應，發現母語者仍傾向使用道歉、說明理由或是加上語氣詞的

方式回應老師，如：「對不起，我沒聽。」或「我沒聽耶。」且由於課文

中提到的「聽錄音」屬於學生份內的工作，因此以母語者認為「我還沒

聽。」表示自己之後會聽，顯得較有禮貌，也比較能維護老師的面子。由

此可知，儘管是初級程度的教材，課文中仍應注意課文人物的關係以及其

談話方式，在對話的設計上應更貼近現實生活，或是使用補充的方式進行

說明，而非只是一昧地簡化語言，唯有如此，才能讓學習者培養正確的語

感、學到更道地且有禮的用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初級教材的課文對話中也出現了不執行策略的例句，

如（71）高文中想約白英愛單獨出去，但是白英愛卻不解風情地要他也請

另外兩位好友一起，因此使用了停頓躊躇和壓抑不同意的策略，但其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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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內心卻有不同的意見。由於此種例子可藉由情境中理解，因此筆者認

為雖不需要特別提出加以說明，但可在課堂中點出讓學習者意會。 

（71）高文中：你喜歡不喜歡看電影？ 

 白英愛：喜歡。我周末常常看電影。 

 高文中：那我們今天晚上去看一個外國電影，怎麼樣？我請客。 

 白英愛：為什麼你請客？ 

高文中：因為昨天你請我看吃飯，所以今天我請你看電影。 

白英愛：那你也請王朋、李友，好嗎？ 

高文中：…好。（LEVEL 1 PART 1 第四課） 

至於較複雜的言談形式及具體禮貌策略的說明，則多呈現在中級的教

材（LEVEL 2）中，顯示言談的教學安排往往屬於中級程度。課文內容舉

例如下，底線處為跨文化交流中外國學生的言談內容： 

（72）張天明：我覺得美國的中國餐館兒，好吃的不多。 

柯林：那也不見得。附近那家中國餐館兒的菜就很地道。我和我的

女朋友常去。（LEVEL 2 PART 1 第二課） 

（73）張天明：買東西，我只買名牌的，要不然就不買，因為名牌的衣服 

質量好。 

麗莎：不錯。有的衣服便宜是便宜，可是牌子不好，穿一、兩次就

不想穿了，只好再買一件。這樣買兩件衣服的錢比買一件名牌的還

多。 

林雪梅：你說的有道理。 

柯林：買衣服只考慮便宜當然不好，但是也不必非買名牌的不可。

我買衣服的標準，第一是穿著舒服，第二是物美價廉，是什麼牌子

的，時髦不時髦，我都不在乎。因為我買衣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

了給別人看。 

張天明：我不同意。難道你喜歡看雪梅穿不好看的衣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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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雪梅穿什麼衣服都好看，對不對？（LEVEL 2 PART 1 第四課） 

從例（72）和（73）的課文對話中，可知在中級程度的課文對話中，

較常出現課文角色彼此看法不一致的情境，而雙方多屬關係較親密、權力

較平等的社會關係，故可以此作為情境引導學生注意的表達意見的言談形

式，如：「恐怕…」（I’m afraid; I think perhaps. ）、「難道…」（This is 

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等句型，以幫助說話者在跨文化言談中表達主

觀意見。雖然課文內容並未針對不同言談內容進行編排，但是語法活動卻

包含了相關的練習，如表五-1 中的練習即先提供表達不同意見的句式，再

設計問題讓學生相互討論、發表意見： 

表五-1 《中文聽說讀寫》的異議語練習範例（p. 318） 

Taking Sides 

How do you state your 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with others? Here are 

some options: 

1. 我同意/反對… 

2. 我(不)同意____的看法/做法/意見。我認為/覺得… 

3. 我覺得____說的話很有道理/沒有道理。 

4. 我不完全同意/反對… 

Use at least three of the above four options to state your opinions in the 

following exercises. 

1. 李哲的姪女認為兒童也是人，有自己的愛好和興趣，家長應該尊

重孩子自己的選擇。你同意嗎？ 

2. 李哲的哥哥反對給孩子太大的壓力。你覺得呢？ 

3. 麗莎覺得孩子應該有個快樂的童年，也應該好好學習。你的看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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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雖然《中文聽說讀寫》並未針對語用功能編排課文對話內

容，但是在活動設計上卻考量到學習者說話時所需要的框架，因此適當地

補充了言談形式安排的不足。儘管如此，筆者認為教材中還應考量到不同

的會話情境以及說話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對此設計出不同的句式和禮貌策

略，甚至以螺旋式的方式呈現於教材之中，才能幫助學習者在不同的課文

及話題中既能鞏固既有的語言知識，並繼續在跨文化溝通中擴展成更複雜

的句式以適切表達己見。 

2-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是臺灣中文教學課堂中廣泛使用的教材，此系

列的書在編寫時是從美國 AP（Advance Placement）語言測驗的溝通

（ Communication）、文化（ Cultures）、多元（ Connection）、辯思

（Comparisons）和實用（Communities）五大目標出發，改編了 1999 年出

版的《實用視聽華語》，使得課文的詞彙、句型和內容更生動自然，也更

符合現實的溝通情境。此教材一共有五冊，主題囊括了基本會話、生活用

語、校園活動、中華文化和政經議題等。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多為中級程

度的學習者，故筆者僅檢視第一冊到第三冊中跟表達評價之言談有關的內

容。 

綜覽第一冊和第二冊，筆者發現在初級教材中雖介紹了否定句式「不」

和「沒」，也羅列了緩調詞包含「不太」、「還好」和「不一定」，以及

言談標記「可是」，但並沒有強調它們在不同語境中的語用功能，僅在不

同課文或例句中隨機出現。如第一冊第十課中分別有兩段對話： 

（74）A：你是一個人去的嗎？  

B：不是，我是跟兩個朋友一塊兒去的。 

（75）A：走路去不累嗎？ 

B：還好。我們學校離這兒不遠。 

觀察例（74）所使用的否定句式，可將之歸納為直接意見的策略；而

例（75）則使用了緩調詞「還好」，屬於消極禮貌策略。此部分反映出為

何本研究中的學習者語料會傾向使用直接的方式表達意見，因他們往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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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初級教材的句型，且未有機會透過教材學習中文的語用知識，導致在

真實的會話中無法更貼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下表五-2 呈現的是第二冊中

涉及跨文化言談的課文內容，但編者在課文或練習中並未說明談話雙方的

社會關係，亦未提供適當語用功能或策略，更未搭配相關的活動讓學生作

系統性的練習，故筆者在此先用本研究的分類標準列出這些課文所使用的

禮貌策略： 

表五-2《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課文對話中的對話節錄 

課次  內容  次策略/主策略 

一 A：這個周末，你到哪兒去了？ 

B：我沒到哪兒去。我生病了。 

直接意見/公開

策略、說明理

由 

五 A：有人說法語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語言，你說

呢？ 

B：我覺得華語跟法語一樣好聽。 

個人意見/積極

禮貌策略 

九 A：我們這次還是到公園去野餐嗎？ 

B：是啊，你想得出更好的地方來嗎？ 

A：為什麼不去海邊呢？ 

B：現在海邊大概還太冷，風也太大。 

提問/非公開策

略 

十 A：我要去運動場打網球，你去不去？ 

B：我不能去。我明天要考試，還沒準備好呢。

我要去圖書館看書。 

A：打完了球，再去吧。 

B：不行，我怕我念不完。 

直接意見/公開

策略、說明理

由 

 

從表五-2 中，可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前兩冊的課文中出現的禮貌

語策略類型較少，以異議語為例，課文中相關的句型包含「S 沒 V 什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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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 O/S沒 V多少 O/N 不怎麼 SV」和「A跟 B不一樣、A沒有/不像 B

這麼/那麼 SV」等比較句，以此表達說話者的否定。相較於《中文聽說讀

寫》，雖然《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初級教材的詞彙和語法量較少，但課文

中多加上原因或使用語氣詞修飾，使得說話者在表示意見時顯得較委婉，

也更符合現實生活中母語者的用法。 

至於第三冊的課文內容，可以發現言談表達的禮貌策略漸趨多元、使

用的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如「並+不/沒」（not at all, indicates contradiction 

of the previous speaker’s statement）、「A是 A，可是…」和「難道…嗎？」

等表達說話者語氣或態度的句式，但仍未有較具系統性的介紹或練習。課

文中的對話內容呈現舉例如下表五-3： 

表五-3《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課文對話中的言談內容節錄 

課

次  

內容  次策略 /主策略  

一 爸爸：我們做父母的總是不放心，擔心孩子不

會照顧自己。 

偉立：我父母本來也一樣，後來我開始送報、

幫忙做家事，因為我做得還不錯，他們慢慢兒

就放心了。 

媽媽：難怪有人說西方小孩比東方小孩獨立。 

建國：那是因為你們從來不讓我們獨立。 

媽媽：我們覺得把書念好最重要，總是鼓勵你

們多念書，所以沒叫你們做家事，也不希望你

們去打工。 

說明理由 /消極

禮貌策略 

五 偉立：那麼，一年四季都很舒服吧？ 

台麗：也不一定，夏天又濕又熱，並不舒服。

春天秋天的氣溫變化很大，很容易感冒。 

模糊限制語 /消

極禮貌策略 

六 偉立：那你們的考試很多囉？ （助教）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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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也不算多，你只要把書上或老師說的背

下來，考試及格一定沒問題。…… 

偉立：我寧可寫報告，也不要背書。 

助教：背書是很無聊，可是有些東西非背不

可。學語言更需要背。 

偉立：我們老師總是鼓勵我們要有自己的想

法，寫報告比背書有意思多了。 

限制語 /消極禮

貌策略、部分

同意 /積極禮貌

策 略 ； （ 偉

立）負面意見 /

公開策略、轉

移責任 /消極禮

貌策略 

八 美真：才請我們喝一罐可樂，太小氣了吧？該

請吃大餐才對。 

建國：你忍心把我辛苦賺來的錢一次就吃光

啊？ 

提問 /非公開策

略 

十 錢太太：你大哥怎麼那麼熱心？ 

偉立：他念研究所的時候，在國會工讀，認識

了一些國會議員，學了很多，很有興趣往政治

這方面發展。 

錢太太：這麼說，也許有一天你會是總統的弟

弟呢！ 

偉立：(笑)到總統府的路可不好走啊！ 

以玩笑迴避 /消

極禮貌策略 

十

一 

偉立：你覺得他的演講怎麼樣？你同意他的看

法嗎？ 

李平：這位教授講的是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我們臺灣的情形不太一樣。 

模糊限制語 /消

極禮貌策略 

十

四 

台麗：我們臺灣有很多旅行團去這兩個地方，

因為聽說去大峽谷得經過一片大沙漠，參加旅

行團一方面省事，一方面也安全。 

偉立：我覺得參加旅行團只能走馬看花，每次

個人意見 /積極

禮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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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個地方，不是忙著照相，就是排隊上廁

所，還能有多少時間欣賞風景呢？！ 

台麗：你說得也對，難怪你們喜歡自助旅行。 

 

從表五-3 可看出，第三冊課文中的角色和情境較前兩冊多元，不僅涉

及朋友之間的對話，也包含了親子和師生的對話。以第六課中助教和偉立

的對話為例，此段對話中偉立使用了負面意見策略表示自己不喜歡背書，

屬於較強的評價形式，其後的話輪中又使用了轉移責任（我們老師），顯

示雖然一開始偉立較不客氣，但後來還是透過禮貌策略維護了助教的面子。 

相較於《中文聽說讀寫》，《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文對話設計較

活潑，在言談內容方面也使用了較多元的策略及形式，但語法或課後練習

的部分則未針對語用功能進行規劃，仍多以機械式的練習為主，如讓學生

使用「並+不/沒」的句型改編：「小陳這麼聰明，成績一定很好。」等對

話，筆者認為若提供較具體的情境讓學生自行設計對話會更合適。 

綜合而言，當前主流教科書的編排方式，仍以語法點為基礎、有時配

合故事劇情展開，少有依照語用功能進行課文內容設計，甚至在練習中也

只是為了機械化操練句型而設計，使得學習者儘管在該課學會了某種言談

表達的句式，在真實的跨文化溝通中卻不一定能夠發揮。雖然並沒有任何

教材能提供完美的練習活動，但筆者認為教師不妨先依照不同情境和談話

對象提供適當的句式（如表五-1）作為活動基礎，再利用課後的討論題，

將之設計成辯論或小組討論的形式，讓學生互相對話並發表意見。實際設

計的問題可參考《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1. 你也覺得西方小孩比東方小孩獨立嗎？你的想法怎麼樣？（第三課） 

2. 你認為我們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嗎？如果會，你想原因會是什麼？

結果會怎麼樣？（第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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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教材中所提供的內容，在此可了解中級中文學習者言談的背

景知識。接下來筆者欲結合語用教學理論、研究成果和筆者個人所觀察到

的上課實境提出一套應用於跨文化言談教學的方針。 

教學應用 三、

為了讓學習者更真切地掌握目標語的語用原則，應給予學習者適當的

輸入，因此無論是課室中的語言或是教材的設計都需經過審慎的設計；此

外，適當的教師指引和教學環境也都能幫助學習者建立正確的語用原則

（Bardovi-Harling, 2001；Rose & Kasper, 2001）。以下簡介言談教學在中

文遠距課程、活動和教材中應有的設計： 

（一） 課程  

Rose 和 Kasper（2001）認為在培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用能力時，應

先確立授課語境和活動對學習的影響，因此在課程設計時須注意引導學習

者的方式並提供多元的練習機會。在遠距教學的課程設計方面，依據筆者

的授課經驗和前人針對遠距教學的研究成果，發現在一對一或一對二的遠

距教學情境中，應在課程的初期先提供學生主要的語用法則，如提供在討

論跨文化主題時能廣泛應用的基本禮貌策略，再依據不同的課程主題設計

較具體的生活情境以進行操練。同時，課程設置時也須考量遠距教學的限

制，諸如網路不穩定所造成雙方的時間差、空間阻隔而無法使用肢體互動

的問題等，因此教師授課時應盡量避免語速過快，或是使用太繁複誇張的

肢體語言，在課程之初也須提醒學生注意上述事項。 

（二） 教材  

Kasper（1992）認為教學中若缺乏輸入，習得便不會產生，因此應提

供足夠的資訊量讓學習者選擇，才能將中介語發展成更接近母語者的語用

能力。筆者所觀察的遠距教學雖使用單位自編的教材，但授課老師可根據

實際的上課內容進行調整，故可能會導致每位教師設計差異過大，導致影

響教學成效的情況；因此筆者認為若能在每次上課以前定期讓所有的老師

集體討論教材的內容，確立每次上課的共同內容，並根據個別學生的反饋

進行調整，適時製作補充教材或是強化教材內容，將會使得課程進行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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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順利，也能使教學更更有針對性。至於補充教材的內容，配合網路教學

的特性，應多採用真實性材料（authentic materials），如廣告、真實對話

或新聞等，並提醒學習者注意不同情境中的語言形式和語用策略差異，進

而引導學習者培養觀察和歸納的能力。 

（三） 提問  

從本論文師生的互動之中，可發現學習者的言談經常出現於回應教師

提問時，但若教師無法提供較清楚的提問或引導，學習者往往會不知所措，

言談表現也會顯得較混亂無章。當教師具有語用意識，在課堂上便能提供

社會化的語境引導學習者練習（Pohl, 2004），因此在提問時應注意說明問

題的主語所指涉的對象（你、美國人、他們）、是否有所預設，然後盡量

使用學習者所知道的詞彙和句式，才能幫助他們正確理解問題的內容。筆

者認為欲加強此方面的能力，除了在上課以前先列出所有可能提問的內容

之外，也要注意問題和問題之間的連貫性，若能透過主題式的提問一步一

步引導學習者，或者以後設性的問題（如：在你的國家也是這樣嗎？）引

發自省，應能幫助學習者提高語用意識36。 

（四） 活動  

由於遠距教學具有即時互動的特徵，因此活動的設計上也須考量學生

的人數和師生互動比例，此外，不同教學平台的操作介面會影響教學活動

的設計，因此也須配合各個視訊會議軟體的功能進行設計（高慧真，

2010）。舉例而言，在一對一的遠距教學課程中，可針對不同的言談內容

設計師生問答或角色扮演的活動；在一對二的課程中，則可讓兩位學生相

互提問、辯論，或是讓師生三人都能共同參與討論，以增進跨文化言談互

動的機會。若視訊會議的軟體具有白板功能，也能讓學生圈選或寫字，同

時也能提供適當的影片或圖片，以增加活動的真實性、互動性和趣味性。 

                                                 

36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老師提出教師提問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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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遠距教學的特徵與本論文言談分析的結果，筆者認為遠距跨文化

言談教學的目標在於增進學習者的口語能力，並了解和選擇適當的跨文化

更通技巧，以幫助他們順利和母語者進行交流。 

 教學設計 第二節

從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中，可知學習者在跨文化言談表達時多受限於既

有的語法結構和語用知識，因此造成表達上太過直接或是語意模糊不清的

情況。此外，從前一節的教材檢視中，可知教材設計時多未考量語用功能，

僅是在課文中根據該課所欲強調的語法點任意排序，較少依照語用功能排

序。本節第一部分先以言談中的評價為例設計課前資料，目的是給教師作

為教學前的參考，第二部分再以教案範例的方式，列出具體的遠距教學上

課流程。 

課前資料 一、

從本論文中的言談策略中，可知有五大禮貌策略，為了讓教師和學習

者更容易了解每項策略的內容和使用方式，筆者將策略名稱稍作修整並整

理如下： 

1. 直接說（公開策略）：（不）對/是/行、我（不）同意 

2. 客氣地說（積極禮貌策略）：對/嗯/很好/A 是 A，可是/但是/不

過…、不太/大概/可能、因為…所以…、耶/啊/啦 

3. 更客氣地說（消極禮貌策略）：老師/您、對不起/不好意思、我

覺得…、在（國家）我們… 

4. 暗示地說（非公開策略）：（不）是嗎？ 

5. 不必說（不執行策略）：其實… 

以上為言談中基本的禮貌策略，但由於真實會話中的言談形式多元，

因此在備課之前，教師應根據該課的和主題容安排主要欲操練的言談形式，

並從下方向進行準備：與主題相關的言談形式（如問答、辯論）、談話對

象關係和言語行為特徵，包含如語用策略和語言形式，亦可藉由修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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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呈現。以跨文化主題「大男人主義」為例，課前資料的準備如下表

五-4所示： 

表五-4 言談教學的課前準備資料範例 

課程主題 大男人主義 

言談形式 說明自己的意見、回應老師的提問 

談話對象 學生和老師 

言語行為 評價：同意、異議 

語用策略和

語言形式 

1. 非常同意：對/沒錯、我同意 

2. 有一點同意：老師/您、對不起/不好意思、我覺得…、

在（國家）我們… 

3. 不太同意：對/嗯/很好/A 是 A，可是/但是/不過…、不

太 /大概 /可能、因為…所以…、耶 /啊 /啦、（不）是

嗎？、其實… 

4. 非常不同意：不對/是/行、我不同意 

 

教案設計 二、

有了課前資料的準備，教師可再根據上課的對象、教學目標和使用的

網路平台設計教案。筆者在此針對「大男人主義」主題，以中文異議語的

語用功能與禮貌策略為例，設計出一套教學流程： 

1. 熟悉教材：本課是關於一位日本女性觀察台灣男女在婚前和婚後

的互動差異，並對比日本、歐洲等地區的男女交往現象，期能提

高學習者參與討論的動機。課文部分內容如：「谷川淑子注意到

台灣男性在結婚以前，會幫女朋友拿購物袋，甚至還會幫忙背皮

包；可是結婚以後，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少了。」、「有一些男性

覺得如果自己的薪水比太太少的話，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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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員工有女性上司或老闆的話，也覺得很丟臉。」、「很多日

本男性認為女性不會開車，所以不喜歡她們開車；她在歐洲也碰

過這種情況，不少她認識的男性認為塞車都是因為女性開車開得

太慢造成的。」 

2. 教學對象和上課方式：在海外學習的中級中文學習者，上課時間

預計是 50分鐘，上課的人數是一位老師和一位學生，使用的是具

有電子白板功能的視訊會議介面，如圖五-1 中畫面中間是電子白

板，左上方是學生的影像，左下方是即時訊息的介面，下方是教

師的影像。在教學時，老師還可以使用指示棒、畫筆和圈選等功

能，而上傳一系列的圖片之後只要按換頁便能進入下一張圖片，

同時也能插入網路上的影片連結讓雙方同時觀看。 

 

圖五-1遠距教學異議語 教案設計應用之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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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前參考資料：在正式上課之前，為了讓學習者掌握遠距課堂中

的禮儀，老師可以先寄給學生一份課前學習單（如表五-5，可視

情況加上拼音），並請學生先預習和記誦。 

表五-5 課前學習單 

上課的時候，如果電腦的問題、聽不清楚老師的話，你可以這樣說： 

1. 老師，不好意思，我剛才沒聽清楚。 

2. 我的電腦好像有________________問題。 

3. 現在的網路不太好… 

4. 請問___________怎麼用？ 

5. 可以請您再說一遍嗎？ 

 

4. 課堂安排：在正式上課開始的時候，可以參考表五-6 的教案進行，

每堂課的基本流程為導入、課文討論和活動三部分。建議教師於

事前 30分鐘先登入教學平台準備，除了確認網路的順暢度和熟悉

操作之外，也可先將投影片上傳至電子白板上，或是先開啟所欲

補充影音的資料，才能避免上課時手忙腳亂。 

表五-6遠距教案設計實例 

 教學內容  

教

學

目

標  

經由本次的跨文化討論之後，學生能： 

1. 了解中文「大男人主義」的意思 

2. 用中文說明「大男人主義」的行為表現 

3. 用中文發表對「大男人主義」的看法 

教

學

流

一、 導入（10分鐘） 

老師和學生寒暄，先問問學生和異性出去約會的經驗，或是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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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論兩國男女交往的文化習俗。老師的提問範例如下： 

師：在你的國家，女生和男朋友出去的時候，如果她拿了很多的東

西，男生會幫忙拿嗎？  

學生發表完意見之後，老師用 ppt 或電子白板展示以下四張圖

片，問學生：「你覺得這個男生怎麼樣？」、「你同意他的作法

嗎？」、「男生一定要幫女生拿東西嗎？」 

 

 

 

 

 

 

 

 

 

 

二、 課文討論（20分鐘） 

經由步驟一的導入和討論，老師可一邊記錄學生的發言，然後

根據學生所使用的句型給予反饋，如適時糾正學生的語法、提醒學

生留意語言形式的使用等，若出現不禮貌的情況也應適時提醒。 

其後，老師使用電子白板展示下列句式，領讀並且簡要解釋詞

彙之後，再告知學生此為表達不同意見時的參考。 

如果你不同意老師的看法，你可以這樣說： 

1. 我覺得/我認為/在我看來… 

2. 嗯/對/我同意，但是/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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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意見。我覺得/我認為/在我看來… 

4. 老師，不好意思，我覺得這樣不太好/我不同意/我反對…因

為… 

接著，老師展示下列問題和以下圖片： 

 

 

 

 

 

1. 什麼樣的行為是「大男人主義」的表現？ 

2. 你覺得有「大女人主義」嗎？為什麼？ 

3. 你覺得「男性負責工作賺錢，女性負責整理家裡及照顧孩

子」的想法怎麼樣？ 

4. 談談你對職業婦女的看法。職業婦女有沒有哪些部分是比

男性上班族更辛苦的呢？ 

5. 你覺得男性結婚前跟結婚後，對自己的女朋友/太太的表現

有什麼不一樣嗎？ 

老師以問答的方式和學生討論下列問題，若學生表示不同意，

就提醒他們可以使用上述句型；若學生僅發表個人意見，老師就持

反面的觀點來反駁學生，以激發學生辯論或討論的熱情。如： 

生：我覺得女人開車開得不好。 

師：為什麼？可是我覺得也有一些女人開車開得很好。 

生：可是… 

師：你有沒有開車開得很好的女生朋友？  

三、 活動（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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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和學生進行角色扮演的活動，先說明雙方的關係：男朋友

和女朋友（其中一方是中國人或台灣人，由老師扮演）。先提供言

談的句式，再參考圖片和四種情境內容，讓學生在電子白板上圈選

自己有興趣的情境，和老師一起模擬男朋友或女朋友和對方抱怨的

對話： 

兩個人意見不一樣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1. 你不是說….嗎？/….不是嗎？ 

2. 對啊/嗯…，可是… 

3. 我覺得…因為… 

4. 是嗎？真的嗎？ 

情境一：男朋友不幫女朋友撐傘 

情境二：都是女朋友在拿東西 

情境三：吃飯都是男朋友付錢 

情境四：女朋友總是希望男朋友買東西給他 

 

 

 

 

 

 

例如老師選了情境四，老師扮演女朋友，學生扮演男朋友： 

女朋友：你之前說什麼都會買給我，為什麼不送我這個包包？ 

男朋友：嗯…可是我最近沒有錢，下次再買給你吧。 

女朋友：…好吧！/我不管，現在就買給我！/那我自己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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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請學生觀察家人或朋友，找出一件「大男人主義」或「大女人

主義」的行為，用圖畫、照片或影片輔以中文字設計一段對話。 

上述教案中的圖片皆取自網路37，教師也可以自行搜索影片或圖片安

排在課程中讓學生討論。此外，遠距教學時可透過打字的功能紀錄學生在

形式上的失誤，然後等學生說完時再以文字的方式提供正確的句型，接著

引導學生多練習幾遍。若是較不禮貌的句子，也可先記錄之後再詢問學生

這樣說是否禮貌、以及比較他們母語的用法等。課後亦可將本次上課的失

誤句整理成一份文件，然後寄給學生留存。 

在設計完教案之後，筆者找一位中高級程度的海外日本學習者作為受

試者，進行為時 50 分鐘的一堂遠距課程，所使用的視訊軟體為 skype，因

沒有電子白板，故筆者還提供了一份上課講義（附錄二38）。下表五-7 是

此實驗的背景與結果： 

表五-7 遠距試教結果 

評估項目  內容  

學習者背景 大學剛畢業的日本女性，中文程度為中高級（通過新

HSK五級和台灣華語文能力測驗高階級） 

上課流程 
1. 寒暄 

2. 討論課文的生詞及內容 

3. 提供言談句式後進行跨文化討論 

4. 角色扮演 

5. 詢問學習者感知及告知研究用途 

                                                 

37
 漫畫：朱德庸；婚前婚後圖片：http://news.qd8.com.cn/marriage/27250.shtml; 翻白眼吧！溫

蒂妮小姐：https://fbcdn-sphotos-a-a.akamaihd.net/hphotos-ak-

ash3/q71/1176170_618224581545148_372692227_n.jpg 

38
 此試教所使用的教案為論文口試前、未經修改的版本。 

http://news.qd8.com.cn/marriage/272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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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的反應 喜歡課文內容及教師所提供的圖片，但表示「大男人主

義」的話題較難發表意見，因為沒有社會經驗所致。 

在使用較案實際進行教學之後，筆者發現雖然上課時提供了言談的句

式，但討論時學習者仍需要老師的引導才能發揮；在角色扮演時因為語境

較清楚，所以很容易就用出老師所提供的句型。針對試教的內容與結果，

筆者在和受試者訪談之後，發現所設計的教案能提升學習者的語用意識，

也提供了不少學習者知道或學習過、卻不常用的句式，並提供了具體的情

境練習以幫助記憶。儘管如此，仍有以下待改進之處： 

1. 應針對學習者的背景進行課文難易度的調整，或適時補充生詞，如

「男女朋友階段」和「想盡辦法」等。 

2. 提供漫畫時應用數字標明順序，或是引導學習者找出正確的順序。 

3. 提供師生互動的句式時，可以再依照禮貌程度或學生的文化背景進行

安排，因學習者提出在日文中並不會使用「我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的用法，故認為此句式較不禮貌，教師可在此讓學生和自己的母語進

行比較。 

 小結 第三節

本章在結合論文結論和前人的教學理論之後，根據真實的教材、課程

而設計出了教學的參考。在教案的部分，筆者根據「大男人主義」這一跨

文化討論主題，輔以語用教學和語言形式的策略，設計出一節課的教學範

例，並提供實際試教的結果，以供中文遠距教師作為參考。筆者認為教學

和理論是相互補足的，老師從教學中發現問題之後，就學生的錯誤或課堂

上經常出現的問題進行修正，然後從既有的研究成果中找出解決方式，這

是每一位專業的中文老師都應具備的素養。本章的教學啟示和教案設計雖

只涉及言談在遠距教學中的內容，亦能提供一般的課室語用教學作為參考，

不失為拋磚引玉之效，也盼未來能又更多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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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論 第一節

本論文研究的是遠距教學情境中學習者跨文化言談之形式及策略表現，

藉由觀察他們在真實語境中自然產出的語料，再對比母語者修正後的語料，

以歸納出合宜的言談形式及語用策略，進而和實務結合以設計出具有應用

價值的教學方式。以下是本論文在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 

1. 在中文遠距教學中，學習者言談出現的禮貌策略及語言形式為何？ 

在此情境中，學習者言談中較常出現的是消極禮貌策略（43.6%）和

積極禮貌策略（34.9%），其中又以停頓躊躇（24.6%）的次策略最多，顯

示學習者在表達意見時會採取較多迴避性的禮貌策略來降低對老師面子的

威脅。在語言形式方面，學習者常使用的詞彙是預備詞、緩調詞、模糊限

制語、對比標記和包孕式人稱代詞，常用的句式則有否定句和疑問句，此

外學習者還會透過停頓、重疊和笑聲等非語言因素來輔助言談的表達。 

2. 母語者對中文遠距教學中學習者言談表現的接受程度為何？應如何修正？ 

母語者在感知問卷的調查中，給予學習者的停頓躊躇（3.85 分）和以

玩笑迴避（3.35 分）等次策略較高的評分，顯示母語者對學習者常使用的

的消極禮貌策略接受度高。觀察母語者修正學習者的語料，發現學習者在

形式上出現了詞彙、句式、對比標記和稱謂的誤用，而母語者以會加上句

末助詞「吧」、「哦」或預備詞「咦」等來緩和句式的強度；在策略方面

母語者傾向使用積極禮貌策略（46.29%）和消極禮貌策略（32.1%），此外

也使用較多的不執行策略（7.2%），顯示母語者在和老師溝通時會採取較

多合作性的禮貌策略，但有時也會使用壓抑或暗示的方式避免異議。此結

果顯示學習者應多加強詞彙理解和運用的能力，並且留意到華人文化中教

師的面子需求，才能更合宜地進行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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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者在社會、文化和目標語地區停留時間不同等因素的影響之下，其

言談的表現有何特徵？ 

就社會因素而言，學習者雖和老師的社會距離較遠，且知道老師擁有

較大的權力，言談中卻仍使用較直接的消極禮貌策略，是因為語言討論課

堂的氣氛較輕鬆和話題對老師的面子產生的威脅程度較低所致，而母語者

在對老師的言談則採用較委婉的語言形式，且策略上也顯得更多元；在文

化方面，本研究發現言談中的禮貌的策略具有跨文化的特徵，不僅會受母

語的語用策略所影響，也會使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達特定的語用功能；

最後，結果顯示學習者在目標語地區停留的長短對語用策略的培養並無顯

著的影響，筆者認為是位因無法長時間追蹤學習者在留學前後的語言能力

所致。 

有了具體的研究成果之後，筆者結合個人教學經驗以及遠距教學的特

徵，並配合既有的教材而設計出一套教學範例。筆者發現若教師能系統性

地整理欲練習的言談的形式及策略，且在上課前結合遠距教學的媒介特徵

進行設計課堂活動和提問方式，在課堂上針對學生的表現進行調整與糾正，

將會使學習者的口語能力更為自然、有效。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貢獻有以下三點：其一，結合語用學、會話分析

與第二語言教學理論，透過真實語料和母語者的感知評斷測試，是為研究

方法上的一大嘗試；其二，歸納出中文學習者跨文化言談的特徵，並提供

了母語者的接受程度及修正結果，以彌補了文獻中的部分不足；其三，分

析當前遠距教學不足之處，並設計出一套言談教學的範例。總而言之，本

研究不僅能對漢語語言學的研究有所貢獻，也提供了具體的遠距教學範例

給教師作為參考。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第二節

本論文採用的研究和分析受限於時間和人力的限制，仍有許多未盡之

處，因此筆者認為未來在從事相關領域研究時，有幾點能改善的方向： 

1. 語料分類過於主觀：由於人力的限制，本論文語料的策略分類僅由筆

者一人獨力完成，雖根據語料歸納出五大主策略和二十項次策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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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其他的策略不適用於此分類。在語料的歸類方面，雖然筆者在

分類的過程中也請同儕幫忙校正或檢視，但卻難以排除歸納上的主觀

性，因此未來若能有一個研究團隊共同制定一套嚴謹的分類方式並相

互檢測語料分類的合適性，將會使此領域的研究更為客觀。 

2. 研究方法的侷限：本論文在蒐集母語者的語料時，因限於中文教學情

境無法讓母語者以相同情境產出真實語料，故採用問卷的方式讓母語

者模擬學習者的思維進行修正，最後取得的是書面的口語語料，與實

際的語言現象仍有所出入，因此未來若能採集到真實情境中的中文異

議語語料並加以對比，將能獲得更具啟發性的研究結論。 

3. 微觀的語法研究：本論文所討論的言談形式包含許多語法結構和會話

特徵，但受限於時間未能仔細探究，未來可望能針對較細部的語言現

象如會話中的笑聲、重疊、篇章和連詞等進行探究，或是更進一步對

比中文和其他文化的特徵，以對漢語語言學和第二語言教學做出更大

的貢獻。 

筆者期望未來此領域的研究能確實結合教學實務，請專業的遠距教師

團隊針對學習者的失誤進行討論，並結合有效的教學法和適當的教材進行

教學設計，最後將之系統性地運用於課堂上之後，再檢視其教學成效，如

此不斷驗證與改善，將能對中文的研究與教學做出最實際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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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母語者合適調查問卷 

這樣說對不對？ 

外國人如何用中文表達異議之調查  

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主要是調查在中文母語者能否接受外國人表達不同

意時所說的中文，題目皆取自於中文老師和外國學生真實的上課對話，總

共有 10筆外國人說中文的資料，請您撥冗為每一筆資料評分並且修正。問

卷調查的結果僅供中文教學使用，請安心回答。如有任何疑問，也請隨時

和研究者聯絡。謝謝您的配合！ 

                                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 

劉羿彣 敬上 

699800112@ntnu.edu.tw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以下資料不會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 

1. 性別： □男性  □女性 

2. 年齡： □20 歲以下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 歲以上 

3. 職業： □學生  □非學生，職稱________ 

 

第二部分：評分範例 
題目：談論送禮的文化 

中文老師：你有沒有聽過有人收到禮物不開心的？ 

外國學生：…也有這個情況嗎？我不覺得。呃我還沒聽過。 

 

評分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 嗯…有這樣的情況嗎？我不知道耶，我還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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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1. 在評分時，請留意這位外國人是否合乎禮貌或有所冒犯。

分數是 1 分最低，5 分最高。 

2. 分數在 4 分或以下時，請協助提供修改意見。 

3. 修改外國人的話時，請注意只修改他的語言形式而非想法。 

第三部分：問卷填答 

第一題：討論大男人主義，學生認為太太可以自由選擇工作 

中文老師：假如說你的薪水非常非常的高，足夠用很久，然後

也足夠整個家裡面的需要，也許你會建議你的太太說...啊那你不

用那麼辛苦工作，我養你就好了。 

外國學生：沒有，沒有，那很奇怪。因為我不是她，所以她可

以選擇她自己做的。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題：住在德國的希臘學生不同意老師的話 

中文老師：我覺得希臘人比較直接。 

外國學生：對，可是不會跟德國人比起來那麼…呃…直接，了

解嗎？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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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中英文打招呼的文化差異 

中文老師：英文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別，就跟我們在臺灣不一樣。  

外國學生：但是因為你說中文的時候只有你好跟你好嗎，只是

不是不同的意思。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題：是否同意「禮輕情意重」的看法 

中文老師：他覺得送禮的時候心意才是重要的，禮物不是很重

要。美國人也是這樣認為的嗎？ 

外國學生：哦...我同意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人他們就是說這個，

不是...但是他們不是真的同意。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題：老師請學生回答問題 

中文老師：好！現在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外國學生：這個問題剛剛已經…提到了，我覺得。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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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題：詢問討論過的議題 

中文老師：今天上課的時候你們已經討論過這個議題嗎？ 

外國學生：還好，是一個星期還是一個星期前談的。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題：學生認為應該盡早結婚 

中文老師：你說結婚越早越好，是幾歲？那你明天結婚好了。 

外國學生：哈哈，不過那是我的想法。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八題：老師告訴韓國學生「東方國家的人比西方國家的人忙」  

中文老師：我覺得東方國家的人都比較忙。 

外國學生：忙是忙，而且比如說平常他們有很多的工作，可能

會有環境那樣的顧慮。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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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題：討論到外國婚禮信封的顏色 

中文老師：所以只有婚禮的時候要帶白色的信封。 

外國學生：哦，不一定白色也可以紅色、白色…所有的顏色都

可以。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題：談到中元節祭拜鬼神的習俗 

中文老師：因為中國人相信鬼神，他們認為如果讓這些孤魂野

鬼，在這個月吃飽一點…  

外國學生： 哈哈！一年就…吃飽了？ 

 

非常不適當 1 2 3 4 5 非常適當 

 

修改：(如果你是那位學生，怎麼用中文回應老師更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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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遠距教學講義 

大男人主義 

1. 在日本，男朋友跟女朋友出去的時候，男生會幫忙拿包包嗎？ 

2. 什麼是「大男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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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時候，如果你不同意老師的看法，你可以這樣說： 

1. 我覺得/我認為/在我看來… 

2. 嗯 /對/我同意，但是/可是… 

3.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意見。我覺得/我認為/在我看來… 

4. 老師，不好意思，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我不同意/我反對…因

為… 

問題討論： 

1. 對你來說，什麼樣的行為是「大男人主義」的表現？ 

2. 你覺得有「大女人主義」嗎？為什麼？ 

3. 你覺得「男性負責工作賺錢，女性負責整理家裡及照顧孩

子」的想法怎麼樣？ 

4. 談談你對職業婦女的看法。職業婦女有沒有哪些部分是比

男性上班族更辛苦的呢？ 

5. 你覺得男性結婚前跟結婚後，對自己的女朋友/太太的表現

有什麼不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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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先生和太太  

先生和太太意見不一樣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5. 你不是說….嗎？/….不是嗎？ 

6. 對啊/是沒錯，可是… 

7. 老公/老婆，我覺得…因為… 

 

情境一：老公婚後不幫太太撐傘 

情境二：婚後都是太太在做家事 

情境三：每次買東西都是老公拿 

情境四：太太總是掌控老公的錢  

 

 

 


